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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近年來，「韓流」在國際上掀起一股熱潮，不但在文化、外交層面上創造

提升韓國「國家品牌」的效果，在經濟上也帶動國內產業的共同成長，其中，

韓國流行音樂（K-pop）以多元的音樂內容，結合積極且彈性的市場戰略，成

為新一波「韓流」的重心， K-pop 的成功，引發其他國家的關心，開始探討

韓國流行音樂的成功經驗。 

    無論就音樂產業的發展歷史、規模或市場成熟度而言，日本流行音樂產

業都在亞洲居領先地位。然而，日本政府眼見「韓流」來勢洶洶，K-pop 蔚

為風潮，因而深受刺激，認為有必要學習韓國，以國家力量帶動「內容產業」

發展。日本政府也對流行音樂產業寄予厚望，希望 J-pop 能發揮領軍效果，除

正面迎戰 K-pop 的挑戰，也能帶動其他內容產業發展海外市場。 

    我國政府已將文化創意產業列入下一波國家成長戰略，並且根據國外經

驗以及國內產業發展的基礎，將流行音樂產業納為重點產業，並且設置專責

機構推動流行音樂產業政策。因此有必要先瞭解日、韓兩國的發展經驗，方

能藉由學習並配合本身的市場特性，發展出一套適用於臺灣流行音樂產業的

政策模式。 

    因此，本研究設定三項研究目標： 

一、蒐集日本、韓國推行流行音樂相關機構、政策，推行計畫及執行政策等

資料，並且進行分析整理。 

二、探討日本與韓國流行音樂產業政策及法規配套情形，供文化部規劃政策

及制定法規時的重要參考。 

三、評估國內流行音樂環境及產業發展的政策需求，導入本案的研析成果，

提出適於臺灣的政策與制度建議。 

    在研究方法方面，研究團隊集中運用文獻及政策分析方法。研究團隊大

量檢索日、韓兩國有關流行音樂政策的官方文書、學術論文、研究報告、媒

體報告、網路公開資料等，並且釐清兩國音樂產業政策的政策過程與具體執

行狀況。在政策分析方面，研究團隊說明並比較日、韓兩國在流行音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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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體戰略構想、組織及制度、政策流程，以及政府與產業的政策協調過程、

發展模式與有關的法令配套措施。其次，分析日、韓兩國出口音樂產品的具

體模式與政府措施。  

由於國內對於日本、韓國流行音樂發展資料的掌握較為欠缺，因此研究

團隊在收集整理相關資料時，也針對重要的法規、政策資料，擇要加以翻譯。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員都具備流暢的日語、韓語能力及翻譯經驗，因此能藉

由翻譯資料工作，一方面提高本身對資料的掌握與熟悉程度；另一方面透過

本研究的資料分享，深化國內對於日韓兩國文化政策及資訊的瞭解。唯日韓

文資料的翻譯求其通達，翻譯成果以理解其操作意涵、策略概念為主，並非

正式的法律條文翻譯。 

    研究團隊在研究過程中經常討論以下問題，並且向相關的學者專家諮詢

請教，藉以形成本研究主要的分析焦點： 

一、由於包括流行音樂產業在內的「文化創意產業」，都同時擁有「文化」及

「經濟產業」的雙重性質，因此政府決定如何定位「文化產業」？定位上

偏重「文化價值」或「經濟效應」，都會進一步塑造行政機關的政策偏好

與決策過程。日本政府與韓國政府如何取捨「文化價值」與「經濟利益」，

而發展出本身的政策模式？我國政府又偏向何種「經驗」？取法韓國或仿

效日本？還是我們有能力兼採雙方之長而避免兩者的缺失？ 

二、第二個問題與上述問題息息相關，因為政策發展必須建立在原有政策取

向與政府組織結構的基礎上，而非在真空中進行；許多看似美好的外來經

驗，在客觀條件限制下，並無法隨意接嫁。因此，政府當前的政策偏好及

行動，將影響我國未來的政策模式走向取法韓國，或是近似日本。就目前

而言，研究團隊認為當前政府在流行音樂等文化創意產業的實際作為較趨

近於韓國模式，並且以韓國政府做為學習與競爭的對象。因此在政策建議

上偏重於分析如何吸收韓國模式的優點。 

三、一般認為韓國模式特別強調政府的政策主導力量，但就實際發展經驗而

言，韓國政府的內容與流行音樂產業政策是否發揮預期效果？如何定位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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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在發展內容與流行音樂產業上的角色？ 

四、研究團隊在研究過程中一再發現，無論是採取韓國模式或日本經驗，產

業發展或內容創意價值的提升，最終仍必須回歸企業與市場力量，而韓國

與日本經驗有何值得學習之處？ 

如前所述，由於當前臺灣政府在流行音樂等文化創意產業的實際作為較

趨近於韓國模式，並且以韓國政府做為學習與競爭的對象。因此，本研究實

際在敘述內容時，以韓國做為研究主軸，日本則基於比較韓國視角進行敘述。 

本研究各章的撰寫重點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主要說明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步驟、音樂產業背景概

述、研究大綱等。 

    第二章討論臺灣的流行音樂政策的現實狀況及發展課題，主要為瞭解臺

灣音樂產業界與政策概況，並在結論提出政策建議。 

    第三章，討論韓國音樂產業的現況、組織制度、發展策略及政策法令的

制度過程，以及分析 K-pop 的出口策略。由於韓國政府在產業發展策略上扮

演積極角色，在政府的組織制度架構上與臺灣亦有類似之處，因此，本章將

說明韓國政府如何建構文化政策的決策與執行系統，並且分析相關法規與實

施措施，探討韓國音樂產業如何有效輸出「韓流」及 K-pop 風潮。 

    第四章探討日本音樂產業的現況、組織制度、相關策略與政策法令的制

定過程，以及分析日本流行音樂出口策略。本章重點除整理日本流行音樂政

策及法令內容，主要在釐清日本音樂產業的發展模式，以及政府在政策過程

的角色問題。 

    第五章重點在藉由比較方法，釐清日本與韓國流行音樂政策的特色及差

異，以及不同發展模式造成的效益及問題。在本章亦以韓國的著作權與日本

的智慧財產權為例，比較兩國流行音樂產業的政策重點。再者，亦以韓國的

「組合基金」與日本的產業革新機構為例，比較兩國政府與民間企業的合作

機制。此外，在本章亦比較日本與韓國的流行音樂產業進軍海外市場的戰略。 

    第六章，結論，總結本研究的研究所得，並提出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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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團隊透過上述研究過程，發現以下研究所得： 

    就表面而言，「韓流」似乎在「文化」與「產業」發揮相輔相成的效果，

但深究「韓流」經驗，實際上卻是許多意外因素交錯而成。K-pop 是推動新

一波「韓流」的主力，但 K-pop 輸出的最初動力，在於韓國流行音樂產業受

限於國內市場狹小，而必須思考多元、彈性的戰略開拓海外市場，並以「全

球化」的操作方式，創造全新商業模式。雖然，韓國政府也發現流行音樂產

業在國內市場發展上的限制，因此提出若干支援政策，但多數業者認為政府

並未能主導產業發展，支援政策效果有限。K-pop 主要依賴業界力量，尤其

大型經紀公司的培訓制度與宣傳戰略是成功主因。韓國流行的國內外市場規

模雖持續擴大，但是許多證據指出，韓國政府的音樂產業政策並沒有發揮關

鍵性作用。近五年以來，「音樂產業振興中期計畫」被視為是韓國政府最重要

的音樂政策，但是該計畫的預算執行率非常低，這意味著韓國政府並未能透

過行政預算及計畫對流行音樂產業注入預期的政策能量。因此，必須重新思

考並定位韓國政府的角色。 

    然而，我們也不能過度低貶韓國政府在產業發展上的角色，以及推動基

礎制度建設的努力：首先，韓國內容振興院擁有極佳的情報收集與研究能力，

並且與主要業者形成政策網路。在韓國，由政府提供訊息，協助企業判斷市

場動向，無形中降低企業的風險成本；另方面，韓國政府近年來致力整頓著

作權體制，並於其他國家簽訂相關協議，都有助於改善韓國音樂產業的基礎

環境，吸引更多創作者與投資人投入發展音樂產業。此外，韓國政府透過「組

合基金」的投資模式，在協調政府及市場力量上取得了平衡，並且取得了相

當不錯的績效，成功帶動更多的企業資金透入內容產業，成為推動韓國內容

產業發展最重要的動能。 

    類似的現況也發生於日本，但卻有截然不同的政策發展軌跡。日本政府

原將內容產業定位在「文化」行政的範圍，認為政府的主要工作在保護、提

昇智財權的價值，而將大量行政業務授權業界團體，除建立完善的著作權制

度，也強化了民間維護市場秩序的自主能力。然而，日本流行音樂廣大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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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市場，以及獨特的商業模式，雖塑造出極具「日本特色」的音樂內容，但

卻也使日本業者陷入「優勢者困境」，缺乏進入海外市場的動機；而日本政府

不但缺乏如韓國政府一般的行政權力及資源預算，以往也未發展出一套朝向

國際市場的戰略構想，因此不足以帶動企業走向海外。目前日本政府正在扭

轉以往對「文化產業」的政策定位，更加重視「產業發展」帶動的經濟效果，

因此企圖透過專門的企業，注入更多資金、戰略創意與企業家精神，希望透

過跨業整合、分攤風險的方式，擴展海外市場。日本政府也出資成立類似韓

國「組合基金」的大型投資基金，希望培育具有高度智財技術能力的新企業，

並使創意、創新者能在創作過程中取得更的的利益。但產業革新機構的投資

戰略與手法較韓國的「組合基金」更為彈性多元，在避免過多政府指導的狀

況下，企圖透過評估利潤目標，更圓滑地融合政府的政策方向。 

    另方面，「韓流」表面上的榮景，並未能一舉解決流行音樂產業所面臨產

業發展獨佔化、產業發展利益分配不均，以及獨立音樂被市場排擠空間有限

等問題。同時流行音樂界仍憂慮過度商業化，將損及音樂產品的「文化價值」，

「文化」與「商業邏輯」仍存在內在衝突。但韓國流行音樂創作者及業界雖

批評政府政策缺乏成效，但在思考解決策略時，卻又寄望能提升政府權威而

以公權力調整市場秩序，並且保障弱勢音樂團體的生存空間。流行音樂界的

思考傾向，實際上也反映對業界團體自身力量的信心不足。當前韓國流行音

樂界提出的解決策略，是否能為政府及產業界接受並發揮預期的政策效果，

仍有待現實檢驗。 

    相較之下，日本的內容產業及流行音樂界也有類似的問題，但日本的民

間團體與企業界並不期待政府負擔更多責任或進行強勢政策指導，主因在於

日本創作者、企業、民間社團等大都建立了力量強大的同業組織，有能力進

行協調與仲裁；對於著作權的保障，日本也屬於先進國，早已發展出完整的

制度架構。政府定位回歸至法令的制定與執行仲裁者，主要任務在維護市場

秩序的合理運行，避免壟斷。因此，日本政府、企業與民間團體似乎逐漸建

立一項共識，就是以保障著作權與提升智慧財產價值的方式，解決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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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商業利益的衝突。日本政府與民間投注更多的能量在保障與提升智財價值，

認為即便是屬於小眾取向的文化內容，在經過價值評定與保障後，仍能在市

場上取得一席之地並且足以健全發展。日本政府除採較積極的策略推動文創

產業朝向海外市場發展，主要職責仍定位在建立基礎制度架構。 

    研究團隊基於以上研究所得，參考日、韓兩國政府的政策發展經驗，提

出以下政策建議： 

 

政策建議項目 實際執行方式 政策理由 主、協辦機關 建議時程 

(一) 強化政府部
門的政策研究能
力、重新定位政
府角色 

 

 

 

 

 

 

 

 

 

 

1. 以「韓國內容振
興院」為學習目
標，儘速設立「文
化創意產業發展研
究院」，扮演文化部
的「智庫」角色 

 

 

 

 

 

 

 

 

 

 

 

 

2. 擴大並加速進
用具備產業、金
融、專利法規、智
慧財產等專業背景
或投資經驗的相關
人才。 

 

 

 

 

 

 

 

 

 

3. 儘速與政府相
關部門協調，配合
流行音樂等文創產

a. 「韓國內容振
興院」扮演推動韓
國內容產業發展
的重要角色，該院
擁有相當出色的
情報收集能力與
政策研究能量，因
此能提供企業清
楚的市場動態訊
息，作為企業決策
參考，進而降低企
業的投資風險、提
升投資意願。「韓
國內容振興院」的
成功因素，值得參
考。 

 

 

a. 文化部肩負推
動流行音樂等文
創產業的政策任
務，並且授權投資
管理公司負責操
作文創發展基
金。因此，本部業
務已不拘限於以
往文化行政範
圍，必須提升對文
化產業與相關市
場的掌握及判斷
力，方足以承擔監
督及管理責任。 

 

a. 針對不同性質
文化產業的海外
戰略及市場定

a.主辦：文化部、
行政院 

 

 

 

 

 

 

 

 

 

 

 

 

 

 

 

 

a.主辦：文化部 

b.協辦：考試院、
人事行政單位 

 

 

 

 

 

 

 

 

 

 

 

 

a.主辦：文化部 

b.協辦：外交部、
經濟部、政府各

中長期政策
建議 

 

 

 

 

 

 

 

 

 

 

 

 

 

 

 

 

中長期政策
建議 

 

 

 

 

 

 

 

 

 

 

 

 

 

中長期政策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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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海外發展戰
略，建立廣泛而有
效的訊息收集網
路。 

位，收集潛在對手
及目標市場的重
要情報，協助業者
研判不同市場的
趨勢特性。 

駐外單位及商務
機構。 

 

 

 

 

 

(二) 引進企業及
市場力量、建立
協調政府及市場
機制的適當模式 

 

 

 

 

 

 

 

 

 

1. 鼓勵引進國際
資金、提升基金管
理團隊對海外市場
的投資能力 

 

 

 

 

 

 

 

 

 

2. 設立專屬的項
目基金 

 

 

 

 

 

 

3. 引進「完工保證
制度」、降低投資風
險 

 

 

 

 

 

 

 

4. 建立專業的技
術評價制度及無形
資產交易模式 

 

 

 

 

 

 

 

a. 流行音樂產業
以進軍海外市場
為主要戰略，因此
應強化基金投資
團隊對海外市場
的「國際化」經
驗。 

b. 引進海外投資
者，也有助於建立
投資基金團隊內
部的監督管理機
制。 

 

a. 設置專門的流
行音樂發展投資
基金，提升流行音
樂產業的發展能
量，並且向市場發
出政府策略方向
的明確訊息。 

 

a. 流行音樂等內
容產業需要大量
初期製作基金，並
有無法如期完工
的風險，若由政府
提供「完工保
證」，將能降低投
資者的疑慮、提升
投資意願 

 

a. 結合「完工保
證」制度，有效評
估流行音樂創作
內容的價值，建立
無形內容資產的
交易秩序，並且授
權金融機關依據
評價內容，給予專
案貸款，解決流行
音樂業者的融資
問題 

a.主辦：文化部 

b.協辦：開發基
金、經濟部、金
管會 

 

 

 

a.主辦：文化部、
開發基金 

 

 

 

 

a.主辦：文化部、
開發基金 

b.協辦：金管會等 

 

 

 

 

 

a.主辦：文化部 

b.協辦：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金管
會 

 

 

 

 

 

 

a.主辦：文化部 

b.協辦：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金管
會 

 

 

 

 

 

 

中長期政策
建議 

 

 

 

 

 

 

 

 

 

 

 

中長期政策
建議 

 

 

 

 

 

 

中長期政策
建議 

 

 

 

 

 

 

 

 

中長期政策
建議 

 

 

 

(三) 建立專責發
展著作權及智慧
財產權的投資基
金、協助創作者

1. 協調智慧財產
局等相關部門，儘
速建立評估文化商
品內在價值的鑑價

a. 建立內容資產
交易秩序、活絡創
意內容的市場交
易活動、提升內容

a.主辦：文化部、
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 

b.協辦：智慧財產

中長期政策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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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創意內容「商
品化」 

 

 

 

 

 

 

 

 

 

制度 

 

2. 設立專責發展
著作權、智慧財產
權的創業投資基
金。 

產品的經濟價值 

 

a. 協助流行音樂
創作者將創作內
容成立「著作
權」，甚至發展為
獨特價值的「智慧
財產」 

b. 協助「獨立音
樂」等特定創作類
型設立著作權，或
將特殊表演風格
註冊表演專利，以
提升創作者將創
作內容「商品化」
的動力、克服「市
場化」的障礙，促
進流行音樂市場
朝「多元化」發展 

培訓學院 

 

a.主辦：文化部、
開發基金、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 

b.協辦：智慧財產
培訓學院 

 

 

中長期政策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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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近年來，「韓流」在國際上掀起一股熱潮，不但在文化、外交層面上創

造提升韓國「國家品牌」的效果，在經濟上也帶動國內產業的共同成長，其

中，韓國流行音樂（K-pop）以多元的音樂內容，結合積極且彈性的市場戰略，

成為新一波「韓流」的重心，不但在亞洲市場上攻城掠地，成功進入日本市

場，而且嘗試進軍美國，在聲勢上甚至有超越 J-pop 的趨勢。K-pop 的成功，

引發其他國家的關心，開始探討韓國流行音樂的成功經驗。 

無論就音樂產業的發展歷史、規模或市場成熟度而言，日本流行音樂產

業都在亞洲居領先地位。然而，日本政府眼見「韓流」來勢洶洶，K-pop 蔚

為風潮，因而深受刺激，認為有必要學習韓國，以國家力量帶動「內容產業」

發展。2010 年，日本政府著手推動名為「酷日本（Cool Japan）」的內容產業

發展戰略，似乎有意與「韓流」在國際市場上一較高下。日本政府也對流行

音樂產業寄予厚望，希望 J-pop 能發揮領軍效果，除正面迎戰 K-pop 的挑戰，

也能帶動其他內容產業發展海外市場。 

我國政府已將文化創意產業列入下一波國家成長戰略，並且根據國外經

驗以及國內產業發展的基礎，將流行音樂產業納為重點產業，並且設置專責

機構推動流行音樂產業政策。因此有必要先了解韓、日兩國的發展經驗，方

能藉由學習並配合本身的市場特性，發展出一套適用於臺灣流行音樂產業的

政策模式。 

綜合以上之說明，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有三項： 

一、主要蒐集日本、韓國推行流行音樂相關機構、政策，推行計畫及執行政

策等資料，並且進行分析整理。 

二、我國已於 2010 年將流行音樂產業納入文化創意產業旗艦產業之一，本研

究擬探討日本與韓國流行音樂產業政策及法規配套情形，供文化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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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及制定法規時的重要參考。 

三、評估國內流行音樂環境及產業發展的政策需求，導入本案的研析成果，

提出適於臺灣的政策與制度建議。 

研究團隊在研究過程中經常討論以下問題，並且向相關的學者專家諮詢

請教，1藉以形成本研究主要的分析焦點： 

一、由於包括流行音樂產業在內的「文化創意產業」，都同時擁有「文化」及

「經濟產業」的雙重性質，因此政府決定如何定位「文化產業」？定位上

偏重「文化價值」或「經濟效應」，都會進一步塑造行政機關的政策偏好

與決策過程。日本政府與韓國政府如何取捨「文化價值」與「經濟利益」，

而發展出本身的政策模式？我國政府又偏向何種「經驗」？取法韓國或仿

效日本？還是我們有能力兼採雙方之長而避免兩者的缺失？ 

二、第二個問題與上述問題息息相關，因為政策發展必須建立在原有政策取

向與政府組織結構的基礎上，而非在真空中進行；許多看似美好的外來經

驗，在客觀條件限制下，並無法隨意接嫁。因此，政府當前的政策偏好及

行動，將影響我國未來的政策模式走向取法韓國，或是近似日本。就目前

而言，研究團隊認為當前政府在流行音樂等文化創意產業的實際作為較趨

近於韓國模式，並且以韓國政府做為學習與競爭的對象。因此在政策建議

上偏重於分析如何吸收韓國模式的優點。 

三、一般認為韓國模式特別強調政府的政策主導力量，但就實際發展經驗而

言，韓國政府的內容與流行音樂產業政策是否發揮預期效果？如何定位韓

國政府在發展內容與流行音樂產業上的角色？ 

四、研究團隊，無論是採取韓國模式或日本經驗，產業發展或內容創意價值

                                                 
1 本研究受限於研究時間及經費條件的限制，研究主持人並無法專程至日、韓等地進行實地

訪談。但對於資料的信度，則主要透過對國內專家的訪談，在專家指導下進行確認。本研

究共訪問四位專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助理教授兼東亞流行文化學會理事長

莊佳穎教授、「知韓苑」執行長兼國立政治大學韓語學系兼任講師朱立熙教授、臺灣各大偶

像雜誌特約作者翁家祥先生、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董思齊先生。四位專家對

本研究給予非常大的協助與支持，在此表達本研究團隊對四位專家的謝意。其中董思齊先

生，曾經在韓國留學多年從事政策研究，目前也正以韓國文創政策為主題撰寫博士論文，

因此對韓國部分的相關資料十分熟悉，研究團隊受益於董先生的協助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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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最終仍必須回歸企業與市場力量，而韓國與日本經驗有何值得學

習之處？ 

如前所述，由於當前臺灣政府在流行音樂等文化創意產業的實際作為較

趨近於韓國模式，並且以韓國政府做為學習與競爭的對象。因此，本研究實

際在敘述內容時，以韓國做為研究主軸，日本則基於比較韓國視角進行敘述。

2 

 

第二節 音樂產業背景概述 

 

一、臺灣流行音樂發展現況概述 

 

根據文化部委託進行的臺灣流行音樂產業調查，2011 年流行音樂產業可

觀察的總產值約為新臺幣 102.92 億元。其中音樂娛樂公司業者收入估計約

30.15 億元(29.29%)，數位音樂服務公司收入約 16.10 億元(15.64%)，現場演出

收入約 36.40 億元(35.37%)，音樂版權收益(KTV 及卡拉 OK 伴唱帶權益收入)

約 16.44 億元(15.97%)，而音樂著作權管理團體的版權收入為 3.83 億元(3.72%)。

3 

整體而言，臺灣流行音樂產業呈現小幅成長的趨勢，但流行音樂的產值

結構已出現若干變化。以生產實體音樂產品為主的唱片公司仍是流行音樂產

業的主體，但實體音樂產品如唱片、CD 等的銷售額仍呈現下降趨勢。相較

1997 年巔峰期 120 億以上的銷售金額，不可同日而語。許多唱片公司開始轉

型為音樂娛樂公司，嘗試多角化經營。另一方面，音樂業者對數位音樂的發

展寄與厚望，陸續建立與數位音樂平臺、電信營運商之間的合作關係，但目

                                                 
2 在本研究執行期間，研究主持人多次與文化部影視司接洽，開會商討研究內容，文化部影

視司相關人士所詢問或關心議題，主要集中於韓國，因此本研究亦反映影視司的需求，以

韓國為研究主軸。 
3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100 年流行音樂產業調查報告》（臺北：文化部影視及流

行音樂產業局，2012），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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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尚未見到爆炸性的突破。4 

值得注意的是，現場演唱表演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由於唱片公司轉型

成為音樂娛樂公司，積極開拓現場表演市場，演唱會人數的規模也不斷擴大。

2011 年，音樂娛樂公司及展演業者共舉辦 3232 場售票演唱會，其中以 live 

houset 場次最多，達 3081 場次，總人次為 153 萬，每場約 497 人；另有 151

場平均人數在 5761 人以上的現場演唱會，總人次為 87 萬。因此，在臺灣，

多數消費者是透過 Live House 接觸流行音樂現場表演。5 

雖然，許多唱片公司轉型為音樂娛樂公司，開始跨足實體產品生產以外

的業務，但大多數音樂娛樂公司主要營收來源仍來自唱片製作(50.21%)，發行

及銷售，其他則受益於演藝經紀業。以往臺灣音樂娛樂公司依資金來源及運

作模式可分為跨國唱片公司、本土唱片業者及獨立音樂，但跨國公司已陸續

將主力單位轉往中國大陸，精簡人力；大多數國內音樂娛樂公司的規模甚小，

並且以個人資金為主。然而，音樂娛樂公司及唱片公司仍扮演流行音樂產業

鏈的關鍵角色，有可能進一步進行跨域整合，帶動產業重組及人才流動。6 

2010 年，行政院頒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決定將文創產業定位為臺

灣下一階段的成長戰略產業，而政府將扮演帶動文化創意產業的領導角色。

同時，行政院為配合政府組織改造，決定由原文建會統合新聞局等相關單位

的組織業務，成立文化部，做為主導臺灣文創產業的最高機構。由文化部影

視及流行音樂發展司負責影視及流行音樂（包括數位匯流）主導流行音樂政

策。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司除延續原新聞局的任務，並且擴大業務範圍，包

括產業輔導、擬議並闡釋獎勵法規、培育流行音樂人才、輔導流行音樂相關

的製作行銷投融資典藏工作，執行流行音樂獎勵業務，管理出版品消費者權

益及保護個人資料，以及推動流行音樂交流進行調查趨勢研究等。 

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對流行音樂的執行面可分為三類：申請業務、獎

                                                 
4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100 年流行音樂產業調查報告》（臺北：文化部影視及流

行音樂產業局，2012），頁 32。 
5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100 年流行音樂產業調查》，頁 118。 
6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100 年流行音樂產業調查》，頁 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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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業務、補助業務。現行獎勵業務有：金曲獎、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金

音創作獎。現行補助業務則有：補助國際行音樂活動及赴海外研習、國內流

行音樂於音樂展演空間表演補助、旗艦型流行音樂製作與整合行銷補助、補

助錄音軟硬體設備或整修錄音室、流行音樂跨界合作補助案、流行音樂人才

培訓補助要點、數位網站服務模式推廣流行音樂補助要點、補助樂團錄製有

聲出版品、流行音樂有聲出版品創意行銷補助。7 

目前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司，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局推動流行音樂產業

的政策方向，主要依據原新聞局時期制定的「流行音樂發展行動計畫」，包括

四個重要政策方案（參見表 1-2-1）。 

 

表 1-2-1  流行音樂產業發展行動計畫重點計劃內容摘要表 

重點計劃名稱 執行策略 / 具體行動方案摘要 

網羅明珠計畫 人才開發與養成，以厚植發展潛力 

1.辦理音樂創作類團體及個人之創、製、行銷培育專案 

2.辦理培植多元語言創作人才發展及作品推廣活動 

3.大專院校或技職學校增設流行音樂專業課程 

4.鼓勵唱片界與教育界產學合作 

5.鼓勵國際師資技術之交流與合作 

深耕夢土計畫 活絡國內市場、推動法令鬆綁 

1.擴大金曲獎意義、辦理金曲音樂週活動 

2.辦理獨立音樂獎項 

3.辦理流行音樂資產保存、典藏及展示 

4.建立公平合理之產業經營環境、輔導發展數位音樂 

傳播天音計畫 創新音樂發展及行銷模式 

                                                 
7 參見「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網站，網址：http://www.bamid.gov.tw/BAMID/Code

/（瀏覽日期：201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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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獎勵製作以音樂為題材跨界合作事項 

2.輔助音樂產業之創新行銷模式 

3.輔導辦理國內音樂展演活動與推廣 

4.表演空間輔導獎助計畫 

5.辦理流行音樂市場趨勢研究及市場調查工作 

飛騰萬里計畫 開拓海外華語市場，接軌國際市場，促進國際參與，培植

國際型表演實力 

1.輔導音樂表演工作者赴海外駐點演出及參加國際音樂節 

2.輔助業者及從業人員赴海外研習及參加國際音樂獎項 

3.協助與中國大陸進行智財權之協商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流行音樂產業發展行動計畫》（臺北：行政院新聞局，2009），頁
10-14。 

 

上述計畫具體展現了政府推動流行音樂產業的方向與企圖。而各項方案

內容也可以做為本研究在擬定具體研究課題的重要參考。 

 

二、韓國流行音樂發展現況概述 

 

「文化創意產業」在韓國稱為「文化內容（Culture Contents）產業」。2000

年開始，「文化內容產業」成為韓國政府重點支援的高附加價值產業，產業領

域也持續擴大。依據定義，文創產業主要是以創意、想像力為出發點，加以

文化元素，創造出富有經濟價值的文化商品。8韓國政府將流行音樂納入文化

產業的重要項目，主因是認為韓國「音樂產業」的競爭力，相較其他「文化

內容產業」高出許多。電影、遊戲、動漫、廣告、電視劇等內容產業，皆需

要與音樂配合，音樂是完成其他內容產業不可缺少的要素。另方面，韓國是

使用超高速網路最活潑的國家，數位文化流通相當發達。音樂內容也成為消

                                                 
8 陳長源，〈韓國文化創意產業之探討〉，《出版界》，第 96 期，（臺北，2012.6），頁 27；Park, 

Jin-Young，〈新媒體與音樂產業的變化下韓國音樂內容的未來與課題〉，《音樂與民族》，第

32 號，（首爾，2006.9），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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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藉由電腦、移動通信、MP3 等最容易利用的文化內容產品。9 

韓國的音樂產業分為三種：「離線（off line）音樂產業」、「線上（on line）

音樂產業」與「表演產業」。「離線音樂產業」主要是指，傳統唱片產業與賣

場音樂產業；「線上（on line）音樂產業」則包括音源的下載（Downloading）

與串流（streaming）、電話鈴聲等無實體的「數位音樂產業」；「音樂表演產業」

主要是指，演唱會、音樂劇等與表演相關的產業。10 

本世紀初，傳統的唱片產業成長至高峰，此後開始走下坡，逐漸被數位

音樂產業取代。1998 年，唱片產業規模為 3,530 億韓元，1998 年擴大為 3,800

億韓元，2000 年成長為 4,104 億韓元。但是，2001 年開始轉為下跌，同年減

少為 3,733 億韓元，2002 年再減少為 2,861 億韓元，2007 年更縮小為 788 億

韓元。2008 年，由於偶像團體發行唱片量增加，並且增加若干販賣 10 萬張以

上的賣座唱片，產業規模回復為 811 億韓元，2009 年則是 802 億韓元。11 

線上數位音樂產業則是目前韓國最主要的音樂產業。2000 年開始，線上

音樂市場規模快速擴大。12如圖 1-2-1 所示，2009 年的上線音樂產業營業額高

達 5,696 億韓元，遠超過唱片批發、零售業的營業額 1,200 億韓元。線上的數

位音樂流通業主要包括，網路音樂業、移動通信音樂業、音源代理中介、網

路移動通信內容製作及提供業等。 

網路音樂產業在 2003 年達到高峰後，由於非法市場擴大與移動通信音樂

業出現，2006 年起規模逐漸縮小。相較之下，移動通信音樂產業市場逐漸擴

大，未來有可能成為重點產業。2009 年隨著 iPhone 上市，韓國音樂市場受到

極大衝擊。在此之前，韓國雖已有行動電話音樂下載服務，但因收費昂貴而

並不普及。但是，2009 年 iPhone 在韓國上市，智慧型手機逐漸普及，韓國通

信業者展開設立 Wi-Fi Zone 的競爭，大幅降低下載數位音樂的費用。13因此

                                                 
9 Park, Jin-Young，〈新媒體與音樂產業的變化下韓國音樂內容的未來與課題〉，頁 277。 
10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0 音樂產業白皮書》（首爾：韓國內容振興院，2010），頁 77。 
11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0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80。 
12 Lee, Eun-Min，〈上線音樂市場的變化與其展望〉，《放送通信政策》，第 23 卷第 23 號，（首

爾，2011），頁 25。 
13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0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89-91、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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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通信下載的音樂市場規模也隨之擴大。 

 

圖 1-2-1  韓國唱片批發、零售業與線上音樂產業營業額比較 

（單位：百萬韓元） 

 

 

 

 

 

 

 

資料來源：Lee, Eun-Min，〈線上音樂市場的變化與其展望〉，《放送通信政策》，第
23 卷第 23 號，（首爾，2011），頁 25。 

 

韓國「音樂表演產業」以「音樂表演企劃及製作業」為主，2009 年占總

營業額的 87%，其中又以音樂劇與演唱會占最高的比重。在韓國音樂劇所占

比重最高，2009 年占表演總營業額的 42%，但大眾音樂演唱會的成長速度非

常快速。14 

 目前韓國政府主要由「文化體育觀光部」負責制定文化政策。1990 年設

立「文化部」後，1993 年進行組織改革，合併文化部及體育青少年部，設立

「文化體育部」；1998 年金大中政府上任後，再改組為「文化觀光部」；2008

年 2 月，李明博政府再次進行政府組織改造，「文化觀光部」又吸收情報通信

部的數位內容業務，並統合國政宣傳處功能，重新改組為「文化體育觀光部

（Ministry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15 

韓國文化產業政策的發展始於金大中政府時期。1999 年 2 月，金大中政

                                                 
14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0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102-106。 
15 孫正和，〈文化創意、數位內容產業發展之比較研究─以臺灣、韓國為例〉（臺北：國立政

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第三章，頁 6；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網站，沿革，

網址： http://www.mcst.go.kr/web/introCourt/mctHistory/mctHistoryConts.jsp （瀏覽日期：

2012.10.16）。 

線上音樂流通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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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制定「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明確定義韓國文化產業的概念及範疇，並指

出政策支援的產業範圍；根據該基本法的條款，1999 年政府設立「文化振興

基金」。2001 年，又依該法成立「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Korea Culture & Content 

Agency）」，加強對文化內容領域的基礎環境、技術研發支援、出口支援等。16 

2009 年 5 月，「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Korea Culture & Content Agency）」

與「放送影像產業振興院」、「韓國遊戲產業振興院」、「文化產業中心」、「韓

國軟體振興院」、「數位內容事業團」合併，改組為「韓國內容振興院（Korea 

Creative Content Agency）」，17組織合併的目標是希望將分散的文化產業力量整

合為一，統合支援系統，有效支援文化產業的振興發展。 

韓國政府對內容產業政策較採取直接指導的模式，「文化體育觀光部」屬

下的「文化內容產業室」負責制定流行音樂文化產業政策，其下另設有「文

化內容政策官」與「著作權政策官」。18然而，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上，「韓國內

容振興院」扮演關鍵性角色。「韓國內容振興院」負責進行音樂產業市場的調

查研究，例如：調查音樂產業及消費者的需求與動向，編製《音樂產業白皮

書》；同時也進行音樂產業的研發。此外，「韓國內容振興院」亦以市場調查

與研發成果為基礎，擬定政策方向，向「文化體育觀光部」提出建議。因此，

「韓國內容振興院」同時具備「文化體育觀光部」的「智庫」與「擬定政策

方向」的功能。再者，「文化體育觀光部」所制定的政策，也必須透過「韓國

內容振興院」執行。「韓國內容振興院」之下設有「戰略內容本部」，其屬下

的「大眾文化團隊」，主要負責支援音樂產業業務。19 

                                                 
16 1993 年，雖然金泳三政府訂定「文化暢達五年計畫」，1994 年開始制定相關法令，但是無

法綜合支援全體國家文化產業的措施，法律體系也過於抽象、偏向宣言式內容，以及只是

申請；登記等規定程序內容，因此無法成為發展政策的根據。參考，郭秋雯，〈韓國推展文

化創意產業動向之研究〉，《文化越界》，第 1 卷第 4 期，（臺北，2010.9），頁 68；孫正和，

〈文化創意、數位內容產業發展之比較研究─以臺灣、韓國為例〉，第三章，頁 27。 
17 2009 年改組的「Korea Creative Content Agency」，中文接翻譯為「韓國文化振興院」，但

是本文按照原意翻譯為「韓國內容振興院」。參考，「韓國內容振興院」之中文網頁，網址

http://www.kocca.kr/chn/about/about/index.html（瀏覽日期：2013.1.3）。 
18 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網站，組織圖，網址：http://www.mcst.go.kr/web/introCourt/introOrgan

/mainConts.jsp（瀏覽日期：2012.10.16）。 
19 參考，韓國內容振興院網站，組織圖，http://www.kocca.kr/about/org/org02/1769826_1562.h

tml（瀏覽日期：201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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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政府的流行音樂文化及產業政策主要著重在振興、保護與支援等層

面。2009 年 2 月「文化體育觀光部」訂定以 5 年為期的「音樂產業振興中期

計畫」，主要內容包括：強化韓國音樂產業的全球化與國際合作、流行音樂國

內市場的活性化、建設音樂產業的基礎設施與強化成長基礎等三個領域，預

計將投資 1,275 億韓元。尤其，為解決大眾音樂表演場地的不足，政府決定建

設新的表演空間設施，計劃目標是將國內音樂產業市場從 2008 年的 8,440 億

韓元，在 5 年之間擴大為 1 兆 7,000 億韓元的市場規模。20 

2006 年韓國政府以「有關唱片、Video 及遊戲物之法律」為基礎，重新

制定「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主要是為了回應網路、移動通信音樂檔案

廣為普及等產業環境的變化。該法擴大唱片等音樂產品涵蓋範圍，包括對音

樂內容的複製與反覆再生產產品，都納入音樂產品的範圍。因此，數位形式

與音樂 Video 也包括在政府支援與管制的對象。21 

近年韓國音樂產業的主要保護政策為「強化音樂內容的著作權」。由於非

法複製與流通愈來愈智能化與組織化，2009 年 4 月「文化體育觀光部」修改

「著作權法」，積極推動管制與保護。 

韓國政府對音樂產業的振興政策，可分為音樂創作與製作、對培養專業

人力支援、支援大眾音樂多元化發展、設立「大眾文化藝術人支援中心」、音

樂相關協會對音樂產業的支援，音樂相關的協會有「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

「韓國音樂實演者聯合會」、「韓國音源製作者協會」。 

2000 年代後期，韓流領域逐漸由電視劇轉移為以偶像音樂團體為主的

K-pop，在韓國稱之為「新韓流」。「新韓流」的特色在於，隨著數位智慧環境

的進步，韓流由東亞地區逐漸擴散至中亞、中南美、歐洲、中東等地理與文

化較遠的地區。隨著「新韓流」的發展，K-pop（韓國音樂產業）出口額也急

速擴大。內容產業出口中，遊戲的出口占最高比重，但是音樂的出口成長率

幅度最大。2010 年的出口額為 8,326 萬美元，但是增加率高達 166.3%。就

K-pop 的出口對象國而言，日本的所占比重最高 80.8%。然而，在 K-pop 出口

                                                 
20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0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471。 
21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0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47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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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韓國的經紀公司扮演最關鍵性角色。 

 

三、日本流行音樂發展現況概述 

 

無論就音樂產業的發展歷史、規模或市場成熟度而言，日本音樂產業都

在亞洲執牛耳地位；就全球而言，則是僅次於美國的音樂產業大國，日本國

內市場規模約占全球市場的 20%左右。但據日本音樂產業團體統計，就音樂

產品的零售業市場而言，2011 年日本音樂產業零售業銷售總額已超越美國；

日本消費者每年平均在音樂產品上消費 32.3 美元，則居世界首位。22 

在日本，音樂產業以唱片公司（レコード会社）與大型藝能事務所(娛樂

經紀公司)為發展主題，但兩者間的界線逐漸模糊，並且形成跨城整合的新經

營形態。 

日本的大型藝能事務所具有多種業務功能，除了發掘音樂人才外，也同

時負責訓練，開發表演者的生涯規劃，並且擴張至音樂產品的生產，宣傳活

動。但藝能事務所最基本的業務仍在管理表演合約及權益，做為表演者的雇

主或法律代理人，並且安排各項表演活動。日本大型藝能事務所多半都是「日

本音樂事業者協會」會員，此一協會具有維護會員智慧財產權等權益的強大

力量。 

日本唱片公司主要致力於生產、銷售以一般大眾為取向的音樂產品，如

CD、音樂影像 DVD 等。唱片公司生產的音樂內容（Contents）被稱為流行音

樂（ポピュラー音楽）。但 1980 年代隨著日本音樂產業的蓬勃發展，以及流

行音樂內容逐漸具備本土特色，因此出現 J-pop 一詞，並在 1990 年代取代了

原有流行音楽的概念，蔚為一股新風潮。今日，由日本唱片公司生產的音樂

產品，便通稱為 J-pop，成為日本音樂產業的代名詞。23 

                                                 
22 日本レコード協会，《日本のレコード産業 2012年度版》（東京：日本レコード協会，2012），

頁 1、23-24。 
23 横沢千秋，《日本流行歌史（1960-1994）》（東京：社会思想社，2005），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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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本國內有 42 家大中型的唱片公司，均為日本唱片協會（日本レコ

ード協会，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Japan）會員，若干大型唱片公司

已發展為跨國企業，在國外擁有據點。唱片公司主要生產的音樂產品類型（也

稱為首次產品）包括 CD、唱片、錄音帶、音樂錄影帶、影像 DVD 等，總產

約達 3,000 億日元。多數唱片公司也將業務延伸至網路及行動電話付費下載、

流行音樂現場表演等相關商品，發展出更驚人的產值。包括 KTV 市場在內，

日本音樂產業現已形成為一個年產值近 1 兆日圓的大規模產業。 

就發展趨勢而言，日本音樂產業出現幾個值得注意的變化： 

首先，自 2002 年以來，CD 等音樂產品的產值逐漸減少，尤其年輕消費

者的購買意願下降更為明顯，如何發展新的產品類型成為當務之急。另方面，

國外音樂產品在日本市場的占有率衰退，本地音樂產品的市占率達 80％，較

10 年前更上升一成，顯見 J-pop 音樂內容，仍受日本消費者喜愛。24 

其次，音樂產業看好網路及行動電話付費下載的市場潛力，但目前仍未

見有爆炸性突破，2011 年陷入遲滯，雖受整體經濟景氣影響，但主因仍在網

路違法使用者仍不斷增加。25 

此外，日本消費者的消費傾向出現改變，雖然對於 CD 等音樂產品等音

樂產品的消費下降，但不代表消費者將音樂欣賞排除於生活之外，取而代之

的是許多人願意參與現場音樂表演活動。近十年來現場表演活動的經濟效益

成長快速，成為音樂產業的關注焦點。26 

一般而言，日本政府在文化及教育領域，儘量不採取直接指導的政策行

為，在政策規劃上，以建立政策網路與溝通平臺，凝聚政府與民間共識為主

要策略，避免強勢主導政策制定過程。 

2002 年，日本政府在產官學界的建議下，開始將保護智慧財產權、發展

文化內容列為重要施政項目。除了通過「知的財產基本法」、「文化振興基本

                                                 
24 経済産業省《音楽産業のビジネスモデル研究会報告書(2009 年)》（東京：經濟產業省，2

009），頁 15。 
25 経済産業省《音楽産業のビジネスモデル研究会報告書(2009 年)》，頁 6、10、13。 
26 経済産業省《音楽産業のビジネスモデル研究会報告書(2009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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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法律，建立基本制度架構，並且在內閣層級設立「知的財產戰略本部」。

「知的財產戰略本部」結合政府與民間，進行跨部會整合，並定期頒布「知

的財產推進計劃」。包括流行音樂文化政策的各項創意產業政策，都以「知的

財產推進計劃」做為指導方針，而由政府內省廳負責推動，規劃實際政策。27 

日本音樂政策及音樂產業的實際主管機關為「文部科學省文化廳」與「經

濟產業省」，大多數音樂專門團體或產業機構都分屬文化廳或經濟產業省管理，

若干重要的業界團體或策略機構則受文化廳及經濟產業省共同管理。 

大體而言，文化廳將行政重點放在保障智慧財產權及活化音樂相關活動

上，主要透過廳內設置的各個審議會，負責與文化團體及產業界的溝通協調，

並授權民間社團法人日本唱片協會及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負責音樂著作權

及音樂產業的業界組織工作。28 

經濟產業省中的「商務政策情報局」是音樂產業的主管機構，此局轄下

的「媒體內容產業課」則是負責規劃整體的創意產業政策，因此也是音樂產

業政策的主要制定機構。「商務政策情報局」也是透過各種審議會、研究會進

行政策協調，積極尋找音樂產業的新商業模式。29 

大體而言，日本政府認為，流行音樂文化及產業，至少涵蓋三個彼此相

關而有相互獨立的政策問題： 

一是如何保障智慧財產及內容創意，提升價值塑造創意產業的制度基

礎。 

二是如何協助民間培養音樂創作人才，突破現有音樂環境的限制，活化

日本音樂活動，並使 J-pop 成為足以代表日本的文化品牌。 

三是如何將音樂產業與其他相關產業相互整合，發展出新型態並具備輸

出潛能的創意內容產業，並將新的創意內容產業建構為日本重要的出口產

                                                 
27 參見「知的財産戦略本部」網站，網址：http://www.kantei.go.jp/jp/singi/titeki2/（瀏覽日期：

2012.10.20）。 
28 參見「日本文化廳」網站，網址：http://www.bunka.go.jp/bunkashingikai/seisaku/index.html

（瀏覽日期：2012.10.20）。 
29 參見「日本經濟產業省」網站，網址：http://www.meti.go.jp/policy/mono_info_service/cont

ents/index.html（瀏覽日期：2012.10.20）；以及経済産業省，《音楽産業のビジネスモデル研

究会報告書(2009 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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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基本上，日本的流行音樂文化政策便是圍繞上述三個問題，並依政策網

路逐漸協調形成。政府並不直接執行政策，也少採取資金補助等方式實施行

政指導，而是授權民間機構規劃較具體的政策措施與行動方案，並且負責實

際的執行過程，政府則居於監督或協調的位置。 

除文化廳管理的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負責主管音樂著作權，普及著作權

思想、振興音樂文化等業務外，另有日本唱片協會、日本映像產業振興機構30、

以及財團法人音樂產業文化振興財團31等都是同時受文化廳及經濟產業省共

同管轄的重要民間機構。上述的民間組織與文化廳、經濟產業省分工合作，

構成形塑日本音樂文化及產業政策的主要政策網絡。 

然而，近年來，日本政府眼見「韓流」來勢洶洶，K-pop 音樂在國際市

場上成長快速，似乎有取代 J-pop 地位的趨勢，因此認為有必要學習韓國，建

立一個事權更為統一的政策體系。2010 年，日本政府指示推動名為「酷日本

(Cool Japan)」的內容產業戰略，並由內閣的「知的財產戰略本部」負責統合

與內容產業有關的相關省廳，擬定共同的執行計畫。2012 年 5 月，日本政府

更授權建立一家統合包括電影、動畫、數位娛樂等內容產業的特殊公司，專

門發展海外市場，有意與「韓流」一別苗頭，同時也計畫在亞洲各重要城市，

建立複合式的商業設施作為發展「酷日本」內容產業的重要據點，其中也包

括進一步推銷 J-pop 的音樂產品。 

流行音樂是由市場需求引發、回應消費者取向而發展出的一種現代音樂

型態。因此，各種流行音樂政策都必須緊密扣連音樂產業的脈動。因為產業

與市場活動是流行音樂的發展主體，而國家的政策目標，應在建立一個能使

政府力量、產業競爭及市場活力相互結合的良性循環。因此，現有產業趨勢

與市場狀況，應做為政策發想的出發點。 

                                                 
30 參見「日本映像產業振興機構」網站，網址：http://www.vipo.or.jp/ja/（瀏覽日期：2012. 

10.20）。 
31 參見「財團法人音樂產業文化振興財團」網站，網址：http://www.promic.net/（瀏覽日期：

201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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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臺灣、日本、韓國，都在流行音樂產業發展上都出現類似的趨勢：

傳統的實體音樂產品銷售下降，數位音樂成為下一波產業發展的重點，但需

要政府以公權力確保創作者的權益；消費者的行為出現變化，實體音樂產品

營收降低，觀眾願意參與更多的現場演唱活動，購票意願顯著提高。因此在

進行政策規劃時，有必要進一步探討上述產業發展趨勢。日韓兩國的國內流

行音樂市場規模皆遠大於臺灣，並開始將流行音樂視為下一波的出口策略產

業，且建構不同的組織機制來推動流行音樂的產業發展。大體而言，日本政

府致力於建構一個政策溝通的網路平臺，並且授權業者執行政策；韓國政府

則設立了具影響力的整合性機構全盤進行政策的規劃、執行工作。兩國形成

不同的發展模式。 

當臺灣試圖取鏡日本、韓國流行音樂的發展策略時，首先必須了解兩國

為何形成不同的發展模式，方可能藉由學習並配合本身的市場特性，發展出

一套適合於臺灣的產業模式。因此，本研究的研究重點便在分析、比較日本

韓國流行音樂政策的制定，以及產業發展模式的形成過程，以做為政府制定

相關政策的參考。 

如前所述，日韓兩國國內流行音樂市場規模都遠大於臺灣，但兩國都將

市場指向海外，試圖發展為另一項重要的出口產業。相較之下，臺灣流行音

樂市場有限，但國內業者卻已感受到 J-pop 與 K-pop 的入侵壓力。在全球化的

競爭時代，無論政府或產業都越來越難以保護措施抵擋外來的競爭力量，必

須投身國際市場勇於競爭。因此臺灣流行音樂也必須轉向出口，而如何分析、

學習日韓流行音樂的出口策略，亦將是本研究另一個研究重點。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考量本研究的研究目標及執行時程，研究團隊將集中運用文獻及政策分

析方法。 

首先，研究團隊將大量檢索日、韓兩國有關流行音樂政策的官方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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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文、研究報告、媒體報告、網路公開資料等，並且釐清兩國文化及產

業政策的政策過程與具體執行狀況。 

初步而言，在日本官方文書方面，內閣層級的「知的財產戰略本部」定

期出版的「知的財產戰略計劃」及轄下各審議會提出的報告，可以為研究者

釐清日本政府發展策略的輪廓。文化廳相關的審議會、懇談會則根據文化振

興基本法，定期探討智慧財產權及文化人才培養問題；經濟產業省商務情報

局「文化關聯產業課」發行的《內容產業的現況與今後發展的方向（2010 年）》，

經濟產業省轄下研究會出版的《音樂產業商業模式研究會報告書（2009 年）》

以及《有關內容產業成長戰略研究會報告書》都是重要參考資料。另一方面，

日本唱片協會做為最重要的業界團體，在協會網站上定期公布各種產業動態

及調查報告，皆可作為本研究的參考。 

韓國政府文書方面，韓國內容振興院做為具備產業整合、政策執行及智

庫等多項功能的獨立法人機構，也大量彙集韓國文化創意及流行音樂產業的

各種情報。文化內容振興院設置有「韓國內容產業綜合情報」網站，每年定

期發佈綜合性的《內容產業白皮書》以及各年度的《音樂產業白皮書》，不但

說明韓國流行音樂的發展現況與課題，也是韓國政府制定流行音樂文化政策

的重要參考依據。另一方面，文化內容振興院也定期發佈智庫研究報告，例

如《K-POP 主導的新韓流：現狀與課題（2011 年）》等，都可做為本研究在

分析相關問題時的重要資料。 

研究團隊大量檢索日、韓兩國有關流行音樂政策的官方文書、學術論文、

研究報告、媒體報告、網路公開資料等，並且釐清兩國音樂產業政策的政策

過程與具體執行狀況。在政策分析方面，研究團隊說明並比較日、韓兩國在

流行音樂政策的整體戰略構想、組織及制度、政策流程，以及政府與產業的

政策協調過程、發展模式與有關的法令配套措施。其次，分析日、韓兩國出

口音樂產品的具體模式與政府措施。如何有效提升國際市場競爭力，這也是

臺灣流行音樂產業當遭遇的重要議題。 

由於國內對於日本、韓國流行音樂發展資料的掌握較為欠缺，因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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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在收集整理相關資料時，也將針對重要的法規、政策資料，擇要加以翻

譯。本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員都具備流暢的日語、韓語能力及翻譯經驗。希望

藉由翻譯資料工作，一方面提高本身對資料的掌握與熟悉程度；另一方面透

過本研究的資料分享，深化國內對於日韓兩國文化政策及資訊的瞭解。唯日

韓文資料的翻譯求其通達，翻譯成果以理解其操作意涵、策略概念為主，並

非正式的法律條文翻譯。 

 

圖 1-3-1 研究步驟圖 

韓國流行音樂產業政策  日本流行音樂產業政策 

 ‧戰略構想 

 ‧組織制度 

 ‧政策流程 

 ‧發展模式 

 ‧出口策略 

  ‧戰略構想      

 ‧組織制度     

 ‧政策流程 

 ‧發展模式 

 ‧出口策略 

 

 

 

 

 

 

 

 

 

 

 

第四節 研究內容大綱 

 

本研究主要運用文化及政策分析方法，分析日本與韓國兩國的流行音樂文

結論： 

臺灣流行音樂產業 

未來相關政策發展建議 

日本、韓國流行音樂產業政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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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產業政策。但受限於資料與研究題材上的限制，實際上以論述分析韓國

流行音樂政策的發展為主，對於日本政策與產業發展的分析，則主要作為韓

國模式的比較對象。 

首先，研究團隊將著重探討日韓兩國的文化創意及流行音樂發展戰略，

以及政府及產業的政策協調過程、發展模式以及有關的法令配套措施。再者，

聚焦於分析日韓兩國輔導出口音樂產品的具體措施。由於兩國的政策方針、

發展條件、歷史演進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除將分別介紹日韓兩國的發展歷

史與現況，亦將進行初步的比較分析，以做為我國未來規劃相關政策的參考。 

第一章為緒論，主要說明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步驟、音樂產業背景概述、

研究大綱等。 

    第二章討論臺灣的流行音樂政策的現實狀況及發展課題，主要為瞭解臺

灣音樂產業界與政策概況，並在結論提出政策建議。 

    第三章，討論韓國音樂產業的現況、組織制度、發展策略及政策法令的

制度過程，以及分析 K-pop 的出口策略。由於韓國政府在產業發展策略上扮

演積極角色，在政府的組織制度架構上與臺灣亦有類似之處，因此，本章將

說明韓國政府如何建構文化政策的決策與執行系統，並且分析相關法規與實

施措施，探討韓國音樂產業如何有效輸出「韓流」及 K-pop 風潮。 

    第四章探討日本音樂產業的現況、組織制度、相關策略與政策法令的制

定過程，以及分析日本流行音樂出口策略。本章重點除整理日本流行音樂政

策及法令內容，主要在釐清日本音樂產業的發展模式，以及政府在政策過程

的角色問題。 

    第五章重點在藉由比較方法，釐清日本與韓國流行音樂政策的特色及差

異，以及不同發展模式造成的效益及問題。在本章亦以韓國的著作權與日本

的智慧財產權為例，比較兩國流行音樂產業的政策重點。再者，亦以韓國的

「組合基金」與日本的產業革新機構為例，比較兩國政府與民間企業的合作

機制。此外，在本章亦比較日本與韓國的流行音樂產業進軍海外市場的戰略。 

第六章，結論，總結本研究的研究所得，並提出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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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臺灣流行音樂政策的現實狀況及發展課題 

 

臺灣流行音樂產業結構的確立與 1970 年代民歌運動的興盛有重要關係。

在民歌運動最鼎盛的時期，唱片推廣模式已經相當接近現代音樂工業的產銷

模式，因此也建立了唱片工業的雛形。由於民歌的內容清新，因此市場的人

口結構從成年人消費者轉向以年輕的消費市場為主，與西方流行音樂的市場

結構一樣，年輕世代成為 1980 年代至今最主要的流行音樂消費族群。32 

1970 年代末期，各唱片公司對於校園歌曲的投入，以及受西洋音樂洗禮

的人才進入唱片工業成為產製者，開始將西洋音樂工業的產製模式帶入臺灣

唱片業中，確立了臺灣音樂工業的發展雛形。由於音樂消費人口的增加、媒

體影響力深入社會各階層、政治的解嚴等因素，讓市場活化、以及唱片業的

內部整合模式更為專業等因素的影響，也使得整體唱片工業的運作模式與市

場更趨成熟。331980 年代初期，唱片公司的數量增多，呈現百家爭鳴的狀況，

但在激烈競爭下，到 1980 年代末期則以飛碟、滾石兩家為首，成為臺灣流行

音樂工業中的兩大主流唱片公司，而此時期的唱片製作以具有專業企畫以及

市場定位策略的運用，顯示音樂工業的市場競爭目的已超過了音樂本身，而

這種情形在後來跨國公司進入之後越趨明顯。 

1980 年代最主要的流行音樂類型，以飛碟的偶像路線以及滾石的創作路

線為熱門音樂的主體，也使得唱片市場競爭激烈，為了尋求穩定的獲利來源，

本地唱片公司開始陸續代理外國唱片公司的音樂產品，希望藉著銷售穩定的

西洋產品以確保獲利來源，因此能在極具風險的國語流行唱片市場中維持公

司的生存與經營。34而此時期對於西洋音樂的代理進口模式，則為後來跨國音

樂集團進入臺灣提供了一個主要的進入起點。 

1990 年代，由於跨國集團的進入，唱片業組織結構逐漸走向國際化、集

                                                 
32 王英裕，《全球整編與本土共謀：臺流行音樂工業之政經分析》（嘉義：中正大學電訊傳播

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 13。 
33 王英裕，《全球整編與本土共謀》，頁 14。 
34 朱珮瑛，《臺唱片業競爭策略之研究》（臺北：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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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與集團化的發展，臺灣唱片市場由六家大型唱片公司形成寡佔，包括全

球五大（The Big Five）與臺灣本土的滾石音樂集團。唱片公司的經營模式逐

漸走向企業管理方式，注重投資報酬率與獲利成長數字，音樂徹底商品化，

企業化經營的目的在於減低風險、精密計算如何獲取最大利益，而此種方法

也確實使臺灣流行音樂工業，在1990年代唱片銷售量與銷售值有大幅度成長。

這段期間的大幅成長可由兩個面向來解釋，一是整體經濟景氣良好，民眾購

買力強，娛樂消費比例增加；另一方面，從唱片環境來看，五大國際唱片集

團來到臺灣，以其雄厚資本投資高額的宣傳費用及高出片量，在兩者的相互

影響下，此時期的唱片產業市場規模不斷成長，擁有良好獲利。35 

 

第一節 臺灣流行音樂產業的現況及趨勢 

 

一、流行音樂產業的發展趨勢 

 

    根據文化部委託進行的臺灣流行音樂產業調查，2011 年流行音樂產業可

觀察的總產值約為新臺幣 102.92 億元，其中音樂娛樂公司業者收入估計約

30.15 億元(29.29%)，數位音樂服務公司收入約 16.10 億元(15.64%)，現場演出

收入約 36.40 億元(35.37%)，音樂版權收益(KTV 及卡拉 OK 伴唱帶權益收入)

約 16.44 億元(15.97%)，而音樂著作權管理團體的版權收入為 3.83 億元(3.72%)。

36〈參考表 2-1-1） 

  

                                                 
35 江明珊，《聽 MP3，何罪之有？—臺數位音樂科技、法律與流行音樂工業之角力的開戰》

（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36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100 年流行音樂產業調查報告》（臺北：文化部影視及流

行音樂產業局，2012），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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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臺灣流行音樂產業產值表現與營運概況分析 

(單位：億元，%) 

項目→ 

產值(億元) 

主要產值結構
(占比一成以上

項目 

附加價值
(億元) 

附加價值說明 對象或收益項
目↓ 

流行音樂產業 
102.92 

〈189.71〉 
  

86.79 以
上 

  

音樂娛樂公司 30.15 

唱片製作   

- 

無法估算提升演藝經紀的附加價
值 音樂版權授權 

唱片銷售 
無法估算提升廣播媒體的附加價

值 
除詞曲外的音
樂製作 

數位音樂 

16.10 歌曲下載 

- 

無法估算提升電信營運商的附加
價值  

寬頻六串流收
聽 

  行動服務 
無法估算提升手機營運商的附加
價值 

現場演出 36.40 演唱會票務 - 無法估算提升觀光附加價值 

音樂版權收益
(音樂仲介) 

3.83 
音樂仲介團體
代收款項 

0.00 
以會員管理費用收入為主，故不列
附加價值 

音樂版權收益
(KTV 及伴唱帶
端) 

16.44 

KTV 及伴唱帶
業者回歸之音
樂版權授權使
用 

86.79 其中餐飲及包廂占 84.83% 

資料來源：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100 年流行音樂產業調查報告》(臺北：文
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2012)，頁 32-33。調查推估未包含旅遊、交通、
廣告等產生的附加價值，以及流行音樂行業跨國、跨行業合作的附加價值。 

 

整體而言，臺灣流行音樂產業呈現小幅成長的趨勢，但流行音樂的產值

結構已出現若干變化。以生產實體音樂產品為主的唱片公司仍是流行音樂產

業的主體，但實體音樂產品如唱片、CD 等的銷售額仍呈現下降趨勢。相較

1997 年巔峰期 120 億以上的銷售金額，不可同日而語。許多唱片公司開始轉

型為音樂娛樂公司，嘗試多角化經營。另一方面，音樂業者對數位音樂的發

展寄與厚望，陸續建立與數位音樂平臺、電信營運商之間的合作關係，但目

前尚未見到爆炸性的突破。37 

                                                 
37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100 年流行音樂產業調查報告》（臺北：文化部影視及流

行音樂產業局，2012），頁 32。 



30 
 

值得注意的是，現場演唱表演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由於唱片公司轉型

成為音樂娛樂公司，積極開拓現場表演市場，演唱會人數的規模也不斷擴大。

2011 年，音樂娛樂公司及展演業者共舉辦 3232 場售票演唱會，其中以 live h

ouset 場次最多，達 3081 場次，總人次為 153 萬，每場約 497 人；另有 151

場平均人數在 5761 人以上的現場演唱會，總人次為 87 萬。38 

 

圖 2-1-1 臺灣唱片銷售統計  (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2010 年流行音樂產業調查報告》(臺北：行政院新聞局，
2011)，頁 18。 

 

雖然，許多唱片公司轉型為音樂娛樂公司，開始跨足實體產品生產以外

的業務，但這大多數音樂娛樂公司主要營收來源仍來自唱片製作(50.21%)、發

行及銷售，其他則受益於演藝經紀業者。以往臺灣音樂娛樂公司依資金來源

及運作模式可分為跨國唱片公司、本土唱片業者及獨立音樂，但跨國公司已

陸續將主力單位轉往中國大陸，精簡人力；大多數國內音樂娛樂公司的規模

甚少，並且以個人資金為主。然而，音樂娛樂公司及唱片公司仍扮演流行音

樂產業鏈的關鍵角色，有可能進一步進行跨域整合，帶動產業重組及人才流

動。39（參考表 2-1-2） 

                                                 
38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100 年流行音樂產業調查》，頁 118。 
39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100 年流行音樂產業調查》，頁 53、71。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成長率 -23% -14% -10% -1% -28% -34% -8% -25% -3% 2%

銷售金額 57.75 49.77 44.87 44.55 32.08 21.26 19.62 14.63 14.25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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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音樂娛樂公司業者─資金來源 

項目 家數 百分比 

本國個人投資 106 87.09 

本國企業投資 6 5.21 

外國企業投資 8 6.68 

外國個人投資 2 0.82 

資料來源：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100 年流行音樂產業調查報告》(臺北：文化部
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2012)，頁 47。 

 

就產業發展趨勢而言，流行音樂產業由單純銷售音樂產品，逐漸轉型朝

數位生活音樂產業發展，隨著智慧型手機普及，使消費者更能方便利用數位

音樂。雖然目前數位音樂產值尚未有爆炸性發展，但數位音樂營運業者多看

好市場潛力，而且不斷延伸業務範圍。 

根據調查，大約 66.7％的數位音樂業者已開始從事唱片製作。此外，超

過 30％的業者除提供音樂服務外，也分別兼營版權管理，演藝經紀，唱片銷

售等業務。相較於原有的唱片公司依賴個人資金，大多數的數位音樂公司是

大型企業集團的旗下成員（52.38％），尤其不少是由電信企業集團支持，因此

得以網路通訊優勢進攻市場。40未來，數位音樂公司更可能轉型成為據產業整

合力的綜合性音樂娛樂公司，而在流行音樂產業佔據更重要的地位。 

 

二、流行音樂產業結構的變化 

 

原有以唱片公司為主體的產業結構以生產唱片為產業核心價值，進而建

立起產品銷售，消費的產業鏈形式，再往外結合音樂表演等產業。但由於唱

片公司逐漸轉型為音樂娛樂公司，也導致產業結構出現變化（參考圖 2-1-1）。 

音樂娛樂公司除具備原有製作音樂產品的能力，也開始插足經紀業務，

負責發掘、訓練新人，創造、設計新的音樂內容，並且積極發展現場表演業

務。就發展趨勢而言，臺灣的音樂娛樂公司的組織型態，將愈來愈偏離原有

                                                 
40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100 年流行音樂產業調查》，頁 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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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唱片公司型態，而近似日本的藝能事務所，同時透過錄音製作、著作權利、

現場演出三方面創造企業利益。 

現在唱片公司已經無法延用過去的營運模式，而必須整合各相關單位轉

型成為綜合型的娛樂公司。過去的模式是唱片公司負責規劃一張唱片的產製，

由經紀公司提供藝人，四大唱片公司負責發行，公關公司執行媒體宣傳、行

銷等等；現在則為垂直整合，也就是在同一家娛樂公司中，將音樂產業的上、

中、下游全部概括，成為垂直整合的經營方式。41 

 

圖 2-1-2 臺灣流行音樂產業鏈結構 

資料來源：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100 年臺灣流行音樂產業調查》（臺北：文化部
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2012），頁 4。 

 

價值鏈已由過去以唱片為主體，逐漸轉變為以「錄音著作」、 「著作權

                                                 
41 李天鐸，〈臺灣音樂未來發展模式〉，《臺灣流行音樂產業調查》，頁 16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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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現場演出」為主的三大系統，也是唱片產業主要獲利來源。 

音樂娛樂公司可能兼具唱片公司、數位音樂營運商、現場音樂表演業者、

經紀人等業務功能。但也可能以上述某一項作為核心事業，而與其他業者進

行聯盟合作，並由前述四項核心業務項外延伸，進一步形塑出流行音樂的產

業網路。 

例如唱片事業可衍生出出版、製作、零售、音樂仲介團體等，現場表演

則可能涵蓋定票、企劃、文宣等。就音樂娛樂公司的核心業務而言，唱片生

產下跌是大勢所趨，演藝經紀則有大幅成長（年成長率 28.05％），現場表演

也有 12.6％的成長。 

如前所述，由於傳統唱片生產的營收逐漸下跌，因此各唱片公司、音樂

公司必須絞盡腦汁尋找新的商業模式，以維持企業競爭力，而跨屆整合成為

重要的發展模式。 

由於音樂為所有文化創意產品的核心內容之一，流行音樂與其他產業結

盟，例如以音樂結合電影、電視節目、戲劇、電玩、甚至 3C 產品等，呈現具

有商業價值之製作物或商務服務，更能讓音樂深入到每個生活應用層面，進

而創造音樂產品的新價值，提高流行音樂的市場佔有率。 

近年比較著名的例子，包括楊丞琳結合偶像劇行銷方式；王若琳結合藝

文巡演方式，展現知性特質；JPM 結合偶像劇、簽唱會及舞蹈大賽拓展年輕

歌迷族群；許哲珮專輯以音樂戲劇化與電影化為專輯製作概念，透過網路行

銷影片及動畫，並跨界與劇場合作，融合藝術文化，達到「音樂用心看，戲

劇用心聽」的效益；「那些年，我們追的女孩」原聲帶專輯，藉由文學、電影、

音樂、出版的跨界組合，配合電影宣傳、電視廣告、發片記者會及校園行腳

等行銷方式，並利用網路社群影響力，帶動高人氣。以上這些例子都充分發

揮及整合資源，展現跨界整合行銷能力。 

大多數流行音樂業者都已認知唱片、CD 等原有的音樂內容產品本身已不

是主要的收入來源。但對於一個音樂表演者而言，發行音樂 CD 仍是進攻市

場的重要步驟，因為音樂 CD 具備有類似名片的識別功能，除加深消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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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也創造出表演者的內容風格，形成一種「品牌」。因此，連結品牌與表

演者，進行跨業結盟，已成為音樂娛樂公司企圖創造多元商業價值時，必須

進行的重要工作。 

如前所述，流行音樂產業成長最快的業務為演藝經紀，現場表演以及側

展業者，主因在數位衝擊下，流行音樂產業未來發展模式，以及音樂產業的

收益將裂變成兩大區塊：數位音樂區塊以及現場演出區塊。音樂業者若要掌

握數位音樂的收益，就必須具備更強的版權經紀能力，方能將本身的音樂產

品版權與其他商品綑綁在一起進行銷售，以創造跨業整合的效益。 

另方面，未來流行音樂產業之發展將非常依賴現場演出的龐大，因為音

樂公司擁有表演者的經紀合約，因此透過不同議題、場地、節慶活動、贊助

商的操作，而產生了不同規格與策略的展演型式，包括售票演唱會、Live House，

以及音樂祭等。在上述產業結構轉型過程中，音樂娛樂公司將能更進一步運

用數位音樂的散播能力及黏性，讓線上樂迷與音樂強烈的綁在一塊，數位音

樂已經不只是版權收益而已，透過各網站平臺、數位產品、媒體通路的音樂

露出與曝光，樂迷已經醞釀好體驗現場演出的情緒，當唱片公司與贊助商透

過公關手法的操作，演唱會、Live House，以及音樂祭將成為下個世代音樂產

業的最佳舞臺。 

 

三、音樂產業發展的現有問題 

 

根據對流行音樂產業的調查，大多數流行音樂業者認為目前流行音樂產

業發展面臨幾項問題。 

 

(一) 資金不足 

音樂娛樂公司雖是流行音樂產業的主體，但多數業者的規模並不大，自

有資本不足。（參考表 2-1-3）尤其對以製作音樂內容產品為主要業務的業者

而言，唱片製作在製作過程就必須支付龐大的成本，再加上高額的文宣費用，

一般唱片最低製作成本大約 1 千萬元，對業者造成不少的負擔。海外市場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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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潛力，但必須具有更高的財務能力。因此，財務及資金問題是流行音樂產

業向外拓展市場首要解決的重要課題。 

 

表 2-1-3 音樂娛樂公司業者─資本額分布 

項目 家數 百分比 

100 萬以下 79 27.1 

100 萬(含)-500 萬 130 44.5 

500 萬(含)-1000 萬 44 15.2 

1000 萬(含)-5000 萬 25 8.6 

5000 萬及以上 14 4.6 

總計 292 100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2010 年流行音樂產業調查報告》(臺北：行政院新聞局，2011)，
頁 28。 

 

(二) 缺乏人才 

多數業者都認為包括音樂版權、展演、音樂製作、詞曲創作、以及管理

階層等方面，都面臨缺乏人才的問題，而「音樂製作」、「詞曲製作」以及「音

樂版權」三方面的人才，是目前業界認為最重要但也最缺乏的部份。 

業者多半認為，流行音樂人才大多依賴業界本身供給（88.24％），目前學

校教育的課程與培訓方式，並無法支援產業需求。事實上，學校音樂教育相

關單位的畢業生，僅有 4.91％投入流行音樂產業。而由業者自行培訓的人才，

則偏重於表演創作者及音樂製作，而缺乏法律經紀及高階管理人才。42 

 

(三) 音樂著作權問題 

如前所述，由於音樂產業轉向數位音樂、現場表演以及跨業合作，因此

如何發展及保障音樂內容的著會財產及版權，成為流行音樂產業重要的發展

問題。 

流行音樂產業實際上是圍繞音樂著作權使用在運作，而形成龐大的產業

鏈，而法的侵權行為將損害產權利益，在數位化時代，非法下載成為侵害著

作權的首要問題。 

                                                 
42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100 年流行音樂產業調查》，頁 16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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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行音樂產業界，唱片公司與音樂著作權管理團體代表詞曲創作者行

使權利，負責版權仲介，並依賴收取部分管理費用作為營運經費。（參考表

2-1-4） 

 

表 2-1-4 音樂著作權集管團體一覽表 

集管團體 著作類別 集體管理範圍 會員類別 

社團法人臺灣音樂著作權人
聯合總會(MCAT) 

音樂著作 
公開播送權、公開演
出權、公開傳輸權 

有團體與個人會員，會員作品包含
國臺語老歌為主、包含英文以及演
奏歌曲等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仲
介協會(MUST) 

音樂著作 
公開播送權、公開演
出權、公開傳輸權 

國臺語歌曲、流行集古典音樂作者
與廣告音樂、網路音樂作者 

社團法人臺灣音樂著作權協
會(TMCS) 

音樂著作 
公開播送權、公開演
出權、重製權 

包含團體與個人會員，會員作品包
含國臺語老歌及客家歌曲等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錄音著作
權人協會(ARCO) 

錄音著作 
公開播送權、公開演
出權 

本會之會員包含國內 20 餘家唱片
公司，多為國際 IFPI 之會員 

社團法人中華有聲出版錄音
著作權管理協會(RPAT) 

錄音著作 
公開播送權、公開演
出權 

包含團體與個人會員，會員作品包
含國臺語為主，另包含其他音樂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視聽著作
仲介協會(AMCO) 

視聽著作 
公開播出權、公開上
映權 

包含團體與個人會員，會員作品以
國臺語為主 

社團法人中華視聽著作傳播
事業協會(VAST) 

視聽著作 
公開播出權、公開上
映權、重製權 

團體會員多以電視公司或者傳播
公司為主 

客家音樂著作權協會(籌備
中) 

音樂著作 
公開播送權、公開演
出權、公開傳輸權 

包含團體與個人會員，會員作品以
客家歌曲為主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2010 年流行音樂產業調查報告》(臺北：行政院新聞局，2011)，
頁 102。 

 

目前流行音樂產業除面臨缺乏版權經紀人才的問題，業界團體的力量也

相對偏低，難以有效對抗盜版及下載侵權。而版權收益下滑，直接影響的則

是音樂製作品質。而著作權管理團體也缺乏有效的營運能力，全年的管理費

用僅在 3.83 億元左右，難以擴大組織規模。 

大多數業者認為，流行音樂產品特殊，難以將智慧財產權轉換成價格，

而業界面臨的重大問題，更在於極易遭到侵權，進而提高營運成本與風險，

降低潛在經營者進入此一產業的動機。因此，許多業者認為，目前音樂產業

的主要進入門檻並非資金及技術門檻，而是法律配套，以及如何有效保障，

分配版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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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流行音樂產業政策的現況 

 

在臺灣，流行音樂產業被視為是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一環，以往，由於

文化創意產業同時結合文化及產業的特殊性質，因此政策上分屬文建會、新

聞局、經建會等部會管轄。不同單位各有計劃政策，難免形成多頭馬車的狀

況，缺乏整體規劃。另方面，相較於政府長期以輔導金等方面協助電影產業，

流行音樂以往並未得到積極援助，同時缺乏明確的主導政策。 

2010 年，行政院頒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決定將文創產業定位為臺

灣下一階段的成長戰略產業，政府也將扮演帶動文化創意產業的領導角色。

同時，行政院為配合政府組織改造，決議由原文建會統合新聞局等相關單位

的組織業務，成立文化部。文化部做為主導臺灣文創產業政策的最高機構，

本部共有員額 223 人，設有 7 個業務司負責政策規劃，另有 5 個輔助單位，

19 個附屬機關。在 7 個業務司當中，文化資源司、文創開發司及影視及流行

音樂開發司語文創產業、流行音樂產業政策發展有較密切關係。其中，影視

及流行音樂發展司地位最為重要。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司主管影視及流行音樂（包括數位匯流）、主

導流行音樂政策。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司除延續原新聞局的任務，並且擴大

業務範圍，包括產業輔導、擬議並闡釋獎勵法規、培育流行音樂人才、輔導

流行音樂相關的製作行銷投融資典藏工作，執行流行音樂獎勵業務，管理出

版品消費者權益及保護個人資料，以及推動流行音樂交流進行調查趨勢研究

等。 

另方面，原行政院新聞局部分組織、人事及業務，在組織改造後，被改

組為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成為文化部轄下的附屬機關，擁有機關

預算。局內共有員額 82 人，在局長之下，設有電影產業、廣播電視產業及流

行音樂產業三組。（參考圖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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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組織圖 

資料來源：「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網站，網址：http://www.bamid.gov.tw/BAMID/

Code/about06.aspx（瀏覽日期：2013.1.15）。 

 

基本上，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延續原新聞局的職權及政策方向，主要

任務在提升電影、電視、廣播、流行音樂及其衍生之流行文化內容產業之產

業競爭力，兼顧產業之「輔導」與「管理」工作，進行跨產業資源與行銷模

式整合，以提升人才及創意能量、促進產業數位發展、健全市場產銷環境，

形塑臺灣影視音作品的文化價值。 

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內的流行音樂產業組負責根據文化部擬定政策方

向，執行政策。目前，流行音樂產業組主要依據新聞局時期制定的「流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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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產業發展行動計畫」（參考圖 2-2-2），採取獎勵、補助等方式，輔導流行音

樂產業發展：金曲獎、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金音創作獎。現行補助業務

則有：補助國際行音樂活動及赴海外研習、國內流行音樂於音樂展演空間表

演補助、旗艦型流行音樂製作與整合行銷補助、補助錄音軟硬體設備或整修

錄音室、流行音樂跨界合作補助案、流行音樂人才培訓補助要點、數位網站

服務模式推廣流行音樂補助要點、補助樂團錄製有聲出版品、流行音樂有聲

出版品創意行銷補助。 

 

圖 2-2-2 流行音樂發展策略與重點計畫 

資料來源：「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網站，網址：http://www.bamid.gov.tw/BAMI

D/Code/（瀏覽日期：20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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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新聞局制定「流行音樂產業行動計畫」後，除塑造臺灣流行音樂產

業較明晰的政策主軸，並且制定以下明確的政策目標： 

① 提升臺灣流行音樂之創、製、銷能量，帶動產業創新及升級，99 年

至 103 年之 5 年總產值突破 500 億元。 

② 創造工作機會、吸引人才回流，5 年就業人數由 1,400 人增加為 2,800

人，使臺灣流行音樂人才運用率達到 100%。 

③ 提升國內數位音樂產值，協助產業轉型，每年獲利至少成長達 2 億

元以上。 

④ 提供資金協助，提升產業發展動能，促進業者每年相對投資約 3,500

萬元，5 年至少達 17,500 萬元。 

⑤ 輔導優質音樂唱片業者，提升市場競爭力，5 年至少 15 家以上。 

⑥ 促進唱片業培植演唱新人或團體，再造明星級音樂產業人才，每年

至少 3 組，5 年可達 15 組以上。 

⑦ 輔助參與國際音樂活動，開創流行音樂品牌價值，每年至少 15 組樂

團，5 年可達 75 組樂團。 

由於國家主要通過編列預算的方式，推動、發展政策效果。因此，藉由

審視預算分配，也能觀察政府的施政方向及政策能量。根據文化部針對 2013

年施政編列的預算內容，總體文化施政預算約為新臺幣 106 億元，其中文創

發展司轄下的文創發展預算為 6.9 億（6.56％），而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司擁

有的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業務則有約 28 億（26.52％），僅次於藝術發展業務。

也可顯示政府重視此項業務。（參考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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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1 2013 年文化部預算分配表         (單位：千元) 

業務計畫與工作計畫名稱 承辦單位 
全年度預算數 

百分比%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經資比%  64.39% 35.61% 100.00% - 

文化部  6,844,608 3,785,308 10,629,916 100.00% 

一般行政 
人事處、秘書處、

資訊處 
499,392 37,309 536,701 5.05% 

綜合規劃業務 綜合規劃司 91,722 7,728 99,450 0.93% 

文化

資源

業務 

文化設施規劃與

設置 

文化資源司 

813,917 1,054,410 1,868,327 17.58% 

博物館業務推展

與輔導 

社區營造業務 

臺灣歷史博物館

業務 

國立臺灣歷史博

物館 

文創

發展

業務 

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計畫 文創發展司 634,397 63,000 697,397 6.56% 

價值產值化 

影視

及流

行音

樂發

展業

務 

影視及流行音樂

策劃與發展 

影視及流行音樂

發展司 
1,898,937 920,400 2,819,337 26.52% 

影視及流行音樂

推動與輔導 

人文

及出

版業

務 

人文及文學發展

業務 
人文及出版司 

932,256 43,270 975,526 9.18% 

出版業務推動與

輔導 

臺灣文學館業務 國家臺灣文學館 

國家人權博物館

籌備業務 

國家人權博物館

籌備處 

藝術

發展

業務 

視覺及表演藝術

之策劃與發展 
藝術發展司 

1,442,606 1,635,416 3,078,022 28.96% 

藝術業務推展與

輔導 

交響樂團業務 
國立臺灣交響樂

團 

衛武營藝術文化

中心籌備業務 

衛武營藝術文化

中心籌備處 

文化交流業務 文化交流司 508,381 16,000 524,381 4.93% 

非營業

特種基

金 

國立文化機構

作業基金 
藝術發展司 - 7,775 7,775 0.07% 

第一預備金  23,000 - 23,000 0.22% 

資料來源：「文化部」網站，文化部 102 年單位預算，網址：http://www.moc.gov.tw/imag

es/accounting/budget/2013/1.pdf（瀏覽日期：20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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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發展局接收原新聞局的預算項目，在 2013

年，也擁有約 14 億的預算經費。流行音樂產業組根據「流行音樂發展行動計

畫」分配到約 3.7 億的預算項目，分別運用於推動臺灣流行全球布局行動方案

（0.57 億元），流行音樂人才培訓及音樂產業發展（0.84 億元），流行音樂獎

勵保存（1.06 億元），以及流行音樂產業推廣（1.26 億元）等政策計畫。 

大體而言，政府已更積極主導文創產業及流行音樂產業政策，除建立事

權較為統一的政策機構，在預算編列上，也提昇了流行音樂產業在整體文化

政策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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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韓國流行音樂文化產業政策 

第一節 韓國音樂產業的現況 

 

根據韓國內容振興院的定義，音樂產業可以產品「類型」劃分為三種類

別：「離線（off line）音樂產業」、「數位（Digital）音樂產業」與「表演產業」。

「離線音樂產業」主要是指傳統唱片產業與賣場音樂產業；「數位音樂產業」

則包括音源的下載（Downloading）與串流（streaming）、電話鈴聲等無實體

的音樂產品；「音樂表演產業」主要是指演唱會、音樂劇等與表演相關的產業。

43此外，又依行業別區分出不同音樂行業。 

 

一、音樂產業整體狀況 

 

韓國音樂產業的規模近年持續增加，2007 年的總銷售額為 2 兆 3,577 億

韓元，2008 年增加為 2 兆 6,020 億韓元，2009 年再增加為 2 兆 7,407 億韓元，

2010 年持續上升至 2 兆 9,591 億韓元。然而，音樂產業市場規模雖持續擴大，

但音樂產業占整體內容產業的比重卻相對偏低，以 2011 年為例，音樂產業比

重僅占 4.6%（參考表 3-1-1）。 

 

 

 

 

 

 

 

                                                 
43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首爾：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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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1 韓國各內容產業銷售額      (單位：億韓元，%) 

產業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年平均
增加率 

出版 193,922 198,793 215,955 210,529 206,091 212,437 212,446 1.5 

漫畫 4,362 7,301 7,616 7,232 7,390 7,419 7,517 9.5 

音樂 17,899 23,013 23,577 26,021 27,407 29,591 38,174 13.5 

遊戲 86,798 74,489 51,436 56,047 65,806 74,311 88,047 0.2 

電影 32,948 36,836 32,046 28,855 33,066 34,328 37,732 2.4 

動畫 2,339 2,886 3,112 3,112 4,185 5,143 5,285 14.6 

廣電傳
播 

86,352 97,199 105,344 105,344 106,811 119,135 127,525 6.7 

廣告 84,178 91,180 94,346 93,116 91,868 103,321 121,727 6.3 

角色產
品 

20,759 45,509 51,156 50,987 53,582 58,968 72,096 23.1 

知識情
報 

30,408 34,677 42,973 47,773 52,551 62,041 90,457 19.9 

contents 

solution 

12,750 15,417 16,798 18,661 20,363 21,962 28,671 14.5 

合計 572,588 627,689 644,147 636,817 661,164 721,201 829,677 6.4 

資料來源：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內容產業統計》(首爾：文化體育
觀光部，2012)，頁 50-51；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韓國內容振興院，《2012 內容
產業統計》(首爾：文化體育觀光部，2013)，頁 54。 

 

韓國音樂產業依行業別又可區分為音樂製作業、音樂及音響物出版業、

唱片複製與供應業、唱片批發及零售業、線上音樂流通業、音樂表演業、KTV

業。其中 KTV 所占的比重最高，但本報告並未將 KTV 業包括在討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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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2  韓國音樂產業行業別銷售額       (單位：百萬韓元) 

銷售額 小分類 
銷售額 所占比

例(%) 

前年對比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增減率(%) 

音樂製作

業 

音樂企劃

及製作 

唱片及音源 76,270 80,231 73,528 84,692 123,925 3.3 46.3 

唱片以外收益

(音樂相關) 
186,729 201,611 254,459 303,278 455,116 11.9 50.1 

唱片(音源)錄音設施經營

業 
130,195 39,246 32,342 35,662 40,565 1.1 13.7 

小計 393,194 321,088 360,329 423,632 619,606 16.3 46.3 

音樂與音

響出版業 

音樂音響物出版業 – 10,898 9,424 11,653 12,667 0.3 8.7 

其他音響物製作業 – 608 676 721 960 0.0 33.1 

小計 – 11,506 10,100 12,374 13,627 0.4 10.1 

唱片複製

發行業 

唱片複製業 – 42,348 38,321 43,487 45.233 1.2 4.0 

唱片發行業 – 52,742 44,705 48,672 56,246 1.5 15.6 

小計 – 95,090 83,026 92,159 101,479 2.7 10.1 

唱片批

發、零售

業 

唱片批發行業 
138,177 103,195 

36,655 37,262 49,449 1.3 32.7 

唱片零售業 63,117 64,258 72,806 1.9 13.3 

網上唱片零售業 13,917 16,634 20,267 28,325 27,968 0.7 ▽1.3 

小計 152,094 119,829 120,039 129,845 150,223 3.9 15.7 

線上音樂

流通業 

移動通信音樂服務業 103,170 87,650 76,502 55,388 122,396 3.2 121.0 

網路音樂服務業 166,756 253,082 359,969 453,919 592,449 15.5 30.5 

音源代理經紀行 18,519 39,671 60,331 63,528 86,662 2.3 36.4 

網路/移動通信音樂 

內容製作及提供商(CP) 
139,204 146,042 72,799 49,327 78,027 2.0 58.2 

小計 427,649 526,445 569,601 622,162 879,534 23.0 41.4 

音樂表演

業 

音樂表演企劃及製作業 198,853 213,851 224,359 286,962 488,352 12.8 70.2 

其他音樂表演服務業(銷

售票等) 
24,744 27,801 33,303 36,287 43,905 1.2 21.0 

小計 223,597 241,652 257,662 323,249 532,257 14.0 64.7 

中合計 1,196,534 1,315,610 1,400,757 1,603,421 2,296,726 60.2 43.2 

KTV 經營

業 

KTV 經營業 1,161,171 1,286,466 1,339,996 1,355,722 1,520,734 39.8 12.2 

小計 1,161,171 1,286,466 1,339,996 1,355,722 1,520,734 39.8 12.2 

音樂產業合計 2,357,705 2,602,076 2,740,753 2,959,143 3,817,460 100.0 29.0 

資料來源：韓國內容振興院，《2010 音樂產業白皮書》（首爾：韓國內容振興院，2010），頁
50；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首爾：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頁 137；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韓國內容振興院，《2012 內容產業統計》(首爾：
文化體育觀光部，2013)，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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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1  韓國音樂產業銷售額       (單位：百萬韓元) 

資料來源：根據表 3-1-2 筆者自行整理。 

 

如表 3-1-2 與圖 3-1-1 所示，除 KTV 業以外，線上音樂流通業所占比重

最高，2011 年 8,795 億韓元，約占音樂產業總體產值的 23%。線上音樂流通

業主要包括:網路音樂服務業、移動通信音樂業、音源代理仲介業、網路移動

通信內容製作及提供業等。其中「網路音樂服務業」的銷售額最高，2011 年

為 5,924 億韓元，占線上音樂流通業中約 67%；「音源代理經紀行」為次高，

2011 年為 866 億韓元，占線上音樂流通業的約 10%。由此可知，韓國線上音

樂流通業又以網路音樂服務業為主。 

線上數位音樂(on line)已成為韓國最主要的音樂產業類型。2000 年起，

線上數位音樂市場規模快速擴大。韓國音樂產業市場快速成長的最大原因，

在於 1990年代末期起，PC通信急速普及，以及 2000年代超高速網路的普及。

44網路普及提高消費者在線上購買商品的方便性；而網路速度的提升，除加

快下載與線上交易的速度，更提高消費者在線上購買商品的意願。因此，韓

國線上數位音樂的成長，遠超過其他國家。45 

                                                 
44 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2010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96-97。 
45 資訊通信產業振興院，〈按照音樂產業模式變化，數位音樂產業的成長〉，《[IITA]資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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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韓國，線上音樂產業銷售額遠超過唱片批發及零售業。2011 年，唱片

批發及零售業的銷售額 1,502 億韓元，占總音樂產業額的 3.9%。2000 年起，

唱片音樂產業開始衰弱，以2003年為界，數位音樂市場已超越唱片音樂市場。

（參考圖 3-1-2）其後，線上音樂產業與唱片批發及零售業的市場規模差距不

斷擴大，並將持續此一氣勢。（參考圖 3-1-1） 

 
圖 3-1-2  韓國唱片市場與數位音樂市場規模 2000-2004(單位：億韓元) 

資料來源：資訊通信產業振興院，〈按照音樂產業模式變化，數位音樂產業
的成長〉，《[IITA]資訊通訊研究振興院學術資訊》，2005，頁 8。 

 

二、離線（off line）音樂產業 

 

    在韓國，離線(offline)音樂包括唱片產業及賣場音樂產業。 

 

（一）唱片產業 

1990 年代，韓國國內的唱片產業雖有起伏不定的現象，但是仍維持成長

趨勢。2000 年傳統唱片產業成長至高峰，此後傳統唱片產業開始走下坡，逐

漸被數位音樂產業取代。461998 年，唱片產業規模為 3,530 億韓元，1999 年

擴大為 3,800 億韓元，2000 年成長為 4,104 億韓元。但是，2001 年轉為下跌

至 3,733 億韓元，2002 年再減少為 2,861 億韓元，2007 年更縮小至 788 億韓

                                                                                                                                      
訊研究振興院學術資訊》，2005，頁 5。原文：(정보통신산업진흥원，〈음악산업 패러다

임 변화에 따른 디지털 음악산업의 성장〉，《[IITA] 정보통신연구진흥원 학술정보》。) 
46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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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08 年，由於偶像團體發行唱片量增加，以及販賣 10 萬張以上的唱片

增加，產業規模回復為 811 億韓元，2010 年小幅成長至 823 億韓元。2006

年起韓國唱片產業市場，維持 800 億韓元的規模。（參考圖 3-1-3） 

         圖 3-1-3  韓國唱片產業市場規模 1998-2010  (單位：億韓元) 

 
資料來源：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首爾：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頁 71。 

 

如圖 3-1-4 所示，2001 年起韓國國內排行榜 10 名內的唱片銷售量也迅速

減少，2001 年為 880 萬張，但是 2002 年則減少為 500 萬張，2007 年更減少

為 110 萬張。2008 年回復為 140 萬張，2010 年的銷售量為 130 萬張。 

SM 經紀公司（S.M.Entertainment）所屬的少女時代、SUPER JUNIOR 

、SHINee 等團體與 YG 經紀公司（Y.G.Entertainment）所屬的 Big Bang、2NE1

等團體，成為 2010 年排行榜 10 名內的主要人氣歌手。 

圖 3-1-4  韓國國內排行榜 10 名內的唱片銷售量       (單位：張) 

 

資料來源：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首爾：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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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頁 73。 

 

（二）賣場音樂產業 

賣場音樂產業為新興音樂產業。所謂賣場音樂是指在大賣場、便利商店、

連鎖餐廳或咖啡廳等營利場所，配合營業性質、賣場氣氛選擇適合音樂播放

的音樂服務業。2005 年 7 月，韓國政府修改「著作權法」，此後，賣場音樂

逐漸轉換為付費的模式。47但賣場音樂的年銷售額不到 40 億韓元，市場規模

並不大。 

賣場音樂可分為「傳送服務」與「數位音聲送信服務」；前者是使用者可

以選擇歌曲，而後者是使用者無法選擇歌曲，僅能選擇頻道。2010 年「傳送

服務」與「數位音聲送信服務」的總銷售額約為 38 億韓元。48 

 

三、數位（Digital）音樂產業 

 

（一）網路音樂 

網路音樂服務可分為兩種：下載服務與串流服務。下載服務可分為每首

歌曲付費方式，或是超過折價購買 40 曲、120 曲等多種音源的方式。串流服

務是指消費者繳納固定費用，而能在一定期限內，透過 MOD（Music On 

Demand）方式，消費音樂產品。最近韓國出現結合下載服務與串流服務的新

商品，消費者在一定期限內，可任意透過電腦、MP3 Player、手機等，利用

線上音樂。49 

網路環境的變化，改變消費者透過 CD 或卡帶聽音樂的音樂環境。2004

年起，以「Melon」為首，韓國開始出現付費音樂網站，帶動網路音樂市場

的成長。然而，由於數位內容的複製不需要額外付費，亦不需很長時間，造

成非法音源市場快速擴大，2006年起，更導致網路音樂市場的成長出現停滯。

但是，2009 年起，由於「智慧型手機」的熱潮，網路音樂市場出現小幅度成

                                                 
47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0 音樂產業白皮書》（首爾：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2010），頁 82-83。 
48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74、76。 
49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0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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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50 

此外，韓國政府著手整頓「著作權法」，打擊非法下載，亦有助於網路音

樂市場恢復功能。 

 

（二）移動通信音樂 

韓國的移動通信以 SKT（SK Telecom）、KT（Korea Telecom）、LGT（LG 

Telecom）等三大業者為主，並在 2000 年初期開始形成移動通信市場。由於

網路非法音源市場逐漸擴大，業者認為應引進 DRM（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以保障著作權。因此，上述業者主動設定 DRM，保護自身市

場，而能持續穩定成長。51 

然而，網路市場上仍盛行非法音源的流通，當時韓國最大的非法音源流

通業者是「soribada（소리바다）」52，以及經營 P2P（peer-to-peer，檔案分

享）與網路雲端（Web-hard platform）的業者。另外，由於不同移動通信業

者的 DRM 並無法互換，因此引起使用者不滿。針對上述趨勢，移動通信業

者開始思考 DRM Free 的問題。53 

此時，海外市場也出現變化，由於蘋果（Apple）公司主張 DRM 無用論，

開始提供部分 DRM Free 的音樂，此舉帶動通信服務的新發展。2007 年，EMI

（Electric and Musical Industries Ltd）公司首次提供全部音樂的 DRM Free 服

務。Universal 公司、Warner 公司相繼加入行列，DRM Free 成為一般性服務

項目。54 

2008 年 7 月，在韓國出現具備新功能的通信商品，消費者可藉此下載任

何移動通信網站的音樂檔案，並自由在其他 mp3 播放器上使用。2009 年 9

月，KT 與 LGT 展開 DRM Free 服務；SKT 也逐漸提供 DRM Free 服務。55 

                                                 
50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93-94。 
51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0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89。 
52 soribada（소리바다），網址：http://kpop.soribada.com/En/。 
53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83。 
54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0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91。 
55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0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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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1 月，隨著 iPhone 上市，韓國音樂市場受到極大衝擊。在此之

前，韓國雖已有移動通信音樂下載服務，但由於收費昂貴並不普及。iPhone

在韓國上市後，智慧型手機逐漸普及，韓國通信業者展開設立 Wi-Fi Zone 的

競爭，大幅降低下載數位音樂的費用。56 

在通信業者相互競爭的狀態下，移動通信音樂市場的規模逐漸縮小：2007

年為 1,031 億韓元，2008 年減少為 876 億韓元，2009 年在減少為 765 億韓元，

2010 年更減少為 553 億韓元。（參考表 3-1-1） 

但是，韓國政府仍認為移動通信音樂市場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第一，移動通信的網路應用程序的多媒體化，帶動市場擴大。因為安裝

「移動聯網裝置（Mobile Internet Device）的「網路應用程序（web application）」

市場規模急速成長。以往的移動通信的網路應用程序，僅能提供音源服務，

但是現在可提供照片、音樂、音樂影片（Music Video）等多元內容商品等服

務，已具備多媒體環境。音樂業者將能提供結合多種內容的新商品。57 

第二，音樂內容商品的多元化，可提高消費者的購買動機。58 

第三，Open Market 的形成，可提高交易的方便性。以蘋果公司的 App 

Store 為起點，再加上 Goole 的 android market，快速形成 Open Market 後，在

Open Market 上提供內容商品，愈來愈普遍化，形成開發者與消費者皆自由進

行交易的平臺。59 

第四，由於移動通信音樂市場的逐漸擴大，多元型態的商品開始出現，

加上智慧型手機急速普及化，而且主要使用者為 20 歲至 40 歲的年齡層，習

慣線上付費的消費模式，因此將能提升音樂產品的消費人口。60（參考圖 3-1-5） 

 

 

 

                                                 
56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0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89-91、94-95。 
57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84。 
58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87。 
59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86。 
60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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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智慧型手機使用者年齡 

 
資料來源：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88。 

 

四、音樂表演產業 

 

音樂表演產業是指有關表演內容（Contents）的企劃、製作、上演、流通

等與表演相關產業，類型可分為舞臺劇、舞蹈、音樂劇、音樂會、人偶劇、

演唱會等非常多元。韓國音樂表演產業大致可分為「音樂表演企劃及製作業」

與「音樂表演服務業（販賣門票的現場表演）」兩種。2010 年音樂表演產業

的總銷售額為 3,232 億韓元，比 2009 年 2,576 億韓元成長 25.5%，其中 2010

年「音樂表演企劃及製作業」的銷售額為 2,869億韓元，占總銷售額的約 87%。

61（參考圖 3-1-1） 

「音樂表演企劃及製作業」中又以音樂劇與大眾演唱會占的比重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的音樂劇市場非常龐大，2011 年的銷售額為 2,554 億韓

元，占音樂表演產業總銷售額的約 48%，超過以偶像團體為中心的大眾演唱

會總額。（參考圖 3-1-6）2011 年，演唱會的銷售額為 1,825 億韓元，占音樂

表演產業總銷售額約 34%。 

 

 

                                                 
61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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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劇 大眾音樂

演唱會

古典音樂 歌劇 其他

2008年 142,807 39,215 36,735 12,056 10,839

2009年 142,331 43,695 41,132 14,115 16,389

2010年 165,778 76,093 43,255 19,692 18,431

2011年 255,448 182,578 49,632 23,253 21,337

 

圖 3-1-6  音樂表演業領域別銷售額 2008-2011   (單位：百萬韓元，%) 

資料來源：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103；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2 內容產業統計》(首爾：文化體育觀光部，2013)，頁 185。 

 

長期以來，音樂劇在表演產業中占有的比重最高。然而，2011 年，大眾

演唱會的成長幅度非常驚人，銷售額由 2010 年的 760 億韓元成長為 1,825 億

韓元，幅度高達 240%。 

 

第二節  韓國音樂產業的組織結構 

 

一、文化體育觀光部 

 

「文化體育觀光部」的組織結構如圖 3-2-1。「文化體育觀光部」的組織

中，「文化內容產業室」負責制定流行音樂產業政策。「文化內容產業室」主

要負責擴充電影、漫畫、影像、遊戲、多媒體、內容產業、角色產業、卡通、

數位資訊等各個領域的基礎設備，並且培育專門人力、開發高價值文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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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韓國文化產業開拓海外市場等。 

 

圖 3-2-1  文化體育觀光部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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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網站，組織圖，網址：http://www.mcst.go.kr/web/introCourt/

introOrgan/mainConts.jsp（瀏覽日期：2013.1.3）。 

「文化內容產業室」下另設有「文化內容政策官」與「著作權政策官」。

「文化內容政策官」負責統轄「產業政策科」、「影像內容產業科」、「遊戲內

容產業科」、「數位內容產業科」；「著作權政策官」則管理「著作權政策科」、

「著作權產業科」、「著作權保護科」。 

「文化產業政策科」主要負責建立及協調振興文化產業的相關政策方針，

並制定文化內容政策與改善法令。「影像產業政策科」主要負責年度預算與改

善法規制度，但該科的業務內容中也包括流行音樂相關項目，例如推動「大

眾文化藝術振興業務」，其中「大眾音樂產業振興業務」主要在支援活化創作

環境，建設大眾文化設施、大眾音樂專用表演場所等基礎建設工作等。 

「著作權產業科」也負責音樂相關業務，例如：改善音樂相關補償金制



56 

 

度、改善音源使用費與流通結構等。62 

「文化內容產業室」最大的特色在整合文化內容產業與著作權等相關業

務。韓國政府認識到推動文化內容產業，必須先建立保護措施，因此，一方

面積極推動振興與支援音樂產業政策，但另方面整頓法律制度，保護音樂產

業。韓國政府對著作權的保護範圍不僅限於國內，甚至擴大至海外，因此「著

作權保護科」也負責參與對外洽談各種條約、協定，以保障韓國內容產業的

海外權益。 

2013 年 1 月，「文化體育觀光部」的工作人員共有 797 人，其中「文化

內容產業室」的人力共有 111 人：文化內容產業室長 1 人、文化內容政策官

1 人、「文化產業政策科」13 人、「影像內容產業科」14 人、「遊戲內容產業

科」11 人、「數位內容產業科」13 人、「著作權政策官」1 人、「著作權政策

科」16 人、「著作權產業科」8 人、「著作權保護科」33 人。「著作權保護科」

的人力編制為最多，可以看出韓國政府正在致力推動保障著作權。63 

 

二、韓國內容振興院 

 

（一）韓國內容振興院的設立與功能 

2009 年 5 月 7 日，韓國政府修訂公布「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其中第

31 條規定：「政府為有效支援文化產業的振興、發展，設立韓國內容振興院」，

64同一天，「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Korea Culture & Content Agency）」與「廣

播影像產業振興院」、「韓國遊戲產業振興院」、「文化產業中心」、「韓國軟體

振興院」、「數位內容事業團」合併，改組為「韓國內容振興院（Korea Creative 

                                                 
62 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網站，職員介紹，網址：http://www.mcst.go.kr/web/introCourt/introSt

aff/introStaffList.jsp（瀏覽日期：2013.1.6）。 
63 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網站，職員介紹，網址：http://www.mcst.go.kr/web/introCourt/introSt

aff/introStaffList.jsp（瀏覽日期：2013.1.6）。 
64 「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2009 年 5 月 7 日修訂公布）。參考國家法令情報中心網站，網

址：http://www.law.go.kr/lsSc.do?menuId=0&p1=&subMenu=2&nwYn=1&query=%EB%AC%

B8%ED%99%94%EC%A7%84%ED%9D%A5%EC%82%B0%EC%97%85&x=49&y=21#liBg

color5（瀏覽日期：20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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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Agency）」。65  

「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第 31 條規定，「韓國內容振興院」必續執行以

下業務： 

① 振興文化產業的，研究、調查、企劃政策及制度。 

② 進行文化產業的實況調查及製作統計。 

③ 支援培育文化產業相關專業人力，以及支援進行再教育。 

④ 企劃文化產業振興所需之技術開發、管理開發技術及推動標準化。 

⑤ 為文化產業發展，進行製作、活化流通。 

⑥ 支援文化產業的創業、經營，以及支援海外出口。 

⑦ 支援文化原型、學術資料、歷史資料等文化內容的開發。 

⑧ 設立活化文化產業的設施等基礎建設。 

⑨ 促進公共文化內容的保存、流通、利用。 

⑩ 收集、保存、活用國內外文化內容資料。 

⑪ 支援視訊影像物在各廣播媒體中多層流通、活用、出口。 

⑫ 支援視訊影像物的國際共同製作及再製作成當地語。 

⑬ 防止線上遊戲的惡性影響，及建構健全建遊戲文化。 

⑭ 活化 e 運動及促進國際交流。 

⑮ 保護文化內容利用者的權益。 

⑯ 其他達成韓國內容振興院設立目的所需之業務。 

 

比較「韓國內容振興院」與合併前的「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的業務內

容，除上述③、④、⑤項包括在「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的業務，其他皆是

設立「韓國內容振興院」時，新增加的業務內容。 

「韓國內容振興院」的合併背景，可分為三個層面討論。66首先，機構

                                                 
65 韓國內容振興院網站，網址 http://www.kocca.kr/chn/about/about/index.html（瀏覽日期：20

13.1.3）。 
66 Lee, Jin-Man Jeon, Yong-Sang，〈適用 Kingdon 的政策窗(Policy Window)模型的韓國內容

振興院設立過程〉，《政策分析評價學會報》，第 19 卷第 4 號，（首爾，2009.12），頁 290。

(原文：이진만、전영상，〈Kingdon 의 정책의 창(Policy Window) 모형을 적용한 한국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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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合的目標是在提升行政效率。由於原有 5 個機構皆具有類似的政策目標，

因此出現重複執行的問題，並發生特定事業體從不同機構重複獲得補助的現

象。因此，政府內部開始討論合併類似性質的機構。 

再者，在內容產業的特色層面上，必須解決以下幾個問題：第一，由於

網路環境的變化、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數位內容商品出現整合化現象。遊戲、

影像、軟體、數位不能單獨存在，相互關聯性持續增強，形成「融合性內容

產業」。由於文化內容產業的環境急速整合，因此政府必須因應新的產業情勢。

第二，「融合性內容產業」的重要性與價值逐漸提高、使用範圍也逐漸擴大，

但是原有各領域的單獨支援體系，並無法因應「融合性內容產業」的需求與

特色。各分散機構由於研究人力的不足等問題，無法有效推動研發。例如：「放

送影像產業振興院」並沒有編制任何研發預算，也沒有研發成果。第三，韓

國內容產業的企劃力與全球化程度，仍較先進國家落後許多，因此，有必要

統合性樹立政策目標，以提升產業競爭力。 

最後，李明博總統在「韓國內容振興院」的合併過程扮演重要角色。李

明博就任後，以建立「實用政府」為目標，推動「國營機構民營化與經營效

率化」。行政當局為配合李明博總統的政策意志，因此推動各部會的合併，「韓

國內容振興院」也在此背景下，由原先 5 個機構迅速整合為單一單位。67 

「韓國內容振興院」的推動事業可分為製作文化內容事業、次世代內容

事業、開拓海外市場業務、強化產業基礎事業、研發文化內容事業等項目。68 

「韓國內容振興院」主要扮演以下幾種功能與角色。第一，做為「文化

體育觀光部」的「智庫」。「韓國內容振興院」具有獨立的研究機構，進行文

化產業相關的各種調查，例如：市場調查、法規執行狀況調查、消費者的需

求與動向調查等。「韓國內容振興院」以各種調查為基礎，編製包括〈音樂產

業白皮書〉在內的各種內容產業白皮書。 

                                                                                                                                      
텐츠진흥원 설립과정〉。) 

67 Lee, Jin-Man Jeon, Yong-Sang，〈適用 Kingdon 的政策窗(Policy Window)模型的韓國內容振

興院設立過程〉，頁 300。 
68 參考，韓國內容振興院網站，事業介紹，網址：http://www.kocca.kr/business/contents/broadcas 

t/production2/index.html（瀏覽日期：20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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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擬定政策方針。「韓國內容振興院」的研究機構，在調查成果的基

礎上，進一步企劃相關政策及制度方向，提供「文化體育觀光部」做為制定

文化政策的藍圖。 

第三，政策的實際執行機構。「文化體育觀光部」的「文化內容產業室」

制定文化內容相關政策。再由「韓國內容振興院」實際執行包括流行音樂政

策在內的各種內容產業政策，例如：強化產業基礎事業中的「創意培養」項

目，就包括強化流行音樂創作基礎、支援構築全球音樂網路、支援在海外舉

辦 K-pop 展示會、支援韓國時尚文化開拓海外市場等。69 

 

（二）韓國內容振興院組織結構 

「韓國內容振興院」的組織如圖 3-2-2。「韓國內容振興院」之下設有「戰

略內容本部」，轄下的「大眾文化產業組」，主要負責支援音樂產業。「大眾文

化產業組」的業務內容如下： 

① 企劃、運營大眾文化藝術人員教育課程。 

② 提供大眾文化藝術人員的心理諮商及法律諮詢。 

③ 經營大眾藝術演出團體。 

④ 建構大眾藝術人名資料庫。 

⑤ 企劃並經營娛樂就業博覽會。 

⑥ 經營大眾文化藝術獎賞。 

⑦ 經營概念韓國(Concept Korea)項目。 

⑧ 舉辦海外展示會。 

⑨ 支援參加海外各項文化祭典。 

⑩ 舉辦亞洲音樂市場。 

⑪ 支援培育獨立樂團。 

⑫ 篩選流行音樂演唱會計劃及經營管理。 

                                                 
69 參考，韓國內容振興院網站，事業介紹，網址：http://www.kocca.kr/business/industry/creat

ion/music2/index.html（瀏覽日期：20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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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 支援唱片製作。70 

圖 3-2-2  韓國內容振興院〈KOCCA〉組織結構圖（2013 年 1 月） 

資料來源：韓國內容振興院網站，組織圖，網址：http://www.kocca.kr/about/org/org02/17698

26_1562.html（瀏覽日期：2013.1.6）。 

「韓國內容振興院」的工作人員總共有 310 名，其中包括委員、正式、

派遣人員。「戰略內容本部」共有 34 人，包括戰略內容本部長 1 人，「廣播影

視產業組」11 人，「動漫產業組」12 人，「大眾文化產業組」10 人。 

 

三、文化體育觀光部內容產業預算與韓國內容振興院的預算 

                                                 
70 參考，韓國內容振興院網站，組織圖，網址：http://www.kocca.kr/about/org/org02/1769826

_1562.html（瀏覽日期：201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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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體育觀光部內容產業預算 

1999 年，金大中政府上任後，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當時叫做「文

化觀光部」）的預算大幅度增加，由 1999 年的 8,563 億韓元，2000 年增加為

1 兆 1,707 億韓元。其後「文化體育觀光部」的預算持續增加，僅在 2007 年

預算縮小為 1 兆 4,250 億韓元。李明博總統上任後，更加強對文化產業的預

算，2013 年「文化體育觀光部」預算增加至 2 兆 2,876 億韓元，創歷年最高。

（參考表 3-2-1）。 

表 3-2-1  文化體育觀光部內容產業預算(單位：億韓元) 

年度 政府總預算 

文觀部總預算 文化內容產業室預算 多媒體政策局預算 

總預算 

占政府
總預算
比例 

總預算 
占文觀部
總預算比 

總預算 
占文觀部
總預算比 

1994 476,262 3,012 0.63% 54 1.8% – – 

1995 567,173 3,838 0.68% 152 4.0% – – 

1996 329,626 4,591 0.73% 189 4.1% – – 

1997 714,006 6,531 0.91% 132 2.0% – – 

1998 807,629 7,574 0.94% 168 2.2% – – 

1999 884,850 8,563 0.97% 1,000 11.7% – – 

2000 949,199 11,707 1.23% 1,787 15.3% – – 

2001 1,060,963 12,431 1.17% 1,474 11.9% – – 

2002 1,161,198 13,985 1.20% 1,958 11.0% – – 

2003 1,151,323 14,864 1.29% 1,890 12.7% – – 

2004 1,201,394 15,675 1.30% 1,725 11.0% – – 

2005 1,352,156 15,856 1.17% 1,911 12.1% – – 

2006 1,469,625 17,385 1.18% 1,363 7.8% 890 5.1% 

2007 1,565,177 14,250 0.91% 1,284 9.0% 693 4.9% 

2008 1,749,852 15,136 0.86% 1,508 9.9% 558 3.7% 

2009 1,968,712 17,350 0.88% 2,422 14% 562 3.2% 

2010 2,012,834 18,762 0.93% 2,561 13.6% 836 4.4% 

2011 2,099,302 19,603 0.93% 2,491 12.7% 1,136 5.8% 

2012 2,231,384 20,933 0.94% 2,798 13.4% 1,189 5.7% 

2013 2,362,253 22,876 0.97% 2,850 12.5% 1,256 5.5% 

資料來源：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內容產業白皮書》(首爾：文化體育觀光部，2012)，頁
35-36；文化體育觀光部，《2012 年度預算基金運用計畫概要》(首爾：文化體育
觀光部，2012.1)，頁 4、27-33；文化體育觀光部，《2013 年度預算基金運用計畫
概要》(首爾：文化體育觀光部，2013.1)，頁 4、32-36；國會預算政策處，《大韓
民國財政 2013》(首爾：國會預算政策處，2013.1)，頁 36。 

註：文化體育觀光部的預算是一般會計與特別會計的總額，並未包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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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內容產業的「文化內容產業室」與「媒體政策局」的預算也隨之增

加。2010 年「文化內容產業室」的預算達到 2,561 億韓元，占「文化體育觀

光部」預算的 13.6%，2011 年預算略減為 2,491 億韓元。2011 年「多媒體政

策局」的預算為 1,136 億韓元，比前年增加 300 億韓元。 

2010 年文化產業振興預算，主要集中於建設「挑戰內容產業五大強國」

的專項預算，以及擴大支援研發（R&D）。712011 年的文化產業振興預算主要

偏重於培育新成長動力產業、擴大支援研發、強化國際社會中的角色。72 

如表 3-2-2 與表 3-2-3 所示，2006 年前，「音樂」項目的相關預算被包括

在「遊戲」項目中。2006 年，政府對音樂產業的支援共有 30 億，2007 年起

編制專門的「音樂」項目，2007 年至 2009 年維持 27 億韓元，2010 年恢復至

30 億韓元，2011 年則減少為 18.8 億韓元，占整體預算的比重並不高，大約

僅占 1%左右。 

 

表 3-2-2  韓國政府對文化內容的支援項目與金額 2003-2008（單位：億韓元，%）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培育 463 24.5 199 11.5 223 11.7 289 12.8 65 3.3 419 20.3 

出版 171 9.0 291 16.9 340 17.8 798 35.4 498 25.2 174 8.4 

多媒體 283 13.7 

電視廣播 338 17.9 252 14.6 319 16.7 337 15.0 254 12.9 167 8.1 

動畫 12 0.6 38 2.2 45 2.4 61 2.7 70 3.5 53 2.5 

遊戲 146 7.7 212 12.3 232 12.1 141 6.3 156 7.9 158 7.7 

音樂 30 1.3 27 1.4 27 1.3 

廣告 80 4.2 160 9.3 214 11.2 88 3.9 131 6.6 101 4.9 

個性化產品 680 36.0 573 33.2 528 28.2 445 19.8 701 35.5 494 23.9 

著作權 – – – – – – 64 2.8 75 3.8 190 9.2 

合計 1,890 100 1,725 100 1,911 100 2,253 100 1,977 100 2,066 100 

資料來源：文化體育觀光部，《2008 年內容產業白皮書》(首爾：文化體育觀光部，2009)，
頁 15。 

 

 

 

 

                                                 
71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0 內容產業白皮書》(首爾：文化體育觀光部，2011)，頁 12。 
72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內容產業白皮書》(首爾：文化體育觀光部，2012)，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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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韓國政府各文化內容的支援項目與金額 2009-2011（單位：億韓元） 

 主要事業領域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比例 

文化內容產業室 

文化內容振
興 

音樂 27 30 18.8 0.5% 

個性化產品 25.84 29.81 29.81 0.8% 

漫畫 25 28 38.9 1.1% 

動畫 41.88 56.8 57 1.6% 

時裝文化 21 25 17 0.5% 

其他 602.78 552.39 590.49 16.2% 

影像產業振興 85.2 77 8 0.2% 

遊戲產業振興 218.5 192 168 4.6% 

文化內容產業技術支援 396 509 535 14.7% 

文化內容產業基礎支援 179.7 215 204 5.6% 

建構文化產業基礎 216.3 272 281 7.7% 

建構地方文化產業基礎 282.8 257 171 4.7% 

著作權保護及振興 300.4 317 373 10.3% 

小計 2,422.2 2,561 2,492 68.7% 

多媒體政策局 

培育多媒體產業 94.8 349 349 9.6% 

培育廣播影像內容產業 228.1 239 575 15.9% 

培育出版業 239.6 248 212 5.9% 

小計 562.5 836 1,136 31.3% 

 合計 2,984.9 3,397 3,628 100.0% 

資料來源：韓國內容振興院，《2009 內容產業白皮書》(首爾：文化體育觀光部，2010)，頁 1

4；韓國內容振興院，《2010 內容產業白皮書》(首爾：文化體育觀光部，2011)，
頁 14；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內容產業白皮書》(首爾：文化體育觀光部，201

2)，頁 37-38。 

註：2009、2010、2011 年「其他」部分項目如下。2009 年：文化產業政策及評估事業、韓
流振興地區事業、建構文化內容創作基礎、OSMU 殺手文創製作支援、發掘明星
項目支援、內容專門人力培育等；2010 年：文化產業政策及評估事業、韓流振
興地區事業、建構文化內容創作基礎、OSMU 殺手文創製作支援、明星項目發掘
支援、內容專門人力育成、文化內容營銷活性化、CT 研究所設置支援、次世代
融合型文創產業培育、數位內容產業育成、文化內容投資活性化、內容資訊經營
等；2011 年：文化產業政策及評估事業、韓流振興地區事業、經營內容產業資
訊網站、內容專門圖書館經營、故事產業活性化、文化內容營銷活性化、CT 研
究所設置支援、次世代融合型文創產業培育、3D 立體文創產業培育、文創專門
人力培育、數位文創產業培育等。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大幅度提高對「著作權」相關制度的預算，由 2006

年的 64 億韓元，提高至 2011 年的 373 億韓元，占整體預算的 10%左右。此

舉顯示，韓國政府近年非常重視對「著作權」的保護與振興。此外，韓國政

府也重視培育媒體產業，2011 年「培育多媒體產業」與「培育廣播影像內容

產業」的政府支援為 924 億韓元，比重為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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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韓國內容振興院的預算 

2013 年「韓國內容振興院」的預算總額為 2,809 億韓元，比起 2012 年增

加 71 億韓元。預算中政府的補助額為 2,302 億韓元，占總預算的 82%；「廣

播振興基金融資支援事業」等其他財源為 220 億韓元，占 8%；「韓國內容振

興院」自身負擔額為 286 億韓元，占 10%。（參考表 3-2-4） 

 

         表 3-2-4  韓國內容振興院預算 2010-2013     （百萬韓元，%） 

事業名稱 
2010 2011 2012 2013 增 ▽ 減 

備註 
預算 預算 預算 預算(案) 增減額 增減率 

總 計 187,995 244,378 273,812 280,939 7,127 2.6 
 

政府輔助 小計 162,005 193,472 237,083 230,238 ▽6,845 ▽2.9 
 

<振興文化內容> 58,803 55,289 77,702 73,122 ▽4,580 ▽5.9 
 

文化產業政策開發及評估 753 1,168 898 898 - - 
 

韓流振興 - - 1,350 1,400 50 3.7 
 

培育大眾文化內容產業 20,602 15,365 23,151 25,501 2,350 10.2 
各領域支援

預算增額 

活化文化內容國內外營銷 7,987 4,935 4,435 4,435 - - 
 

培育次世代融合型數位內容產業 12,484 8,864 7,409 7,304 ▽105 ▽1.4 
 

活化文化內容投資 700 180 500 500 - - 
 

培育 3D 內容產業 0 13,450 8,000 2,000 ▽6,000 ▽75.0 
3D 轉播系統

構築終了 

培育文化內容專業人力 5,835 1,700 7.516 6,768 ▽748 ▽11.1 

包括智慧型

內容人力培

育預算 

培育數位內容產業 9,877 9,627 11,477 10,677 ▽800 ▽7.0 
 

內容創意人才同步成長 - - 4,500 4,475 ▽25 ▽0.6 
 

培育智慧型內容產業 - - 8,465 8,164 ▽301 ▽3.6 
 

支援內容共濟組合建立 - - - 1,000 1,000 淨增 新 

<培育遊戲產業> 17,128 15,856 20,303 17,280 ▽3,023 ▽14.9 
 

培育遊戲產業 17,128 15,856 20,303 17,280 ▽3,023 ▽14.9 
 

<支援文化內容產業技術> 5,596 53,433 64,884 65,392 508 0.8 
 

CT 基礎組成(R&D) 4,756 2,953 4,114 6,214 2,100 51.0 

CT研究主管

機構支援增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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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國內外聯繫融合型創意人
才 (R&D) 

3,380 4,480 4,770 4,270 ▽500 ▽10.5 
 

研發前端融合、複合內容技術 

(R&D) 
42,450 46,000 56,000 54,908 ▽1,092 ▽2.0 

 

<支援文化產業機構> 12,644 12,398 17,590 18,170 580 0.8 
 

韓國內容振興院經營 12,644 12,398 17,590 18,170 580 0.8 
 

<建構著作物流通環境> 1,970 2,045 1,564 - ▽481 ▽23.5 
 

公共內容著作權使用許可認證 100 - - - - - 事業移轉 

公共文化內容著作權委託管理 170 - - - - - 事業移轉 

構築國家數位內容識別體系 1,700 2,045 1,564 - ▽481 ▽23.5 
 

<培育廣播影像內容產業> 18,733 52,525 56,104 55,774 ▽330 ▽0.6 
 

支援廣播映像內容製作 7,323 5,950 5,280 5,280 - - 
 

支援廣播影像內容開拓海外市
場 

3,383 3,283 3,301 3,301 - - 
 

支援國際廣播文化交流 965 870 420 620 200 47.6 
 

支援獨立製作社製作基礎 2,000 2,000 1,500 1,500 - - 
 

建立數位廣播內容支援中心 1,992 38,892 41,163 35,163 ▽6,000 ▽14.6 表示工程率 

培育廣播影像產業人才 3,070 530 540 540 10 1.9 
 

建立 HD 連續劇城(Town) 0 1,000 3,900 9,370 5,470 140.3 
建築/土木 

工程費用 

<振興國語民族文化支援> 2,140 1,926 500 500 - - 
 

文化原型內容化 2,140 1,926 500 500 - - 
 

基金輔助 小計 0 30 0 - - - 
 

支援結合大眾文化藝術家之
日，引進外國觀光客 

0 30 0 - - - 
 

其他財源 小計 13,826 32,215 11,947 22,095 10,148 84.9 
 

播映振興基金融資支援事業等 13,826 32,215 11,947 22,095 10,148 84.9 
 

自理費用 小計 12,124 18,660 24,782 28,605 3,823 15.4 
 

直接(製作)設施管理經營事業
等 

12,124 18,660 24,782 28,605 3,823 15.4 
 

資料來源：韓國內容振興院網站，網址：http://www.kocca.kr/about/announce/manage/est

imate/index.html#none（瀏覽日期：2013.3.25） 

 

2012 年「韓國內容振興院」預算分配項目可分為「振興文化內容」、「培

育遊戲產業」、「支援文化內容產業技術」、「支援文化產業機構」、「建

構著作物流通環境」、「培育廣播影像內容產業」、「支援振興國語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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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項目。 

從韓國內容振興院的預算分配，我們可以瞭解，韓國政府近年重視內容

產業新技術的研發，以及開發新內容產業。2013 年的預算中，在「振興文化

內容」項目下的預算金額最高，達 731 億韓元，占整體的 26%，次高項目則

是「支援文化內容產業技術」(653 億元)，但個別專門項目，則是以「開發前

端融合，複合內容技術」的 549 億最多，「培育大眾文化內容產業」則以 255

億韓元位居第 2 位。 

 

第三節  韓國音樂產業的政策與法令 

 

韓國政府的流行音樂文化及產業政策主要著重在振興、保護與支援等層

面。政策的制定，必會伴隨法令的發布，因此我們可透過法令內容，觀察韓

國音樂產業的政策動向。 

 

一、韓國音樂產業的振興政策與法令 

 

（一）韓國音樂產業振興相關法令 

1994 年，韓國政府在「文化部」內新設「文化產業局」負責文化產業政

策，但是當時文化產業相關法令並無法綜合支援文化產業發展；主因在法律

過於抽象並偏向宣言內容，難以成為發展政策的根據；另方面，當時法律也

無法因應網路擴散、新媒體出現等快速的環境變化。1998 年，金大中總統就

任，正遭遇亞洲金融風暴，韓國經濟受到嚴重影響，因此金大中政府將文化

產業視為未來資訊時代的核心產業，並在 1999 年制定「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

73 

2002 年，韓國政府更在「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中，將「數位文化內容」

納入文化產業範圍內，「數位文化內容」因而獲得品質認證、線上流通支援的

                                                 
73 孫正和，〈文化創意、數位內容產業發展之比較研究─以臺灣、韓國為例〉，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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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根據。2006 年政府對「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進行大幅度修改，再將漫

畫、教育娛樂（edutainment）、移動通信文化內容加入文化產業範圍內；另方

面，加入知識財產保護內容，加強知識財產權的重要性。2009 年，李明博政

府再次大幅度修改「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加入完成保證制度、建構公平交

易制度的措施、實施內容價值評價制度，以及選拔優秀文化計畫與優秀文化

產業者等規定。74 

「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展現出韓國政府發展文化產業的基本原則，實

際上如何推動必須要看更具體的相關法令。2002 年，韓國首先制定「線上數

位產業發展法」，並在 2010 年進行全面修訂，而將法令名稱更改為「內容產

業振興法」。75 

值得注意的是，「內容產業振興法」規定政府應設立「內容產業振興委員

會」總管整體內容產業振興政策，並提供內容產業政策的開發與諮詢。「內容

產業振興委員會」下設有「實務委員會」，實務委員由企劃財政部、教育科學

技術部、國防部、行政安全部、文化體育觀光部、知識經濟部、保健福利部、

雇用勞動部、國土海洋部、放送通信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高級公務員

團人員等共同組成。「文化體育觀光部」為建構內容產業基礎條件，並強化競

爭力，每 3 年要向「內容產業振興委員會」，提出內容產業相關的中、長期基

本計畫。76此外，「內容產業振興法」亦規定，發展內容產業所需的預算可以

從「情報通信基金」中支援。77 

「內容產業振興法」中規定，政府必須推動內容創作、保護知識產權、

並且建構有利內容產業的基礎條件，如推動創業的活化、培育專業人力、促

進技術開發、促進標準化、支援國際合作與進入海外市場、支援稅制、對中

小業者進行特別支援、成立協會。而內容產業的業者為相互合作與實施各種

資金的貸款與保證，在經過「文化體育觀光部」許可後，可成立「內容共濟

                                                 
74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381-382。 
75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382。 
76 「內容產業振興法（2012.8.18 實施）」，第 5 條、第 7 條；「內容產業振興法施行令（2012.8.18

實施）」，第 2 條、第 4 條。 
77 「內容產業振興法（2012.8.18 實施）」，第 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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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78 

1999 年，韓國首次制定與音樂產業相關的法律，即「有關唱片、Video

及遊戲物之法律」。但前述法令大都是行政規定，並未明定音樂內容的保護範

圍。因此，2006 年韓國政府重新制定「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主要是

為回應網路、移動通信音樂檔案廣為普及等產業環境的變化。此法擴大唱片

等音樂產品涵蓋範圍，包括對音樂內容得複製與反覆再生產產品，都納入音

樂產品的範圍。因此，數位形式與音樂 Video 也包括在政府支援與管制的對

象。79 

「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規定，「文化體育觀光部」為振興音樂產業

應樹立、施行必要之綜合性計畫。綜合計畫主要包涵以下幾個事項： 

① 樹立中長期基本計畫相關事項與法令、改善制度的相關事項。 

② 活化創作活動之相關事項。 

③ 促進出口及增加雇用機會之相關事項。 

④ 技術開發與普及之相關事項。 

⑤ 流通的專門化與改善流通構造之相關事項。 

⑥ 創業支援等產業培育之相關事項。 

⑦ 培養專門人力之相關事項。 

⑧ 建構基礎設施之相關事項。 

⑨ 國際合作相關事項。 

⑩ 非法製造或販賣、流通，或為利用所提供的唱片等之相關指導、取締

法律。80 

「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亦規定，為振興音樂產業「文化體育觀光

部」必須推動創業與製作等之支援、音樂產業資料之管理、專門人力之培養、

促進技術開發、協同開發與研究、促進標準化、活化流通等。81 

                                                 
78 「內容產業振興法（2012.8.18 實施）」，第 9-20 之 2 條。 
79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0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473-474。 
80 「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2011.7.20 實施）」，第 3 條。 
81 「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2011.7.20 實施）」，第 4-1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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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樂產業振興中期計畫 

2009 年 2 月，「文化體育觀光部」訂定「音樂產業振興中期計畫

（2009-2013）」（以下簡稱，「中期計畫」），以 5 年為期。如圖 3-3-1 所示，「中

期計畫」的任務是「實現世界 5 大文化內容強國」，並透過「新韓流之推動與

全球化新市場之開拓」與「強化大眾音樂地位與確立良性循環產業體制」達

到「進入世界音樂市場第 10 位」之目標。政府為達成上述目標必須完成「強

化韓國音樂全球化國際合作」、「活化內需市場」、「建構產業基礎設施與強化

成長基礎」等重要戰略課題。 

  

     圖 3-3-1  音樂產業振興中期計畫（2009-2013）的藍圖與目標 

任務：   為實現世界 5 大內容強國之音樂產業振興 

 

藍圖：  

 

目標：  

 

 

 

 
戰略 
課題：  

 

資料來源：文化體育觀光部，《音樂產業振興中期計畫（2009-2013）》（首爾：文化體育
觀光部，2009），頁 5。 

 

「中期計畫」主要在推動「強化韓國音樂產業的全球化與國際合作」、「活

化流行音樂國內市場」、「建設音樂產業的基礎設施與強化成長基礎」等三個

領域，5 年計劃的總預算為 2,047 億韓元，其中政府投資 1,275 億韓元。（參

進入世界音樂市場第 10 名以內 

新韓流之推動
與全球化新市
場之開拓 

音樂產業振
興中期計畫
[2009-2013] 

強化韓國音樂全球
化國際合作 

 

活化內需市場 建構產業基礎設施
與強化成長基礎 

大韓民國大眾音樂之全球化 

強化大眾音樂地
位與確立良性循
環產業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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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表 3-3-1 與表 3-3-2）82 

 

  表 3-3-1  音樂產業振興中期計畫（2009-2013）預算 (單位: 百萬韓元) 

部
門 

重點課題 促進事業 
階
段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合計 

強
化
韓
國
音
樂
全
球
化
與
國
際
合
作 

(1) 透過
大眾音樂
再次激起
新韓流 

擴大亞洲的大眾音
樂「表演會、粉絲見
面會」(showcase) 

1 430 650 700 700 750 3230 

加強亞洲音樂節 1 250 250 250 250 250 1250 

新設韓‧中‧日巡迴
之亞洲音樂市場 

2  1800 1900 2000 2100 7800 

(2) 開拓
新市場與
建構韓流
全球化 

建構全球化大眾音
樂播放網路 

2  1300 1400 1600 1800 6100 

於海外音樂市場舉
行韓國音樂表演 

2  1200 1300 1400 1500 5400 

開拓全球新市場 3  2000 2200 2300 2400 8900 

小計 680 7200 7750 8250 8800 32680 

活
化
大
眾
音
樂
內
需
市
場 

(1)透過音
樂議題擴
大音樂內
容之利用 

新設大眾音樂公認
規範及推動全球化 

2 120 700 750 800 890 3260 

新設韓國「葛萊梅
獎」 

2  1300 1400 1500 1600 5800 

強化練歌房音樂產
業 

3 非預算   

持續展開不法音源
根絕運動 

 50 50 50 50 50 250 

(2) 為音
樂多樣化
發展，強化
創作基礎 

 

獨立‧非主流演出家
等各種優秀人才之

支援 

1 500 700 800 850 900 3750 

大眾音樂演唱會及
音樂節之支援 

1 250 350 450 550 650 2250 

支援大眾音樂獎‧金
唱片賞舉辦 

1 50 70 80 80 80 360 

(3) 強化
音樂內容
著作權教
育與取締 

強化著作權取締機
能 

1 (5919) (6688) (7558) (8541) (9651) (38357) 

提高日常生活中著
作權教育與認識 

1 (4700) (5311) (6001) (6781) (7662) (30455) 

小計 11589 15169 17089 19152 21483 84491 

建
構
音
樂

(1) 擴充
音樂產業
基礎設施 

奧林匹克廳修復與
內容廳之整修 

1 3840 1500 1500 1500 1500 9840 

全球化大眾音樂人
才之培養 

2  400 475 475 475 1825 

                                                 
82 文化體育觀光部，《音樂產業振興中期計畫（2009-2013）》，（首爾：文化體育觀光部，2009），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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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業
基
礎
設
施
與
強
化
成
長
基
礎 

音樂內容識別標示
之張貼‧登錄 

2  250 250 250 250 1000 

(2) 提高
大眾音樂
地位與遺
產保存 

大眾文化殿堂之建
設 

1  500 20000 20000 19500 60000 

韓國音樂資料中心
之設立 

2 700 700 200 200 200 2000 

(3) 改善
音樂產業
制度 

音樂產業振興論壇
之經營 

1 200 250 300 350 500 1600 

國際大眾音樂會議
之舉辦 

1 200 300 350 400 450 1700 

制度改善、研發 1 200 259 261 266 271 1257 

小計 5140 4159 23336 23441 23146 79233 

合計 17409 26528 48175 50843 53429 196404 

資料來源：文化體育觀光部，《音樂產業振興中期計畫（2009-2013）》（首爾：文化體育
觀光部，2009），頁 32。 

註：( )內之預算為在著作權政策領域中綜合性推動事業之預算 

 

表 3-3-2  音樂產業振興中期計畫（2009-2013）國庫投資預算 (單位:百萬韓元) 

區分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合計 

國庫 6,790 14,529 34,616 35,521 36,116 127,572 

資料來源：文化體育觀光部，《音樂產業振興中期計畫（2009-2013）》（首爾：文化
體育觀光部，2009），頁 32。 

 

韓國政府透過「中期計畫」的預算分配展現未來施政方向，政策重點則

在「活化大眾音樂內需市場」與「建構音樂產業基礎設施與強化成長基礎」。

換言之，韓國政府的藍圖是「韓國大眾音樂的全球化」，為此目標推動「新韓

流」確實非常重要，但是為了推動「新韓流」先必須建立健全的國內音樂產

業市場，強化大眾音樂地位與確立良性循環產業體制、活化內需市場、建構

產業基礎設施與強化成長基礎。 

相關預算占比重最高的是建立「大眾文化殿堂」，總預算達 600 億韓元，

主要是為「提高大眾音樂的地位與保存音樂產業」。在「大眾文化殿堂」內將

設立韓國大眾音樂相關的展覽室、韓流明星特別展示館、大眾文化藝術檔案

館與收藏庫，並設立大眾音樂專門公演場(3,000 席以上)。整體計畫的目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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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國內音樂產業內需市場，從 2008 年的 8,440 億韓元，在 5 年之間擴大為 1

兆 7,000 億韓元的市場規模。83 

 

（三）音樂產業振興中期計畫執行情形 

然而，「中期計畫」的實際預算執行率並不高。2009 年 2 月，文化體育

部長官柳仁村雄心勃勃地召開記者會說明，政府除計畫投資 600 億韓元興建

「大眾文化殿堂」，並將新設韓國「葛萊梅獎」、整修「奧林匹克廳」成為擁

有 4,000 席數的大眾文化表演場、並於裳岩文化內容中心內設立獨立音樂與

新人專用的表演場。84在文化體育部長官記者會後，一度掀起首都圈內地方

自治體引進「大眾文化殿堂」的激烈競爭。85但是，2010 年 7 月，文化體育

部突然轉換方向，召開記者會表明，將整修原奧林匹克公園內的「奧林匹克

廳」，並在廳內設立大眾文化殿堂；預計「奧林匹克聽」內除有 2,700 席位的

主表演場以外，同時設有大眾文化藝術相關資料館與展示館、韓流明星展示

館，以及 240 席的小規模大眾音樂表演場。86 

文化部體育觀光部聲勢浩大地要執行的「中期計畫」中，原占預算最多

的「大眾文化殿堂」建設計畫突然消失不見，「大眾文化殿堂」與裳岩文化內

容中心內原訂設立的獨立音樂與新人專用表演場，皆被整合在「奧林匹克廳」

整修計畫內。再者，文化體育觀光部本要新設的韓國「葛萊梅獎」也轉變為

「大眾文化藝術獎」，87將音樂以外的大眾文化也融入在內。整個計畫顯得雷

聲大雨點小。 

2011 年 6 月 22 日，「奧林匹克廳」正式開幕，廳內有 2,450 席的主表演

                                                 
83 文化體育觀光部，《音樂產業振興中期計畫（2009-2013）》，頁 28。 
84 〈出現僅為「大眾文化的殿堂」〉，《韓國經濟》，2009.2.9，網址：http://www.hankyun

g.com/news/app/newsview.php?aid=2009020454007（瀏覽日期：2013.3.21）。 
85 〈「大眾文化殿堂就在我們城鎮」高陽市光明市等首都圈地方自治體引起計列引進競爭〉，

《文化日報》，2009.2.25，網址：http://www.munhwa.com/news/view.html?no=2009022501

031343051002（瀏覽日期：2013.3.21）。 
86 〈明年出現「大眾文化的殿堂」〉，《東亞日報》，2011.10.7，網址：http://news.donga.

com/3/all/20100720/29988794/1（瀏覽日期：2013.3.21）。 
87 〈明年出現「大眾文化的殿堂」〉，《東亞日報》，2011.10.7，網址：http://news.donga.

com/3/all/20100720/29988794/1（瀏覽日期：201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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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以及為獨立音樂 240 席的小規模表演場。88同年 6 月 26 日，「大眾音樂

展示館」亦在「奧林匹克廳」一樓開幕，展覽 1920 年至現在的韓國大眾音樂

史；同時舉辦以「K-pop 與世界之見面」為主題的特別展覽。892012 年 11 月

19 日，在「奧林匹克廳」舉辦第一屆「大眾文化藝術獎」，「江南 Style」的

PSY 獲得當年的歌手部門「文化勳章」。90 

「奧林匹克廳」雖然完工、並且舉辦第一屆「大眾文化藝術獎」，但是明

顯脫離原計畫。2012 年 10 月，媒體更揭露中期計畫預算執行率僅達到 15%

的訊息。根據文化體育觀光部提出的「大眾音樂(K-POP)支援事業推動現況」

報告書，中期計畫雖預計投入 1,275 億 7,200 萬韓元的預算，但是實際執行的

預算（包括 2013 年預算）僅有 200 億 4,000 萬韓元，執行率僅有 15%左右。

中期計畫僅有在首年 2009 年按照預算（67 億 9,000 萬韓元）執行，自 2010

年起，多數計畫案皆縮小或取消。91 

「中期計畫」的預算執行率僅有 15%，主因在於取消「大眾文化殿堂」

以及裳岩文化內容中心內「內容廳」的建設計畫，尤其「大眾文化殿堂」的

預算原占總預算約 50%。「大眾文化殿堂」、裳岩文化內容中心內的「內容聽」

與「奧林匹克廳」的建設預算共有 698 億 4,000 萬韓元（參考表 3-3-1），但

是實際執行金額僅有 70 億韓元。「獨立‧非主流演出家等各種優秀人才之支

援」的預算共有 37 億 5,000 萬韓元，但亦僅執行了 7 億 1,000 韓元。92另外，

文化體育觀光部本來為開發 K-pop 新市場，預計在亞洲、中東、中南美等地，

每年補助舉辦 8 次以上的大眾音樂「表演會、粉絲見面會」(showcase)，但預

                                                 
88 〈大眾音樂專門表演場「奧林匹克廳」開幕〉，MBC NEWS TODAY，2011 年 6 月 23

日播放，網址：http://imnews.imbc.com/replay/nwtoday/article/2874662_5782.html（瀏覽日期：

2013.3.21）。 
89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408。 
90 「2012 大韓民國大眾文化藝術獎」，網址：http://www.xn--vk1bx9mqvedqb34ifnfb51a.kr/bu

siness/business_02.php，（瀏覽日期：2013.3.21）。 
91 〈野心勃勃推動的政府 K-POP支援…「開玩笑嗎？」4年政府預算僅執行15%〉，《國民預報》，

2012.10.7，網址：http://news.kukinews.com/article/view.asp?page=1&gCode=kmi&arcid=000

6508740&cp=nv（瀏覽日期：2013.3.21）。 
92 〈野心勃勃推動的政府 K-POP支援…「開玩笑嗎？」4年政府預算僅執行15%〉，《國民預報》，

2012.10.7，網址：http://news.kukinews.com/article/view.asp?page=1&gCode=kmi&arcid=000

6508740&cp=nv（瀏覽日期：201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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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亦僅執行 9 億 2,000 萬韓元。文化體育觀光部亦為「建構全球化大眾音樂

播放網路」編列 61 億的預算，但實際上卻完全沒有執行任何預算。93 

雖然「中期計畫」有上述預算執行不夠完全的問題，但是在「音樂內容

識別標示之張貼‧登錄」、「韓國音樂資料中心之設立」方面仍有明顯的成果。

2010 年 3 月，「韓國音源製作者協會」被指定為「國家數位內容識別體系（UCI）」

的登記管理機構。「韓國音源製作者協會」推動 UCI 活化，以及內容識別體

系的標準化業務。再者，2011 年 5 月 11 日，「韓國音源製作者協會」接管「韓

國內容振興院」建立「韓國音樂資料中心」。「韓國音樂資料中心」

（http://www.musicdata.or.kr/）的主要任務，在有系統收集並分類數位產業環

境所需要的音樂資料，持續建構線上、離線音樂資料。94 

 

二、韓國音樂產業的保護政策與法令 

 

（一）著作權法 

近年韓國音樂產業的主要保護政策為「強化音樂內容的著作權」。由於非

法複製與流通愈來愈智能化與組織化，2009 年 4 月，「文化體育觀光部」修

改「著作權法」，積極推動管制與保護。95「著作權法」主要以具有原創性的

著作物為保護對象，因此具有原創性的音樂也受「著作權法」的保護。96 

韓國的著作權的概念分為「著作權」與「著作權鄰接權」。作詞家、作曲

家等具有「著作權」者，擁有發表權、姓名標示權、同一性保持權等權利，

以上權利稱之為「著作人格權」；具有「著作權」者亦擁有複製權、表演權、

公眾送信權、展示權、發行權、租借權（租借著作權製作販賣用唱片或電腦

軟體）、衍生性著作物製作權，以上權利稱之為「著作財產權」。實際演奏者、

                                                 
93 〈說要 K-pop 世界化的文化體育觀光部，卻揭露出「謊言」〉，《東亞日報》，2012.10.

8，網址：http://news.donga.com/Issue/List/09060000000001/3/09060000000001/20121008/499

36687/1（瀏覽日期：2013.3.21）。 
94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0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407-408。 
95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0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489。 
96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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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製作者、廣播業者等具有「著作權鄰接權」。「著作權鄰接權」的權利範

為參考圖 3-3-2。 

韓國「著作權法」承認複製權外，亦承認發行權，主要是為有效管制非

法流通。另外，由於出現新的技術開發，以及新型態的著作物運用方法，2006

年，韓國政府訂定涵蓋播映、傳送、數位音聲送信的「公眾送信」概念。「公

眾送信」定義為以公眾的收信或接收為目的，使用無線或有線通信的方法，

將著作物、表演、唱片、廣播或資料庫送信或提供利用之行為。97 

由上述「文化體育觀光部」的業務內容可以知道，韓國近年積極推動著

作權相關的海外交涉，已出現一定成果。例如：2009 年 3 月 18 日，韓國加

入「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實演及唱片條約（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

eaty）」與「保護實演者、唱片製作者及廣播機構之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

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formers, Producers of Phonograms a

nd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簡稱為羅馬公約(Rome Convention)」，2009

年修改「著作權法」承認實演者與唱片製作者的「表演賠償請求權」，強化實

演者與唱片製作者的權利。此外，2011 年 7 月 1 日，韓國與歐盟簽訂自由貿

易協定，2013 年 7 月 1 日起，著作權的保護期間由 50 年延長為 70 年。98 

  

                                                 
97 「著作權法（2012.3.15.實施）」第 2 條之 7。 
98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38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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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韓國著作權概要 

資料來源：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首爾：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頁 383。 

 

另外，由於韓國與歐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因此 2011 年新制定的「著作

權法」大幅度修改線上服務提供者的職責。以往並未全面免除線上服務提供

者對著作權的侵害責任，但 2011 年起，在一定條件規定下，規定可免除線上

服務提供者的侵害責任。同時，線上服務提供者不必積極調查本身的服務內

容是否有發生著作權侵害行為。99此外，線上服務提供者發現發生著作權侵

害行為，若採取中斷對著作物的複製與傳送措施，即可免除作權侵害責任。100

以上措施皆有助於韓國線上音樂服務業者，提高經營意願；對韓國政府而言，

則藉此機會進一步規範線上音樂服務業者。 

由於韓國音樂流通以線上數位音樂為主流，因此對非法複製與傳送必須

採取有效的阻止措施。首先，具有權利者可以強制要求線上服務提供者，採

                                                 
99 「著作權法（2012.3.15.實施）」第 102 條第 1 款第 2 項。 
100 「著作權法（2012.3.15.實施）」第 103 條第 5 款。 

複製權、發行權、（唱片）租借權、廣播賠償請求

權、數位音聲送信賠償請求權、表演賠償請求權 

 
複製權、都市播映權 

姓名標示權、同一性保持權、複製權、發行權、（唱片）租
借權、表演權、廣播權、傳送權、廣播賠償請求權、數位音
聲送信賠償請求權、表演賠償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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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切斷非法傳送的技術性措施。101再者，韓國政府對非法複製與傳送，實施

所謂「三振制度」。「三振制度」分為以下兩個層次執行： 

第一，對非法複製與傳送者：「文化體育觀光部」可以命令線上音樂服務

業者，對非法複製與傳送者提出「警告」；被「警告」3 次的非法複製與傳送

者，再次發現傳送傳送非法複製物時，「文化體育觀光部」可以命令終止此帳

號。102第二，設立以商業利益為目的或提供商業性利用的電子佈告欄上所顯

示的公告物，若遭到 3 次以上的刪除或終止命令，並明顯具有透過電子布告

欄流通非法複製物的意圖時，「文化體育觀光部」，透過「韓國著作權委員會」，

命令終止此電子佈告欄。103 

根據韓國「著作權法」，當著作權受損時，救濟的途經有兩種：民事救濟

與刑事救濟。民事救濟包括：具有權力者具有終止侵害行為與預防請求權、

廢止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名譽回復等。刑事救濟包括：對侵害著作權

者最高可判 5 年以下、5,000 萬韓元以下的罰款。104韓國著作權的保護體系可

整理為圖 3-3-3。 

2011年4月，韓國政府為了防止網路硬碟與P2P服務上的非法內容流通，

修改「電子通信事業法」規定業者在韓國展開事業前，有義務向「韓國放送

通信委員會」提出事業企劃書，其中必須包括防止侵害行為的有效措施。若

業者無法履行此措施，政府可取消登記、停止營業，也可判處 3 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 3,000 萬韓元以下的罰款。105 

  

                                                 
101 「著作權法（2012.3.15.實施）」第 103 條第 1 款。 
102 「著作權法（2012.3.15.實施）」第 133 條之 2 第 1、2 款。 
103 「著作權法（2012.3.15.實施）」第 133 條之 2 第 4 款。 
104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393。 
105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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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著作權保護體系圖  

資料來源：著作權相生協議體，《易解技術性措施指導方針(案)與解說書》（首爾：
著作權相生協議體，2011），頁 72。 

 

此外，韓國「著作權法」中亦指出，「為了擴大認識著作權」推動「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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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宣傳」。106因此，上述「中期計畫」中特別編製「提高日常生活中著作

權教育與認識」預算，宣傳著作權內容。而為推廣著作權以及建立權利者、

業者、利用者的溝通平臺，2009 年設立「著作權相生協議體」，發行《有關

公平利用著作物的指導方針》（2010 年）、《易解技術性措施指導方針(案)與解

說書》（2011 年）、《為特殊類型線上服務業者術性措施指導方針》（2011 年）

等各種宣傳手冊。107 

韓國政府為保護數位空間的知識財產，實施綜合教育課程。2010 年，參

加著作權委員會實施的教育或訓練課程的人數，高達 35 萬人。韓國政府亦透

過電子佈告欄、電視及廣播媒體、印刷媒體宣傳著作權制度內容，宣傳重點

放在強調「為鼓勵創新，有必要給予相應的補償」。韓國政府也特別聯繫特定

歌手的粉絲會接洽，說服他們為所支持的歌手，發布支持著作權的訊息。著

作權亦成為國家教育課程的一部分，「韓國著作權委員會」對中、高中教師實

施著作權教育，並編入課程議題。「韓國著作權委員會」亦開設 8 種著作權專

業課程，推廣認識著作權及培養相關人才。108 

韓國政府認為上述「著作權」制度的改善，有助推動韓國音樂產業的復

興。政府整頓知識財產權的法治制度，雖並未完全根絕非法流通，但卻加強

業者投資音樂產業的信心，也帶動了音樂相關投資的成長。109  

 

（二）音樂相關的協會與著作權的實際運作 

在韓國，音樂相關的協會有「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韓國音樂實演者

聯合會」、「韓國音源製作者協會」。上述三個協會是著作權的信託管理團體，

主要透過「信託管理系統」管理著作物。所謂「信託管理系統」，則是基於「信

託管理契約」，由特定團體站在權利者的立場，負責管理權利者委託的著作（鄰

接）物。110 

                                                 
106 「著作權法（2012.3.15.實施）」第 2 條之 2 第 1 款第 1 項。 
107 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網站，報導資料，網址：http://www.mcst.go.kr/web/notifyCourt/press

/mctPressView.jsp?pSeq=12057（瀏覽日期：2013.1.10）。 
108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64。 
109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64-65。 
110 韓國音源製作者協會網站，網址：http://www.kapp.or.kr/trust/introduction.asp（瀏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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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作詞家、編曲家的權益保護主要由「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執

行；演藝人、演奏者的權利保護由「韓國音樂實演者聯合會」管理；111「韓

國音源製作者協會」主要保護唱片製作者的著作鄰接權，並執行音源的流通

及數位音源的代理、仲介。 

因此，線上或唱片音樂費用的分配結構如圖 3-3-4。 

 

圖 3-3-4  韓國數位音樂費用分配結構 

 
資料來源：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首爾：韓國內容振興院，

2011），頁 92。 

註：大部分的音源管理主要透過「韓國音源製作者協會」，但是數位音源流通公司
與音源代理仲介業者保留音源的比例也不低。 

 

「文化體育觀光部」指定實演者與唱片製作者的「廣播賠償請求權」與

「數位音聲送信賠償請求權」，必須透過「韓國音樂實演者聯合會」與「韓國

音源製作者協會」才能行使。112 

2010 年，「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的著作權使用費收入已超過 1,000 億韓

元。「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近年最大的成就，則是在 2010 年 4 月 15 日，與

「Youtube」簽訂「為活化音樂 UCC 及音樂著作權保護協議」。以往使用者擔

心著作權侵害問題，而不積極上傳音樂，但是透過此協議，使用者可合法上

傳與利用音樂，帶動 Youtube 音樂內容使用更加活躍。此協議亦規定 Youtube

上傳音樂的廣告銷售額，必須給付一定比例給「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另外，

                                                                                                                                      
2013.3.20）。 

111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92。 
112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38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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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與「企業銀行」簽訂「有關著作權擔保貸款

業務協議」。按此協議，協會會員可以著作權為擔保，從銀行貸款所需的資金。

113 

2010 年，「韓國音樂實演者聯合會」徵收的音樂使用費為 104 億 1 千萬

韓元。2010 年 12 月，「韓國音樂實演者聯合會」為提高實演者的地位，與國

會議員一同在國會議員館舉辦「為了改善不公平音樂實演者地位之政策討論

會」，獲得國會、文化體育觀光部等承諾支援制定相關政策。此外，2010 年 4

月，為了提高韓國與日本對音樂著作權的相互瞭解及解決著作鄰接權問題，

雙方簽訂「為了韓、日音樂實演者的相互合作條約」，首先推動雙方團體交換

研習。114 

 

（三）著作權的收益過程 

「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韓國音樂實演者聯合會」、「韓國音源製作者

協會」皆有著作權、著作權鄰接權使用費的收費規定。「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

基於「著作權使用費徵收規定」、「韓國音樂實演者聯合會」基於「使用費規

定」、「韓國音源製作者協會」基於「廣播電視補償金相關規定」、「表演補償

金相關規定」、「數位音聲補償金相關規定」徵收使用費。115 

「著作權使用費徵收規定」的涉及到的管理範圍最廣，包括表演、廣播

電視、衛星電視、串流、下載、複製、通話音樂、音樂 Video、音樂伴奏器

（KTV）、廣告、出版等著作權。「韓國音樂實演者聯合會」僅管理傳送與複

製方面；「韓國音源製作者協會」主要管理表演、廣播電視、數位音聲的使用

費。各協會都有明定的使用費的計算方法，以三個協會皆包含的項目串流、

下載的使用費如表 3-3-3。 

 

 

                                                 
113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402-403。 
114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0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409-410。 
115 韓國音源製作者協會網站，網址：http://www.kapp.or.kr/indemnity/introduction.asp，(瀏覽

日期：201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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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韓國數位音樂使用費徵收規定      (單元：韓幣) 

團體 商品 舊規定 新規定(2013 年實施) 

韓國著作
權協會 

下載 

• 下載每首曲 45 元或銷售額的
9% 

• 月租型會員制度 

- 120 首歌以下：每加入者 420

元或銷售額的 8.2% 

- 120 首歌以上：每加入者 900

元或銷售額的 10% 

• 每首曲 60 元 

• 大量而打折時，下限價每首曲 15

元 

✽適用 Hold Back 制度 

串流 

• 每加入者月 150元或銷售額的
5% 

• 從量制：每次 1.2 元 

• 月租型：每加入者 

300~400 元或銷售額的 10% 

✽適用 Hold back 制度 

韓國音樂
表演者聯
合會 

下載 

• 下載每首曲 25 元或銷售額的
5% 

• 月租型會員制度 

- 120 首歌以下：每加入者 225

元或銷售額的 4.5% 

- 120 首歌以上：每加入者 450

元或銷售額的 5% 

• 每首曲 60 元 

• 大量打折時，下限價每首曲 15

元 

✽適用 Hold Back 制度 

串流 

• 每加入者月 75 元或銷售額的
2.5% 

• 從量制：每次 0.72 元 

• 月租型：每加入者 

180~240 元或銷售額的 6% 

✽適用 Hold back 制度 

韓國音源
製作者協

會 

下載 

• 下載每首曲 200元或銷售額的
40% 

• 月租型會員制度 

- 120 首歌以下：每加入者
2,000 元或銷售額的 40% 

- 120 首歌以上：每加入者
4,050 或銷售額的 45% 

• 每首曲 60 元 

• 大量打折時，下限價每首曲 15

元 

✽適用 Hold Back 制度 

串流 

• 每加入者月 1,050 元或銷售額
的 35% 

• 從量制：每次 5.28 元 

• 月租型：每加入者 

1,320~1,760 元或銷售額的 44% 

✽適用 Hold back 制度 

資料來源：Kang, Seong-Kuk，〈逆比例的矛盾：著作權與創作者的代價、音源使用費的斷想〉，
《文化科學》，第 72 號，（首爾：2012.12），頁 197-198。 

註：所謂 hold back 制度是指，音源製作者在一定的時間內，可以選者將自己的音源不包括
在「月定額商品內」，僅提供下載服務之制度。 

 

透過此表我們可以瞭解，韓國的數位音樂使用費並不高，尤其是「月租

型」的使用費非常低價。由於「著作權法實施令」規定，著作權信託管理團

體必須取得「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的許可，才能修改著作權使用費。因此，

2011 年起，上述協會不斷向「文化體育觀光部」要求修改使用費，但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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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體育觀光部」並未給予積極回應。「文化體育觀光部」召集著作權信託管理

團體與提供音樂服務公司召開座談會，但無法整合雙方意見。因此，2012 年

6 月 8 日，「文化體育觀光部」修改著作權使用費徵收規定，並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116新徵收規定將一首歌的串流單價提高為 12 韓元、下載單價

為 600 韓元，並規定作曲、作詞等著作權者可徵收 6%使用費；實演者可徵

收 10%、製作公司可徵收 44%使用費，音源收入達單價的 60%。117 

但是，新徵收規定的下載與串流的費用雖有小幅度提高，但是並未廢除

「月租型」，新設了 hold back 制度。但是音樂界對該制度並沒有包著很大的

期待，認為消費者仍喜好低價的「月租型商品」，不願意消費高價位的下載服

務。因此，2012 年 7 月，「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韓國音樂實演者聯合會」、

「韓國音源製作者協會」與歌手等音樂相關人士發起「Stop dumping music」

活動，呼籲廢除「月租型」收費方式、推動數位音樂使用正常化。2012 年 10

月 19 日，上述團體又發起不必經過「文化體育觀光部」允許，而是按照銷售

者、消費者與市場原理為基礎，即可修改著作權使用費的著作權修正草案。118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韓國三大經紀公司 SM、YG、JYP 及其他 7 家公

司，並未加入「韓國音源製作者協會」，而是共同出資成立音源及唱片流通公

司「KMP Holdings」。由於「KMP Holdings」並沒有必須遵守「文化體育觀

光部」新徵收規定的義務，因此該公司串流的使用費比起文化體育觀光部案

高出 3%、下載使用費則高出 10%。119 

2010 年起，「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著作權使用費徵收金額突破 1,000

億韓元。然而，1,000 億的市場規模也引起「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與 KBS、

                                                 
116 Kang, Seong-Kuk，〈逆比例的矛盾：著作權與創作者的代價、音源使用費的斷想〉，《文

化科學》，第 72 號，（首爾：2012.12），頁 194-196。 
117 〈2013 年音源使用費上漲…有何不同③〉，《明星新聞》，2012.12.24，網址：http://sta

r.mt.co.kr/view/stview.php?no=2012122411072763456&type=1&outlink=1（瀏覽日期：2013.

3.21）。 
118 Kang, Seong-Kuk，〈逆比例的矛盾：著作權與創作者的代價、音源使用費的斷想〉，頁 1

96-197。 
119 〈音樂界圍繞 1000 億的「醜態」〉，《EDAILY》，2013.3.4，網址：http://starin.edaily.

co.kr/news/NewsRead.edy?SCD=EA21&newsid=0108896662740040&DCD=A10202（瀏覽日

期：201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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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C、SBS 三大電視臺之間的鬥爭。由於「文化體育觀光部」修改徵收規定，

因此「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要求三大電視臺重新簽約，但三大電視臺卻在

並未簽約的情況下使用音源，因此「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決定起訴三大電

視臺。三大電視臺不甘示弱，反試圖成立由三大電視臺直接管理著作權使用

費的團體，此舉更引起「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的反彈。120 

但「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在徵收與分配方面的不透明性，也受到音樂

界的批評，部分音樂界人士希望成立以會員自己管理著作權權益的團體。121另

外，表演業者亦批評表演的著作權使用費太昂貴。此因在「著作權使用費徵

收規定」中規定，演唱會的著作權使用費應為票價的 3%，遠高於美國的 1%，

成為導致演唱會票價昂貴的原因之一。122 

 

三、對音樂產業的支援政策與法令 

  

韓國政府對音樂產業的支援可分為以下幾方面： 

 

（一）支援音樂創作與製作 

在「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中規定，政府為活化音樂產業相關創業

以及創業者穩定成長、發展，在創立屬於作詞、作曲、編曲等音樂創作；音

樂公演與唱片等企劃、製造業；音樂產業相關的教育機關；樂器、音響機械

等製造業時，「文化體育觀光部」可提供支援，或融資部分甚至全部的必要財

源。123 

                                                 
120 〈音樂界圍繞 1000 億的「醜態」〉，《EDAILY》，2013.3.4，網址：http://starin.edaily.

co.kr/news/NewsRead.edy?SCD=EA21&newsid=0108896662740040&DCD=A10202（瀏覽日

期：2013.3.21）。 
121 〈音樂界圍繞 1000 億的「醜態」〉，《EDAILY》，2013.3.4，網址：http://starin.edaily.

co.kr/news/NewsRead.edy?SCD=EA21&newsid=0108896662740040&DCD=A10202（瀏覽日

期：2013.3.21）。 
122 〈超過 10 萬元的演場會票價的 ‘不舒服的真實’〉，《京鄉新聞》，2013.2.26，網址：ht

tp://news.khan.co.kr/kh_news/khan_art_view.html?artid=201302262143395&code=900313(瀏

覽日期：2013.3.21)。 
123 「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2011.7.20 實施）」，第 4 條；「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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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對培養專業人力支援 

「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中亦規定，為培育建構音樂產業基礎所需

要專業人才，「文化體育觀光部」應強力規劃以下各項措施： 

① 確保音樂產業人力的供需均衡與優秀專業人才 

② 強化產、學、官之合作機會 

③ 擴大專業人力之研修、海外交流機會 

④ 強化學界之研究基礎與教育力量 

⑤ 擴大專業人力進入相關業界之機會124 

 

2010 年，韓國內容產業相關科系共有 1,478 個，其中音樂相關科系共有

210 個，比起 2006 年增加 125 個科系，4 年制大學共有 88 個、研究所有 70

個。（參考表 3-3-4） 

 

表 3-3-4  韓國內容產業相關科系   (單位：個) 

區分 

全體 2/3 年制大學 4 年制大學 研究所 

2006 2008 2010 2006 2008 2010 2006 2008 2010 2006 2008 2010 

樣本數 932 1,325 1,478 345 310 346 337 598 653 250 417 479 

動漫 184 240 202 71 52 38 72 140 105 41 48 59 

角色 17 12 73 13 6 32 1 4 26 3 2 15 

漫畫 15 20 26 8 7 6 4 9 13 3 4 7 

音樂 85 176 210 37 37 52 34 72 88 14 67 70 

遊戲 84 96 108 52 42 37 23 42 47 9 12 24 

影視 393 607 662 125 133 144 127 236 285 141 238 233 

電影 116 174 197 35 33 37 51 95 89 30 46 71 

資料來源：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首爾：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頁 345。 

 

2010 年，就讀音樂相關科系的學生共有 22,041 人，相較於 2006 年 8,837

人增加 13,204 人，增加比重高達 40%。（參考表 3-3-5）2010 年音樂相關科

                                                                                                                                      
行令（2011.12.6 實施）」，第 2 條。 

124 「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2011.7.20 實施）」，第 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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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畢業生有 5,027 人，就業率為 63.1%，其中 84.1%畢業生，就職於音樂相

關領域。 

 

表 3-3-5  就讀音樂相關科系的學生現況  (單位：人) 

區分 

2006 2008 2010 

入學生
數 

在學生
數 

畢業生
數 

入學生
數 

在學生
數 

畢業生
數 

入學生
數 

在學生
數 

畢業生
數 

全體 24,590 65,761 22,668 36,930 111,452 23,960 41,002 174,990 35,710 

動漫 4,935 13,258 5,016 6,808 22,953 5,186 4,769 22,790 5,103 

角色 765 1,218 560 312 746 283 2,205 7,100 1,636 

漫畫 429 914 292 611 1,646 360 748 3,086 527 

音樂 3,789 8,837 2,737 5,800 15,460 3,593 6,428 22,041 5,027 

遊戲 2,423 5,600 2,077 2,992 7,082 1,439 3,376 14,121 2,269 

廣播影視 9,088 27,414 9,631 15,851 51,177 10,864 19,090 86,391 17,714 

電影 2,658 7,078 1,558 4,557 12,388 2,235 4,386 19,461 3,434 

資料來源：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首爾：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頁 348。 

 

根據 2010 年的調查，就讀內容產業相關科系學生中，遊戲相關科系學生

在過去 3 年內，受惠於政府支援計畫的比重最高，約有 41.5%，而音樂相關

科系學生的比重受惠最低，僅有 16.1%（其他：動畫 21.6%、角色 26.3%、漫

畫 17.6%、廣播 18.8%、電影 28.0%）。音樂相關科系學生最希望政府補助的

是購買器材，第二是補助海外教育課程、第三是提供經營教育課程等。125 

在「韓國內容振興院」2012 年的預算中，「文化內容專業人力的培育」

項目分配到 75 億韓元。「中期計畫」中也包含「培養全球化大眾音樂人才」

預算，5 年總額為 18 億韓元，內容包括：海外研修(一年 2-3 次)、開發並經

營全球化教育課程、強化經營音樂學院課程、從業者之再教育與新進人力之

培養。126 

另外，「韓國內容振興院」本身亦設立「韓國內容學院」127，開設內容產

業相關課程，培養專業人才。 

                                                 
125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352。 
126 詳細內容參考：文化體育觀光部，《音樂產業振興中期計畫（2009-2013）》，頁 27。 
127 韓國內容學院網站，網址：http://edu.kocca.or.kr/servlet/controller.homepage.MainServlet（瀏

覽日期：201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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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韓國政府培育內容產業的專業人力，以廣播電視、遊戲、企畫創

作為主，希望可以培養出具有「次時代全球化融合型」人才，強調 3D、故事

（Storytelling）、智慧型創作訓練。128雖然「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與「中

期計畫」規定應培育音樂產業專業人力，但是並無法確認實際執行成果如何。

韓國政府最主要的音樂政策應是「中期計畫」，但如前所述，「中期計畫」的

執行率並不高，「韓國內容振興院」也並未實際提出音樂專業人力的培育成果

報告。 

由於近年韓國內容產業逐漸發達，因此各大學大量增加「實用音樂科系」，

每年生產 3,000 多名畢業生，但是音樂界批評，畢業學生的專業素質並不高，

遠遠落後於廣播電視、電影、遊戲領域。業界人士認為，培養專業知識音樂

人才應以具有音樂管理、表演製作、音樂著作權事業、音樂企畫、音樂創作

等領域為中心，建立具體支援體系。音樂界人士更建議為此應設立「大東音

樂學院」，並改編現有「實用音樂科系」的教育課程。129 

 

（三）政府支援大眾音樂多元化發展 

「韓國內容振興院」為解決音樂產業市場及資源過度集中於少數大型偶

像團體，以及音樂類型單一化的問題，自 2008 年起，採取新的支援政策，由

政府支援發掘具潛力新人與新的音樂類型。具體方式則是由「韓國內容振興

院」與媒體共同舉辦流行音樂網路選秀競賽，由網友票選出最佳新秀，並給

予在大眾媒體表演、宣傳的機會與資源。此外，每年選出 22 隊最佳新人，競

選年度最佳新人。130這些活動都獲得韓國觀眾的熱烈的反應，成為新人出道

的重要管道。 

 

（四）政府支援設立「大眾文化藝術人支援中心」 

2011 年 5 月 12 日，「文化體育觀光部」與「韓國內容振興院」合力開設

「大眾文化藝術人支援中心」。此中心主要是為大眾文化藝術人、經紀人、訓

                                                 
128 內容振興產業委員會，《培養內容產業專業人力中長期計畫（案）》（首爾：內容振興產業

委員會），提出日期：2012.11.21，頁 3-5。 
129 Lee, Dong-yun、An, Jeong-Ill、Seoieong,Min-Gap、Park, Jun-hun、Kim, Min-Gyu、Dan, 

Pyun-Sun、Kim, Chang-Nam，〈韓國大眾音樂產業的現在的爭議與尋找對策〉，《文化科

學》，第 71 號，（2012.9），頁 154-155。 
130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0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489-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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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人員，提供心理輔導、法律諮詢等綜合性服務。由於韓流的擴散與偶像團

體等議題受到國際矚目，大眾文化藝術成為韓流重點產業，但大眾文化藝術

人士的專屬契約、利益分配問題經常出現爭議，成為韓國重要社會議題。另

方面，若干大眾文化明星發生藥物中毒、自殺、非法免除兵役等問題，也導

致社會各界對韓國大眾文化藝術人的負面印象。此外，韓國大眾文化藝術人

士私生活的曝光、網路留言板中的惡性訊息，也導致韓國大眾文化藝術人普

遍存在心理問題，許多人羅患罹患憂鬱症。因此，政府在「大眾文化藝術人

支援中心」開設「心理輔導」、「法律諮詢」、「訪問教育」、「調節爭議」等服

務，協助韓國大眾文化藝術人士與其他相關人士，脫離困境。131 

 

（五）駐外單位的支援 

目前「韓國內容振興院」共有四個海外事務所：日本事務所（東京）、中

國事務所（北京）、美國事務所（洛杉磯）、歐洲事務所（倫敦）。這些海外事

務所非常重視「情報收集」，例如：收集海外內容市場的流通結構、技術、人

力、主要業者與機構、法律等情報；另外，亦有韓國內容產業商品的海外出

口宣傳、海外行銷商談、協助海外客戶與韓國業者連線等工作。再者，海外

事務所亦積極參加當地的內容產業相關研討會、展覽會、投資說明會等，促

進文化產業的海外交流。此外，中國事務所提供中國國內政府機構與韓國業

者的聯繫；美國事務所營運內容專業人才培育課程；日本事務所支援韓、日

兩國內容商品的共同製作、共同出口海外市場等戰略性合作機制的建構。132 

「韓國內容振興院」的海外事務所根據在當地收集的情報與資料，擬定

特定主題，一個月兩次，定期出刊內容產業動向報告，並上傳於「韓國內容

振興院」網站，供韓國業界參考。133另外，「韓國內容振興院」綜合海外事務

所所收集的資料，每年出刊《全球內容產業動向集》，詳細介紹海外音樂、電

玩遊戲、廣播電視、電影等市場動向，並調查「韓流」流行的動向，目前出

                                                 
131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397-398。 
132 韓國內容振興院日本事務所，網址：http://www.kocca.kr/network/usa/japan/business/busine

ss.html；韓國內容振興院中國事務所，網址：http://www.kocca.kr/network/usa/china/busines

s/business.html；韓國內容振興院美國事務所，網址：http://www.kocca.kr/network/usa/usa/b

usiness/business.html；韓國內容振興院歐洲事務所，網址：http://www.kocca.kr/network/usa

/eu/business/business.html（瀏覽日期：2013.4.1）。 
133 「韓國內容振興院」網站，網址：http://www.kocca.kr/export/overseas/issu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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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了 2011 與 2012 年兩本。值得注意的是，在《2012 全球內容產業動向集》

中，非常詳細介紹「AKB48」的歷史、以及該團體在日本成功的行銷模式、

經營特色等，提供給韓國相關業者參考。134 

由於「韓國內容振興院」僅有四處海外事務所，因此韓國政府希望透過

海外各地的 KOTRA（Korea Trade-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y），強化與當

地的聯繫，進行當地市場調查，收集流通結構、客戶現況、出口戰略等資訊，

提供給國內業者。135韓國政府透過上述駐外單位，進行海外出口商談，並擴

大韓國業者接觸海外情報的機會，希望將這些資訊利用於內容商品的製作與

海外出口。 

 

第四節 K-pop的發展模式與出口戰略 

 

一、韓流的發展模式變化與 K-pop 出口額的增加 

 

韓流的發展模式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1990 年代末期至 2000 年代初期

為韓流第一期，可以說是韓流的形成期，海外消費者開始對韓流內容產生強

烈印象（參考表 3-4-1），第一期韓流主要流行地區為臺灣、中國、越南等地。

2000 代初期至 2000 年代後期，則是韓流更加深化的韓流第二期。此時期韓

流內容主要是以電視劇為主，尤其 2000 年代中期〈冬季戀歌〉、〈大長今〉在

亞洲地區廣受觀迎，致使韓流的流行地區擴大至日本、東南亞地區，2000 年

代中期成為韓流電視劇的全盛時期。2000 年代後期，韓流領域逐漸由電視劇

轉移為以偶像音樂團體為主的 K-pop。136 

 

 

                                                 
134 KACCA 海外事務所，《2012 全球內容產業動向集》（首爾：韓國內容振興院，2013），頁

138-148。 
135 〈討論 2013 年政府內容產業振興計畫〉，報導資料，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網站：http://w

ww.mcst.go.kr/web/notifyCourt/press/mctPressView.jsp?pSeq=12448（瀏覽日期：2013.4.1）。 
136 韓國內容振興院，〈K-POP 主導的新韓流：現況與課題〉，《KOCCA Focus》，2011-03

號，（首爾，2011.3），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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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韓流發展模式變化 

特徵 韓流第 1 期 韓流第 2 期 韓流第 3 期 

關鍵詞 韓流形成 韓流深化 韓流多元化 

期間 1997-2000 年代初期 2000 年代中期 2000 年代後期以後 

主要領域 電視劇、音樂 
電視劇、音樂、 

電影、遊戲 

音樂、電視劇、遊戲、電
影、漫畫、角色人物、 

韓食、韓文 

主要地區 中國、臺灣、越南 
中國、日本、臺灣、

東南亞 

中國、日本、臺灣、東南
亞、中亞、非洲、美國 

代表性內容 愛情是什麼、HOT 冬季戀歌、大長今 K-pop、偶像、線上遊戲 

資料來源：韓國內容振興院，〈K-POP 主導的新韓流：現況與課題〉，《KOCCA Focus》，
2011-03 號，（首爾，2011.3），頁 4。 

 

2000 年代後期開始，熟習數位環境的年輕族群著迷於「少女時代」、「東

方神起」、「SUPER JUNIOR」、「SHINee」「2PM」等偶像團體，逐漸形成韓

流第三期。韓流第三期稱之為「新韓流」，主要指以 K-pop 為中心的韓國內容

透過網路等新媒體，配合主動性視聽者之間自發性地擴散的現象。「新韓流」

的特色為，隨著數位智慧環境進步，韓流由東亞地區逐漸擴散至中亞、中南

美、歐洲、中東等地理與文化較遠的地區。並且不僅是電影、電視劇、K-pop、

音樂劇、遊戲等韓流內容也逐漸多元化。137 

隨著「新韓流」的發展，K-pop（韓國音樂產業）出口額也急速擴大。2008

年至 2009 年，在音樂、遊戲、影視等內容產業出口中，音樂產業的出口增幅

最大。影視出口增幅為 1.9%，遊戲增幅為 13.4%，而音樂的增幅高達 89.7%。

138如表 3-4-2 所示，K-pop 的出口額持續擴大，2008 年的出口額為 1,646 萬美

元，2009 年增加為 3,126 萬美元，2011 年更擴大為 1 億 9,600 萬美元，2011

年的增加率高達 135.5%。就 K-pop 出口對象國家而言，日本所占比重最高，

達 80.8%，2011 年對日本的出增加率高達 210.9%，2012 年則增加 80.5%。由

此可知，在海外音樂市場中，K-pop 的主要攻略國家為日本。 

                                                 
137 Kim, Ho-Sang，〈關於 K-POP 開拓海外成功戰略的研究：以對 K-POP 專家深入訪談為中

心〉（首爾：漢陽大學言論資訊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2），頁 5-8。(原文：김호상，〈K-POP

에 해외진출 성공전략에 관한 연구：K-POP 전문가 심층인터뷰를 중심으로〉。) 
138 韓國內容振興院，〈K-POP 主導的新韓流：現況與課題〉，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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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4-2  韓國音樂產業地區別進、出口額    (單位：千美元) 

區分 

出口額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比例(%) 
前年對比
增減率(%) 

年平均增減
率(%) 

中國 1,844  2,369  3,627  6,836 3.5 88.5 69.9 

日本 11,215  21,638  67,267  157,938 80.5 134.8 170.2 

東南亞 2,569  6,411  11,321  25,691 13.1 126.9 100.2 

北美 346  351  432  587 0.3 35.9 29.3 

歐洲 296  299  396  4,832 2.4 1,069.7 293.6 

其他 198  201  219  429 0.2 95.9 46.1 

合計 16,468  31,269  83,262  196,113 100 135.5 150.4 

區分 

進口額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比例(%) 
前年對比

增減率(%) 

年平均增減
率(%) 

中國 99  98  93  99 0.8 6.5 0.5 

日本 2,212  2,428  2,135  2,427 19.3 13.7 0.0 

東南亞 61  53  52  58 0.5 11.5 4.6 

北美 2,113  2,151  2,166  2,246 17.9 3.7 2.2 

歐洲 6,537  6,768  5,455  7,213 57.5 32.2 3.2 

其他 426  438  436  498 4.0 14.2 6.6 

合計 11,484  11,936  10,337  12,541 100 21.3 2.5 

資料來源：韓國振興院編，《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首爾：韓國振興院，2011)，頁 157；
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韓國內容振興院，《2012 內容產業統計》(首爾：文化
體育觀光部，2013)，頁 196-197。 

 

近年來，韓國國內對音樂產品的進口額逐年減少，進出口額的差距愈來

愈擴大，如圖 3-4-1 所示，韓國音樂產業的出口額遠高於進口額。 

 

     圖 3-4-1  韓國音樂產業進、出口額對比    (單位：千美元) 

資料來源：根據表 3-4-2 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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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K-pop 出口模式與經紀公司的戰略 

 

（一）K-pop 的成功因素 

基於消費與分配的觀點，可以從生產者、傳達方式、消費者、內容等四

個因素分析 K-pop 的成功原因。（參考圖 3-4-2） 

 

圖 3-4-2  K-pop 的成功鑽石模式 

 

 

   

 

 

 

資料來源：Seo, Min-Soo，〈K-POP 的成功原因與企業的活用戰略〉，《三星研究所 

CEO Information》，第 841 號，(首爾，2012.2)，頁 4。 

 

① 生產者：經紀公司將製作過程系統化、以長期為目標，嚴密準備進入

海外市場。 

② 傳達方式：積極利用具有自發性與擴散力的社群網路，減少進入海外

時所需的時間與費用。 

③ 消費者：熟悉 IT、積極享有文化、擅長自由表達意見的消費者的出

現，才能夠非常迅速擴散人氣。 

④ K-pop 偶像團體具有歌唱、舞蹈、美貌等三因素為基礎的競爭力，不

斷追求變化，吸引全世界消費者。139 

如前所述，K-pop 主導的「新韓流」，最主要背景則是出現了「新媒體」。

                                                 
139 Seo, Min-Soo，〈K-POP 的成功原因與企業的活用戰略〉，《三星研究所 CEO Information》， 

第 841 號，(首爾，2012.2)，頁 4。(原文：서민수，〈K 팝의 성공 요인과 기업의 활용전

략〉，《삼성경제연구소 CEO Information》。) 

傳達方式 
社群網路服務的積極運用 

生產者 
經紀公司有體系的製作系統 

 

內容 
歌曲、舞蹈、美貌的結合 

消費者 
熟悉 IT的主動性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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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Youtube、Facebook、Twitter 等「新媒體」的出現，導致內容的流通方

式出現革命性的變化。另外，隨著上述「新媒體」的普及，亦帶動出現與以

往不同的「新消費者」。韓流電視劇的主要消費層為中年女性，但是 K-pop

主要的消費層為熟悉 IT 與社群網路、13 歲至 34 歲之間的女性族群。（參考

表 3-4-3） 

 

表 3-4-3  使用 Youtube 的 K-pop 消費者年齡層 

 
少女時代 

SUPER 

JUNIOR 
Big Bang SHINee 2NE1 JYJ CNBLUE 2PM Kara BEAST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3~17 歲 
 

◎ 
 

◎ 
 

◎ ◎ ◎ ◎ ◎ 
 

◎ 
 

◎ 
 

◎ 
 

◎ ◎ ◎ 

18~24 歲 ◎ ◎ 
 

◎ 
 

◎ 
 

◎ 
 

◎ 
 

◎ 
 

◎ 
 

◎ 
   

◎ 

25~34 歲 
   

◎ 
 

◎ 
 

◎ 
       

◎ 
    

35~44 歲 
                

◎ 
   

45~54 歲 
           

◎ 
 

◎ 
  

◎ 
   

資料來源：Seo, Min-Soo，〈K-POP 的成功原因與企業的活用戰略〉，《三星研究所
 CEO Information》，第 841 號，(首爾，2012.2)，頁 9。 

註：以 Youtube 觀看表內歌手最新 Music Video 的年齡層（第 3 名為止）為主要分析對
象。 

 

（二）經紀公司的戰略 

上述 K-pop 的成功因素中，除消費者以外，生產者、傳達方式、K-pop

偶像團體具有競爭力等三個因素，都是取決於經紀公司的策略。因此，K-pop

出口海外，幾乎依賴經紀公司的戰略。韓國主要經紀公司與進入海外市場時

期參考表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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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4  主要 K-pop 經紀公司與進入海外市場時期 

經紀公司 
開始進入海外
市場年度 

歌手 特點 

SM 經紀公司 1998 年 

H.O.T、S.E.S、BoA、神話、
TRAX、東方神起、SUPER 

JUNIOR 等 

由進入日本、中國市
場，以構築亞洲最高位
置為目標 

DR 經紀公司 2001 年 Baby V.O.X 等 進入中華圈市場 

YG 經紀公司 2005 年 SE7EN、Skull、BIG BANG 等 進入亞洲、美國市場 

JYP 經紀公司 2005 年 RAIN、Wonder Girls 等 進入亞洲、美國市場 

DSP 經紀公司 2007 年 SS501 進入日本市場 

其他 1998 年以後 

酷龍、NRG、李貞賢、張娜拉、
潤荷、May、K、S-blush、朴容
夏、柳時元、李炳憲等 

韓國明星進入中華圈
市場與當地登臺，以及
韓流明星兼歌手 

資料來源：Jang, Gyu-Soo，〈韓國大眾音樂進入海外事例與戰略研究〉，《全球文化內容》，
第 2 輯，(首爾，2009.6)，頁 229。 

 

經紀公司進入海外市場時，所採取的策略可分為以下幾種： 

 

1. 海外出口程序的系統化 

如圖 3-4-3 所示，韓國經紀公司對 K-pop 團體出口海外市場，已經形成

一個系統化的模式。經紀公司從企劃階段開始，便瞄準世界市場，徹底調查

市場需求。由於擁有挖掘好原石是「成功的一半」的戰略思維，韓國經紀公

司耗費大量心血選拔具潛力的演藝人才，透過召開公開選拔會、周邊演藝人

介紹等各種不同管道挖掘「練習生」。2006 年開始，SM 公司甚至召開「全球

選拔會」，從美國、加拿大、泰國等地，每年 30 萬人的參賽者中選拔 100 人。

140 

圖 3-4-3  K-POP 團體海外出口程序的系統化  

 

 

 

 

資料來源：Seo, Min-Soo，〈K-POP 的成功原因與企業的活用戰略〉，《三星研
究所 CEO Information》，第 841 號，(首爾，2012.2)，頁 5。 

                                                 
140 Seo, Min-Soo，〈K-POP 的成功原因與企業的活用戰略〉，頁 5。 

①選拔
(casting)

②訓練
(training)

③製作
(producing) 

④全球行銷
(Global 
promotion)

致力挖掘

原石  

 

長期投資，培

育最佳藝人 

 

透過國際合

作創作作品 

 

利用當地合作

者的網路 

 

徹底進行

市場調查 

需要 5 到 10 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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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訓練」則是經紀公司投資長期時間、培育最佳藝人的階段。

K-POP 能夠提升品質的最主要因素則是具有「訓練系統」。選拔練習生後，

經紀公司將對練習生進行徹底訓練。訓練的內容不僅包括歌、舞的練習，也

有外國語教育、人格教育、禮節教育等。練習生必須定期發表成果會，不斷

通過淘汰式評價，並兩週一次舉辦外國語測驗，執行徹底的評價制度。經紀

公司訓練人才的時間通常為 5 年以上，例如少女時代的訓練時間為 5 年、Big 

Bang 是 6 年、東方神起為 7 年。在訓練生時期所需要教育費、生活費等所有

費用由經紀公司負擔。141 

透過此種「訓練制度」，K-pop 明星才能以「準備好」的型態出現在消費

者面前。歌手不只是在練習生時期，既使已成為職業演出者後仍必續持續訓

練。由於韓國國內市場競爭非常激烈，並具有消費者評價體系。相較於其他

國家，韓國歌迷習於透過網路評價對歌手與歌曲表現，消費者透過選擇歌手

消費的評價系統非常普遍，也很嚴苛，因此歌手必須持續接受嚴格訓練，以

提升自己的競爭力。這也是 K-pop 能提高競爭力的重要原因之一。142 

第三階段，經紀公司在進行「製作」時，主要尋求與全世界專家合作製

作從歌曲構想階段就開始接納各種外部的想法，希望提高歌曲的完成度，生

產出適合海外市場的音樂產品，例如：SM 公司每年邀請 300 名的海外作曲

家，召開 2 次研討會。以少女時代的歌曲「說出你的願望」為例，作曲是北

歐作曲家團體、作詞編曲是 SM 所屬作曲家、舞蹈是日裔美國人負責。143 

第四階段「全球促銷」，經紀公司在企劃階段就以進入海外市場為目標，

但主要透過與在地企業合作等方式，減少不確定性與危險性。韓國經紀公司

結合海外當地有力經紀公司、唱片公司等建立夥伴關係，大致上的構想是由

韓國經紀公司設計，但當地宣傳方式、流通管道則由當地合作者思考當地的

                                                 
141 Seo, Min-Soo，〈K-POP 的成功原因與企業的活用戰略〉，頁 6。 
142 Kim, Ho-Sang，〈關於 K-POP 開拓海外成功戰略的研究：以對 K-POP 專家深入訪談為中

心〉，頁 43。 
143 Seo, Min-Soo，〈K-POP 的成功原因與企業的活用戰略〉，頁 7。 



96 

 

特色而規劃。144 

因此，K-pop 的出口方式主要以「透過國外流通公司」為主，2011 年占

63%，進入海外市場以「完成品」型態為主。（參考表 3-4-5 與表 3-4-6） 

 

   表 3-4-5  韓國音樂產業海外出口方式     (單位：%) 

出口方法 進入方式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前年對比
增減率(%) 

直接出口 

 國外展覽會及參與活動  3.2 3.4 3.7 2.7 ▽1.0 

 透過國外流通公司  66.5 62.1 60.8 63.0 2.2 

 網路外銷  8.1 9.6 10.2 8.2 ▽2.0 

 活用國外法人  2.8 4.5 4.1 5.5 1.4 

間接出口 
 活用國內代理商  3.6 4.1 4.3 6.9 2.6 

 活用國外代理商  15.8 16.3 16.9 13.7 ▽3.2 

  合計   100 100 100  — 

資料來源：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首爾：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頁
159；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韓國內容振興院，《2012 內容產業統計》(首爾：文
化體育觀光部，2013)，頁 197。 

 

表 3-4-6  韓國音樂產業進入海外市場型態 (單位：%) 

進入國外市場型態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前年對比增
減率(%) 

 完成品出口  61.8 62.7 68.6 69.9 1.3 

 LICENSE  37.5 37.3 31.4 30.1 ▽1.3 

 OEM 出口  0.2 — — — — 

 技術服務  — — — — — 

 其他  0.5 — — — — 

 合計  100 100 100 100 — 

資料來源：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首爾：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頁 160；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韓國內容振興院，《2012 內容產業統計》(首爾：
文化體育觀光部，2013)，頁 198。 

 

2. 數位媒體宣傳 

K-pop 能傳入全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消費音樂產品的型態出現變

化。由於數位音樂日益發達，消費者不但能利用 Youtube，尋找自己喜歡的

                                                 
144 Seo, Min-Soo，〈K-POP 的成功原因與企業的活用戰略〉，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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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也透過視覺欣賞音樂。另外，社群網路也成為歌迷接觸與擴散歌曲、

歌手消息的重要管道。因此，經紀公司積極以 Youtube 與社群網路做為宣傳

管道，尤其 Youtube 是目前韓國經紀公司最重視的宣傳通路。K-pop 能夠超

越亞洲市場，進入歐洲市場，主要依賴 Youtube 的擴散力。145透過 2012 年襲

捲全世界的 SPY「江南 Style」風潮，韓流徹底運用了 Youtube 具有的傳播威

力。 

SM、YG、JYP 等韓國三大經紀公司，都與 Youtube 簽訂合作協議，積

極使用 Youtube 宣傳管道。2009 年 6 月，SM 首先在 Youtube 開啟「SMTOWN」

平臺，2011 年 6 月又在 Facebook 上也開啟「SMTOWN」。YG 公司則在 2008

年 1 月加入 Youtube，簽訂合作協議。146透過 Youtube 搜尋 SM、YG、JYP

影的訪問者，2011 年，日本消費者比例最高，臺灣則是第 4 名。（參考表 3-4-7） 

 

表 3-4-7  SM、YG、JYP 影片的 YouTube 訪問者國家別瀏覽次數排行 

訪問者國籍 2010 年排行 2011 年排行 增減 

JAPAN 2 1 1 

UNITED STATE 3 2 1 

THAILAND 1 3 -2 

TAIWAN 4 4 0 

VIETNAN 5 5 0 

KOREA 6 6 0 

MALAYSIA 7 7 0 

PHILIPPINES 8 8 0 

SINGAPORE 9 9 0 

HONG KONG 10 10 0 

INDONESIA 12 11 1 

資料來源：Kim, Ho-Sang，〈關於 K-POP 開拓海外成功戰略的研究：以對 K-POP 專
家深入訪談為中心〉（首爾：漢陽大學言論資訊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2012），頁 55。 

 

Youtube 扮演「新韓流」的最主要宣傳管道。Youtube 與一般媒體不同，

                                                 
145 Kim, Ho-Sang，〈關於 K-POP 開拓海外成功戰略的研究：以對 K-POP 專家深入訪談為中

心〉，頁 52。 
146 Kim, Ho-Sang，〈關於 K-POP 開拓海外成功戰略的研究：以對 K-POP 專家深入訪談為中

心〉，頁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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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出席費等收入，但在 Youtube 上宣傳成功，通常能帶動 K-pop 偶像團

體在廣告、電視出席、演唱會的收入。喜歡 K-pop 的歌迷，不僅是學習歌星

的舞蹈、服裝、化妝，亦開始對韓國文化與商品出現親近感，因此韓國企業

積極啟用 K-pop 偶像團體，拍攝企業或商品廣告，提高宣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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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本流行音樂產業政策 

 

第一節 日本流行音樂產業的現況與趨勢 

 

在日本，文化創意產業被稱為是內容產業（コンテンツ産業，contents 

industry）包括映像、遊戲、出版以及流行音樂是最主要的內容產業項目。其

中，音樂內容產品容易與其他內容產品相互結合，因此具有一定的競爭力，

而日本流行音樂產業也居於世界重要地位。 

無論就流行音樂產業的發展歷史、規模或市場成熟度而言，日本音樂產

業都在亞洲執牛耳地位；就全球而言，則是僅次於美國的音樂產業大國，日

本國內市場規模約占全球市場的 20%左右。但據日本音樂產業團體統計，就

音樂產品的零售業市場而言，2011 年日本音樂產業零售業銷售總額已超越美

國；日本消費者每年平均在音樂產品上消費 32.3 美元，則居世界首位。147廣

大的流行音樂市場給予日本音樂產業壯大的機會，無論就企業的資金能力，

從業人口以及企業集團化、多角化的程度，日本的流行音樂業者都在世界居

領先地位。 

在日本，音樂產業以唱片公司（レコード会社）與大型藝能事務所(娛樂

經紀公司)為發展主體，但兩者間的界線逐漸模糊，並且形成跨域整合的新經

營形態。 

日本的大型藝能事務所具有多種業務功能，除了發掘音樂人才外，也同

時負責訓練，開發表演者的生涯規劃，並且擴張至音樂產品的生產，宣傳活

動。但藝能事務所最基本的業務仍在管理表演合約及權益，做為表演者的雇

主或法律代理人，並且安排各項表演活動，日本大型藝能事務所多半都是「日

本音樂事業者協會」會員，此一協會具有維護會員智慧財產權等權益的強大

                                                 
147 日本レコード協会，《日本のレコード産業 2012 年度版》（東京：日本レコード協会，20

12），頁 1、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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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148 

唱片公司主要致力於生產、銷售以一般大眾為取向的音樂產品，如 CD、

音樂影像 DVD 等。唱片公司生產的音樂內容（Contents）被稱為流行音樂（ポ

ピュラー音楽）。但 1980 年代隨著日本音樂產業的蓬勃發展，以及流行音樂

內容逐漸具備本土特色，因此出現 J-POP 一詞，並在 1990 年代取代了原有流

行音楽的概念，蔚為一股新風潮。今日，由日本唱片公司生產的音樂產品，

便通稱為 J-POP，成為日本音樂產業的代名詞。149 

目前日本國內有 42 家大中型的唱片公司，均為日本唱片協會（日本レコ

ード協会，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Japan）會員，若干大型唱片公司

已發展為跨國企業，在國外擁有據點。唱片公司主要生產的音樂產品類型（也

稱為首次產品）包括 CD、唱片、錄音帶、音樂錄影帶、影像 DVD 等，總產

約達 3,000 億日元（參見表 4-1-1、表 4-1-2）。多數唱片公司也將業務延伸至

網路及行動電話付費下載、流行音樂現場表演等相關商品，發展出更驚人的

產值。包括 KTV 市場，日本音樂產業現況為內容的音樂產品已形成一年產值

近 1 兆日圓的大規模產業。 

 

表 4-1-1 日本音樂產業產值概況表（2011 年） 
                          （單位：百萬日元） 

音樂類型 產值 

CD 208,501 

唱盤 336 

錄音帶 1,727 

音樂錄音帶 6,140 

音樂 DVD 6,4056 

合計 280,760 

資料來源：日本レコード協会，《日本のレコード産業 2012 年度版》（東京：日
本レコード協会，2012），頁 3。 

 

  

                                                 
148 黃勁蒼，《日本文化創意產業中數位音樂的經營策略》(臺北：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碩士

論文，2012.6)，頁 46-47；日本音樂事業者協會，網址：http://www.jame.or.jp/about/index.

html(瀏覽日期：2012.8.20)。 

149 横沢千秋，《日本流行歌史（1960-1994）》（東京：社会思想社，2005），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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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日本音樂產業及週邊商品產值概況（2011 年） 
                         （ 單位：百萬日元） 

項目 產值 

CD 等音樂內容產品 280,760 

網路及行動電話下載服務 71,961 

卡啦 OK 市場 605,400 

流行音樂現場表演 150,000 

資料來源：日本レコード協会，《日本のレコード産業 2012 年度版》（東京：日本レコー
ド協会，2012），頁 3；經濟產業省，《音楽産業のビジネスモデル研究会報告
書（2009 年）》（東京：經濟產業省，2009），頁 15；全国カラオケ事業者協
会，〈カラオケ市場の規模〉，參考「全国カラオケ事業者協会」網站，網址：
http://www.japan-karaoke.com/05hakusyo/p4.html（瀏覽日期：2012.8.20）。 

 

就發展趨勢而言，日本音樂產業出現幾個值得注意的變化： 

首先，自 2002 年以來，CD 等音樂產品的產值逐漸減少，尤其年輕消費者的

購買意願下降更為明顯，如何發展新的產品類型成為當務之急。 

另方面，國外音樂產品在日本市場的占有率衰退，本地音樂產品的市占

率達 80％，較 10 年前更上升一成，顯見 J-POP 音樂內容，仍受日本消費者

喜愛。150(參考圖 4-1-1) 

 

            圖 4-1-1 日本音樂成品總生產額       (單位：億日元) 

資料來源：日本レコード協会，《日本のレコード産業 2012 年度版》（東京：日本レコ
ード協会，2012），頁 5。 

 

                                                 
150 経済産業省，《音楽産業のビジネスモデル研究会報告書(2009 年)》（東京：經濟產業省，

2009），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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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音樂產業看好網路及行動電話付費下載的市場潛力，但目前仍未

見有爆炸性突破，以近三年為例，網路及行動電話付費下場的市場產值，仍

占整體流行音樂市場的 20％左右，2011 年更呈現負成長。(圖 4-1-2)網路數位

音樂產業發展趨緩，雖受整體經濟景氣影響，數位音樂市場在 2008、2009

年一度達到 900 億日圓的高峰，但近兩年卻一路下滑。而如同在其他流行音

樂市場的發展趨勢，由於智慧型手機日益普及，易於消費者下載音樂商品，

因此，移動通信在數位音樂市場上具有優勢。2011 年的移動通信送信費為 58

億日元，付費送信金額的 82%。在日本，大型移動通信業者也開始積極介入

數位音樂市場。(參考圖 4-1-3 與圖 4-1-4) 
 

圖 4-1-2 日本實體音樂產品、網路付費音樂銷售金額比率 

 

資料來源：日本レコード協会，《日本のレコード産業 2012 年度版》（東京：日本レコード
協会，2012），頁 1。 

 
圖 4-1-3 付費音樂下載金額變化 （單位  百萬日元） 

資料來源：日本レコード協会，《日本のレコード産業 2012 年度版》（東京：日本レコード
協会，2012），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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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2011 年付費音樂送信金額比重 

資料來源：日本レコード協会，《日本のレコード産業 2012 年度版》（東京：日本レコー
ド協会，2012），頁 2。 

     

值得注意的是，現場音樂表演的入場觀眾人數以及商業利益價值逐漸上

升。1997 年，僅有 1300 萬觀眾購票參加演唱會活動，但至 2010 年，已成長

到 2618 萬人，2011 年上升至 2773 萬人。(參考圖 4-1-5)在銷售金額方面，1997

年，現場表演的市場規模僅有 630 億日圓，2010 年成長至 1280 億日元，2011

年則達到 1596 億日圓的水準。(參考圖 4-1-6)由於擁有相當健全的音樂文化

及體育基礎設施，因此現場演唱會逐漸朝戶外化、大型化發展。以 2011 年為

例，在演唱廳舉辦的現場表演有 568 場，Live House 有 358 場，而在大型的

體育場及野外舉辦的演唱會，則有 239 場。現場表演將成為流行音樂具潛力

的發展市場。 

圖 4-1-5 日本音樂演唱會入場觀眾人數 (單位：萬人) 

資料來源：一般社団法人コンサートプロモーターズ協会基礎調查推移表，網址：http://ww

w.acpc.or.jp/marketing/transition/(瀏覽日期：201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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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日本音樂現場表演的銷售金額（單位：億日元） 

資料來源：一般社団法人コンサートプロモーターズ協会基礎調查推移表，網址：http://ww

w.acpc.or.jp/marketing/transition/(瀏覽日期：2012.12.20)。 

 

第二節  日本流行音樂產業的產業結構 

 

在日本，流行音樂產業主由唱片公司、大型藝能事務所以及音樂出版社

形成產業界的「金三角」體制(參考圖 4-1-6) 。以往，唱片公司負責與表演

者訂立製作契約，合作出版音樂產品。藝能事務所則代理表演者的經紀契約，

負責安排各項表演機會；音樂出版社則代理、仲介著作權契約。目前，唱片

公司及大型藝能事務所都朝向多角化經營，因此雙方界線遂逐漸模糊。此一

趨勢與臺灣類似，都有朝綜合性音樂娛樂公司發展的趨勢。151 

另方面，相較於臺灣及韓國，日本流行音樂產業者擁有較強的業界聯合

團體，例如大型音樂出版社，都加入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共同負責主管音

樂著作權、普及著作權思想。唱片公司加入日本唱片協會，藝能事務所則是

日本音樂是業者協會會員。而不同的業界團體又依據特定的目標，共同聚資，

甚至跨越業別與其他「內容產業界」組成事業團體，例如唱片協會、音樂著

作權協會，就共同成立財團法人音樂文化振興財團，音樂、映像、遊戲等業

                                                 
151 安藤和宏，《よくわかる音楽著作権ビジネス基礎編 4th Edition》(東京：リットーミュ

ージック，2011)，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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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則合組日本映像產業振興機構。152 

 

圖 4-2-1 音樂產業的金三角體制 

 
資料來源：黃勁蒼，〈日本コンテンツ產業におけるデジタル音樂の經營戰略〉(新北：淡江

大學亞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6 月)，頁 38。 

 

一、唱片公司 

 

    唱片公司主要以製作、銷售音樂產品為主要業務。如前所述，由於實體

產品的銷售量不斷下滑，因此唱片公司必須朝多元、整合性的方向發展，目

前日本的唱片業者有以下的課題： 

 

(一) 製作成本沈重 

    因唱片公司以生產音樂產品為主，就產業鏈而言，屬於上游的生產業者。

雖然 CD 等產品的銷售下跌，然而就產業整體而言，CD 等商品實際上具有媒

介品牌效果，因此，發行 CD 等商品仍是表演者進入商業循環的首要步驟。 

    然而，對於唱片公司而言，生產 CD 等產品必須投入大量的資本。就音

樂產品的成本分析，作詞作曲的版權費用佔製作成本的 30％，相當於硬體投

資設備的比重（30％）。一方面顯示，日本音樂業者相當尊重創作者及內容，

而許多創作者也以此展現內容產品的「文化」、「創意」價值，但另方面，侵

                                                 
152 安藤和宏，《よくわかる音楽著作権ビジネス基礎編 4th Edition》，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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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行為直接打擊唱片銷售的核心利益，造成經營困境。153 

 

(二) 宣傳行動成為創造新商品價值的來源 

    由於日本市場廣大，因此唱片業者必須投入大量的宣傳、促銷費用，根

據統計，唱片公司針對頂尖藝人透過各種媒體的宣傳，必須投入 3 億日圓的

宣傳費用，一般新人也須花費 450 萬日元經費，對唱片業者而言，宣傳效果

決定市場的成敗。 

然而，由於宣傳價值的多元、複雜化，許多唱片業者不但透過跨界結合，

分攤宣傳經費，甚至成立專門的部門經營宣傳業務，例如搭配電影、電視劇

主題曲，安排藝人代言，將音域產品設定為遊戲背景等。宣傳不再只是以往

的花費項目，而成為唱片業者新的利益來源。154 

 

(三) 結合流通體系創造價值 

雖然數位音樂的發展威脅到實體銷售業，但在日本，多數消費者仍有透

過唱片行等管道接觸音樂產品的習慣。長期以來，大型唱片公司都與配給業

者、賣場、唱片航簽訂銷售契約，控制流通網路。 

對於唱片公司而言，必須投入大量成本在維護流通管道，但卻也可以界

此發揮綜合效果。許多唱片公司開始與旗下銷售管道合作，將賣場改成多元

的表演、販賣空間，進行多角經營，藉此通路優勢，開始跨業合作的機會。155 

 

(四) 朝向品牌化經營 

如前所述，唱片公司面臨藝能事務所的競爭，開始發展多角化的經營戰

略，許多唱片公司運用「品牌化」的方式開發市場差異。例如針對個別的大

牌藝人，有些公司主打藝人，或是特定類型的表演者，設立專屬公司，打造

                                                 
153 三野明洋，《よくわかる音楽業界 (業界の最新常識)》(東京：日本実業出版社，2007)，

頁 115 
154 三野明洋，《よくわかる音楽業界 (業界の最新常識)》，頁 115-116 
155 三野明洋，《よくわかる音楽業界 (業界の最新常識)》，頁 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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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品牌，有些公司主大易人，或是著名的音樂製作者，也有類似出版社建

立「書系」的手法，塑造特定曲風，而母公司則轉型成為宣傳、經紀功能。156 

 

二、大型藝能事務所 

 

相較唱片公司，日本大型藝能事務所的發展卻是蒸蒸日上。大型藝能事

務所具有多種業務功能，除了發掘音樂人才之外，也同時負責訓練，開發表

演者的生涯規劃，並且擴張至音樂產品的生產，宣傳活動。但藝能事務所最

基本的業務仍在管理表演合約及權益，作為表演者的雇主或法律代理人，並

且安排各項表演活動。 

藝能事務所雖擁有多種功能，但在產業競爭上卻具有特殊的優勢，主因

在於日本藝能事務所的投注大量的資源在發掘訓練音樂表演人才，而且擁有

更擴大的現場表演活動的企劃能力。 

簡言之，唱片公司仍是以 CD 等生產品作為「內容商品」的主體，但藝

能事務所則認為表演者就是「內容」產品，不同的表演者就是獨特的「內容」、

「品牌」，因此，藝能事務所較唱片公司更積極投入多角化經營，甚至介入數

位音樂的範圍。大多數藝能事務所並不在意由音樂下載或網路影像的利益，

而是希望藉此帶動消費者參加藝人的演唱會、各種代言活動，因為許多消費

者更享受與藝人同步活動的生活感覺，而非音樂產品。 

大型藝能事務所的規模日益擴大，以著名的 Avex 集團而言，已由原有

的經紀公司發展成為具備發展人才訓練、經紀、音樂製作產品以及流通、收

取權利金等一貫化作業的股票上市企業，年度營收達到 1182 億日元。157 

    

三、音樂出版社及著作權管理團體 

 

                                                 
156 三野明洋『よくわかる音楽業界 (業界の最新常識)』，頁 118 
157 黃勁蒼，〈日本コンテンツ產業におけるデジタル音樂の經營戰略〉(新北：淡江大學亞
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6)，頁 90；網址：http://www.avex.co.jp/ir/finance/finance_01.html

(瀏覽日期：2012.12.20)。 



108 

 

對於包括流行音樂在內的文化內容產品而言，創意內容與著作權，決定

「產品的價值」。由於日本是保障智慧財產權的先進國家，因此各種版權管理

團體擁有穩定的發展基礎，成為產業界不可或缺的一環。 

一般而言，日本的音樂詞曲創作是透過音樂出版社管理著作權，唱片公

司委託唱片協會管理 CD 等產品的使用權利，而表演者則透過經紀公司以及

音樂製作者聯盟等團體管理肖像權、影像、聲音使用等權利。各種著作權管

理團體形成組織網路，共同保障內容價值。158 

詞曲創作是音樂內容最基本元素。日本的詞曲創作者透過與音樂出版社

訂立契約，委託出版社負責管理原稿、樂譜、製作音樂原盤、試唱帶等，音

樂出版社除仲介版權外，又與著作權管理團體（如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訂

立契約，委由管理團體向詞曲內容使用徵收使用費用，並由管理團體收購部

分管理費用後，分配使用權益。159 

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擁有相當的規模，目前共有 479 名專責人員，除在

東京設有本部外，在全日本共設有 16 個分部，負責管理 791 萬件音樂作品，

以及 15,900 個著作權新託契約，同時更與 90 個國家、119 個團體建立保障音

樂著作權的合作契約，每年徵收的使用費用在 1,000 億至 1,100 億日元左右。

160 

由於一般人在使用版權產品時，必須付出不小的權利金額，因此也使負

責徵收業務的版權管理團體有穩定的財務收入，例如：日本唱片協會負責管

理音樂產品的使用權益，每年分配的管理費用都達 50 億日元，足以支持團體

的正常運作。(參考圖 4-2-2) 

 

 

 

 

                                                 
158 安藤和宏，《よくわかる音楽著作権ビジネス基礎編 4th Edition》，頁 89。 
159 安藤和宏，《よくわかる音楽著作権ビジネス基礎編 4th Edition》，頁 89-90。 
160 安藤和宏，《よくわかる音楽著作権ビジネス基礎編 4th Edition》，頁 90-91；網址：htt

p://www.jasrac.or.jp/profile/intro/index.html；http://www.jasrac.or.jp/profile/business/index.html

(瀏覽日期：201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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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日本唱片協會使用費分配收益 (單位：億日元) 

 
資料來源：日本レコード協会，《日本のレコード産業 2012 年度版》（東京：日本レコー

ド協会，2012），頁 22 

 

第三節 日本內容與流行音樂產業政策現況 

 

相較於臺灣與韓國，日本政府更早意識到文化價值的重要性，以及內容

產業的發展潛力。然而，長期以來，日本官方並未建立一套事權統一的創意

產業政策體系。主因在於文化內容產業政策的特殊性。 

一般而言，日本政府在文化與教育行政領域，儘量不採取直接指導的政

策作為，而將施政重點置於建設基礎制度環境。在政策規劃上，以建立政策

網絡與溝通平臺，凝聚政府由民間共識為主要策略。 

1990 年代，日本政府主要關注提昇「內容產業的文化價值」，認為大眾

文化有助於提昇人民生活素質，因此，將電影、音樂、動畫等都劃規文化政

策範圍，而非視為戰略產業。 

另方面，當時日本內容產業的市場不斷擴大，企業也發展出成熟的經營

模式，並未期待政府的政策支援。但在 1990 年代，日本政府已將文化及內容

產業發展視為施政重點，並且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及政策。161 

1995 年，日本文化政策推進會議發表《新文化立國：關於振興文化的幾

                                                 
161 経済財産商務情報局，《コンテンツ産業の現状と今後の発展の方向性》（東京：経済財

産商務情報局，2012.12），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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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重要策略》的報告中，確立日本在未來二十一世紀的「文化立國方略」；並

在 1996 年正是提出「21 世紀文化立國方案」。162 

2000 年，日本國會立法通過「形成高度情報通訊網絡社會基本法」（統

稱「IT 基本法」或「資訊技術基本法」），建構以保護「智慧財產權」為目標

的基本法律架構。 

2001 年日本政府又提出「文化藝術振興基本法」，並修改「著作權法」。

上述政策發展的軌跡，顯示日本政府是以保障文化內容的價值作為施政重點，

以「著作權管理法」而言，主要目標是在引導民眾公正使用文化成果，有效

維護創作者的權利，並能有序健康的發展內容產業環境。163 

對日本政府而言，政府制定「產業政策」的目標，應是在保護、扶持原

本弱小但具潛力的產業。164日本文化產業發展蓬勃，並不需政府刻意透過保

護、補貼的方式，刻意扶持，政府的工作應在於保障公平競爭，維護產權。 

直至 2002 年前後，日本政府逐漸調整原有的施政方向，不但仍重視應保

障文化內容的價值，也開始強調政府應主動領導提昇文化產品的經濟效益。 

2002年，日本政府在產官學界的建議下，不但持續強化保障智慧財產權，

並且開始將發展「內容產業」列為正式施政項目。政府除了通過「知的財產

基本法」、「文化振興基本法」等法律，並且調整政府的組織及權責架構。首

先，在內閣層級建立「知的財產戰略本部」，165並且定期頒佈「知的財產推進

計畫」作為制定相關政策時的指導方針，另方面，配合日本政府在 2001 年推

動的「組織改造」，在主管經濟及產業政策的「經濟產業省」內部，設置「商

                                                 
162 経済財産商務情報局，《コンテンツ産業の現状と今後の発展の方向性》（東京：経済財

産商務情報局，2012.12），頁 3。 
163 姜毅然等編，《以市場為導向的日本文化創意產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 71-7

2。 
164 三輪芳朗、J.マーク・ラムザイヤー，《産業政策論の誤解――高度成長の真実》（東京：

東洋経済新報社，2002），頁 5。 
165 知的財産戦略本部是根據「知的財産基本法」設至於首相官邸的跨省廳機構，游內閣總

理大臣出任本部長，而內閣官方長官、文部科學大臣、經濟產業大臣及一名專責知的財產

政策的內閣特命大臣擔任副本部長，成員則包含產官學界的代表，層級相當高，另設有專

門的事務局負責秘書事務，網址：http://www.kantei.go.jp/jp/singi/titeki2/index.html(瀏覽日

期：201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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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情報政策局」，負責制定「內容產業」政策。2003 年，「知的財產戰略本部」

擬定第一次計畫，提出應制定「文化產業商務政策」的構想。166 

2004 年，日本經濟產業大臣向內閣經濟財政諮詢會議提出「新產業創造

戰略」報告，並將發展「內容產業」列為重要戰略，同時修訂「知的財產推

進計畫」，擴大振興「內容產業」的範圍。167 

同年，日本國會批准通過「關於促進創造、保護及應用文化產業的法律

案」（即「文化產業促進法」），這是一部既包括「資訊技術基本法」和「文化

藝術振興基本法」的內容，又包括發展振興電影、音樂、戲劇、詩歌、小說、

戲曲、漫畫、遊戲產業等內容的法律文獻；168此外，日本政府也制定了「著

作權仲介業務法」，目標在保障文化市場的仲介業務，鼓勵設立著作權管理團

體，以期有效保護、提昇著作權的價值及經濟效益。169 

日本政府將「內容產業」視為帶動經濟成長的重點，主因並不在於扶持

幼稚產業，而在於日本內容產業規模已相當龐大，並且擁有領先各國的產業

技術，以及較成熟的商業模式，具有朝海外市場發展的實力。 

以 2010 年為例，在日本國內，影像、音樂、遊戲及圖書出版等四項內容

產業，規模已達 11.9 兆日元。整體內容產業的產值則在 20 兆日元（200 億美

元）左右，居世界第二位。相較之下，韓國內容產業尚未達 10 億美元的產值。

(參考圖 4-3-1)另方面，日本內容產業的發展似乎已面臨瓶頸，近年來僅維持

穩定但微幅的成長，因此有必要尋新的發展策略，除提昇內容產業本身的功

能，亦能同時帶動相關產業。 

 

 

                                                 
166 知的財産戦略，網址：http://www.kantei.go.jp/jp/singi/titeki2/index_before090916.html(瀏覽

日期：2012.12.20)。 
167 日本文化産業戦略，網址：http://www.kantei.go.jp/jp/singi/asia/betten_2.pdf#search='%E6

%96%87%E5%8C%96%E7%94%A2%E6%A5%AD%E4%BF%83%E9%80%B2%E6%B3%95

'(瀏覽日期：2012.12.20)。 
168 文化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服務網，『日本文化產業政策』，網址：http://cci.culture.tw/cci/c

ci/law_detail.php?c=239&sn=4285(瀏覽日期：2012.12.20)。 
169 文化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服務網，『日本文化產業政策』，網址：http://cci.culture.tw/cci/c

ci/law_detail.php?c=239&sn=4285(瀏覽日期：201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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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日本內容產業的市場狀況（2010 年） 

 

資料來源：経済財産商務情報局，《コンテンツ産業の現状と今後の発展の方向性》（東京：
経済財産商務情報局，2012.12），頁 4。 

 

然而，日本政府雖然已逐漸調整步伐，逐步建立一個事權較為專一的內

容產業政策體系，但相較於臺灣、韓國，日本政府仍較缺少對「內容產業」

的直接投入，在施政上的重點也有所不同，相關機構的政策能量與執行政策

的能力都相形不足。  

首先應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僅設有主管「整體」「內容產業」的主管機構，

而未針對如電影、流行音樂、遊戲等特定產業項目設立專責機構。因此，在

日本政府內部，僅制定「內容產業政策」但缺少如「流行音樂產業政策」等

個別產業的發展政策。政府政策也多半是大方向，而未制定具體執行項目。

對於政策研究者而言，很難深入探討如流行音樂政策等單一項目的政策課題，

僅能由內容產業政策的整體面，推測日本政府對個別產業可能具有的政策偏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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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政權責劃分而言，日本「內容產業」政策的主管機關應為文部科學

省文化廳與經濟產業省，其中商務情報局的地位最為重要。因此，大多數的

音樂專門團體及產業機構都分屬文化廳或經濟產業省管理，若干重要的業界

團體或機構，則受文化廳及經濟產業省共同管理。 

大體而言，文化廳針對「內容產業」的施政重點放在保障智慧財產權上。

在音樂相關方面，則較著重活化音樂相關活動。主要透過廳內設置的各個審

議會，負責與文化團體及產業界的溝通協調，並授權民間社團法人日本唱片

協會及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負責音樂著作權及音樂產業的業界組織工作。170 

如前所述，日本政府重視「內容產業」的經濟價值，而將此一產業納入

經濟產業省的管轄範圍。然而「經產省」雖是一個擁有超過 8,000 名員工，

預算規模達 1.3 兆日元的重要機構，但卻不能因此高估日本政府賦予「內容

產業」的政策能量。 

首先，商務政策情報局的職責範圍極廣，而非專責在「內容產業」，主管

單位實際上是此局轄下的文化情報關連產業課，人員在 70 名左右，171以 2010

年為例，文化情報關連產業課編制在強化內容產業的預算項目約在 19 億元上

下，其中 8.6 億日元運用於支援民間企業或團體。172 

「文化情報關連產業課」負責規劃整體的創意產業政策，因此也是音樂

產業政策的主要制定機構。商務政策情報局也是透過各種審議會、研究會進

行政策協調，積極尋找音樂產業的新商業模式。173另方面，日本政府投資大

量預算在保障智慧財產權及產業的專利權益。經產省轄下的特許廳主管專利

業務，除一般預算外，近年來又配合「知的財產戰略」計畫配置大樣的特別

                                                 
170 參見「日本文化廳」網站，網址：http://www.bunka.go.jp/bunkashingikai/seisaku/index.ht

ml(瀏覽日期：2012.12.20)。 
171 経済産業省定員規則，網址：http://law.e-gov.go.jp/htmldata/H13/H13F15001000004.html(瀏

覽日期：2012.12.20)。 
172 経済産業省預算，網址：http://www.meti.go.jp/topic/data/090820-7.pdf(瀏覽日期：

2012.12.20)。 
173 參見「日本經濟產業省」網站，網址：http://www.meti.go.jp/policy/mono_info_service/con

tents/index.html(瀏覽日期：2012.12.20)；以及経済産業省，《音楽産業のビジネスモデル研

究会報告書(2009 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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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以 2011 年為例，特許廳編列了 1,154 億日元的「知的財產戰略」特別

預算，分別用於建立世界最高水準的專利審查能力（623.9 億日元），協調國

際間的智慧財產權，打擊仿冒、盜版（27.3 億日元），協助企業活化，運用智

慧財產權的運用（27.7 億日元）。其中編列 7 千萬元在調查臺灣方面的版權行

為。2013 年將編列 1,174 億日元的特別預算，其中 618.1 億元將用於保障技

術、版權及設計等項目，34.2 億日元將支援企業發展全球化的智慧財產戰略。

174 

雖然，日本政府調整了內容產業的政策體系，但仍維持一貫的政策邏輯，

而將政策能量置於保障內容產品的價值與產業權益。 

大體而言，日本政府認為，流行音樂文化及產業，至少涵蓋三個彼此相

關而有相互獨立的政策問題： 

一是如何保障智慧財產及內容創意，提升價值塑造創意產業的制度基

礎。 

二是如何協助民間培養音樂創作人才，突破現有音樂環境的限制，活化

日本音樂活動，並使 J-POP 成為足以代表日本的文化品牌。 

三是如何將音樂產業與其他相關產業相互整合，發展出新型態並具備輸

出潛能的創意內容產業，並將新的創意內容產業建構為日本重要的出口產

業。 

基本上，日本的流行音樂文化政策便是圍繞上述三個問題，並依政策網

路逐漸協調形成。政府並不直接執行政策，也少採取資金補助等方式實施行

政指導，而是授權民間機構規劃較具體的政策措施與行動方案，並且負責實

際的執行過程，政府則居於監督或協調的位置。 

除文化廳管理的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負責主管音樂著作權，普及著作權

思想、振興音樂文化等業務外，日本唱片協會、日本映像產業振興機構175、

                                                 
174 経済産業省預算知的財產政策關係概算，網址：http://www.meti.go.jp/main/yosangaisan/2

011/doc07.pdf(瀏覽日期：2012.12.20)。 
175 參見「日本映像產業振興機構」網站，網址：http://www.vipo.or.jp/ja/（瀏覽日期：2012.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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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財團法人音樂產業文化振興財團176等都是同時受文化廳及經濟產業省共

同管轄的重要民間機構。上述的民間組織與文化廳、經濟產業省分工合作，

構成形塑日本音樂文化及產業政策的主要政策網絡。 

 

第四節 日本內容與流行音樂產業的海外戰略 

 

2008 年後，日本政府開始加速推動「內容產業」的腳步，並將政策眼光

轉向海外市場，「內容產業」被定位為新的出口戰略產業。日本「內容產業」

政策的轉變主要基於以下因素。 

第一，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不景氣，必須尋求新的成長動力。平成年代，

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不景氣，進入「失落的二十年」。日本既有的產業結構已十

分成熟，但卻缺乏成長動力，國內市場因人口老化而趨於飽和，必須尋求海

外市場。內容產業在國內市場雖遭遇類似發展瓶頸，但由於本身的技術水準

及產品內容居世界領先地位，而且業界已發展出成功的商業模式，具備轉向

出口市場的潛力。 

第二，日本內容產業在海外市場具潛在的消費人口。1990 年代，隨著日

劇、J-pop 的輸出曾在亞洲各地掀起一股「哈日」熱潮，日本文化及商品價值

受到市場肯定。根據日本政府的調查，目前日本內容產業在海外市場的產值

約有 7000 億日元，僅次於美國，具有競爭優勢。以流行音樂產品而言，J-pop

雖在東南亞遭受 K-pop 的威脅，但在臺灣、香港、中國，仍有較強的競爭力，

動漫產業更居世界領先地位。因此，日本政府認為，內容產業在海外市場仍

有相當大的發展潛能。(參考圖 4-4-1) 

 

 

 

 

                                                 
176 參見「財團法人音樂產業文化振興財團」網站，網址：http://www.promic.net/（瀏覽日期：

201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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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亞洲各重要城市消費對 J-pop、K-pop 及歐美流行音樂的偏好程度 

 
資料來源：経済財産商務情報局，《コンテンツ産業の現状と今後の発展の方向性》（東京：

経済財産商務情報局，2012.12），頁 5。 

 

   第三，以海外市場帶動國內經濟。根據估算，2008 年日本主要內容產業

的從業人口約 31 萬人，國內市場產值約 12 兆日元。而「內容產業」的出口

產值約 0.7 兆日元，遠落後於汽車（4.5 兆日元）、電子產品（2.3 兆日元）、

鋼鐵（2.0 兆日元）、汽車零件（1.5 兆日元）、船舶（1.4 兆日元）。經濟產業

省認為，若是主要內容產業的海外市場佔有率能由現有的 5％成長至 12％，

出口額增加至 2.3 兆日元，則國內外市場將可能擴展至 20 兆日元，增加至少

5 萬個就業機會，打破日本內部經濟的沈悶情勢。177 

第四，不可諱言，「韓流」的刺激，是促使日本政府轉換「內容產業」政

策的重要原因。近年來，韓國政府投注大量資源發展「內容產業」，並且得到

一定的效果。雖然韓國內容產業的質量仍距美、日等先進國家一段不小的距

離，但「韓流」確實擦亮韓國的「國家品牌」。日本政府眼見「韓流」來勢洶

                                                 
177 経済財産商務情報局，《コンテンツ産業の現状と今後の発展の方向性》（東京：経済財

産商務情報局，2012.12），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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洶，K-pop 音樂在國際市場上成長快速，似乎有取代 J-pop 地位的趨勢，因此

認為有必要學習韓國，建立一個事權更為統一的政策體系。1782010 年，日本

政府指示推動名為「酷日本(Cool Japan)」的內容產業戰略，並由內閣的「知

的財產戰略本部」負責統合與內容產業有關的相關省廳，擬定共同執行計畫。

2012 年 5 月，日本政府更授權建立一家統合包括電影、動畫、數位娛樂等內

容產業的特殊公司，專門發展海外市場，有意與「韓流」一別苗頭，同時也

計畫在亞洲各重要城市，建立複合式的商業設施作為發展「酷日本」內容產

業的重要據點，其中也包括進一步推銷 J-pop 的音樂產品。179 

2010 年，經濟產業省召集產官學界組成「內容產業成長戰略會」，商議

相關問題，並在當年 5 月提出政策報告。「內容產業成長戰略會」認為政府應

提出更積極的產業成長戰略，而新戰略必須有效配合「全球化」情勢的發展。 

報告指出，產業成長戰略的首要政策在於發掘與內容產業相關的專門人

員，以及培育創作、管理人才。日本政府及產業不但應發掘現場工作的技術

人員，更應透過海外留學制度，培養製作人才，熟悉海外市場，並且放寬進

口外國人才的限制。180 

    另方面，報告書也建議，日本政府應創設專門的投資基金，支援業者進

軍海外市場，建立全球化的製作、流通網路，並且推動跨國共同合作。此外，

政府也應透過對話，共同打擊盜版，同時強化收集海外市場及智慧財產權的

發展情報。181 

    然而，政府的政策構想卻未必能立即帶領產業界共同行動。事實上，日

本政府的政策能量也不足以干預企業決策，而產業界對於海外市場則有自身

的判斷。 

 

 

                                                 
178 経済財産商務情報局，《コンテンツ産業の現状と今後の発展の方向性》，頁 6。 
179 経済産業省，《コンテンツ産業の成長に関する研究会報告書》（東京：経済産業省，

2010.5），頁 5。 
180 経済産業省，《コンテンツ産業の成長に関する研究会報告書》，頁 6。 
181 経済産業省，《コンテンツ産業の成長に関する研究会報告書》，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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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內容產業的需求人才 

分類 說明 例 

內容專業人才 
直接與保護、活用內容
相關的人才 

知識財產專門律師、企業內
擔任知的財產部門者 

內容活用人才 內容創作人才 創造內容的人才 創作者、工程師 

 內容管理人才 活用內容於經營的人才 製作人、內容企業經營者 

支持內容產業的基礎人力 
將來與內容相關的消費
者人才 

一般消費者、學生、兒童 

資料來源：経済産業省，《コンテンツ産業の成長に関する研究会報告書》（東京：経済産業
省，2010.5），頁 7。 

 

相較於其他產業，日本流行音樂產業開拓海外市場的腳步更為緩慢，並

未採取積極戰略。對於政府及輿論認為 J-pop 應帶頭領軍迎戰 K-pop 的「韓

流」風潮，流行音樂產業界卻有不同看法。 

根據日本流行音樂界的分析，J-pop 的優勢並未消失，事實上在世界市場

上的佔有率遠超過 K-pop，但受制於若干因素，因而降低日本流行音樂產業

開拓海外市場的動機: 

首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因為日本本身內部市場巨大，而導致日

本流行音樂未能持續進軍海外。由於進軍海外市場，必須投入更多的宣傳時

間與機經費，但對日本表演者而言，遠離日本，就必須冒疏遠龐大市場效應

的風險。 

其次，日本流行音樂產業必須思考是否需要針對海外市場，設計不同音

樂內容，而語言障礙則是日本表演者較難突破的門檻。日本業者必須思考是

否有必要根據市場需求，耗費更多成本，訓練旗下藝人。182 

然而，對 K-pop 業者而言，海外市場並不存在上述兩種門檻。首先，相

較於 J-pop 原是屬於內需市場的產物，由於韓國內部市場狹小，因此 K-pop

一開始就採取出口導向戰略，流行音樂界在訓練表演者，創造音樂內容之際

就是以多元市場為目標。而韓國民眾的消費特性也有利於K-pop的海外戰略。

在韓國，任何商品若能在海外市場成功，就能帶動國內市場的消費意願，消

                                                 
182 間宮書子，《J-POP がアジア市場を制す法》，網址：http://shuchi.php.co.jp/article/439(瀏覽

日期：201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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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並不執著於消費具有「韓國特色」的文化產品，183例如近年來的「江南

style」即是一例。 

此外，K-pop 業者也發展出特殊戰略，以降低在海外市場的成本風險，

相較於 J-pop，K-pop產品更強調視覺效果與藝人的魅力比重，因此減少編曲、

歌詞的複雜度，一方面便於消費者運用；另方面，也降低詞曲版權在產品的

成本比重。許多 J-pop 製作者認為此種戰略，可說是一種變相的削價競爭。184 

K-pop 業者認為海外市場最大的收益在於現場表演與跨業整合，而不排

斥進入版權保護水準較低的東南亞市場；但對 J-pop 業者而言，非法版權行

為卻是阻礙產業朝海外發展的主因。185 

日本流行音樂產業並不認為政府應給予技術或資金協助，但期待政府能

透過跨業整合的方式，引導內容產業進軍海外，藉由合作，分攤風險及成本；

另方面，則希望日本政府能加強打擊海外盜版，保障版權利益。186 

2011 年東日本大地震後，日本政府更加快速推動內容產業朝海外發展的

腳步，主因在於日本政府認為必須提振日本國民的士氣，恢復經濟元氣，而

文化商品不但足以表現日本的文化特性與創造力，並且能吸引外國人在日本

觀光旅遊，有助於刺激國內市場。 

2010 年，日本政府即已推出「酷日本」的戰略構想，目標及在透過各種

內容產業的跨業合作，打造日本的國家品牌形象。在內閣「知的財產戰略本

部」的指導下，各省廳都組成專門的「酷日本室」研擬相關策略。而經產省

更組成定期「內容產業成長問題調查會」負責設計總體戰略。187 

                                                 
183 間宮書子，《J-POP がアジア市場を制す法》，網址：http://shuchi.php.co.jp/article/439(瀏覽

日期：2012.12.20)。 
184 間宮書子，《J-POP がアジア市場を制す法》，網址：http://shuchi.php.co.jp/article/439(瀏覽

日期：)。 
185 間宮書子，《J-POP がアジア市場を制す法》，網址：http://shuchi.php.co.jp/article/439(瀏覽

日期：2012.12.20)。 
186 間宮書子，《J-POP がアジア市場を制す法》，網址：http://shuchi.php.co.jp/article/439(瀏覽

日期：2012.12.20)。 

187 経済産業省クール・ジャパン官民有識者会議，網址：http://www.meti.go.jp/committee/k

enkyukai/seisan/cool_japan/2011_houkoku_00_00.pdf(瀏覽日期：201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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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日本政府採取更積極的政策回應產業界需求，而使日本「內容

產業」開拓海外市場邁開重要的一步:首先，日本政府調整原有組織與政策體

系，重新整合「酷日本」品牌計畫與內容產業政策。內閣的「知的財產戰略

本部」增加常設的「酷日本戰略聯絡會議」，「強化內容專門調查會」以及「強

化知的財產專門會議」，而由知財戰略大臣負責協調，建立由內閣至各省廳統

一的政策機制，以期強化政策能量。188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不採取補貼等方式，而是希望引入企業及市場

力量整合各內容產業界進行跨業合作。2012 年起，在日本政府協調下，由政

府與民間共同合資的日本產業革新機構，開始積極協助內容產業發展海外市

場。日本產業革新機構擁有 1,420 億日元的投資準備，以及日本政府 1.8 兆日

元的信託保障，具備強大的資金能力。189 

產業革新機構是依據「產業再生法」，由日本政府與民間企業共同投資組

成的特殊公司，本質上是一投資基金。在資金來源方面，日本政府在初期出

資 2600 億日圓，企業資金 140 億，投資的企業包括豐田汽車、住友商事、日

立等日本著名大型企業，各企業分別出資 5 億日圓。190 

在組織架構上，產業革新機構除如一般企業設置股東會以及負責經營任

務的常務董事會，同時聘請專業的經理人出任高階管理職位；較特別的是設

立了一個平行於常務董事會的「產業革新委員會」，由政府與董事事會協調，

聘請外部專門人士擔任委員。現任委員長是前東京大學校長，委員包括產官

學界人士、著名律師、會計師代表以及企管顧問等。191委員會除代表官方及

投資人監督董事會及經營團隊的績效表現，主要是針對經營團隊擬定的各項

投資方案，提出客觀中立的審查意見，做為董事會做為決策參考。192 

                                                 
188 経済産業省クール・ジャパン官民有識者会議，網址：http://www.meti.go.jp/committee/k

enkyukai/seisan/cool_japan/2011_houkoku_00_00.pdf(瀏覽日期：2012.12.20)。 
189 產業革新機構 http://www.incj.co.jp/about/shareholders.html(瀏覽日期：2012.12.20)。 
190 產業革新機構 産業革新機構とは，網址：http://www.incj.co.jp/about/(瀏覽日期：2012.12.

20)。 
191 產業革新機構 産業革新委員会，網址：http://www.incj.co.jp/about/profile02.html(瀏覽日

期：2012.12.20)。 
192 產業革新機構 産業革新委員会，網址：http://www.incj.co.jp/about/profile02.html(瀏覽日

期：2012.12.20)；〈官民出資のファンド「産業革新機構」発足 成長分野を支援へ〉，《産

http://ja.wikipedia.org/wiki/%E7%94%A3%E7%B5%8C%E6%96%B0%E8%81%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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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與執行部門方面，產業革新機構設置了七個部門，分別負責內部

管理，規劃投資戰略、管理投資項目、分析投資環境、審查投資申請案以及

資金調度等任務，成員都是專業人員。193 

產業革新機構是一個具備多種功能及投資手法的投資基金。最初，日本

政府出資設立此一機構的目標，主要是在提供資金與經營管理技術，協助具

備特定技術能力但在經營上陷入困境的企業「轉型」，定位在協力支援；而後

開始轉型成為創業投資基金，接受企業提出的投資案，而後根據專業分析投

資具有發展潛力的新興產業。 

近年來，產業革新機構更調整投資戰略，將本身定位為產業發展先驅，

希望藉由主動創設新興事業，帶動相關產業進行投資；因此，產業革新機構

已不是單純的投資基金，不但同時擁有多個企業的所有權，並且實際進行經

營管理。目前，產業革新機構仍是透過創投或融資進行各項投資，而未直接

介入資本市場從事投資活動。而在投資手法上，產業革新機構特別強調投資

的收益能力，避免一般政府投融資成為變相補助的弊病，成立以來已有初步

盈餘。194 

2012 年，產業革新機構一口氣注入超過 200 億日元的資金，分別建立了

內容產業共同製作會社 All Nippon Entertainment Work（60 億日元），以及亞

洲市場內容送信平臺（12 億日元），希望透過上述企業整合不同類型的內容

產業進軍亞洲市場；另方面，企業革新機構也投資成立智慧財產權保障投資

基金，專門投資設立保障智慧產的專門機構。195 

此外，日本政府的「酷日本」戰略也計畫透過產業革新機構注資的模式，

                                                                                                                                      
経新聞》，2009 年 7 月 28 日付朝刊，第 14 版。 

193 產業革新機構 執行体制，網址：http://www.incj.co.jp/about/organization.html(瀏覽日期：2

012.12.20)。 
194 產業革新機構 投資戰略，網址：http://www.incj.co.jp/investment/index.html(瀏覽日期：2

012.12.20)；產業革新機構 平成二十三年事業報告書，網址：http://www.incj.co.jp/PDF/rep

ort120702_01.pdf(瀏覽日期：2012.12.20)。 
194 株式会社 All Nippon Entertainment Works ，網址：http://an-ew.com/ja/abouts/overview/(瀏

覽日期：2012.12.20)；知的財産戦略ネットワーク株式会社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Network, Inc.，網址：http://www.ipsn.co.jp/(瀏覽日期：2012.12.20)。 

http://ja.wikipedia.org/wiki/%E7%94%A3%E7%B5%8C%E6%96%B0%E8%81%9E
http://ja.wikipedia.org/wiki/7%E6%9C%8828%E6%9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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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各種海外投資專門機構，例如：GLOCZUS、196出版數位機構、All Nippon 

Entertainment Work 等。GLOCZUS 與出版數位機構主要由產業革新機構與民

間企業合資而成立，All Nippon Entertainment Work 則是由產業革新機構 100%

出資而成立，在海外投資戰略上具有重要的主導地位。 All Nippon 

Entertainment Work 被定位為一具備綜合型功能的戰略企業，主要任務在規劃

推動日本內容產業發展海外市場。日本政府希望在 All Nippon Entertainment 

Work 的規劃下，協助企業在海外建立據點，並協調各種內容產業相互合作，

共同建立具販賣、娛樂等綜合性產業設施的「酷日本專區」，對海外消費者促

銷 Japan life style。此項計畫將可能成為日本政府在未來最為大膽的一項海外

推進事業。197（參考圖 4-4-2） 

 

 

 

 

 

 

 

 

 

 

                                                 
196 GLOCZUS，網址：http://www.gloczus.com/about/(瀏覽日期：2012.12.20)。；此一企業主

要業務是在協助日本內容產業的各個企業在海外進行宣傳活動、舉辦各種展示會、設立展

覽與宣傳地點等，類似策展業者。株式会社出版デジタル機構，網址：http://www.pubridg

e.jp/(瀏覽日期：2012.12.20)。 

197 クールジャパン推進会議，網址：http://www.cas.go.jp/jp/seisaku/cool_japan/dai1/siryou5.p

df(瀏覽日期：2012.12.20)；クールジャパン:〈日本の強み国際展開へ推進会議が初会合〉，

《毎日新聞》，2013 年 03 月 05 日，網址：http://mainichi.jp/feature/news/20130305ddm0050

40142000c.html(瀏覽日期：201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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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 支援內容產業開拓海外市場的方式 

 
資料來源：經濟產業省，《コンテンツの海外展開施策について》(東京：經濟產業省，2012.5)，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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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韓國與日本流行音樂產業政策比較 

 

第一節  韓國與日本政府政策制定體系的比較 

 

一、韓國：事權統一的政策制定體系 

 

在韓國音樂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上扮演最關鍵角色的應屬「韓國內容振興

院」。圖 5-1-1 是韓國音樂產業政策執行圖，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負責樹

立政策內容、向國內提出相關法案的制定與修改，分配各內容產業的預算。

同時，「文化體育觀光部」必須向「內容產業振興委員會」提出執行計畫。因

此，「內容產業振興委員會」是內容產業政策的最高機構，負責總管內容產業

政策，並審議「文化體育觀光部」所提交的政策執行計畫。 

然而，「文化體育觀光部」樹立政策、修改或制定相關法案時，主要參考

「韓國內容振興院」的建議。「韓國內容振興院」，基於「韓國音樂著作權協

會」、「韓國音樂實演者聯合會」、「韓國音源製作者協會」所提供的資料，調

查音樂產業的現況、市場趨勢、消費者動向。「韓國內容振興院」也單獨進行

音樂產業市場的各種調查與研究，分析韓國音樂產業的需求與未來發展方向。

「韓國內容振興院」綜合研究成果與「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韓國音樂實

演者聯合會」、「韓國音源製作者協會」提供的政策建議，對「文化體育觀光

部」提出政策的方向與實質內容。同時，也對相關法案的制定與修改方向提

出實質的建議。因此，「韓國內容振興院」在音樂政策的制定上扮演關鍵性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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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韓國音樂產業政策執行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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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樂政策的執行方面，「韓國內容振興院」也扮演關鍵性角色。「文化

體育觀光部」樹立的政策，必須透過「韓國內容振興院」執行。「韓國內容振

興院」在執行政策內容時，也與「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韓國音樂實演者

聯合會」、「韓國音源製作者協會」採取合作模式。 

「韓國內容振興院」透過「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執行實際保護著作權

者的措施，並將徵收著作權費用的權力授權於「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規定

作曲家、作詞家、編曲家等著作權者，必須加入「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才

能保護自身權益。根據上述強制性的會員制度，「韓國內容振興院」透過「韓

國音樂著作權協會」一方面可有效支援著作權者，另方面可以有效管制著作

權者。 

「韓國內容振興院」與「韓國音樂實演者聯合會」也建立類似的合作關

係。演藝者、演奏者等實演者的權益保護也必須透過「韓國音樂實演者聯合

會」執行。「韓國音樂實演者聯合會」負責分配實演者的數位音樂費用；實演

者的賠償訴訟也必須經過「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行使。因此也形成強制性

的會員制度。 

「韓國內容振興院」許可「韓國音源製作者協會」實際執行音源的代理、

仲介外，也透過「韓國音源製作者協會」執行音樂產業的標準化計畫。唱片

公司徵收數位音樂費用與行使賠償訴訟也必須透過「韓國音源製作者協會」。

「韓國內容振興院」藉由與各業界團體建立的合作關係:一方面，分配補助給

「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韓國音樂實演者聯合會」、「韓國音源製作者協會」，

但另方面透過這些協會，管制、統合音樂產業的業者。 

由於韓國近年致力推動著作權法的整頓與樹立著作權保護體系。因此，

成立「著作權委員會」專責調解著作權相關爭議。「著作權委員會」的主要任

務是解決法規並未明定的爭議與紛爭。 

「韓國內容振興院」也對美國、日本、澳洲、印度、泰國等國外音樂市

場業進行調查，提供韓國國內的業者做為參考。對有意願跨足出口音樂產業

的業者而言，國外市場調查有助於瞭解當地的市場狀況、擬定出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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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政府雖然採取指導式政策與補助，但在產業發展上扮演的角色仍然

有限，主要目標為音樂產業建構健全的體制，擴大國內市場、希望能在市場

競爭下，發展出具有競爭力音樂商品。 

參考圖 5-1-1，可簡單了解韓國政府與流行產業界之間的關係。「韓國音

樂著作權協會」、「韓國音樂實演者聯合會」、「韓國音源製作者協會」扮演政

府與產業界媒介角色。 

 

二、日本：建立政策網絡與溝通平臺、凝聚官民共識 

 

相較於臺灣與韓國，日本政府更早意識到文化價值的重要性，以及內容

產業的發展潛力。然而，長期以來，日本官方並未建立一套事權統一的創意

產業政策體系。主因在於文化內容產業政策的特殊性。由於文化內容產業同

時具有「文化」及「產業經濟」的雙重性，政府如何定位「文化產業」的特

性，偏重「文化價值」或「經濟效應」都會進一步塑造行政機關的政策偏好

與過程。 

1990 年代，日本政府主要關注提昇「內容產業的文化價值」，認為大眾

文化有助於提昇人民生活素質，因此，將電影、音樂、動畫等都劃規文化政

策範圍，而非視為戰略產業。日本政府在文化與教育行政領域，儘量不採取

直接指導的政策作為，而將施政重點置於建設基礎制度環境。在政策規劃上，

以建立政策網絡與溝通平臺，凝聚政府由民間共識為主要策略。政府的施政

重點也在於透過公權力，保障內容價值。 

當時日本內容產業的市場不斷擴大，企業也發展出成熟的經營模式，並

未期待政府的政策支援。另方面，相較於臺灣及韓國，日本流行音樂產業者

擁有較強的業界聯合團體，例如大型音樂出版社，都加入日本音樂著作權協

會，共同負責主管音樂著作權、普及著作權思想。唱片公司加入日本唱片協

會，藝能事務所則是日本音樂事業者協會會員。不同的業界團體又依據特定

的目標，共同聚資，甚至跨越業別與其他「內容產業界」組成事業團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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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唱片協會、音樂著作權協會，就共同成立財團法人音樂文化振興財團，音

樂、映像、遊戲等業界則合組日本映像產業振興機構。上述業界團體不但對

政府的政策制定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並且常得到政府授權，負責維護市場秩

序，保障產權利益。 

對日本政府而言，政府制定「產業政策」的目標，應是在保護、扶持原

本弱小但具潛力的產業。日本文化產業發展蓬勃，並不需政府刻意透過保護、

補貼的方式，刻意扶持，政府的工作應在於保障公平競爭，維護產權。2004

年，日本政府也制定了「著作權仲介業務法」，目標在保障文化市場的仲介業

務，鼓勵設立著作權管理團體，以期有效保護、提昇著作權的價值及經濟效

益，更強化了業界組織及版權管理團體的管理能力。 

2002年，日本政府在產官學界的建議下，不但持續強化保障智慧財產權，

並且開始將發展「內容產業」列為正式施政項目。政府除了通過「知的財產

基本法」、「文化振興基本法」等法律，並且調整了政府的組織及權責架構。

首先，在內閣層級建立「知的財產戰略本部」，並且定期頒佈「知的財產推進

計畫」作為制定相關政策時的指導方針，另方面，配合日本政府在 2001 年推

動的「組織改造」，在主管經濟及產業政策的「經濟產業省」內部，設置「商

務情報政策局」，負責制定「內容產業」政策，2003 年，「知的財產戰略本部」

擬定第一次計畫，提出應制定「文化產業商務政策」的構想。 

日本政府將「內容產業」視為帶動經濟成長的重點，主因並不在於扶持

幼稚產業，而在於日本內容產業規模以相當龐大，並且擁有領先各國的產業

技術，以及較成熟的商業模式。然而，日本政府雖然已逐漸調整步伐，逐步

建立一個事權較為專一的內容產業政策體系，但相較於韓國，日本政府內部

缺乏一個類似「韓國內容振興院」既擁有統一事權，又具備多重業務功能的

強有力機構。日本政府直接投入內容產業的政策能量也遠遜於韓國，雙方在

施政重點上也有所不同。 

日本政府僅設有主管「整體」「內容產業」的主管機構，而未針對如「韓

國內容振興院」一般針對電影、流行音樂、遊戲等特定產業項目設立專責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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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因此，在日本政府內部，僅制定「內容產業政策」但缺少「流行音樂產

業政策」。政府政策也多半是大方向，而未制定具體項目，在行政上則多採取

委託業界團體的進行方式。 

就行政權責劃分而言，日本「內容產業」政策的主管機關應為「文部科

學省文化廳」與「經濟產業省」，其中商務情報局的地位最為重要。大體而言，

文化廳針對「內容產業」的施政重點放在保障智慧財產權上。在音樂相關方

面，則較著重活化音樂相關活動。主要透過廳內設置的各個審議會，負責與

文化團體及產業界的溝通協調， 

商務政策情報局的職責範圍極廣，而非專責在「內容產業」，主管單位實

際上是此局轄下的「文化情報關連產業課」。無論就人力、預算而言，「文化

情報關連產業課」都難以與韓國相近的權責機構抗衡，更無法與「韓國內容

振興院」擁有的研究及政策規劃能力相提並論。政府更依賴官民共組的研究

會，或是透過業界團體收集各種產業及市場訊息，並依循官民協調機制，塑

造政策。 

另方面，日本政府投資大量預算在保障智慧財產權及產業的專利權益。

經產省轄下的特許廳主管專利業務，除一般預算外，近年來又配合「知的財

產戰略」計畫配置大樣的特別預算，雖然，日本政府調整了內容產業的政策

體系，但仍維持一貫的政策邏輯，而將政策能量置於保障內容產品的價值與

產業權益，並且透過官民協調機制，共同維護產業發展及市場秩序。 

 

三、韓國與日本重點政策比較：著作權與智慧財產權 

 

觀察韓國著作權體系的建構過程時，2006 年是關鍵性的一年，主因在於

「韓美 FTA」。2006 年 2 月，韓國與美國宣言，雙方開始正式協商 FTA。1957

年制定「著作權法」後，1957 年至 2012 年間，韓國政府共修法 20 次，其中

1957 年至 2004 年間僅修改 12 次，2006 年至 2012 年間，便進行 8 次修法，

因此，2006 年後，韓國的著作權法制度出現劇烈變化。2006 年 12 月 28 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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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修法，更完全改變了韓國著作權法的性質。198 

在 2006 年的修法中規定，若權利者要求時，網路服務提供者必須採取技

術性措施阻止著作物的非法傳送，並規定著作權管理團體決定手續費與使用

費的比率時，必須經過「文化體育觀光部」許可。再者，新法也賦予文化體

育觀光部長與市長、道知事、郡守、區廳長收回非法複製物與廢棄，以及命

令刪除非法複製物的權利；對於以營利為目的的習慣性著作權侵害，也不再

屬「告訴乃論罪」，政府在無人提出告訴的狀況下也可採取刑事處分。199此外，

在 2009 年 4 月 22 日的修正中，則引進了所謂「三振出局」制度。大體而言，

韓國著作權制度中的主要規範在 2006 年修改時已初步完成，2009 年完成現

有的著作權法體系。 

2008 年，「文化體育觀光部」與警察合作，開始大力展開全國性的著作

權取締活動，「文化體育觀光部」成立以該單位公務員所組成，具有司法警察

權的「著作權警察」取締小組，主導活動過程。前述取締活動集中於 2008

年至 2009 年，根據韓國大檢察廳統計，2005 年違反著作權法告訴案件共有

14,838 件、2006 年 18,227 件、2007 年 25,027 件、2008 年 90,979 件、2009

年 88,146 件、2010 年 27,572 件、2011 年 35,532 件。2002008 年的違反著作權

法告訴案件為 2007 年的 3.6 倍。但是，案件數的增加並不表示違反著作權法

行為急速增加，而是說明取締或動集中於此時期。 

雖然，韓國國內內容產業亦有提出要求強化取締違反著作權法的要求，

但政府採取行動最主要原因在於避免被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Office of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評價為「貿易不公正國家」。2007 年 4 月

2 日，韓國與美國正式簽訂「韓美 FTA」，2008 年，韓國政府即開始大力取締

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2009 年，美國首次將韓國排除於著作權鑑識國的名單

                                                 
198 Kang, Seong-Kuk，〈逆比例的矛盾：著作權與創作者的代價、音源使用費的斷想〉，《文

化科學》，第 72 號，（首爾：2012.12），頁 199-200。 
199 Kang, Seong-Kuk，〈逆比例的矛盾：著作權與創作者的代價、音源使用費的斷想〉，頁 2

00。 
200 Kang, Seong-Kuk，〈逆比例的矛盾：著作權與創作者的代價、音源使用費的斷想〉，頁 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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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201 

韓國政府從 2008 年展開「強制性」的著作權取締行動後，產生規訓網路

使用者快速適應「新」著作權體制的效果。根據統計，2008 年音樂非法複製

的規模約 26 億 5,592 萬曲，至 2009 年下降為 17 億 6,726 萬曲，2010 年更減

少為 11 億 2,003 萬曲，2011 年為 12 億 9,156 萬曲，2011 年雖比前年有小幅

度的增加，但是與 2008 年相較，減少了一半。202 

韓國建構著作權體系的時間相當晚，主要是受到「韓美 FTA」的影響，

在美國的壓力下，韓國必須強化著作權體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韓國著作

權運作方式益受到日本經驗影響。透過「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韓國音樂

實演者聯合」、「韓國音源製作協會」等著作權信託管理團體管理著作權的方

式，主要是學習日本的管理模式。 

韓國著作權體系的建構雖受「韓美 FTA」的刺激，但是近年來韓國政府

政府也希望建立韓國國內音樂市場的健全流通秩序與體制。韓國政府認為，

「著作權法」是建立健全流通體制的關鍵部分。因此，韓國政府也大力推動

著作權價值的宣傳。 

韓國政府對國內音樂產業市場的最主要政策是，致力擴大韓國國內的內

需市場。國內內需市場擴大、具有多元化競爭力，才有能力開拓海外市場、

出口更具有競爭力音樂商品。韓國政府認為上述「著作權」制度的改善，有

助於復興韓國音樂產業，尤其促進韓國國內音樂的成功。韓國音樂市場由於

非法侵害行為的取締，已朝向健全方向發展，韓國國內音樂相關投資出現大

幅度的成長。韓國政府認為，政府整頓知識財產權的法治制度，雖並未完全

根絕非法流通，但是對音樂投資帶來信心，帶動了音樂相關投資的增加。203 

相較於韓國，日本是保護著作權與智慧財產權的先進國家，也是包括韓

國在內許多國家的仿效對象，從 1940 年代開始，日本政府便開始建立一系列

                                                 
201 Kang, Seong-Kuk，〈逆比例的矛盾：著作權與創作者的代價、音源使用費的斷想〉，頁 2

02。 
202 Kang, Seong-Kuk，〈逆比例的矛盾：著作權與創作者的代價、音源使用費的斷想〉，頁 2

03。 
203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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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朝以下方面建立著作權的保護制度。204 

 

(一)  著作權的集中管理 

隨著創意交易活動增加，以及創意的製作、流通、因此規範各類型著作

權與著作鄰接權的許可交易愈發重要。日本政府為促成建立得以順利交易創

意內容的市場規範，因此開始建立單一窗口的著作權集中管理制度。此種集

中管理著作權對於權利擁有者，以及使用者而言都更為便利，可以降低交易

成本，有利於著作權利的順利流通。對於權利者而言，不但可省去與個別利

用者分別簽訂使用契約的麻煩，也可透過仲介管理機構，以組織力量發現侵

權行為。205 

 

(二)  建立著作權管理制度 

    根據上述著作權集中管理的理念，日本政府在 1939 年就開始實施著作權

仲介業務法，對於小說、劇本、樂曲、歌詞等四類著作權的仲介進行管理，

由文化廳許可授權日本文藝著作權，日本腳本家聯盟、日本劇作家、日本音

樂著作權協會負責著作權的集中管理業務。而後，日本政府也逐步實施資格

限制，實施「著作權管理業務法」，僅要滿足一定條件，仲介業者即可申請成

立「著作權管理企業」，經營相關業務活動。206 

 

(三)  制定仲裁制度 

    日本政府認為在實施著作權集中管理制度的同時，必須避免形成壟斷，

因此除陸續開放「著作權管理企業」加入競爭，並且授權文化廳可就「著作

權管理企業」的管理及仲介契約等項目進行協議及仲裁，避免擁有管理權的

企業對權利者及利用者形成剝削。207 

                                                 
204 著作権情報センター（CRIC) 概要，網址：http://www.cric.or.jp/db/index.html(瀏覽日期：

2012.12.20)。 
205 姜毅然等編，《以市場為導向的日本文化創意產業》，頁 117-118。 
206 姜毅然等編，《以市場為導向的日本文化創意產業》，頁 119-120。 
207 姜毅然等編，《以市場為導向的日本文化創意產業》，頁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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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普及著作權觀念 

    日本政府認為，若要保障著作權，又同時避免形成權利壟斷的最佳策略，

就在普及著作權觀念以及有效協調，仲裁糾紛。因此在 1959 年便協調日本音

樂著作權協會、日本放送協會、日本民間放送聯盟，以及日本唱片協會等四

大團體共同出資組成「著作權資料研究所」，日後改組為著作權情報中心

(Copyright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er，CRIC)。CRIC 的主要業務除在宣

傳著作權觀念，提供著作權利者進行協調、仲介，並且致力於研究、調查著

作權的運用現況，以及著作權的改良、發展。208 

 

(五)  著作權觀念的擴大及發展 

    日本政府與 CRIC 為因應數位時代的變化，目前將著作權保障的範圍更

為擴大，並且將保障重點放在發展著作鄰接權，以及意匠權，而這兩項權利

都與流行音樂未來的發展有著密切關係。由於流行音樂界的收益逐漸轉向現

場表現，但以往對於實演者的保障並不確實，而一般著作權人也無法在實演

行動上取得收益。著作鄰接權的保障主要就在保障與實演活動相關的表演者、

詞曲創作者等都同時分享利益。209 

    另方面，包括流行音樂在內的許多創意內容都日益「品牌化」，但這些具

有特殊風格的表演造型、表演方式等以往都常遭受模仿。因此日本政府也開

始推動「意匠權」的觀念，開始允許特殊的藝術形式，表演風格等都能在經

過專業審查後，進一步得到專利註冊，獲取專利權益。210 

    近來，在政府協助下，日本著作權與智慧財產權保障方面出現新的發展，

根據日本政府擬定的「知的財產發展戰略」，新一階段著作權與智慧權的發展

                                                                                                                                      
 
208 著作権情報センター（CRIC) 事業內容，網址：http://www.cric.or.jp/about/domain.html(瀏

覽日期：2012.12.20)。  
209 著作権情報センター（CRIC) 事業內容，網址：http://www.cric.or.jp/about/domain.html(瀏

覽日期：2012.12.20)。 
210 特許庁意匠課 意匠保護制度的創設，網址：http://www.jpo.go.jp/cgi/link.cgi?url=/seido/s_

ishou/isyou_seido_ayumi.htm(瀏覽日期：201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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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不限於保障創作者的權益，更在於帶動進一步的創新以及提升創意的

內在價值。 

    2009 年 7 月，由產業革新機構出資 1 億日元，成立名為智慧財產戰略株

式會社(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Network，IPSN)的新型態創業投資基金。

智慧財產戰略株式會社成立最初目標，設定在協助必須大量投入資本的創新

技術項目募集足夠資金，但本身逐漸發展成兼具多種投資及顧問功能的新形

態創智產業會社。211 

    IPSN 的成員除一般商業技術專才外，還包括具有專利知識的法務人員及

日本專利師公會成員，主要發展以下事業內容: 

 

1. 智慧財產的支援內容 

(1) 支援企業、大學等機構，擬定智慧財產發展策略。 

(2) 授受評介智慧財產價值的諮詢業務。 

(3) 提供資金、技術、人員、協助大學或各種創新者進行授權，以將創意

「商品化」。 

(4) 媒合產業界與大學或各種創作者、團體進行合作。212 

 

2. 創投企業部份 

(1) 支援創新企業發展海外戰略。 

                                                 
211 知的財産戦略ネットワーク株式会社 關於 IPSN，網址：http://wrs.search.yahoo.co.jp/FO

R=UpSeRvFV3iiylCcnheaSfIuyoxWL2BJp77ReuFnhqVYPKGiIOysM7f2Kufsj5pbulACV6zX

m8qw6PcBJRTzjTlylwW2Zsp2AHjkjTdGUf6kB3CDXrXKDor0FoAlqvfuJ.z7rVQInJh_X1gOz

uidgRGc7xaNSfu5AJHvWBk1cFWrkaC6oRBtW1Hllxu6uQ18ybxI-/_ylt=A3xTpm2kwHBRuS

ABiIODTwx.;_ylu=X3oDMTEyNWw1dTNhBHBvcwMyBHNlYwNzcgRzbGsDdGl0bGUEdn

RpZANqcDAwMDE-/SIG=11ajalfbs/EXP=1366444644/**http%3A//www.ipsn.co.jp/index.html

(瀏覽日期：2012.12.20)。 
212 知的財産戦略ネットワーク株式会社 事業內容 知財サポートサービス，網址：http://wr

s.search.yahoo.co.jp/FOR=UpSeRvFV3iiylCcnheaSfIuyoxWL2BJp77ReuFnhqVYPKGiIOysM7

f2Kufsj5pbulACV6zXm8qw6PcBJRTzjTlylwW2Zsp2AHjkjTdGUf6kB3CDXrXKDor0FoAlqvf

uJ.z7rVQInJh_X1gOzuidgRGc7xaNSfu5AJHvWBk1cFWrkaC6oRBtW1Hllxu6uQ18ybxI-/_ylt

=A3xTpm2kwHBRuSABiIODTwx.;_ylu=X3oDMTEyNWw1dTNhBHBvcwMyBHNlYwNzcg

RzbGsDdGl0bGUEdnRpZANqcDAwMDE-/SIG=11ajalfbs/EXP=1366444644/**http%3A//ww

w.ipsn.co.jp/index.html(瀏覽日期：201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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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資金、支援、協助創新者成立企業、自行創業。 

(3) 提供新創企業智慧財產諮詢顧問。213 

 

3. 創新投資 

(1) 對於各種產業創新進行投資分析。 

(2) 協助投資者評估投資對象、建立投資目標、媒合資本與創新技術。 

(3) 中長期目標是針對生命科學、文化創意等具有高度智慧財產價值的投

資項目，募集專門的投資基金項目，由 IPSN 負責風險管理，進行廣泛、

多角化的投資。214 

 

4. 智慧財產的人才育成 

(1) 舉辦各種高階專家的研究會。 

(2) 協助企業、大學或各團體進行人才訓練。 

(3) 接受各會員企業、大學起業人才，並給予智慧財產及創業、創新訓練，

建立產官學界的合作平臺。215 

                                                 
213 知的財産戦略ネットワーク株式会社 事業內容 知財インキュベーションサービス，網

址： http://wrs.search.yahoo.co.jp/FOR=UpSeRvFV3iiylCcnheaSfIuyoxWL2BJp77ReuFnhqVY

PKGiIOysM7f2Kufsj5pbulACV6zXm8qw6PcBJRTzjTlylwW2Zsp2AHjkjTdGUf6kB3CDXrX

KDor0FoAlqvfuJ.z7rVQInJh_X1gOzuidgRGc7xaNSfu5AJHvWBk1cFWrkaC6oRBtW1Hllxu6u

Q18ybxI-/_ylt=A3xTpm2kwHBRuSABiIODTwx.;_ylu=X3oDMTEyNWw1dTNhBHBvcwMyB

HNlYwNzcgRzbGsDdGl0bGUEdnRpZANqcDAwMDE-/SIG=11ajalfbs/EXP=1366444644/**ht

tp%3A//www.ipsn.co.jp/index.html(瀏覽日期：2012.12.20)。 
214 知的財産戦略ネットワーク株式会社 事業內容 ＬＳＩＰファンド運営受託，網址： ht

tp://wrs.search.yahoo.co.jp/FOR=UpSeRvFV3iiylCcnheaSfIuyoxWL2BJp77ReuFnhqVYPKGiI

OysM7f2Kufsj5pbulACV6zXm8qw6PcBJRTzjTlylwW2Zsp2AHjkjTdGUf6kB3CDXrXKDor0

FoAlqvfuJ.z7rVQInJh_X1gOzuidgRGc7xaNSfu5AJHvWBk1cFWrkaC6oRBtW1Hllxu6uQ18yb

xI-/_ylt=A3xTpm2kwHBRuSABiIODTwx.;_ylu=X3oDMTEyNWw1dTNhBHBvcwMyBHNlY

wNzcgRzbGsDdGl0bGUEdnRpZANqcDAwMDE-/SIG=11ajalfbs/EXP=1366444644/**http%3

A//www.ipsn.co.jp/index.html(瀏覽日期：2012.12.20)。 
215 知的財産戦略ネットワーク株式会社 事業內容 人材育成と確保，網址：http://wrs.searc

h.yahoo.co.jp/FOR=UpSeRvFV3iiylCcnheaSfIuyoxWL2BJp77ReuFnhqVYPKGiIOysM7f2Kuf

sj5pbulACV6zXm8qw6PcBJRTzjTlylwW2Zsp2AHjkjTdGUf6kB3CDXrXKDor0FoAlqvfuJ.z7r

VQInJh_X1gOzuidgRGc7xaNSfu5AJHvWBk1cFWrkaC6oRBtW1Hllxu6uQ18ybxI-/_ylt=A3xT

pm2kwHBRuSABiIODTwx.;_ylu=X3oDMTEyNWw1dTNhBHBvcwMyBHNlYwNzcgRzbGsD

dGl0bGUEdnRpZANqcDAwMDE-/SIG=11ajalfbs/EXP=1366444644/**http%3A//www.ipsn.co.

jp/index.html(瀏覽日期：201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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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立跨國的智慧財產發展網路及海外據點，協助日本創新及智財企業朝海

外發展。216 

 

    實際上，由產業革新機構全額出資的 IPSN，已與其他同為產業革新機構

投資的企業形成一個新形態創新企業網路，也顯示日本政府希望透過企業及

市場發展智慧財產價值的新產業戰略。217 

 

四、政府與民間企業的合作機制：組合基金與產業革新機構 

 

（一）韓國的「組合基金」 

1. 「組合基金」的結構與運作方式 

韓國政府與民間企業合作的代表性機制是「組合基金（Fund of  Funds）」，

一般稱之為「基金中的基金」，在韓國稱之為「母體基金（모태펀드）」。一般

而言，「組合基金」並不直接投資於某個企業，而是一種以投資個別基金（投

資基金）、減少投資風險，追求投資利潤的基金。簡言之，「組合基金」是指，

出資者將資金組合為一個基金（母基金），再將母基金投資予「基金運用公司」

所決定的投資基金（子基金）的投資方式。218 

                                                 
216 知的財産戦略ネットワーク株式会社 事業內容 アジアネットワークの構築，網址：htt

p://wrs.search.yahoo.co.jp/FOR=UpSeRvFV3iiylCcnheaSfIuyoxWL2BJp77ReuFnhqVYPKGiI

OysM7f2Kufsj5pbulACV6zXm8qw6PcBJRTzjTlylwW2Zsp2AHjkjTdGUf6kB3CDXrXKDor0

FoAlqvfuJ.z7rVQInJh_X1gOzuidgRGc7xaNSfu5AJHvWBk1cFWrkaC6oRBtW1Hllxu6uQ18yb

xI-/_ylt=A3xTpm2kwHBRuSABiIODTwx.;_ylu=X3oDMTEyNWw1dTNhBHBvcwMyBHNlY

wNzcgRzbGsDdGl0bGUEdnRpZANqcDAwMDE-/SIG=11ajalfbs/EXP=1366444644/**http%3

A//www.ipsn.co.jp/index.html(瀏覽日期：2012.12.20)。 
217 知的財産戦略ネットワーク株式会社 事業方針，網址： http://wrs.search.yahoo.co.jp/FO

R=UpSeRvFV3iiylCcnheaSfIuyoxWL2BJp77ReuFnhqVYPKGiIOysM7f2Kufsj5pbulACV6zX

m8qw6PcBJRTzjTlylwW2Zsp2AHjkjTdGUf6kB3CDXrXKDor0FoAlqvfuJ.z7rVQInJh_X1gOz

uidgRGc7xaNSfu5AJHvWBk1cFWrkaC6oRBtW1Hllxu6uQ18ybxI-/_ylt=A3xTpm2kwHBRuS

ABiIODTwx.;_ylu=X3oDMTEyNWw1dTNhBHBvcwMyBHNlYwNzcgRzbGsDdGl0bGUEdn

RpZANqcDAwMDE-/SIG=11ajalfbs/EXP=1366444644/**http%3A//www.ipsn.co.jp/index.html

(瀏覽日期：2012.12.20)。 

218 Park, Jeong-Seo、Yoon, Byung-Seop，〈韓國母體基金的應用現況與投資成果分析〉，《中

小企業研究》，第 34 卷 2 號，（首爾：2012），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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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11 月，根據「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第 39 條的規定，韓國政府

設立「文化產業振興基金」。219但是，「文化產業振興基金」被批評為是以供

應為主的投資政策，因為政府的投資金額與市場需求無關，僅是每年按預算

分配決定投資金額。因此，2004 年 9 月，「文化產業振興基金評審團」提出

勸告，認為應廢止該基金。當時韓國政府亦開始積極討論，希望提出培育中

小企業與風險（venture）企業的方案。2004 年 7 月 7 日，韓國政府擬定「強

化中小企業競爭力綜合對策」、2004 年 12 月 24 日又擬定「活化風險（venture）

企業對策」，並決定組成 1 兆韓元規模的「中小企業投資專用組合基金」，擴

大創投組合與中小企業投資。 

同年 12 月 31 日，韓國政府修改「有關風險（venture）企業培育特別措

施法」，作為運用「組合基金」的根據。2005 年 6 月，政府決定廢止「文化

產業振興基金」，並將前述基金的餘額合併於「中小企業廳」的「組合基金」。

同年 7 月 15 日，正式成立「組合基金」，並設立新的投資管理專門機構「韓

國 風 險 投 資 股 份 公 司 （ Korea Venture Investment Corp ）」

（http://www.k-vic.co.kr/，以下簡稱「韓國風險投資公司」），管理、運作「組

合基金」。220 

韓國政府成立的「組合基金」運用方式如圖 5-1-2。 

 

 

 

 

 

                                                 
219 〈文化部，今年共組成 1,893 億元的新內容基金〉，頁 6，參考「文化體育觀光部網站」，

報導資料 2013 年 3 月 14 日，網址：http://www.mcst.go.kr/web/notifyCourt/press/mctPressVi

ew.jsp?pSeq=12609（瀏覽日期：2013.3.31）。 
220 〈中小、風險企業期待的成長階梯！母體基金出資計畫〉，頁 5。參考「中小企業廳」網

站，報導資料 2013 年 3 月 14 日，網址：http://www.smba.go.kr/board/boardView.do?board_i

d=SMBA_NEWS_32&seq=40545&mc=usr0001031&re_level=0&re_step=364999（瀏覽日期：

2013.3.31）；〈文化部，今年共組成 1,893 億元的新內容基金〉，頁 6。參考「文化體育觀光

部網站」，報導資料 2013 年 3 月 14 日，網址：http://www.mcst.go.kr/web/notifyCourt/press/

mctPressView.jsp?pSeq=12609。（瀏覽日期：201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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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組合基金」運用體系圖 

 
資料來源：「韓國風險投資」網站，網址：http://www.k-vic.co.kr/contents.do?contentsNo=83&

menuNo=359（瀏覽日期：2013.3.31）。 

 

「組合基金」的出資者共有 5 個機構：「中小企業振興工團」、「文化體育

觀光部」、「專利廳」、「電影振興委員會」、「放送通信委員會」、「雇用勞動部」

等。前三個機構是原始成員，「電影振興委員會」與「放送通信委員會」，「雇

用勞動部」等則分別在 2010 年、2011 年加入「組合基金」。政府出資者對「組

合基金」的出資狀況如表 5-1-1，2012 年已累積 1 兆 4,791 億韓元。「組合基

金」投資領域可分為中小企業振興帳戶、文化帳戶、專利帳戶、放送通信帳

戶、電影帳戶等 5 種。2212006 年 4 月規定「文化產業振興基金」的餘額，必

須投資於文化帳戶。222 

 

 

 

 

                                                 
221「韓國風險投資公司」網站，網址： http://www.k-vic.co.kr/contents.do?contentsNo=83&me

nuNo=359（瀏覽日期：2013.3.31）。 
222 〈中小、風險企業期待的成長階梯！母體基金出資計畫〉，頁 5。參考「中小企業廳」網

站，報導資料 2013 年 3 月 14 日，網址：http://www.smba.go.kr/board/boardView.do?board_i

d=SMBA_NEWS_32&seq=40545&mc=usr0001031&re_level=0&re_step=364999（瀏覽日期：

201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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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1 組合基金財源組成現況    （單位：億韓元） 

區分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合計 

中小企業
振興基金 

1,701 1,100 900 800 2,850 1,000 320 700 9,371 

文化產業
振興基金 

- 500 1,000 - 1,200 - 120 - 2,820 

專利特別
會計 

- 550 550 - 330 - - - 1,430 

電影振興
基金 

- - - - - 110 460 450 1,020 

放送通信
基金 

- - - - - 100 - - 100 

雇用勞動 - - - - - - 25 25 50 

合計 1,701 2,150 2,450 800 4,380 1,210 925 1,175 
14,791 

累計 1,701 3,851 6,301 7,101 10,481 12,691 13,616 14,791 

資料來源：〈中小、風險企業期待的成長階梯！母體基金出資計畫〉，頁 6。參考「中小企業
廳」網站，報導資料 2013 年 3 月 14 日，網址：http://www.smba.go.kr/board/boar

dView.do?board_id=SMBA_NEWS_32&seq=40545&mc=usr0001031&re_level=0&r

e_step=364999（瀏覽日期：2013.3.31）。 

 

如前所述，「組合基金」的運用與管理由「韓國風險投資公司」擔任，但

必須按照「組合基金運用協議會」的運用方針進行運用與管理。223換言之，「組

合基金」進行投資之前，首先必須經過「組合基金運用協議會」協議、調整

投資規模、對象、領域等，再由「韓國風險投資公司」公告「組合基金」運

用計畫，接受民間企業的計畫書，並進行審查後，方選定「運用公司」。被選

定的「運用公司」按計畫書籌募民間投資者與投資額，形成政府的「組合基

金」與民間資金組合的「投資組合（子基金）」，再由「運用公司」投資於中

小企業或風險企業。「中小企業廳」負責監督「韓國風險投資公司」。（參考圖

5-1-2） 

「組合基金」的出資方式可分為「定時出資」與「隨時出資」，由「韓國

風險投資公司」公布實施。「定時出資」一年實施 1 至 3 次，一律共同接收申

                                                 
223 〈中小、風險企業期待的成長階梯！母體基金出資計畫〉，頁 6。參考「中小企業廳」網

站，報導資料 2013 年 3 月 14 日，網址：http://www.smba.go.kr/board/boardView.do?board_i

d=SMBA_NEWS_32&seq=40545&mc=usr0001031&re_level=0&re_step=364999（瀏覽日期：

2013.3.31）；Park, Jeong-Seo、Yoon, Byung-Seop〈韓國母體基金的應用現況與投資成果分

析〉，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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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採取競爭審查方式。「隨時出資」是在每月特定日，根據基金的型態與出

資條件，符合條件者則實施出資。224 

舉例而言，2012 年 11 月 23 日，「韓國風險投資公司」公布〈韓國組合

基金文化內容強小企業領域出資金運用計畫公告〉，提出申請的民間公司共有

7 家。首先「韓國風險投資公司」針對提出申請的民間公司運用機構、負責

運用投資組合的專屬小組、投資組合運用計畫，進行書面審查；再以兩人一

組進行現場考察做評分進行初審，結果選出 4 家。再由 5 人組成的「出資審

議委員會」（半數以上為外部專家組成）進行二審，最終選出一家運用公司

「Daesung 創業投資公司」（參考表 5-1-2）。225 

 

表 5-1-2 韓國組合基金文化內容強小企業領域出資金運用計畫 

選定
年度 

帳戶 公司名稱 
投資組合（子基

金）名稱 
組合性質 

組成組合最
小金額 

組合基金
出資金額 

2012 文化 
Daesung 創業
投資公司 

IBK Daesung 新
星內容投資組合 

文化內容強
小企業 

200 億韓元 108億韓元 

資料來源：「韓國風險投資」網站，網址：http://www.k-vic.co.kr/board.do?boardConf
igNo=74&menuNo=350&action=view&boardNo=1688（瀏覽日期：2013.

3.31）。 

 

在「IBK Daesung 新星內容投資組合」200 億韓元的基金規模中，「組合

基金」的出資金額為 108 億（54%）;「Daesung 創業投資公司」（運用公司）

提出合資者為 IBK 企業銀行，負責出資 72 億（36%），「Daesung 創業投資公

司」本身則出資 20 億，僅占 10%。「IBK Daesung 新星內容投資組合」預計

投資於製作或流通廣播電視、電影、表演與音樂、動漫與角色、電玩、數位

內容等 6 大重點領域的強小企業226，預計協助中小企業與風險企業成長為在

全球市場上具競爭力之企業。227 

                                                 
224 〈文化部，今年組成共 1,893 億元的新內容基金〉，頁 5。參考「文化體育觀光部網站」，

報導資料 2013 年 3 月 14 日，網址：http://www.mcst.go.kr/web/notifyCourt/press/mctPressVi

ew.jsp?pSeq=12609。（瀏覽日期：2013.3.31）。 
225 「韓國風險投資」網站，網址： http://www.k-vic.co.kr/board.do?boardConfigNo=74&men

uNo=350（瀏覽日期：2013.3.31）。 
226 「強小企業」是指，雖然規模小，但具有堅實力的中小企業。 
227 〈Daesung 創投，母體基金、IBK一同組成文化內容投資組合〉，《Money Today》，201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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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政府成立「組合基金」的最大目標，在於脫離原有以分配單一年度

預算範圍的補助方式，以回收財源的再循環方式（Revolving System），建立

穩定投資財源的供應體系，存續期限為 30 年。228韓國政府也希望透過穩定的

財源供應，以間接投資方式促進中小企業與風險企業的成長。由於創業初期

的中小企業與風險企業，特別具有高風險性，導致民間企業難以獨自供應資

金，因此由政府提供穩定的資金，引導民間資金的參與。229 

在「組合基金」的運作結構中，「韓國風險投資公司」扮演關鍵性功能與

角色。政府可以按照培育產業、增加就業機會、培育中小企業與風險企業等

政策目標，提出支援方向，但是實際上較細節的出資規模、出資模式、出資

對象，必須在「組合基金運用協議會」進行協商與調整。「組合基金運用協議

會」由投資管理專門機構（韓國風險投資公司）的負責人及出資機構或團體

所推薦的人士，共 7 人組成。230「韓國風險投資公司」按照市場需求與運作

機制，提出現實建議與方案，再由「韓國風險投資公司」實際執行此運作方

案。 

因此，在「組合基金」的運作結構中，「韓國風險投資公司」扮演連接政

府與市場（民間）的媒介的角色，並以「投資公司」立場按照市場原理，經

營政府的「組合基金」，將此「組合基金」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 

 

2. 「組合基金」對文化產業的投資 

韓國「組合基金」對文化內容產業的投資金額與比重亦逐年增加，2012

年投資金額為 3,478 以億韓元，占整體「組合基金」投資額的 28.2%（參考

表 5-1-3）。 

                                                                                                                                      
網址：http://www.mt.co.kr/view/mtview.php?type=1&no=2013011710173132687&outlink=1（瀏

覽日期：2013.3.31）。 
228 〈中小、風險企業期待的成長階梯！母體基金出資計畫〉，頁 5。參考「中小企業廳」網

站，報導資料 2013 年 3 月 14 日，網址：http://www.smba.go.kr/board/boardView.do?board_i

d=SMBA_NEWS_32&seq=40545&mc=usr0001031&re_level=0&re_step=364999（瀏覽日期：

2013.3.31）。 
229 Park, Jeong-Seo、Yoon, Byung-Seop〈韓國母體基金的應用現況與投資成果分析〉，頁 33。 
230 Park, Jeong-Seo Yoon, Byung-Seop〈韓國母體基金的應用現況與投資成果分析〉，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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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組合基金對風險投資中的文化產業投資金額（單位：億韓元） 

區分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整體投資金額 8,671 10,910 12,608 12,333 

文化內容產業投資金額 2,106 2,677 3,097 3,478 

文化內容產業所占比重(%) 24.3% 24.5% 24.6% 28.2% 

資料來源：〈文化部，今年組成共 1,893 億元的新內容基金〉，頁 2。參考「文化體育觀光部
網站」，報導資料 2013 年 3 月 14 日，網址：http://www.mcst.go.kr/web/notifyCou

rt/press/mctPressView.jsp?pSeq=12609（瀏覽日期：2013.3.31）。 

 

另外，韓國「組合基金」對創業 3 年內的風險企業投資金額亦逐年增加，

以 2012 年的「文化帳戶」為例，投資業者數共有 109 家，投資金額為 1,766

億韓元。比較 2012 年整體「組合基金」對創業 3 年內的風險企業投資金額為

3,921 億韓元、平均比率 38%，「文化帳戶」的投資比率相當高，占 73.8%（參

考表 5-1-4）。 

 

表 5-1-4 組合基金對創業初期（3 年內）企業投資現況（單位：億韓元） 

年度 
文化帳戶 電影帳戶 帳戶總計與平均 

業者數 金額 比率(%) 業者數 金額 比率(%) 業者數 金額 比率(%) 

2007 17 176 56.5 - - - 93 1,501 32.0 

2008 47 581 60.5 - - - 124 1,816 43.0 

2009 70 808 60.0 - - - 138 2,034 29.0 

2010 81 1,020 58.4 - - - 176 3,077 32.3 

2011 108 1,625 77.3 7 55 33.5 197 3,378 31.7 

2012 109 1,766 73.8 11 134 55.0 283 3,921 38.0 

資料來源：〈文化部，今年組成共 1,893 億元的新內容基金〉，頁 2。參考「文化體育觀光部
網站」，報導資料 2013 年 3 月 14 日，網址：http://www.mcst.go.kr/web/notifyCou

rt/press/mctPressView.jsp?pSeq=12609（瀏覽日期：2013.3.31）。 

 

韓國「組合基金」（中小企業振興帳戶）也針對 K-pop 進行投資，主要投

資方式為收購「SM 經紀公司」、「YG 經紀公司」、「JYP 經紀公司」等大型經

紀公司的上市股票，2013 年 1 月底已回收金額為共 1,341 億韓元，「YG 經紀

公司」的受益率高達 823%（參考表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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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組合基金對 K-pop 投資受益率（2013 年 1 月底）（單位：百萬韓元） 

區分 投資企業名稱 投資型態 投資金額 回收金額 受益率 

1 SM Entertainmemt 股票 12,169  65,389  437.3% 

2 YG Entertainmemt 股票 7,445  68,714  823.0% 

3 JYP Entertainmemt 股票等 2,000  進行回收中 - 

4 Big Hit Entertainmemt 股票等 1,000  進行回收中 - 

5 Big Hit Entertainmemt 股票 3,000  進行回收中 - 

資料來源：〈文化部，今年組成共 1,893 億元的新內容基金〉，頁 3。參考「文化體育觀光部
網站」，報導資料 2013 年 3 月 14 日，網址：http://www.mcst.go.kr/web/notifyCou

rt/press/mctPressView.jsp?pSeq=12609（瀏覽日期：2013.3.31）。 

 

此外，2012 年首次出現由「組合資金」出資而成立的「投資組合」，決

定投資歌唱團體的案例。2012 年 8 月 6 日，「Zion Investment(지온인베스트

먼트)」成立「Zion 內容 3 號投資組合」，出資者包括「組合基金」120 億韓

元、Neowizinternet 40 億韓元、Plantynet 20 億韓元、Showbox 15 億韓元，

運用公司「Zion Investment」5 億韓元。此投資組合規模為 200 億，存立期

限至 2017年 8 月，共 5年，主要投資於音樂與表演。231 

2012 年 9 月，「Zion 內容 3 號投資組合」對新人女性歌唱團體「HELLO

 VENUS (由 Yooara、Alice、Nara、Yoonjo、Lime、Yooyoung 等 6 人組成)」

投資了 18 億，主要是投資於此團體隸屬的經紀公司「Tri-cell Media(트라이

셀미디어 ) 」 所 推動的 「 HELLO  VENUS  P r o j e t 」 。依照投資計畫

「Zion Investment」將在 3 年內支援「HELLO VENUS」活動，所得利潤由

「Zion Investment」與經紀公司按一定的比例共同分配。「Zion Investment」

表示，此投資的主要背景在於「韓流」，雖然女性團體或偶像團體具有風險，

但若成功可發揮相當大的市場能量，因此決定投資「HELLO VENUS」。另

外，「韓國風險投資公司」表示，除「韓流」的影響以外，文化內容產業的

回轉率比其他產業高，也成為文化內容產業投資活化的重要原因。232  

                                                 
231 〈Zion Investment 成立「Zion 內容 3 號投資組合」〉，《MONEY TODAY》，2012.8.8，網

址：http://www.mt.co.kr/view/mtview.php?type=1&no=2012080810219618944&outlink=1（瀏

覽日期：2013.3.31）。(原文：〈지온인베스트, 「지온콘텐츠펀드3호'」결성〉，《머니투데이》) 
232 〈VC 新投資規模，2009 年後 3 年連續突破 1 兆元/文化內容，超過 IT 登上第一，原因為

“韓流、回轉率等” 〉，《韓國金融新聞》，2012.12.20，網址：http://www.fntimes.com/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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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韓流」的影響下，韓國政府規畫較大規模的內容產業投資，

民間投資者亦受「韓流」的刺激，積極對內容產業展開投資，內容產業成為

風險投資市場受矚目的領域。如表 5-1-6 所示，2012 年在風險市場中，投資

者對內容產業的新投資僅次於情報通信（IT），所占比重也僅差 0.3%。233 

 

表 5-1-6  2012 年「組合基金」對風險市場中的新投資行業 

區分 
情報通
信(IT) 

文化內
容 

一般製
造 

生命工
學 

服務/教
育 

流通 
原料再
生/環境
復原 

其他 合計 

業者數 個 208 246 132 59 31 24 3 11 688 

投資金
額 

億韓
元 

3,511 3,478 3,427 1,052 234 317 103 211 12,333 

% 28.5 28.2 27.8 8.5 1.9 2.6 0.8 1.7 100.0 

資料來源：〈中小、風險企業期待的成長階梯！母體基金出資計畫〉，頁 11。參考「中小企
業廳」網站，報導資料 2013 年 3 月 14 日，網址：http://www.smba.go.kr/board/b

oardView.do?board_id=SMBA_NEWS_32&seq=40545&mc=usr0001031&re_level=

0&re_step=364999（瀏覽日期：2013.3.31）。 

 

尤其韓國電影對「組合基金」的依賴率非常高，2012 年的韓國電影的總

製造費為3,532億韓元，其中54.5%的1,926億韓元的資金來源為「組合基金」。

234 

 

3. 「組合基金」的成果 

韓國政府認為上述「組合基金」的運作體系可以配合市場需求，更有效

運用政府資金，並不是單純的補助，更能在投資中得到利潤。2012 年由「投

資組合(子組合)」回收利益為 2,001 億韓元，累積回收利益為 5,240 億韓元（參

考表 5-1-7）。 

                                                                                                                                      
view.aspx?num=121743（瀏覽日期：2013.3.31）。 

233 〈中小、風險企業期待的成長階梯！母體基金出資計畫〉，頁 11，參考「中小企業廳」

網站，報導資料 2013.3.14，網址：http://www.smba.go.kr/board/boardView.do?board_id=SM

BA_NEWS_32&seq=40545&mc=usr0001031&re_level=0&re_step=364999（瀏覽日期：2013.

3.31）。 
234 〈文化部，今年共組成 1,893 億元的新內容基金〉，頁 2。參考「文化體育觀光部網站」，

報導資料 2013 年 3 月 14 日，網址：http://www.mcst.go.kr/web/notifyCourt/press/mctPressVi

ew.jsp?pSeq=12609（瀏覽日期：201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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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7   從投資組合(子組合)的回收現況 (單位 : 億韓元) 

區分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合計 

分配金額 352 479 983 1,425 2,001 5,240 

資料來源：〈中小、風險企業期待的成長階梯！母體基金出資計畫〉，頁 8。參考「中小企業
廳」網站，報導資料 2013.3.14，網址：http://www.smba.go.kr/board/boardView.do?

board_id=SMBA_NEWS_32&seq=40545&mc=usr0001031&re_level=0&re_step=36

4999（瀏覽日期：2013.3.31）。 

 

因此，韓國政府認為，透過「組合基金」的風險投資是最能有效利用政

策資金補助風險企業的方法。235另外，韓國政府認為「組合基金」對成立專

門投資組合，扮演關鍵性角色，因為近 3 年內新設立的專門投資組合中，由

「組合基金」出資的組合占 91%（參考表 5-1-8）。同時，在「組合基金」帶

動下，陸續出現受到市場高度評價的創業投資公司，強化投資者的投資信心。

根據 2012 年的創業評價結果，連續 4 年，擁有高評價（A+與 A 等級）的創

投公司數量持續增加。236 

 

表 5-1-8   創業初期組合組成現況比較  

區分 風險資金整體(A)  組合基金出資(B) 比率(B/A) 

組合數 50 個 47 個 94% 

組合金額 6,546 億韓元 5,946 億韓元 91% 

資料來源：〈中小、風險企業期待的成長階梯！母體基金出資計畫〉，頁 9。參考「中小企業
廳」網站，報導資料 2013.3.14，網址：http://www.smba.go.kr/board/boardView.do?

board_id=SMBA_NEWS_32&seq=40545&mc=usr0001031&re_level=0&re_step=36

4999（瀏覽日期：2013.3.31）。 

 

                                                 
235 〈中小、風險企業期待的成長階梯！母體基金出資計畫〉，頁 9。參考「中小企業廳」網

站，報導資料 2013 年 3 月 14 日，網址：http://www.smba.go.kr/board/boardView.do?board_i

d=SMBA_NEWS_32&seq=40545&mc=usr0001031&re_level=0&re_step=364999（瀏覽日期：

2013.3.31）。 
236 〈風險投資的礎石，提高創投公司力量─公布 2012 年創投公司評價結果〉，頁 1。參考「中

小企業廳」網站，報導資料 2013 年 1 月 31 日，網址：http://www.smba.go.kr/board/boardVi

ew.do?board_id=SMBA_NEWS_32&seq=38955&pageIndex=6&searchCondition=&searchKey

word=&pageUnit=10&mc=usr0001031（瀏覽日期：201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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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政府也認為，「組合基金」對 K-pop 也帶來正面的效應。例如「YG

經紀公司」等大型經紀公司接受「組合基金」的投資，進行企業公開上市（IPO），

再次以投資者身分投資於內容產業，產生投資市場的良性循環結構。2013 年

1 月，「SM 經紀公司」也成立「SM 內容投資（SM Contents Investment）」投

資公司，開始加入風險投資市場。237 

研究者分析，韓國「組合基金」具有以下投資成果:第一，針對「組合基

金」成立的重要政策目標，即對中小、風險企業提供穩定的財源方面進行調

查的結果，發現透過「組合基金」出資，能夠有效籌募到國內外民間資金，

達到 3.5 倍的回收效果。同時，「組合基金」每年平均出資 2,000 億韓元，提

供穩定的投資財源。238 

第二，在風險投資市場方面，「組合基金」出資的「投資組合」比非投資

的組合，規模相對較大，亦產生引進海外資金的效果。由於政府的「組合基

金」出資發揮較高「信賴性」，對「運用公司」產生認證效果，因此可以籌募

較大規模的民間資金，這些「投資組合」規模較大，較易籌募海外資金。239 

 

4. 2013 年「組合基金」投資計畫 

2013 年 3 月 14 日，「文化體育觀光部」發布新聞稿說明本年度「文化帳

戶」與「電影帳戶」的「組合基金」投資計畫。根據計畫，2013 年預計出資

980 億韓元，組成 1,893 億韓元規模的新「內容基金」，投資領域參考表 5-1-9。 

 

 

 

                                                 
237 〈文化部，今年共組成 1,893 億元的新內容基金〉，頁 3。參考「文化體育觀光部網站」，
報導資料 2013 年 3 月 14 日，網址：http://www.mcst.go.kr/web/notifyCourt/press/mctPressVi

ew.jsp?pSeq=12609。（瀏覽日期：2013.3.31）；〈SM 娛樂公司，設立文化內容投資公司〉，《E

DAILY》，2013.1.3。網址：http://starin.edaily.co.kr/news/NewsRead.edy?SCD=EA21&newsid

=01177526602674112&DCD=A10202（瀏覽日期：2013.3.31）。 
238 Park, Jeong-Seo、Yoon, Byung-Seop，〈韓國母體基金的應用現況與投資成果分析〉，頁 4

5。 
239 Park, Jeong-Seo、Yoon, Byung-Seop，〈韓國母體基金的應用現況與投資成果分析〉，頁 3

6-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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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    2013 年「組合基金」內容產業投資領域 

區分 

出資領域 (單位：億韓元) 

合計 
動漫/角
色/漫畫 

財務性出資
者 matching 

製作初期 全球內容 

新設 

(創作音樂劇
或服裝) 

獨立電
影、中低預
算電影 

文化
帳戶 

出資規模 
120 

(60%) 

120 

(60%) 

140 

(70%) 

400 

(40%) 

100 

(67%) 
- 

880 

(50%) 

組成規模 200 200 200 1,000 150 - 1,750 

電影
帳戶 

出資規模 - - - - 
 

100 

(70%) 

100 

(70%) 

組成規模 - - - - 
 

143 143 

資料來源：〈文化部，今年組成共 1,893 億元的新內容基金〉，頁 4。參考「文化體育觀光部
網站」，報導資料 2013.3.14，網址：http://www.mcst.go.kr/web/notifyCourt/press/

mctPressView.jsp?pSeq=12609（瀏覽日期：2013.3.31）。 

註：( %)為組成規模中政府出資規模所占比重。 

 

2013年的政策性培育領域包括，動漫/角色/漫畫、財務性出資者matching、

製作初期、獨立電影與中低預算電影。 

由於韓國製作的動畫與角色成功（寶露露 Pororo等）與數位漫畫的活化，

該產業的重要性逐漸提高，但是由於回收時間較長（動漫與角色）、流通環

境導致收益惡化，導致投資較低迷。因此，政府考慮籌募出資者較困難，允

許大企業也可以投資，並將政府的出資比率設定為 60%（120 億韓元）。政

府規定該基金必須將組成金額之 70%投資於動漫、角色、漫畫相關企業。 

再者，財務性出資者 matching 領域是指政府將引導市場上的銀行與基金

等財務性出資者投資內容產業，而 2013 年新設的領域，採取「隨時出資」方

式，政府出資比重為 60%。 

由於在製作內容的初期階段（簽訂流通契約前）的投資風險性較高，造

成投資者迴避投資。2011 年，政府特別針對新設製作初期領域，希望製作初

期階段所面臨的資金不足現象，以活化民間投資。政府針對製作初期領域的

出資比重為 70%。另方面，由於對獨立電影與中低預算電影的民間投資意願

亦不高，政府為活化多元領域的電影，因此政府出資 70%組成「投資組合」。 

 2013 年也新設創作音樂劇或服裝領域，希望開發新領域內容產業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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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市場。 

但是，金融市場較矚目的是「全球內容」領域。韓國政府為強化內容產

業的全球化製作能量，並推動海外拓展，在 2011 年新設「全球內容」領域。

但由於 2012 年韓國整體風險資金市場下降，投資市場環境惡化，雖然已選定

運用公司，但卻出現無法順利成立「投資組合」的案例，因此，韓國政府在

2013 年再次提出「全球內容」領域的出資計畫。2402013 年，預計設立 1,000

億韓元規模的「全球文化內容基金」，由「組合基金」出資 400 億韓元，剩

餘 600 億必須由運用公司籌資。此外，2013 年計畫也放寬審查規定，申請投

資的基金並不需要一定加入海外投資者，若有海外投資者加入則可加分。「SM

內容投資公司」被認為也將申請「全球內容」領域的運用公司，並與其他投

資者展開競爭。241 

 

（二）日本的「產業革新機構」 

產業革新機構是依據「產業再生法」，由日本政府與民間企業共同投資組

成的特殊公司，本質上是一投資基金。在資金來源方面，日本政府在初期出

資 2600 億日圓，企業資金 140 億，投資的企業包括豐田汽車、住友商事、日

立等日本著名大型企業，分別出資 5 億日圓。242 

在組織架構上，產業革新機構除如一般企業設置股東會以及負責經營任

務的常務董事會，同時聘請專業的經理人出任高階管理職位；較特別的是設

立了一個平行於常務董事會的「產業革新委員會」，由政府與董事事會協調，

聘請外部專門人士擔任委員。現任委員長是前東京大學校長，委員包括產官

學界人士、著名律師、會計師代表以及企管顧問等。243委員會除代表官方及

                                                 
240 〈文化部，今年共組成 1,893 億元的新內容基金〉，頁 3。參考「文化體育觀光部網站」，

報導資料 2013.3.14，網址：http://www.mcst.go.kr/web/notifyCourt/press/mctPressView.jsp?p

Seq=12609，（瀏覽日期：2013.3.31）。 
241 〈再組成 1000 億全球文化內容基金〉，《韓國經濟》，2013.3.19，網址：http://www.ha

nkyung.com/news/app/newsview.php?aid=2013031823681（瀏覽日期：2013.3.31）。 
242 產業革新機構 産業革新機構とは，網址：http://www.incj.co.jp/about/(瀏覽日期：2012.12.

20)。 

243 產業革新機構 産業革新委員会，網址：http://www.incj.co.jp/about/profile02.html(瀏覽日

期：201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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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監督董事會及經營團隊的績效表現，主要是針對經營團隊擬定的各項

投資方案，提出客觀中立的審查意見，做為董事會做為決策參考。244 

在管理與執行部門方面，產業革新機構設置了七個部門，分別負責內部

管理，規劃投資戰略、管理投資項目、分析投資環境、審查投資申請案以及

資金調度等任務，成員都是專業人員。245 

產業革新機構是一個具備多種功能及投資手法的投資基金。最初，日本

政府出資設立此一機構的目標，主要是在提供資金與經營管理技術，協助具

備特定技術能力但在經營上陷入困境的企業「轉型」，定位在協力支援；而後

開始轉型成為創業投資基金，接受企業提出的投資案，而後根據專業分析投

資具有發展潛力的新興產業。目前，產業革新機構更將本身定位為產業發產

先驅，主動創設新興事業，希望帶動相關產業進行投資；因此，產業革新機

構已不是單純的投資基金，旗下不但擁有多個企業的所有權，並且實際進行

經營管理。但根據事業方針，產業革新機構至今仍是透過創投或融資進行各

項投資，而未直接介入資本市場從事投資活動。在投資戰略上，產業革新機

構特別強調投資的收益能力，避免以往造成政府投融資成為變相補助的弊病，

因此成立公司以來已有初步盈餘。246 

    相較於韓國「組合基金」，產業革新機構的組織規模更為龐大，融資資能

力更為雄厚；在投資戰略與投資手法上更加彈性、多樣，但由於事涉商業機

密，因此較不透明，難以被外界一窺全貌。 

    大體而言，日本政府雖是產業革新機構最大的出資者，但並未如韓國政

府對「組合基金」設定具體的投資領域與方向，而是強調尊重企業的專業判

斷；然而，產業革新機構既是政府出資成立的策略企業，在經營上也必須圓

                                                 
244 產業革新機構 産業革新委員会，網址：http://www.incj.co.jp/about/profile02.html(瀏覽日

期：2012.12.20)；〈官民出資のファンド「産業革新機構」発足 成長分野を支援へ〉， 

《産経新聞》，2009 年 7 月 28 日付朝刊、第 14 版。 
245 產業革新機構 執行体制，網址：http://www.incj.co.jp/about/organization.html(瀏覽日期：

2012.12.20)。 
246 產業革新機構 投資戰略，網址：http://www.incj.co.jp/investment/index.html(瀏覽日期：2

012.12.20)；產業革新機構 平成二十  三年事業報告書，網址：http://www.incj.co.jp/PDF/r

eport120702_01.pdf(瀏覽日期：2012.12.20)。 

http://sankei.jp.msn.com/politics/policy/090727/plc0907272045004-n1.htm
http://ja.wikipedia.org/wiki/%E7%94%A3%E7%B5%8C%E6%96%B0%E8%81%9E
http://ja.wikipedia.org/wiki/7%E6%9C%8828%E6%9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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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地協調，配合政府政策。例如當日本政府開始推動內容產業及酷日本計畫

時，產業革新機構也相應的提出投資計畫及項目，具體表現出日本式「官民

協調」的政策模式。 

    產業革新機構的投資手法因事涉產業機密並不透明，但目標是以營利優

先，同時也必須分散投資風險。一般而言，當產業革新機構進行投資評估時，

都會要求申請投資的對象，提出具體的財務計畫與投資目標，分階段投資，

例如一部大規模的製作項目向產業革新機構提出投資邀請時，產業革新機構

除了要求對方提出財務計畫外，同時也會要求對方展現集資能力，招募更多

的投資者，而非依賴產業革新機構做為單一資金來源，此舉除分散風險外，

實際上也在強化對方自力自足的能力，培養投資對象接受市場的考驗；另方

面，產業再生機構在進行投資時，也會將投資項目「再包裝」，轉而銷售給其

他投資者，一方面，強化本身的資金融通能力；另方面，也在於分散投資風

險。247 

    然而，相較於韓國式「組合基金」採取純粹的投資基金戰略，不直接從

事企業經營，產業革新機構在考量政府政策、企業戰略，以及營利目標時，

也會獨自出資建立企業、實際上進行企業經營，例如前述的 All Nippon 

Entertainment Work(ANEW)，以及 IPSN 就是明顯的實例。ANEW 是將目標

設定在推動日本內容產業朝海外發展的新型態企業，舉例而言，當一個或多

個日本流行音樂公司有意向海外發展，但卻希望避免風險時，可選擇與

ANEW 定立契約，由 ANEW 負責海外產品的宣傳、銷售，建立據點等。

248ANEW 的經營層都是由非日本籍而深具海外市場經驗的外國籍人士出任，

目標在協助日本內容產業「國際化」；249另方面，ANEW 與 IPSN 的合作則可

形成另一種新形態的創新、創業網絡，在日本同樣有許多具有創意的技術者

                                                 
247 產業革新機構 投資手法，網址：http://www.incj.co.jp/investment/technique.html(瀏覽日期：

2012.12.20)。 
248 本邦コンテンツの海外展開を行う㈱All Nippon Entertainment Works を設立，網址：ht

tp://www.incj.co.jp/PDF/1332382685.01.pdf(瀏覽日期：2012.12.20)。 
249 株式会社 All Nippon Entertainment Works の設立および 新 CEO、新 COO 就任のお知

らせ，網址：http://www.incj.co.jp/PDF/1330473996.02.pdf(瀏覽日期：201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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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將創意、技術「商品化」的能力，因此僅能侷限於一隅未能朝向更大

的市場發展，但在 ISPN 的協助下，這些創新技術有可能得到商品化的機會，

同時經由 ANEW 的網絡朝向全世界發展。事實上，在酷日本計畫中的一個重

要項目，就是希望將許多日本地方具有特色的文創產品、美食、旅遊項目等

「全球化」，ANEW 與 IPSN 可成為重要的媒介及橋樑。250 

    產業革新機構在經營事業時，也同時考慮營利，以上述為例，若能有效

結合 ANEW 與 IPSN 的企業能力。整合上、中、下游，產業革新機構也能將

許多經營上的「外部成本」、「內部化」，不但能降低投資風險，也能提升獲利

能力。日本政府希望避免直接的政策指導，而足希望透過企業與市場力量發

展新的智財及內容產業。 

 

第二節  韓國與日本流行音樂海外市場戰略的比較 

 

一、「韓流」與 K-pop：依據「出口導向」思維創造海外市場戰略 

 

由於 K-pop 成為「新韓流」的重心，韓國政府認為「新韓流」產生以下

效果。第一，在文化、外交層面上帶來提高「國家品牌」的效果。「新韓流」

對韓國國家形象的形成有重大的影響，透過民間的交流可以喚起韓國文化整

體的關心，對韓國好感度與親近感的提高有非常大的貢獻。例如：日本對韓

國的好感度由 2008 年 57.1%，提高為 2009 年度 63.1%。 

第二，在經濟層面上帶來協助「國家產業成長」的效果。韓流內容產業

的出口對韓國全體內容產業的出口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因為韓國內容產業市

場已經整合，相互產生影響。原處於略為停頓狀況的韓國內容產業，在「新

韓流」興起後開始恢復出口活力，提升出口成長率。另外，對製造業而言，

韓流對內容產業，電子、汽車、IT 等製造業提升品牌價值，有重大貢獻。對

觀光而言，韓流可以提升外國觀光客，2010 年的來韓的臺灣觀光客也由 35

                                                 
250 国策会社とクール・ジャパン，網址：http://maruko.to/2011/11/post-123.html(瀏覽日期：

201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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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增加為 38 萬人。251 

因此，韓國政府在「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的第 12 條規定：「文化

體育觀光長官為強化國際合作、活化交流及國際地位，應奠定音樂產業的基

礎」，以及「為活化唱片等進入海外市場,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可支援外國共

同製作、海外行銷活動、宣傳活動、外國人投資、舉辦國際唱片展示會等，

建構合作體系相關之事業」。「中期計畫中」亦包括「透過大眾音樂再次點燃

新韓流」與「開拓新市場與建構韓流全球化」預算共 309 億韓元。（參考表

3-3-1） 

「韓國內容振興院」為推動 K-pop 進入海外市場，展開「Global Music 

Showcase」計畫，以海外音樂相關人士為對象，非商業化的 B2B 方式舉辦

Showcase，提供建構海外專家的網路與獲得資訊的平臺。例如，2010 年 10

月，韓國文化觀光部在日本舉辦「Global Music Showcase」（K-pop Night in 

Japan）。252 

然而，韓國政府以上的補助政策，並未對 K-pop 出口產生重大影響。經

紀公司在 K-pop 出口方面扮演關鍵性角色。韓國經紀公司尋找海外市場的最

主要原因在於韓國國內市場有限。如圖 5-2-1 所示，2007 年世界音樂市場中，

規模最大的是美國（31%）、第二大的是日本（18%）、第三大的是英國（11%），

而韓國音樂產業規模占全世界市場的 1%（19 名）。2532010 年韓國國內市場

規模雖提升至 12 名，但仍未進入前 10 名以內。 

再者，如第三章所述，2000 年代初期，韓國音樂產業逐漸由唱片市場轉

換為數位市場，無法有效阻止非法下載與非法流通，韓國音樂產業面臨即將

被瓦解的危機。 

 

 

                                                 
251 文化體育觀光部，《強化大眾文化產業全球化競爭力方案》（首爾：文化體育觀光部，

2011.6.22 ）， 頁 3 。 (原文：문화체육관광부，《대중문화산업 글로벌경쟁력 강화 

방안》。) 
252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398-399。 
253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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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世界音樂市場各國比重（2007 年） 

資料來源：文化體育觀光部，《音樂產業振興中期計畫（2009-2013）》（首爾：文化
體育觀光部，2009），頁 2。 

 

由於存在以上壓力，韓國經紀公司尋求海外新市場，逐漸摸索出如第三

章所述從選拔至海外行銷的有系統的培養與出口方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韓國政府的國內音樂產業政策仍「間接」影響 K-pop 出口。韓國政府政整頓

「著作權法」改善音樂產業的環境，以及擴大韓國音樂市場的多元化，都對

韓國國內音樂產業健全化有很大的幫助。韓國音樂產業的健全化與穩定化，

提升經紀公司的市場競爭力。藉由韓國音樂產業的健全化與穩定化，經紀公

司可以鞏固企業的發展，更具有將出口 K-pop 於海外市場的競爭力。 

韓國政府在 K-pop 出口方面，所扮演的是「間接性」角色。韓國政府近

年來非常重視著作權的海外交涉與協定，因此協助解決 K-pop 出口時可能在

海外市場發生的著作權糾紛，解除法律上的阻礙，政府的上述行動對 K-pop

出口帶來正面影響。 

韓國政府對 K-pop 的海外支援，主要以在海外舉辦「表演會、粉絲見面

會」(showcase)或音樂祭為主。韓國政府認為透過此機會可以增加韓國音樂在

海外的曝光度，提升韓國音樂在海外的認知度，並擴散「韓流」。 

 

二、「酷日本」與 J-pop：以出口刺激內需市場的海外市場戰略 

 

2008 年後，日本政府開始加速推動「內容產業」的腳步，並將政策眼光

轉向海外市場，「內容產業」被定位為新的出口戰略產業。主因在於日本既有

德國 8%
法國 6%

其他 23%

美國 31%

日本 18%

英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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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業結構已十分成熟，但已缺乏成長動力，國內市場因人口老化及少子化

等問題，必須尋求海外市場。內容產業在國內市場雖遭遇類似發展瓶頸，但

由於產業本身的技術水準及產品內容居世界領先地位，而且業界已發展出成

功的商業模式，具備轉向出口市場的潛力。另方面，日本文化及商品價值受

到市場肯定，內容產業在海外市場仍有相當大的發展潛能。若是主要內容產

業的海外市場佔有率能由現有的 5％成長至 12％，出口額增加至 2.3 兆日元，

則國內外市場將可能擴展至 20 兆日元，增加至少 5 萬個就業機會，打破日本

內部經濟的沈悶情勢。 

此外，「韓流」的刺激，更是促使日本政府轉換「內容產業」政策的重要

原因。近年來，韓國政府投注大量資源發展「內容產業」，並且得到一定的效

果。雖然韓國內容產業的質量仍距美、日等先進國家一段不小的距離，但「韓

流」確實擦亮韓國的「國家品牌」。日本政府眼見「韓流」來勢洶洶，因此認

為有必要研究韓國內容產業」的發展模式，發展更積極的海外市場戰略（參

見表 5-2-1）。由〈表 5-2-1〉比較日韓兩國採取的海外戰略可以發現，日本方

面實際上是將韓國「內容產業」視為海外市場的主要假想敵，因此藉由參考

韓國政府的各項政策，而提出若干性質相近的競爭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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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日韓內容產業海外市場出口戰略的比較 

型態 韓國 日本 

補助 

支援電視節目重新製作，以符合
出口市場的需求 

（編輯、翻譯、字幕、錄音等） 

無 

（僅有文化廳支援參加國際影展的電影作品） 

補助 
國際共同製作 

（全球市場型、文化交流型 2 種支援方式） 

補助國際共同製作（文化廳、經濟產業
省） 

補助國外業者與日本地方政府合作（總
務省） 

補助 
支援業者在海外設置樣本市場 

（支援出品者旅費、設置攤位） 

支援業者在海外樣本市場設置攤位（日
本貿易振興機構） 

營運費支援 支援舉辦國際影像播放樣本市場 舉辦 CoFesta（經濟產業省） 

購買版權 

支援開拓新市場 

（對未展開韓流地區，以免費、低價提供

內容產的特殊戰略） 

對海外介紹日本文化、藝術（國際交流
基金，文化交流行性質，無商業色彩） 

權利處理方式 建構著作權統合管理系統 一元化權利處理系統（經濟產業省） 

視訊播放 

透過衛星頻道 Arirang TV/ KBS 

World TV 對國外放送韓國內容
產品 

並未有計畫對國外放送內容產品 

盜版對策 建構非法線上複製物審議系統等 

國外盜版對策（經濟產業省） 

建立防止視訊內容非法流通實驗系統
（總務省） 

補助 

培養電視節目流通人才 

（透過韓國 director School 提供免費教

育） 

培育製作人人才（經濟產業省） 

補助 

韓國大眾音樂海外出口計畫支援
事業 

（支援針對海外計畫的各項計畫） 

無 

出資 
各種基金出資事業 

（政府基金針對個別作品進行投資） 

基金投融資事業（中小企業機構） 

（中小企業基金針對個別作品進行投資） 

*定位於中小企業政策之一環 

資料來源：經濟產業省，《コンテンツの海外展開施策について》(東京：經濟產業省，2012.5)，
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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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韓國政府在發展海外市場戰略處於「間接」地位，落後於流

行音樂經紀公司；然而，韓國企業在內需不足的壓力下，一開始就採取積極

的「出口導向」戰略。相較於韓國，日本政府雖判斷海外市場具有發展潛力，

並且參考韓國的作法研擬對策；然而日本官方實際投入的「政策能量」以及

政策構想卻未能引領產業界的共同行動。因此，日本政府提出的「酷日本」，

至今尚未能如「韓流」一般，給予海外市場鮮明的品牌形象。 

就現況而言，J-pop 的競爭優勢並未消失，在國際市場上的佔有率，仍在

K-pop 之上。但日本流行音樂產業開拓海外市場的腳步卻相對緩慢。主因在

於日本本身內部市場巨大，唱片公司或藝能事務所若進軍海外市場，必須投

入更多的宣傳時間及經費，但對日本音樂企業而言，遠離日本，就必須冒疏

遠龐大市場效應的風險。簡言之，目前日本音樂界尚無法擺脫對於內需市場

的依賴，反而陷入一種特殊的「優勢者困境」。 

由於如第三章所述，K-pop 一開始就採取出口導向戰略，流行音樂界在

訓練表演者，創造音樂內容就是以多元市場為目標。而韓國民眾的消費特性

也有利於 K-pop 的海外戰略。在韓國，任何商品若能在海外市場成功，就能

帶動國內市場的消費意願；相反的，日本藝人除非成功進軍美國市場，否則

未必能在國內複製「海外經驗」。 

此外，K-pop 業者也發展出特殊戰略，以降低在海外市場的成本風險。

相較於 J-pop，K-pop產品更強調視覺效果與藝人的魅力比重，因此減少編曲、

歌詞複雜度，一方面便於消費者運用；另方面，也降低詞曲版權在產品的成

本比重。因此，不少 J-pop 業者貶抑 K-pop 僅是一種「聲音」而非「音樂」，

並且更強調 J-pop 具有「日本特色」，而 K-pop 的市場戰略也被日本音樂界看

成是降低成本的削價行為。 

K-pop 業者認為海外市場最大的收益在於現場表演與跨業整合，而不排

斥進入版權保護水準較低的東南亞市場；但對 J-pop 業者而言，非法版權行

為是阻礙產業朝海外發展的主因。就流行音樂產業的國際市場競爭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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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op 與 K-pop 的競爭似乎類似日韓兩國以往在其他產業上的競爭狀況。韓國

業者勇於挑戰，迎合多元市場，尋求新的商業模式；日本業者固守國內市場，

強調產品內容的優越性與「日本特色」。 

2011 年東日本大地震後，日本政府更加快推動內容產業朝海外發展的腳

步，主因在於日本政府認為必須提振日本國民的士氣，恢復經濟元氣，而文

化商品不但足以表現日本的文化特性與創造力，而且能吸引外國人在日本觀

光旅遊，有助於刺激國內市場。 

2012 年，日本政府採取更積極的政策回應產業界需求，而使日本「內容

產業」開拓海外市場邁開重要的一步。日本政府調整原有組織與政策體系，

重新整合「酷日本」品牌計畫與內容產業政策，並且採取更為大膽的企業戰

略。 

相較於韓國政府採取以組合基金注資於各種創投基金的政策操作模式，

日本政府則企圖引入企業及市場力量整合各內容產業進行跨業合作，希望以

共同分攤市場風險的策略，吸引內容產業積極開拓海外市場。具體而言，日

本政府透過產業再生機構等特殊法人，以投資方式設立具有特殊任務的策略

企業，專門負責協助業者開拓海外市場，投資建立「酷日本」據點，希望結

合官民協調及官民合資，擴展海外市場。「酷日本」與「韓流」的競爭勢將進

入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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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研究的主題在探討韓國與日本的流行音樂產業政策，但由於當前臺灣

政府在流行音樂等文化創意產業的實際作為較趨近於韓國模式，並且以韓國

政府做為學習與競爭的對象。因此，本研究實際在敘述內容時，以韓國做為

研究主軸，日本則基於比較韓國視角進行敘述。 

 以下，先透過本研究的所得，簡要說明韓國與日本文化及流行音樂產業

政策的現況，以及兩國政策發展的歷史經驗；其次，再提出未來的政策建議： 

 

一、研究所得 

    就表面而言，「韓流」似乎在「文化」與「產業」發揮相輔相成的效果，

「韓流」發揮了「經濟效果」，並提升韓國的「國家品牌」；另方面，消費者

透過「韓流」對韓國整體形象具有好感，也增添韓國商品的價值，形成「良

性循環」。但深究「韓流」經驗，實際上卻是許多意外因素交錯而成。韓國流

行音樂（K-pop）是推動新一波「韓流」的主力，但 K-pop 輸出的最初動力，

在於韓國流行音樂產業受限於國內市場狹小，而必須思考多元、彈性的戰略

開拓海外市場，並以「全球化」的操作方式，創造全新商業模式。雖然，韓

國政府也發現流行音樂產業在國內市場發展上的限制，因此提出若干支援政

策，但多數業者認為政府並未能主導產業發展，支援政策效果有限。K-pop

主要依賴業界力量，尤其大型經紀公司的培訓制度與宣傳戰略是成功主因。 

    韓國流行的國內外市場規模雖持續擴大，但是許多證據指出，韓國政府

的音樂產業政策並沒有發揮關鍵性作用。近五年以來，「音樂產業振興中期計

畫」被視為是韓國政府最重要的音樂政策，但是該計畫的預算執行率非常低，

僅有 15%。這意味著韓國政府並未能透過行政預算及計畫對流行音樂產業注

入預期的政策能量，產業的成長也並未依政府規畫的方向亦步亦趨發展，市

場的成長動力，主要源自民間企業。因此，必須重新思考並定位韓國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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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然而，我們也不能過度低貶韓國政府在產業發展上的角色，以及推動基

礎制度建設的努力：首先，韓國內容振興院擁有極佳的情報收集與研究能力，

並且與主要業者形成政策網路。事實上，無論在任何國家，當國內產業朝向

海外發展時，最大的風險就在於缺乏清楚的市場訊息，而一般企業也無力擔

負龐大的風險成本、研判市場訊息。在韓國，由政府提供訊息，協助企業判

斷市場動向，無形中降低企業的風險成本；另方面，韓國政府近年來致力整

頓著作權體制，並於其他國家簽訂相關協議，都有助於改善韓國音樂產業的

基礎環境，吸引更多創作者與投資人投入發展音樂產業。 

此外，韓國政府透過「組合基金」的投資模式，在協調政府及市場力量

上取得了平衡，並且取得了相當不錯的績效，成功帶動更多的企業資金透入

內容產業，成為推動韓國內容產業發展對重要的動能。 

類似的現況也發生於日本，但卻有截然不同的政策發展軌跡。日本政府

原將內容產業定位在「文化」行政的範圍，認為政府的主要工作在保護、提

昇智財權的價值，而將大量行政業務授權業界團體，除建立完善的著作權制

度，也強化了民間維護市場秩序的自主能力。 

然而，日本流行音樂廣大的內需市場，以及獨特的商業模式，雖塑造出

極具「日本特色」的音樂內容，但卻也使日本業者陷入「優勢者困境」，缺乏

進入海外市場的動機；而日本政府不但缺乏如韓國政府一般的行政權力及資

源預算，以往也未發展出一套朝向國際市場的戰略構想，因此不足以帶動企

業走向海外。 

目前日本政府正在扭轉以往對「文化產業」的政策定位，更加重視「產

業發展」帶動的經濟效果，因此企圖透過專門的企業，注入更多資金、戰略

創意與企業家精神，希望透過跨業整合、分攤風險的方式，擴展海外市場，。 

由於日本原有的企業與市場力量相當成熟，因此更發展出多元的商業模

式。日本政府也出資成立類似韓國「組合基金」的大型投資基金，希望培育

具有高度智財技術能力的新企業，並使創意、創新者能在創作過程中取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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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利益。但產業革新機構的投資戰略與手法較韓國的「組合基金」更為彈

性多元，在避免過多政府指導的狀況下，企圖透過評估利潤目標，更圓滑地

融合政府的政策方向。 

然而，在「韓流」榮景之下，韓國流行音樂界仍面臨以下爭議，成為韓

國流行音樂政策未來發展的新課題。254 

第一，韓國音樂界批判 K-pop 的全球熱潮，反而導致韓國國內音樂市場

趨向獨占化，破壞流行音樂的多元發展。獨立音樂等非主流類型音樂，愈來

愈失去表演空間。 

第二，「韓國內容振興院」的「大眾文化小組」負責執行對韓國流行音樂

產業的支援政策。但韓國流行音樂界批判「大眾文化小組」的規模太小，並

無法完善推動政府政策與措施。 

第三，流行音樂業界也批評現有「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的內容過

於抽象，缺乏具體的支援項目。「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大致分為，音樂

相關業者的營業申報、登記與流通；樹立振興音樂產業的綜合計畫與實施；

音樂振興相關的包括支援創業與製作、管理音樂產業資料、培養專業人力、

活化流通、保護著作權等內容。但是，並沒有明確制定如何實現上述支援內

容。 

    第四，流行音樂界指出韓國現有的音樂著作權使用制度並不合理，因此

流行音樂創作者並未能公平分享著作權利益。韓國流行音樂界普遍認為，政

府偏重音樂流通業者及銷售業者利益，因此允許業者採取「月租型」音樂著

作權使用費制度，而將非法使用者吸引到合法市場；但此一制度強化了大型

流通及銷售業者的市場支配力，卻使一般音樂創作者喪失對音樂使用權的訂

價權利。因此，韓國音樂界強烈批判，政府官員在未經過音樂創作者同意的

狀況下，廉價販賣音樂，並且認為此種不合理的「月租型」音源使用費制度，

                                                 
254 以下討論主要依據，2012 年 7 月 31 日「文化連帶文化政策中心」舉辦的「大眾音樂產

業震性政策，如何是好?」的發表與評論。參考：Lee, Dong-yun、An, Jeong-Ill、Seojeong,

Min-Gap、Park, Jun-hun、Kim, Min-Gyu、Dan, Pyun-Sun、Kim, Chang-Nam，〈韓國大眾

音樂產業的現在的爭議與尋找對策〉，《文化科學》，第 71 號，（2012.9），頁 14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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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型經紀公司雖未造成重大威脅，但對獨立音樂歌手卻造成致命打擊。 

對上述的課題，韓國音樂界提出建言，認為政府比照設立「電影振興委

員會」的模式，由音樂產業界專業人士組成合議制行政機構「大眾音樂振興

委員會」，並且保障委員會的獨立自主性。同時，透過「大眾音樂振興委員會」

有系統地推動獨立音樂等多元化音樂領域；有效推動如支援創業與製作、管

理音樂產業資料、培養專業人力、活化流通、保護著作權等政府政策。另外，

韓國音樂界也主張廢除「月租型」音源使用費制度，樹立健全的音樂使用費

體制。 

如前所述，「韓流」表面上的盛況，並未能一舉解決韓國流行音樂產業所

面臨產業發展獨佔化、產業發展利益分配不均，以及獨立音樂被市場排擠空

間有限等問題。同時流行音樂界仍憂慮過度商業化，將損及音樂產品的「文

化價值」，「文化」與「商業邏輯」仍存在內在衝突。 

但韓國流行音樂創作者及業界雖批評政府政策缺乏成效，但在思考解決

策略時，卻又寄望能提升政府權威而以公權力調整市場秩序，並且保障弱勢

音樂團體的生存空間。然而，流行音樂界的思考傾向，卻也反映對業界團體

自身力量的信心不足。 

雖然韓國政府一向積極施政，並曾以強勢力量取締非法音樂下載等問題。

但當時是流行音樂界上下利害一致，因此與政府攜手合作。當前問題不但牽

涉音樂產業內部秩序及利益分配，且部分業者已發展壯大具備左右市場秩序

的力量。因此，政府力量是否能再次發揮干涉效果，不無疑問。另方面，政

府以政策資源保障特定音樂類型極少數創作者的活動空間，似乎有違「市場

原理」，反將引起業界及社會爭議。主因在於，「流行音樂」畢竟是一種由市

場需求引發因應消費者傾向的現代音樂類型，理論上應由市場機制決定音樂

內容的價值與發展。因此，所謂「獨立音樂」應否劃歸在「流行音樂」範疇

已有不少疑義；尤其，強調「反主流」、標舉文化價值的獨立創作者尋求政府

權力保障，此舉不免招致「矛盾」之譏，甚至引發形同「特權」的批判。因

此，當前韓國流行音樂界提出的解決策略，是否能為政府及產業界接受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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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預期的政策效果，仍有待現實檢驗。 

相較之下，日本的內容產業及流行音樂界也有類似的問題，但日本的民

間團體與企業界並不期待政府負擔更多的責任或進行過多的政策指導，主因

在於日本的創作者、企業、民間社團等大都建立了力量強大的同業組織，有

能力進行協調與仲裁；對於著作權的保障，日本也屬於先進國，早已發展出

完整的制度架構。政府定位回歸至法令的制定與執行仲裁者，主要任務在維

護市場秩序的合理運行，避免壟斷。 

日本政府雖會召集學者專家成立各種研究會、審議會討論政策方向與內

容產業的發展問題，但對於創意產品需要包含何種文化內容，仍傾向交由專

業團體與市場力量決定。簡言之，日本政府雖希望建立國家品牌，但並不決

定品牌的實質內容。 

就日本方面而言，日本政府、企業與民間團體似乎逐漸建立一項共識，

就是以保障著作權與提升智慧財產價值的方式，解決文化價值與商業利益的

衝突。日本政府與民間投注更多的能量在保障與提升智財價值，認為即便是

屬於小眾取向的文化內容，在經過價值評定與保障後，仍能在市場上取得一

席之地並且足以健全發展。日本政府除採較積極的策略推動文創產業朝向海

外市場發展，主要職責仍定位在建立基礎制度架構。 

 

二、分析及政策建議 

    對於臺灣政府與企業而言，韓國與日本模式與遭遇的發展課題，似乎耳

熟能詳並無特殊之處，類似的制度機制，臺灣也似乎樣樣不缺，何以需要又

如何借鏡上述兩國的的發展經驗，以下是研究團隊提出的分析及若干具體的

政策建議： 

(一) 強化政府部門的政策研究能力、重新定位政府角色 

第一，在現狀上，包括流行音樂在內，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基礎仍

顯薄弱，仿效韓國經驗，以政府力量帶動發展應是合理的政策選項，也符合

我國政府當前的政策傾向。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必須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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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能力，政府必須具備更好的政策分析規劃與執行力，並且負起決策與監

督責任。 

    但韓國與日本經驗都顯示，政府的政策規劃若缺乏深入的研究分析，而

僅是企圖藉由分配行政預算、補貼或近似「紙上談兵」的種種計畫方案，未

必能使政策能量發揮立竿見影的效果，也難帶領產業共同行動。但另方面，

政府若能擁有優秀的情報收集與研究能力，提供企業清楚的市場動態訊息，

實際上就降低企業的成本風險，提高企業的行動意願。韓國流行音樂界雖然

批評政府「計畫」的效果，但卻肯定「韓國內容振興院」對產業動態的情報

收集與分析能力，往往根據「內容振興院」的分析建議，做為決策參考。相

形之下，日本企業擁即使擁有強大的同業力量，但對於海外市場動向的掌握

能力，仍遠不如「韓國內容振興院」。 

    因此，若要學習韓國經驗，就必須擁有一個如同「韓國內容振興院」一

般具備優異能力的智庫單位。文化部既是我國文化及產業政策的最高主管機

關，在組織上必須考慮進行調整建立類似機構，以下提供幾個選項： 

1. 以「韓國內容振興院」為目標，設置大型的綜合性情報收集及政策研究機

構，扮演「智庫」角色。實際上在我國政府體制發展過程中，亦曾出現具

類似功能的機構，例如經建會的前身美援會、經合會都擁有實力堅強的研

究單位，不但積極收集各種海內外的市場與產業資訊，出版的各種期刊與

研究報告，水準也備受產學界肯定。實際上，目前政府內部如經濟部、國

科會也都設有如工研院等頗具規模的研究機構。但考慮到文化政策與產業

的特殊性，仍應考慮設置專門機構。2012 年，行政院及文化部已交立法

院通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組織條例」，籌畫中的新機構，據悉即

是以「韓國內容振興院」做為學習藍本，正符合本研究提案的方向，期待

未來「台灣版」的「內容振興院」也能發揮同等的研發能量。 

然而，現實上，設立一新型機構牽涉問題甚廣，尤其必須考慮政府預算、

權責劃分及修法時程等問題，必然曠日費時，而非一蹴可及。因此，在短

期間無法組建大型研究機構的狀況下，仍必須權宜性設置較小規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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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除發揮部分的政策研究功能外，也能藉由實際上的組織運作、檢討

得失，做為未來建立大型機構的經驗基礎。。 

2. 在尚未成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的現況下，可以考慮先行在文化

部內部進行組織調整，在現有相關研究單位中，擇一改組為較小型的綜合

性文化產業研究「智庫」，提升組織內部的政策研究能量。例如現有國家

文化藝術基金會負責綜合性的文化藝術獎勵事業，牽涉到各種文化及內容

產業的政策範圍，但國藝會目前主要的工作都在執行各種補助業務，基金

會內部雖設有研究發展組，負責研究相關問題，但現有層級、專業度都嫌

不足，可以考慮改組此一部門，強化國藝會對各種文化產業政策的研究功

能，擔任文化部的政策「智庫」。另方面，2010 年成立的文化創意產業專

案辦公室，據悉也被賦予部分「智庫」功能，但此一辦公室雖負責綜合性

的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工作，但應是臨時性的任務編組，辦公室內的研究部

門，無論就組織層級、規模及功能都尚不足承擔規劃總體文化產業政策的

研究任務。或許可以考慮提升專案辦公室的組織層級、擴大人員編制，而

將專案辦公室改造成具備完善功能的綜合性「智庫」。然而，上述兩項政

策選擇都牽涉組織調整，也必須避免疊床架屋之弊。 

3. 在文化部內部建立個別政策項目的專責研究單位。文化部是政府組織改造

下的新機構，改組設置的各個司局處等在權責上更為專業，以影視及流行

音樂產業而言，不但在本部設立專責的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司，也改組成

立了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顯示相當重視此一政策領域，理論上應具有

更強的政策能量與研究規劃能力。但目前看來，多數的資源仍在業務部門，

負責一般行政程序工作，或許可考慮在既有條件限制下，編制人員，專責

研究流行音樂文化政策的相關問題，減少對委外研究專案的依賴。 

 

   我們認為上述各項政策選擇各有利弊及執行上不同的難易度。第 2 選項主

要構想是在既有組織架構基礎上，集中資源，建立小型但事權統一類似「韓

國內容振興院」的機構，而能發揮綜合規畫政策的能力。但此一選項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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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損現有組織的權責。第 3 選項則是在考量降低組織調整成本的狀況下，在

現有權責部門內設置專門的研究單位，但缺點在於可能缺乏較宏觀的政策視

野，而無法發揮綜合協調政策的功能。因為，既使如流行音樂文化政策等單

一項目政策的推動，也往往牽涉其他政策領域的相互整合協調，否則將趨於

零碎而難以執行。 

    此外，「韓國內容振興院」研究能力的突出之處，在於建立廣泛的政策情

報收集網路，不但匯集國內產業及市場的各種訊息，而且在海外各據點建立

事務所，或與韓國政府相關駐外單位合作，大量收集海外市場資訊。甚至選

任韓國在海外各國的留學生擔任特派員，持續向「內容振興院」方面報導各

的文化產業的市場動態。我們認為，文化部可以師法「韓國內容振興院」的

作法，在既有駐外據點的基礎上，配合對海外各個市場的不同定位，建立廣

泛而有效的訊息收集網路。 

    目前，文化部已在美國、日本、歐洲等多個重要邦交據點建立海外文化

中心，但主要任務是配合政府外交工作，從事文化交流活動，未來應配合文

化產業的海外市場戰略，加強駐外單位收集分析國際市場資訊的任務；在建

立駐外據點方面，則應配合不同性質文化產業的海外戰略及市場定位，進行

全新布局，賦予各個駐外單位不同的戰略任務。以流行音樂產業而言，國內

流行音樂產業若是以進軍亞洲市場為主要戰略目標，文化部即應與外交部門

相互協調，在日本、韓國、東南亞及中國大陸等的增設駐外據點，並且結合

駐外商務機構、民間企業，甚至廣大的留學生社群，廣泛收集海外流行音樂

市場的動態資訊，協助國內流行音樂業者有效研判不同市場的趨勢特性。就

目前而言，K-pop 在亞洲市場居於領先地位，我國業者進入韓國流行音樂市

場的門檻甚高，但卻可能在其他市場與 K-pop 相互競爭，因此，有必要研究

韓國政府的相關政策，以及 K-pop 業者的成功戰略；台灣流行音樂在東南亞

華人市場一向居重要地位，但如何克服語言障礙、開拓華人社群以外的音樂

市場，尋求進入 K-pop 已佔有優勢的越南、泰國等地，應成為分析重點；海

峽兩岸的流行音樂市場逐漸整合，但中國大陸各區域是否具有不同的音樂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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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或消費傾向？上述問題都應該透過收集精密資料、深入研究，方能擬定有

效的市場戰略。 

    我們在此不厭其煩說明收集情報資訊及分析研究的重要性，主要也源於

研究過程的親身體驗。本研究的主要目標，除研究日韓兩國的流行音樂文化

政策外，另一重要任務則在受文化部方面委託收集兩國政府政策、產業政策、

市場動向等相關資料。雖然當前網路發達、資訊流動取得較為便利，但仍有

許多訊息必須透過現地調查、深入訪談等方式方有可能收集分析。然而，受

限於時間及客觀條件限制，研究團隊卻必須在短時間收集、吸收大量資訊，

並且兼顧研究品質，對於實際研究操作而言，並非易事，因此不得不在方法

及資料上有所取捨。因此，建議政府部門除委託學者專家進行項目研究外，

也應持續進行資料收集工作，有助於提升整體的研究質量。 

    然而，「韓國內容振興院」的成功關鍵，不僅在於建立了一個規模龐大的

組織網絡，更在於堅強的專業力量，並且積極向產學界提供、分享、擴散各

種訊息情報與研究成果。舉例而言，內容振興院出版的各種白皮書，不但是

業界重要的參考指南，對於研究韓國文化產業的研究者而言，其資訊的完整

與權威地位，也受到高度肯定。而產學界的反饋、願意配合調查或提出更多

討論建議，形成正向循環。 

    相較之下，文化部與其他政府部門也例行性委託學者及其他單位進行懺

業調查與研究，但除少數研究者利用作為研究參考外，有多少業者作為投資

或決策的參考？ 

    組織能力的關鍵仍在於人力素質，因此必須政府內部必須擁有更多的專

業人才。以文化產業政策而言，文化部在進用相關人員時，有必要在一般文

化行政外，進用若干具備產業、金融、專利法規、智慧財產等專業背景或投

資經驗的相關人才，方足以擔負未來政策規劃與執行的任務。 

 

(二) 引進企業及市場力量、建立協調政府及市場機制的適當模式 

   無論是韓國模式或日本經驗，文化內容產業的未來發展最終仍是要回歸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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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市場力量。韓國政府設立的韓國風險投資公司及「組合基金」，或日本的

產業革新機構，都是依據創投資金的原則進行投資，協助扶植具潛力的投資

對象，並且能避免投資成為變相的補助，形成一種正向循環，累積更多資金

能量，並且激勵更多企業與投資者願意投入文化內容產業。 

   臺灣也同樣具備類似的投資政策工具，但目前在實際運作上，卻經常遭受

到投資不透明、偏重少數投資項目，或是貸款成為變相補助、雨露均霑，缺

乏投資效益等批評，而主因在於尚未找尋出協調政府及市場力量的一套良好

運作機制。 

   理論上，政府力量與市場機制的良好協調，必須建立兩種相輔相成的制度

基礎之上：一是授權激勵；另一則是監督約束。 

   韓國與日本政府在運用政策投資工具方面，都明確授權專業經營機構進行

策略規劃、評估各種內容產業投資方案，並且實際在市場上操作投資項目；

另方面，兩國政府為避免投資團隊在操作投資工具時，發生偏重少數特定項

目、過於重視短期利益、忽略政府政策方向及長期投資等問題，因此除設置

專責委員會進行監督，並且設計各種激勵機制，藉由提升投資意願及獲利機

會的方式，引導民間資金的投資走向，但盡量避免直接指導企業、干預市場

運作。 

    韓國政府在監管、授權政府投資基金方面，設計出若干環環相扣的激勵

管理機制，累積不少值得借鏡的經驗，在此也作為對文化部的政策提議： 

 

1. 鼓勵引進國際資金、提升基金管理團隊對海外市場的投資能力 

    韓國政府認為「組合基金」經營團隊應提升「國際化」程度，方能達成

協助內容產業進軍海外市場的戰略目標。因此，風險管理公司在選擇「組合

基金」管理團隊時，特別鼓勵申請團隊引進外國資金，組成具有國際投資經

驗的經營團隊，並且在審查時，特別針對「國際化」程度，設計專門的加分

項目；另方面，「組合基金」投資團隊為爭取海外資金加入，也必須具備更健

全的財務及經營管理能力，甚至針對海外投資者的要求，建立內部的監控機



168 

 

制。長期而言，由於引進外部資金力量，進而提升「組合基金」管理的透明

度，也有助於政府對「組合基金」的監督管理。 

 

2. 設立專屬的項目基金 

    韓國政府為避免「組合基金」偏向部分短期獲利的投資項目，並且配合

政府的發展戰略，因此在綜合性的「組合基金」外，又分別針對電影、廣播

電視、流行音樂等方面，設置特定的「組合基金」項目。根據韓國方面的發

展經驗，設置專屬的「組合基金」項目，進一步搭配以下的完工保證制度以

及政府專案信用保證等機制，一方面向市場發出政府策略方向的明確信息；

另方面，透過制度化機制、降低投資風險，也有助於提升投資者的注資意願。

以上策略若能相輔相成，有利於政府藉由「組合基金」的操作，引導民間資

金投入特定產業發展方向。 

 

3. 引進完工保證制度、降低投資風險 

    由於內容產業在投資過程中，不但需投入大量的前期投資基金，而且製

作曠日廢時，甚至具有無法如期完工的高度風險，常使投資者因而望而卻步。

尤其是針對海外市場的投資項目更因市場動向不明，難以評估投資風險。以

流行音樂產業而言，音樂經紀公司從選拔、訓練新人，研究市場傾向、創作

音樂內容、設計表演及宣傳方式，往往需要耗費數年時間，而且在著作權方

面更需付出越來越高的使用權利，前期製作成本不斷升高。對於投資者而言，

一方面不易評估流行音樂商品的內容價值；另方面，長期製作生產出的音樂

產品，又易受侵權而降低價值，形成投資障礙。甚至對「組合基金」操作者

而言，也可能偏向投資在短期間能回收利益的內容產品，而不願注資在流行

音樂項目。 

    韓國政府推出的「完工保證制度」，主要目標就是在克服上述投資障礙，

協助業者順利進行創作生產。由政府設置專門的技術保證基金，接受業者提

出申請，經保證基金評估後，向負責融資的金融機構提出「完工保證」，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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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業者順利取得融資，同時由於技術保證基金保證製作企業一定依據製作計

畫完成製作過程交給流通公司，也降低金融機構的投資風險。 

    「完工保證制度」也可創造出具加乘效應的制度效果：一方面，由於保

證基金及金融機構的融資證明，降低投資者的風險疑慮，更有利於內容產業

的募資工作，尤其是如獨立音樂或獨立電影等較特殊的創作類型，也能透過

此種模式獲取資金來源；另方面，保證基金針對申請企業提出的計畫內容以

及資金籌措能力等，進行非常嚴密的評估，但也提供技術評價、智慧財產管

理等協助，有助於申請企業改善自身體質、提升企業競爭力。同時，也有利

於內容產業的多元化發展。 

 

4. 建立專業的技術評價制度及無形資產交易模式 

    如前所述，內容產業發展上最大的障礙就在於難以評估產品的內在價值，

因此不容易建立完善的市場交易秩序。韓國政府針對此一問題，結合前述的

「完工保證制度」，著手建立內容產品的技術評價制度，並且採行針對專門技

術的專案信用保證措施，授權金融機構可針對內容產業所提出的技術鑑價內

容，進行專案融資，而不影響金融機構對一般投資項目的貸款能力，以提高

金融機構對內容產業的融資意願；另方面，完善的技術評價制度，除有利於

建立無形資產的市場交易秩序，也有利於投資基金或金融機構針對內容產業

投資項目，設計可對外銷售的投資商品。舉例而言，投資基金未必需要投資

單一音樂經紀公司，而可選擇投資經紀公司特定的市場或產品計畫，甚至是

具潛力的藝人或表演團體，而後創投資金再考慮將投資後取得的權益項目，

重新包裝成金融產品，銷售給其他投資者，以吸引其他原本對流行音樂不熟

悉的投資者，能在風險較低的狀況下進行投資。 

    由於上述政策工具都是彙集公部門的資源組成，因此，政府部門在授權

民間專業團隊操作投資項目時，仍必須負起最後的監管任務，以免發生弊端。

另方面，公務機關行事作風通常保守，但若過於偏重防弊，則不免綁住專業

投資團隊的手腳，不但扭曲引進企業力量的政策原意，也降低授權企業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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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所能發揮的預期效益。 

    然而，政府部分的監督管理雖有一定的理論規則與法定程序，但實際運

作過程卻不能僅依據法令規定或簡單的數字評估，收放之間、不易拿捏。事

實上，政府部門的監督管理是否能兼顧「興利」與「防弊」，最終取決於兩點

關鍵：一是政府部門是否具有足夠的專業評估能力，足以承擔監督任務，而

此與前項政策建議息息相關，必須盡快提升政府部門的研究分析能量、彙集

更多專業人才；其次，政府內部是否設置完善的機制，足以激勵或敦促相關

人員負起決策監督的職責，並且能以主動協調領導的方式，取代消極防弊的

心態？ 

  

(三) 建立專責發展著作權及智慧財產權的投資基金、協助創作者將創意內容

「商品化」 

    對於包括流行音樂在內的文化內容產品而言，創意內容與著作權，決定

「產品的價值」。因此，日韓兩國政府雖在政策方向及角色定位有所不同，但

都致力於建立完善的智慧財產權制度，保障創作者的著作權益，以降低創作

者及投資者進入內容產業的風險。最終則希望能由民間同業組織自主運作，

維持市場秩序，由市場力量帶動內容產業發展。 

    參考韓國與日本兩國的發展經驗，可以發現，有關智慧財產權的發展越

來越趨於複雜，牽涉範圍也越來越廣，政府內單一部門已無法獨立行政，原

有的法令規定也必須因應網路時代而進一步修正。以流行音樂產品而言，以

往重視的是詞曲創作者的著作權，進一步擴展至實際表演者擁有的著作鄰接

權；目前，大型的流行音樂企劃與創作實際是凝聚眾人智慧，音樂經紀公司

也著手保障企畫構想及產品的權利；此外，特殊的音樂風格及表演形式是否

能納入著作權，甚至可申請註冊專利，都值得進一步討論。 

    有別於日本及韓國政府是由文化行政機關主管著作權，目前我國政府是

授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負責主管包括著作權在內的各種智慧財產權制度。在

智慧財產局主導下，從著作權、專利及商標等三方面建立智慧財產權的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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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架構。同時，智慧財產局也與台大法律研究所合作，成立智慧財產培訓

學院，負責訓練智慧財產專業人員。然而，我國雖在維護智慧財產權方面已

有不錯的制度基礎，但文化部若希望透過提升著作權價值、推動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則必須與智慧財產局等部門協調，更積極參與修訂著作權法等相關

法規的工作，方能使著作權制度更切合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現況。尤其，文

化部影主導協調政府各部門，在智慧財產權的制度基礎上，建立評估文化商

品內在價值的鑑價制度，並藉此活絡創意內容的市場交易活動。 

    另方面，文化部針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除應保障創作者及企業的智

慧財產權益，更可積極與其他政府部門合作，引進企業經營精神與市場力量，

促使創作者更將創意內容「商品化」，並透過技術鑑定、設立著作權、甚至設

立專利等方式，尋求進入市場的有利方式，提升文化產品的經濟利益。 

    目前，文化部授權的基金管理公司，主要目標都在投資生產、流通創意

產品的企業。文化部可考慮協調開發基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等單位，並

且結合智慧財產培訓學院的專業力量，仿效日本產業革新機構成立「智慧財

產戰略會社」的策略模式，設立專責發展著作權、智慧財產權的創業投資基

金。 

    智慧財產創投基金除與現有的智慧財產培訓學院合作，持續培養智慧財

產人才、普及智慧財產資訊外，更可依循企業經營精神與投資策略，發揮塑

造市場秩序的功能： 

1. 協助創作者將創意內容發展成「智慧財產」。由於大多數創作者並不熟悉

相 關法規，也缺乏足夠的資源，耗費大量成本申請成立著作權利。因此，

創投基金可以同時提供專業知識、技術、資金等資源，協助有潛力的文創

業者成立著作權或智慧財產權，而後扮演如日本音樂出版社的角色，仲介、

代理著作權，或是將投資後獲得的智財權益包裝成投資商品分售，再由創

意「商品化」的過程中回收投資利益。 

2. 智慧財產創投基金可以在政府授權下，經營「完工保證」業務，而在協助

創作者成立著作權後，進一步協助需要大量初期投資的文創業者，順利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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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融資；另方面，由於智財創投基金必須經過精密的評估分析給予申請者

「完工保證」，因此可與智慧財產培訓學院合作，率先建立評估文化產品

價值的鑑價制度，客觀評估業者擁有的「著作權」能發揮何種市場潛力，

並且協助申請業者提升經營體質，強化進入市場的競爭力。 

    智慧財產創投基金若能發揮上述投資效益，也將有助於如「獨立音樂」、

「獨立電影」等特定創作類型，或是具有特殊風格的創作表演者在市場上取

得立足之地，並且促進內容產業的多元發展。 

    由於類似「獨立音樂」等標榜「創新」的文化創作類型，通常缺乏適當

的內容評價，進而被主流業界或投資者認為不具備「商品化」價值，而被排

除於大眾市場之外；但實際上，這些被評為少數的創新表演內容未必不被表

演者接受。因此，若能適當評定創作內容的價值，協助創作者設立著作權，

甚至允許特定風格的表演者註冊表演專利，都能提升相關業者將這些創新內

容「商品化」的動力、克服「市場化」的障礙，相信如「獨立音樂」等創作

類型也能拋開保護，而在主流大眾市場上取得一定的競爭位置，並且經由市

場上的商業利益，提供創作者進一步「創新」的動力。 

    以上三項分析與建議，提供文化部做為相關政策方案的選項參考，並將

其提要整理如下： 

政策建議項目 實際執行方式 政策理由 主、協辦機關 建議時程 

(一) 強化政府部
門的政策研究能
力、重新定位政
府角色 

 

 

 

 

 

 

 

 

 

 

1. 以「韓國內容振
興院」為學習目
標，儘速設立「文
化創意產業發展研
究院」，扮演文化部
的「智庫」角色 

 

 

 

 

 

 

 

 

 

 

 

 

a. 「韓國內容振
興院」扮演推動韓
國內容產業發展
的重要角色，該院
擁有相當出色的
情報收集能力與
政策研究能量，因
此能提供企業清
楚的市場動態訊
息，作為企業決策
參考，進而降低企
業的投資風險、提
升投資意願。「韓
國內容振興院」的
成功因素，值得參
考。 

 

 

a. 主辦：文化
部、行政院 

 

 

 

 

 

 

 

 

 

 

 

 

 

 

 

 

中長期政策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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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擴大並加速進
用具備產業、金
融、專利法規、智
慧財產等專業背景
或投資經驗的相關
人才。 

 

 

 

 

 

 

 

 

 

3. 儘速與政府相
關部門協調，配合
流行音樂等文創產
業的海外發展戰
略，建立廣泛而有
效的訊息收集網
路。 

a. 文化部肩負推
動流行音樂等文
創產業的政策任
務，並且授權投資
管理公司負責操
作文創發展基
金。因此，本部業
務已不拘限於以
往文化行政範
圍，必須提升對文
化產業與相關市
場的掌握及判斷
力，方足以承擔監
督及管理責任。 

 

a. 針對不同性質
文化產業的海外
戰略及市場定
位，收集潛在對手
及目標市場的重
要情報，協助業者
研判不同市場的
趨勢特性。 

a. 主辦：文化部 

b. 協辦：考試
院、人事行政單
位 

 

 

 

 

 

 

 

 

 

 

 

a. 主辦：文化部 

b. 協辦：外交
部、經濟部、政
府各駐外單位及
商務機構。 

中長期政策
建議 

 

 

 

 

 

 

 

 

 

 

 

 

 

中長期政策
建議 

 

 

 

 

(二) 引進企業及
市場力量、建立
協調政府及市場
機制的適當模式 

 

 

 

 

 

 

 

 

 

1. 鼓勵引進國際
資金、提升基金管
理團隊對海外市場
的投資能力 

 

 

 

 

 

 

 

 

 

2. 設立專屬的項
目基金 

 

 

 

 

 

 

3. 引進「完工保證
制度」、降低投資風
險 

 

 

 

 

a. 流行音樂產業
以進軍海外市場
為主要戰略，因此
應強化基金投資
團隊對海外市場
的「國際化」經
驗。 

b. 引進海外投資
者，也有助於建立
投資基金團隊內
部的監督管理機
制。 

 

a. 設置專門的流
行音樂發展投資
基金，提升流行音
樂產業的發展能
量，並且向市場發
出政府策略方向
的明確訊息。 

 

a. 流行音樂等內
容產業需要大量
初期製作基金，並
有無法如期完工
的風險，若由政府
提供「完工保
證」，將能降低投

a. 主辦：文化部 

b. 協辦：開發基
金、經濟部、金
管會 

 

 

 

a. 主辦：文化
部、開發基金 

 

 

 

 

a. 主辦：文化
部、開發基金 

b. 協辦：金管會
等 

 

 

 

 

a. 主辦：文化部 

b. 協辦：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金
管會 

 

 

 

中長期政策
建議 

 

 

 

 

 

中長期政策
建議 

 

 

 

 

中長期政策
建議 

 

 

 

 

 

 

中長期政策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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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專業的技
術評價制度及無形
資產交易模式 

 

資者的疑慮、提升
投資意願 

 

a. 結合「完工保
證」制度，有效評
估流行音樂創作
內容的價值，建立
無形內容資產的
交易秩序，並且授
權金融機關依據
評價內容，給予專
案貸款，解決流行
音樂業者的融資
問題 

 

 

 

a. 主辦：文化部 

b. 協辦：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金
管會 

 

 

 

中長期政策
建議 

 

 

 

(三) 建立專責發
展著作權及智慧
財產權的投資基
金、協助創作者
將創意內容「商
品化」 

 

 

 

 

 

 

 

 

 

1. 協調智慧財產
局等相關部門，儘
速建立評估文化商
品內在價值的鑑價
制度 

 

 

2. 設立專責發展
著作權、智慧財產
權的創業投資基
金。 

a. 建立內容資產
交易秩序、活絡創
意內容的市場交
易活動、提升內容
產品的經濟價值 

 

 

a. 協助流行音樂
創作者將創作內
容成立「著作
權」，甚至發展為
獨特價值的「智慧
財產」 

b.協助「獨立音
樂」等特定創作類
型設立著作權，或
將特殊表演風格
註冊表演專利，以
提升創作者將創
作內容「商品化」
的動力、克服「市
場化」的障礙，促
進流行音樂市場
朝「多元化」發展 

a. 主辦：文化
部、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b. 協辦：智慧財
產培訓學院 

 

 

a. 主辦：文化
部、開發基金、
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 

b. 協辦：智慧財
產培訓學院 

中長期政策
建議 

 

 

 

 

 

中長期政策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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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附錄一、文化部「日本與韓國流行音樂文化產業政策

研究案」審查意見修正說明 

 

項

次 

審

查

委

員

/

單

位 

審查意見 
報告內容配合修正

說明 
頁次 備註 

一 文

化

部

影

視

司 

1. 韓國每年音

樂著作權收益多達

1000 億韓圓，為何

能有如此可觀之版

權收入，是歸功於

法律制度或著作權

協會之力量，請納

入探討研究。 

 

 

 

 

 

 

 

 

 

 

 

 

 

1. 在「（二）音樂相關

的協會與著作權的實際運

作」項目中說明，「韓國

音樂著作權協會」、「韓

國音樂實演者聯合會」、

「韓國音源製作者協會」

的角色，以及著作權使用

費分配結構與運用方式。

再者，在「（三）著作權

的收益過程」項目中，說

明「韓國音樂著作權協

會」、「韓國音樂實演者

聯合會」、「韓國音源製

作者協會」都具有徵收及

制定音樂使用費標準的權

力，並以數位音樂的串流

與下載為例，說明音樂使

用費的徵收規定與價格。

(頁 79-84) 

  韓國音樂著作權能收取

高收益的主因，在於2006

頁 79-84、1

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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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表 3-4-5

韓國音樂產業海外

出口方式，其中政

府及駐外單位扮演

之角色功能為何？

請予研究說明。 

 

 

 

 

 

 

 

 

 

 

 

3. 本研究第六

章結論之建議事項

須具體可行，經審

部份建議太模糊籠

統或現階段不可

行，請與本部研商

後，再提出政策建

議。 

年，韓國政府陸續推動改

革著作權制度，並且嚴格

取締網路上的非法侵權行

為，改變消費者與業者對

著作權認知，並且開始適

應新的著作權制度(頁130

 第2段至第3段、頁131第1

段)。 

 

2. 頁 95 倒數第 1 段說

明，韓國流行音樂產業進

入海外市場的模式，主要

是由韓國經紀公司結合海

外當地有力的經紀公司、

唱片公司共同合作，較少

採取單獨出口模式。表 3-

4-5 即說明出口主要依賴

業界本身的力量，主要是

透過韓國業界自己的力

量。韓國政府則在協助業

者解決海外版權糾紛、舉

行推廣活動方面有若干協

助。政府最成功的角色，

則是收集海外情報、協助

業者進行市場決策。 

 

3. 「第六章結論」之建

議，已全部重新修改，請

參考頁 162 第 4 段至頁 17

4。並在提交最終版本時將

分為「立即可行建議」及

「中長期建議」兩類，採

表格方式臚列說明。 

 

 

 

 

 

 

 

 

 

 

頁 95 

 

 

 

 

 

 

 

 

 

 

 

 

 

 

 

 

頁 16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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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韓國內及

民間企業，對政府

所規劃執行之流行

音樂相關政策，有

無檢討意見？請蒐

整研究此方面之政

策成形、討論及檢

討之回饋資料。 

 

 

 

 

 

 

 

 

 

 

 

 

 

 

 

5. 請加強韓國

經紀公司行銷策略

之研究資料。 

 

 

 

 

 

 

 

 

4. 韓國國內音樂業界

對著作權政策的意見，請

參考頁 84 第 2 段；培養音

樂專門人力方面的意見，

請參考頁 85 第 2 段；韓國

音樂界認為當前音樂界面

臨的問題與政府政策課

題，請參考頁 160 倒數第

4 行至頁 161 第 8 行。 

日本政府並未制訂專門的

流行音樂政策，而僅針對

內容產業制定發展原則。

另方面，日本流行音樂產

業規模龐大，已有成熟發

展模式，一般也不期待政

府協助。但業者面臨海外

市場競爭則希望政府出面

協助解決版權問題，請分

別參見頁 112 倒數第 1 行

至頁 114 第 7 行、頁 117

倒數第 1 段至頁 122 第 3

段。 

 

5. 未修改 

 

 

 

 

 

 

 

 

 

 

頁 160-16

1、112-111

4、117-122

  

 

 

 

 

 

 

 

 

 

 

 

 

 

 

 

 

 

 

 

 

 

 

 

 

 

 

 

 

 

 

 

 

 

 

 

 

 

 

 

 

 

 

 

 

 

 

 

 

 

 

 

 

 

5. 在「第四節 K-

pop 的發展模式與出

口戰略」的「二、K-

pop 出口模式與經紀

公司的戰略」項目

中，已討論韓國經紀

公司行銷策略(參考

頁 92-97)。但本研究

以研究、分析政府政

策為主要目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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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研究韓國

政策資料較豐富，

日本方面資料較顯

不足，第 106 頁日

本海外戰略模式部

份，談及日本政府

及民間合資成立

「 產 業 再 生 機

構」，惟並無資料

出處及詳細介紹說

明，請加以補充，

俾利本部瞭解參

考。 

 

 

 

 

 

 

 

 

 

 

 

 

 

 

 

 

 

 

 

 

 

6. 已增加新內容。產業

革新機構是依據「產業再

生法」，由日本政府與民

間企業共同投資組成的特

殊公司，本質上是一投資

基金，擁有 1,420 億日元

的投資準備，以及日本政

府 1.8 兆日元的信託保

障，具備強大的資金能

力。 

產業革新機構是一個具

備多種功能及投資手法的

投資基金。最初，日本政

府出資設立此一機構的目

標，主要是在提供資金與

經營管理技術，協助具備

特定技術能力但在經營上

陷入困境的企業「轉型」，

定位在協力支援；而後開

始轉型成為創業投資基

金，接受企業提出的投資

案，而後根據專業分析投

資具有發展潛力的新興產

業。 

近年來，產業革新機構

更調整投資戰略，將本身

定位為產業發展先驅，希

 

 

 

 

 

 

 

頁 120-12

2、145-148 

 

 

 

 

 

 

 

 

 

 

 

 

 

 

 

 

 

 

 

 

 

 

 

 

 

團隊為避免分散研

究焦點，經與文化部

方面商討修改方向

後，決定不再增加有

關韓國經紀公司行

銷策略部分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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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藉由主動創設新興事

業，帶動相關產業進行投

資；因此，產業革新機構

已不是單純的投資基金，

不但同時擁有多個企業的

所有權，並且實際進行經

營管理。目前，產業革新

機構仍是透過創投或融資

進行各項投資，而未直接

介入資本市場從事投資活

動。而在投資手法上，產

業革新機構特別強調投資

的收益能力，避免一般政

府投融資成為變相補助的

弊病，成立以來已有初步

盈餘。大體而言，日本政

府雖是產業革新機構最大

的出資者，但並未如韓國

政府對「組合基金」設定

具體的投資領域與方向，

而是強調尊重企業的專業

判斷；然而，產業革新機

構既是政府出資成立的策

略企業，在經營上也必須

圓融地協調，配合政府政

策。例如當日本政府開始

推動內容產業及酷日本計

畫時，產業革新機構也相

應的提出投資計畫及項

目，具體表現出日本式「官

民協調」的政策模式。關

於產業革新機構的資料及

補充說明，請分別參考頁1

20-122以及頁14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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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研究案主

旨為蒐集日、韓兩

國流行音樂相關機

構、政策及推行計

畫內容等，進行兩

國政策比較並提出

適用於我國之政策

建議，從基礎資料

整理建立後，可待

進一步分析討論之

面向既廣且深，本

次研究無法全部納

入，請計畫主持人

就今日審查意見，

於報告結論新增本

研究報告「後續建

議研究方向與問題

清單」，供本部規

劃未來研究計畫之

參考。 

 

8. 請針對日、韓

兩國流行音樂產業

組織制度、政策法

令、發展模式、出

口策略、政府扮演

角色及政策成效等

作系統性表列整理

分析比較，並與臺

灣產業現況對照，

嘗試導引提出活絡

產業及海外輸出行

銷之政策建議。 

 

7. 2013 年 3 月 12 日，

計畫主持人向文化部提交

「文化部研究案修改方

向」;3 月 28 日，計畫主持

人與文化部影司張崇仁司

長、李明俊科長、蘇介雯

承辦人，以及影視局禚洪

濤副局長、曾金滿組長一

同在文化部會議室開會，

主持人具體報告修改方向

的項目與內容，文化部亦

對此表示同意。 

 

 

 

 

 

 

 

 

 

8. 未修改 

 

 

 

 

 

 

 

 

 

 

 

 

 

 

 

 

 

 

 

 

 

 

8. 本研究在第二

章敘述「臺灣流行音

樂政策現實狀況及

發展課題」，主要為

瞭解臺灣音樂產業

界與政策概況，並在

結 論 提 出 政 策 建

議。由於，本研究主

要以日、韓流行音樂

政策為研究目的，對

日、韓政策法令、發

展模式、出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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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扮演角色及政

策成效等方面進行

討論，並無餘裕再兼

及 臺 灣 部 分 的 議

題。因此，無法對

臺、日、韓三者做對

等內容的系統性表

列整理分析比較。再

者，3 月 28 日計畫主

持人與文化部進行

的共同會議中，張崇

仁司長指出本專案

研究重點在於日本

與韓國政府的政策

方向，台灣部分應另

行以主題研究。 

二 文

化

部

影

視

局 

1. 王老師簡報

結論所提「政府機

構設立文創人才培

育學校」之建議，

執行困難度高，目

前並不可行。 

 

 

 

 

 

2. 本報告研究

結果認為，韓國政

府在出口方面僅扮

演「間接性」角色，

經紀公司才為關鍵

性力量。但據本局

瞭解，韓國政府出

1. 對政策建議部分有

做全面修改，此建議並未

包括在建議項目內。修改

過的建議內容，請參考「第

六章結論」，頁 162 第 4

段至頁 174。並在提交最

終版本時將分為「立即可

行建議」及「中長期建議」

兩類，採表格方式臚列說

明。 

 

2. 並未修改韓國政府

出口戰略擬定及與經紀公

司之間的政策計畫協調部

分。但新增「（五）駐外

單位的支援」項目，討論

韓國政府駐外單位對音樂

產業的出口支援。(頁 88

頁 162-174 

 

 

 

 

 

 

 

 

 

 

頁 88-89、1

53 

 

 

 

 

 

 

 

 

 

 

 

 

 

 

 

 

2. 本研究認為韓

國政府對K-pop出口

的主要助力，在於積

極收集海外情報、分

析市場動態提供業

者做為決策參考，減

少業者進入海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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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戰略擬定及與經

紀公司之間的政策

計畫協調，其實發

揮重要功能，此部

份之資訊建議透過

訪談可得到相關資

料。 

 

 

 

 

 

 

 

 

 

3. 韓流擴散全

球與新媒體運用有

極大關聯作用，臺

灣的 IT產業可如何

支援音樂產業或採

取異業合作，請研

提建議。 

 

 

 

 

 

 

 

 

 

 

4. 希望瞭解韓

第 2 段至頁 89 第 2 段) 另

外，新增頁 153 第 3 段內

容說明，韓國政府對音樂

產業出口的實際補助(支

援)內容。 

 

 

 

 

 

 

 

 

 

 

 

3. 未修改 

 

 

 

 

 

 

 

 

 

 

 

 

 

 

 

 

4. 頁 64 表 3-2-4  韓國

 

 

 

 

 

 

 

 

 

 

 

 

 

 

 

 

 

 

 

 

 

 

 

 

 

 

 

 

 

 

 

 

 

頁 64-66 

場的投資風險。另方

面，由於本研究受限

於研究時間及經費

條件，並無法派遣專

人至韓國進行專門

訪談，而此議題也往

往牽涉經紀公司的

商業機密，並不易訪

查，因此無法清楚瞭

解韓國政府與經紀

公司的政策協調過

程，建議文化部方面

能另設主題項目，進

行專門調查研究。 

 

 

3. 本研究宗旨在

於研究日、韓流行音

樂政策，因此並未將

臺灣 IT 產業與音樂

界的合作，納入研究

範圍。同時，本研究

的調查亦主要以韓

國文化體育觀光部

的政策為主，而未擴

及其他政府部門。尤

其，IT 產業的研究事

涉專業，非本研究團

隊能力所及，建議文

化部方面能另設主

題項目，進行專門調

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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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在推動流行

音樂產業進行「跨

界合作」方面之政

策作為。 

 

內容振興院預算 2010-201

3」中說明，「從韓國內容

振興院的預算分配我們可

以瞭解，韓國近年重視內

容產業新技術的研發，以

及新內容產業的開發。在

2013 年的預算中，在「振

興文化內容」項目下的預

算金額最高，達 731 億韓

元，占整體的 26%，次高

的項目則是「支援文化內

容產業技術」(653 億元)，

但個別專門項目，則是以

「開發前端融合，複合內

容技術」的 549億最多」(頁

66 第 2 段)。這表示韓國文

化產業政策非常重視「前

端融合」與「複合內容技

術」，換言之，韓國內容

產業政策積極推動內容及

技術研發的「跨界合作」。 

三 林

富

美

教

授

/

世

新

大

學 

1. 本案的目的

在搜集日本與韓國

流行音樂相關機

構、政策、推行計

畫及執行政策，以

找出日、韓成功經

驗作為我國參考與

借鏡，因此相關資

料的搜集非常重

要，也因此透過那

些方法，找到那些

代表性的資料，並

透過什麼方法掌握

1.   本研究使用研究資

料可分為政府資料、研究

書籍、期刊論文、學位論

文、政府網站資料等。其

中以政府資料與政府網站

資料為主，所使用的資料

皆納入於頁 175 至 185 的

「參考書目」中，引用資

料亦皆以註釋顯示引用來

源，若政府網站資料亦表

示網址與瀏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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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資料的信度與

效度，非常重要，

建議需詳細列出資

料檢索與檢證歷

程，否則對資料分

析與判讀，會流於

一般性理解，較無

法掌握具體實質的

真實情況。 

 

2. 頁 46 與頁 48

僅就業務與組織，

對於了解其策略與

組織功能，僅能停

留在描述意涵，若

能透過當時一些具

體作為與實例，應

更能清楚看出，頁 4

8 中註 65 有訪問日

期，是否有相關訪

問，這些資料應具

體引用與說明。 

 

 

 

 

 

 

 

 

 

 

 

 

 

 

 

 

 

 

 

 

 

 

2. 「韓國內容振興院」

業務與組織的說明，有助

於我們瞭解「韓國內容振

興院」的性質與業務內

容、運作狀況。「韓國內

容振興院」的功能如頁 58

倒數第 1 段至頁 59 第 2 段

說明，「文化體育觀光部」

的「智庫」、提供「文化

體育觀光部」做為制定文

化政策的藍圖、政策的實

際執行。因此，頁 87「（三）

政府支援大眾音樂多元化

發展」中說明的「「韓國

內容振興院」與媒體共同

舉辦流行音樂網路選秀競

賽」(第 4 行)、頁 88「（五）

駐外單位的支援」中說明

的「海外事務所」的設立、

每年出刊《全球內容產業

動向集》等皆是具體作為

與實例。另外，註 66 的訪

問日是指網站的「瀏覽日

期」，其他網站「訪問日

 

 

 

 

 

 

 

 

 

 

頁 58-59、8

7-88 

 

 

 

 

 

 

 

 

 

 

 

 

 

 

 

 

 

 

 

 

 

 

 

 

 

 

 

 

 

 

 

 

 

 

 

 

 

 

 

 

 

 

 

 

 

 

 

 

 

 

 

 

 

 

 

 



196 
 

 

 

 

3. 頁 58、59 除

政府預算外，韓國

文化體育觀光部輔

導機制與方法為

何？尤其在全球化

推動上，政府如何

做，是否能更具體

說明。 

 

 

 

 

 

 

 

 

 

 

 

 

 

 

 

4. 頁 66 政府對

培養專業人力具體

作法為何？是否能

更具體說明。 

 

 

 

 

期」亦皆改為「瀏覽日

期」。 

 

3. 韓國政府推動全球

化方面，可以參考頁 88 新

設的「（五）駐外單位的

支援」中內容加以說明。

「韓國內容振興院」的「海

外事務所」收集海外內容

市場的流通結構、技術、

人力、主要業者與機構、

法律等情報等協助韓國音

樂界者的海外出口，並每

年出刊《全球內容產業動

向集》詳細介紹海外音

樂、電玩遊戲、廣播電視、

電影等市場動向，協助韓

國音樂業者對海外市場的

了解。 

  另外，新增「（三）音

樂產業振興中期計畫執行

情形」項目，討論「音樂

產業振興中期計畫」實際

執行情形。(頁72第2段至

頁74第2段) 

 

4. 有關韓國政府對培

養專業人力具體作法，新

增加頁 86倒數第 2行至頁

87 第 7 行說明，韓國政府

的內容產業專業人力培

育，以廣播電視、遊戲、

企畫創作為主，希望可以

培養出具有「次時代全球

 

 

 

頁 88、72-

74 

 

 

 

 

 

 

 

 

 

 

 

 

 

 

 

 

 

 

 

 

 

頁 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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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Pop 出口策

略，除新媒體的行

銷外，真正的因素

如經紀公司如何透

過海外音樂代理等

等，描述太簡略（如

SM 集團有導入知

識管理制度，能針

對海外不同市場及

行銷案例進行策略

分析、經紀公司負

責人本身有海外留

學生活經驗及認識

海外通路管道）；

另電視劇與 K-Pop

間的引動策略為

何？建議厚描。 

 

6. 請說明韓國

經紀公司扮演的動

能與角色，透過那

些策略及如何蒐集

化融合型」人才，強調 3

D、故事（Storytelling）、

智慧型創作訓練。雖「音

樂振興中期計畫」規定培

育音樂產業專業人力，但

是由於此中期計畫執行率

相當低，無法確認實際執

行成果如何。另外，亦新

增加頁 87第 2段說明韓國

音樂業界對培養專業人力

培養作法的意見。 

 

5. 未修改 

 

 

 

 

 

 

 

 

 

 

 

 

 

 

 

 

 

6. 未修改 

 

 

 

 

 

 

 

 

 

 

 

 

 

 

 

 

 

 

 

 

 

 

 

 

 

 

 

 

 

 

 

 

 

 

 

 

 

 

 

 

 

 

 

 

 

 

 

 

 

5. 在「第四節 K-

pop 的發展模式與出

口戰略」的「二、K-

pop 出口模式與經紀

公司的戰略」項目

中，已說明韓國經紀

公司出口策略(參考

頁 92-97)。但本研究

以政府政策研究、分

析為主要目的，因此

為保持研究主軸，不

再增加韓國經紀公

司海外音樂代理等

內容，以及電視劇與

K-Pop 間的引動策

略。 

 

 

6. 本研究以政府

政策研究、分析為主

要目的，因此為保持

研究主軸，不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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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將 K-Pop 推

向全世界。 

 

 

 

7. 韓國在全球

化策略上多數是學

習日本，然本計畫

內容較多是描述日

本產業現況，頁 87

- 8 8 內容有些簡

略，看不出具體作

為與策略特點。 

8. 日本流行音

樂戰略特點為何？

能否更具體指陳？ 

 

 

 

 

 

 

9. 建議能針對

頁 16 圖 1-3-1 的架

構進行日本、韓國

與台灣的比較，分

析彼此的優劣勢，

提出更具競爭力的

政策建言。 

 

 

 

 

 

 

 

 

 

 

7-8. 審查委員認為韓國的

全球化戰略多數是學習日

本，可能是有所誤解，實

際上在內容與流行音樂產

業發展上，韓國的腳步遠

快於日本，日本當前是在

韓國的競爭壓力下推動全

球競爭策略。另方面，本

研究在研究過程中遭遇的

困難之一，在於日本政府

實際上並沒有明確的流行

音樂產業戰略，僅針對內

容產業發展訂立方向原

則，而此牽涉日本政府的

文化政策模式可參見頁 10

9-114、頁 115-120 

 

9. 未修改 

 

 

 

 

 

 

 

 

 

 

 

 

 

 

 

 

頁 

109-1114、 

115-120 

韓國經紀公司扮演

的動能與角色，透過

那些策略及如何蒐

集情報等內容。 

 

 

 

 

 

 

 

 

 

 

 

 

 

 

 

 

 

 

9. 本研究在第二

章敘述「臺灣流行音

樂政策現實狀況及

發展課題」，主要為

瞭解臺灣音樂產業

界與政策概況，並在

結 論 提 出 政 策 建

議。本研究主要以

日、韓流行音樂政策

為研究目的，對日、

韓政策法令、發展模

式、出口策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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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目前每個月

都有不同的韓國偶

像團體來台辦歌友

會活動，並搭配韓

劇行銷；有關報告

第77頁介紹韓國音

樂產業海外出口透

過國外流通公司及

代理商部份，建議

以實際案例補充說

明。 

 

 

 

 

 

 

 

 

 

 

 

 

 

 

 

 

10. 未修改 

 

扮演角色及政策成

效 等 方 面 進 行 分

析，並無餘裕再分析

台灣方面的課題。因

此，無法以圖 1-3-1

的架構分析臺、日、

韓比較。再者，3 月

28 日計畫主持人與

文化部的會議中，張

崇仁司長已指出本

專案研究重點在於

日本與韓國政府的

政策方向，台灣部分

應另行以主題研究。 

 

10. 本研究以政府

政策研究、分析為主

要目的，因此為保持

研究主軸，不再增加

韓國音樂產業海外

出口與國外流通公

司、代理商的相關內

容。 

 

四 李

明

璁

教

授

/

台

1. 在篇幅比例

上，希望能增加「日

韓流行音樂文化產

業政策」此一核心

研究目標的討論質

量。現有初稿多為

描述性地資料整理

1. 未修改 

 

 

 

 

 

 

 

 

 

 

 

 

 

1. 由於客觀時間

上的限制，本研究以

分析最新日本與韓

國 的 政 府 政 策 作

為，提供文化部參考

為目標。因此並未納

入韓國近 20 年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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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產業現況、組織

架構、法令摘錄

等），而相對的，

在相關政策立法的

形成脈絡與各方爭

議、實施後的利弊

得失、協商調整等

等動態過程卻較少

著墨。換言之，政

策研究不只是靜態

地羅列相關組織法

條或統計數據，更

具參考價值的還包

括動態性地討論這

些政策的前因後果

與折衝進展。故針

對韓國近20年流行

音樂產業政策演變

及實施成效，希加

強整理說明，以提

昇政策規劃參考價

值。 

 

2. 希望本研究

能回答以下關鍵問

題：為什麼日本流

行音樂（J-Pop）早

在1980年代就已經

具有擴散亞洲的能

力與事實，且 1990

年代如小室哲哉家

族也試圖展開全球

佈局，但卻後繼乏

力；相對的韓國流

 

 

 

 

 

 

 

 

 

 

 

 

 

 

 

 

 

 

 

 

 

 

 

2. 此一問題已遠超過

本研究的課題範圍，可另

闢專題研究，但在頁 117-

119 以及頁 151-152 有簡

略說明。就現況而言，J-p

op 的競爭優勢並未消失，

在國際市場上的佔有率，

仍在 K-pop 之上。但日本

流行音樂產業開拓海外市

場的腳步卻相對緩慢。主

因在於日本本身內部市場

 

 

 

 

 

 

 

 

 

 

 

 

 

 

 

 

 

 

 

 

 

 

 

頁 117-11

9、 

151-152 

 

 

 

 

 

 

 

 

音樂產業政策演變

及實施成效為討論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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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音樂（K-Pop）對

海外市場的起步晚

了許多，卻能後來

居上，超日趕美？

甚至逆輸出日本？

這其中政策介入與

資本形構等關鍵差

異到底為何？ 

 

 

 

 

 

 

 

 

 

 

 

 

 

 

 

 

 

 

 

 

 

 

 

 

 

 

巨大，唱片公司或藝能事

務所若進軍海外市場，必

須投入更多的宣傳時間及

經費，但對日本音樂企業

而言，遠離日本，就必須

冒疏遠龐大市場效應的風

險。簡言之，目前日本音

樂界尚無法擺脫對於內需

市場的依賴，反而陷入一

種特殊的「優勢者困境」。 

  K-pop一開始就採取出

口導向戰略，流行音樂界

在訓練表演者，創造音樂

內容就是以多元市場為目

標。而韓國民眾的消費特

性也有利於K-pop的海外

戰略。在韓國，任何商品

若能在海外市場成功，就

能帶動國內市場的消費意

願；相反的，日本藝人除

非成功進軍美國市場，否

則未必能在國內複製「海

外經驗」。 

此外，K-pop業者也發展出

特殊戰略，以降低在海外

市場的成本風險。相較於J

-pop，K-pop產品更強調視

覺效果與藝人的魅力比

重，因此減少編曲、歌詞

複雜度，一方面便於消費

者運用；另方面，也降低

詞曲版權在產品的成本比

重。因此，不少J-pop業者

貶抑K-pop僅是一種「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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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本報告現

有的引用資料上，

韓文比例遠多於日

文，而中英文獻則

幾乎沒有。此外，

並未告訴我們選取

文獻的標準（如該

文獻的引用程度、

影響程度為何），

以至於似乎有偏向

引用官方出版品、

音」而非「音樂」，並且

更強調J-pop具有「日本特

色」，而K-pop的市場戰略

也被日本音樂界看成是降

低成本的削價行為。 

K-pop業者認為海外市場

最大的收益在於現場表演

與跨業整合，而不排斥進

入版權保護水準較低的東

南亞市場；但對J-pop業者

而言，非法版權行為是阻

礙產業朝海外發展的主

因。就流行音樂產業的國

際市場競爭而言，J-pop與

K-pop的競爭似乎類似日

韓兩國以往在其他產業上

的競爭狀況。韓國業者勇

於挑戰，迎合多元市場，

尋求新的商業模式；日本

業者固守國內市場，強調

產品內容的優越性與「日

本特色」 

 

3. 已增加相關文獻，請

參見參考書目，日本方面

雖有相關研究，但都偏重

於產業分析而非政策研

究，因此有部分被割捨。

另方面，考慮到本研究尚

必須依據文化部方面要求

翻譯日韓兩國相關的法規

法案，研究團隊實難在短

時間消化更多研究文獻。 

 

 

 

 

 

 

 

 

 

 

 

 

 

 

 

 

 

 

 

 

 

 

 

 

 

 

 

 

 

 

 

 

 

 

 

 

 

 

 

 

 

 

 

 

 

 

 

 

 

 

 

 

 

 

 

 

 

 

3. 本研究以提供

日本與韓國的政策

內容作為目標，因此

採取資料亦以能夠

反映最新政府政策

的政府資料與研究

文獻為主。因此，未

能納入較早期重要

研 究 者 撰 寫 的 文

獻。在資料上偏向官

方文書等新資料，而



203 
 

特定智庫調查報告

與在地研討會或博

碩士論文的傾向，

而幾乎不見來自國

際性期刊的引用。

事實上，在日文學

術與民間出版中，

已有大量對於其本

國流行音樂產業乃

至韓流風潮的研究

累積；而在許多權

威的文化研究期刊

中，也有為數不少

關於東亞日韓的流

行音樂產業論文。

希望本研究可以重

新補足這部分的文

獻，畢竟以目前初

稿看來，在「流行

音樂產業研究」頗

具權威影響力的日

本與韓國重要學

者，幾乎不見蹤

影，這是很可惜

的。 

 

4. 希望能更廣

泛而深入地描繪

出：日韓兩地的流

行音樂產業和消費

如何與其他文化創

意產業進行有機的

鏈結？而政府相關

部門乃至各類民間

 

 

 

 

 

 

 

 

 

 

 

 

 

 

 

 

 

 

 

 

 

 

 

 

 

 

4. 本研究以政府政策

研究、分析為主要目的，

因此為保持研究主軸，不

再增加流行音樂產業和消

費如何與其他文化創意產

業進行有機的鏈結相關內

容。但是，在日本及韓國

政策研究方面，將在既有

 

 

 

 

 

 

 

 

 

 

 

 

 

 

 

 

 

 

 

 

 

 

 

 

 

 

頁 128-134 

 

 

 

 

 

 

 

捨 去 若 干 研 究 文

獻。但評審委員若能

更具體提出與本研

究相關的談討日韓

兩國政策模式的研

究論文，研究團隊也

願意採納且不勝感

謝。 

 

 

 

 

 

 

 

 

 

 

 

 

 

 

 

 

 

 

**針對兩位專家所

提出的意見，研究團

隊認為有多處值得

參考，但本研究所具

備的研究能量，也無

法解決兩位專家提

出的所有問題。若依

據兩位專家學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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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如何透過不同

層次的政策施為，

在此鏈結中發揮作

用？比如說日本的

動漫遊戲（ACG）

產業如何促成虛擬

音樂偶像（如「初

音」）的跨國熱潮？

又比如韓國產值驚

人的電影和電視劇

產業，如何連帶起

OST（原聲帶）的

銷售和下載，乃至

音樂與戲劇偶像的

OSMU（One Sourc

e, Multi Use，一人

多用）？ 

 

5. 希望能透過

幾個具體個案的 ca

se studies，讓本研

究可以更加聚焦且

更具參考價值。比

如目前韓國最具海

外輸出效益的偶像

女團「少女時代」，

其從出道至今歷經

什麼樣的產業評估

與行銷策略變化？

其與前一階段（較

難跨出國際門檻）

的偶像團體之異同

為何？於此相對

的，日本流行樂界

資料的基礎上，選擇較具

代表性的個案，說明日韓

政策方向的重點。請參考

頁 128「三、韓國與日本

重點政策比較：著作權與

智慧財產權」在此中以韓

國著作權與日本智慧財產

權為例，進行韓國與日本

重點政策個案比較。(頁 1

28 倒數第 1 段至頁 134 第

3 行) 

 

 

 

 

 

 

 

5. 本研究以政府政策

研究、分析為主要目的，

因此為保持研究主軸，不

再增加「少女時代」與「A

KB48」個案比較。但是，

新增「四、政府與民間企

業的合作機制：組合基金

與產業革新機構」項目，

以韓國的「組合基金」與

日本「產業革新機構」為

例，說明政府與民間(企業)

的合作機制，並進行比

較。(頁 134第 2段至頁 148

第 3 行) 

 

 

 

 

 

 

 

 

 

 

 

 

 

 

 

 

 

 

頁 134-148 

出的意見及審閱標

準，個別主題都可以

一個博士論文的規

模長時期處理，但卻

可能無法滿足文化

部方面在制定政策

上的立即需求。 

  但針對兩位專家

提出意見的方式與

審查方向，研究團隊

認為正呼應本研究

在結論部分所提出

的建議，也就是文化

部方面必須設置專

門的研究單位，針對

政策問題進行長期

而 深 入 的 研 究 分

析。兩位專家提出的

問題深具意義，但這

些問題幾乎包括「韓

國內容振興院」動員

全部人力投注的研

究範圍，而非一個小

型的委外專案計畫

所能解決。我們懇切

的指出，如本計畫一

般依賴學者專家進

行的委外研究，或許

能提供較客觀的外

部意見作為政府部

門參考，但個別學者

的能力與零散計畫

所能發揮的政策研

究能量，斷無法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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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最夯的「AKB

48」，同為國民偶

像天團，與「少時」

又有何重要市場區

隔？為什麼「少時」

可以逆襲日本本國

市場，甚至進一步

在歐美音樂帝國攻

城掠地？而相對的

在本國亦擁有千萬

人氣的「AKB48」

卻難以有此海外成

績？諸如此類具體

的個案討論，將有

助於我們實際釐清

產業發展、市場趨

向與政策施為的密

切動態關係。 

 

政府部門自身應具

備的功能角色，政府

內部仍應提升本身

的政策研究能力，方

足以提升政策品質。 

  另方面，政府若能

有效建立產官學的

連繫平台，當能使委

託學者進行的相關

計畫，更能配合決策

及產業需求，並且藉

由政府部門及產業

界的意見，刺激學者

進一步思考設計相

關的研究方案，形成

良性循環。以本研究

而言，研究團隊認

為，若能在審查會議

時加入學者及官員

外的業界代表，或許

能協助我們更明確

進一步修正研究的

內容及方向。畢竟，

本研究的目標並非

希望刊登於專業的

學術論文期刊、增添

學術業績，而是希望

對我國政府制定相

關政策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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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韓國「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 

 

韓國「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 

[施行 2013.3.23][法律 第 11690 號，2013.3.23，他法修訂]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目的) 本法案明定文化產業支援以及育成方面所必要之事項，以組成

文化產業發展之基礎並加強競爭力，提升國民文化生活品質，並以利於

國民經濟之發展為本法案之目的。 

 

第 2 條 (定義) 本法案所使用之用語定義如下： 

① 「文化產業」是指從事文化商品之計畫、開發、製作、生產、流通、消費

等，與其相相關之服務產業，亦包括符合以下各項中任何一項。 

1. 有關於電影之產業 

2. 有關於唱片、錄影物、遊戲物之產業 

3. 有關於出版、印刷物、定期發行刊物之產業 

4. 有關於放送影像物之產業 

5. 有關於文化財之產業 

6. 有關於漫畫、角色人物(character)、動漫畫(animation)、教育娛樂(edutainm

ent)、行動(mobile)文化內容、設計(除產業設計)、廣告、表演、美術品、

工藝品之產業 

7. 從事數位文化內容、使用者製作文化內容與多媒體文化內容之搜集、加工、

開發、製作、生產、儲存、檢索、流通等相關連服務之產業 

8. 活用傳統的原料與技法，促成商品的生產及流通，並與服飾、造型物、裝

飾用品、道具以及生活用品等相關之產業 

9. 以文化商品為對象，舉辦展示會、博覽會、展覽會(交易會)與祭典等相關

之產業。唯獨，「展示產業發展法」第 2 條第 2 號規定之展示會、博覽會、

展覽會(交易會)相關連之產業，則不在此列 

10. 從「1」項到「9」項規定的各項文化產業中符合兩項以上之混合型產業 

② 「文化商品」是指融入藝術性、創意性、娛樂性、休閒性、大眾性(以下

稱「文化的要素」)，而創造出具有經濟附加價值之有、無形財貨(包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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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內容、數位文化內容以及多媒體文化內容)和服務，以及此類之複合

體。 

③ 「內容」是指符號、文字、圖形、色彩、聲音、音響以及影像等之資料或

資訊。 

④ 「文化內容」是指融入文化的要素之內容。 

⑤ 「數位內容」是指符號、文字、圖形、色彩、聲音、音響及影像等之資料

或資訊，而為提高保存和利用效用，以數位形式製作或處理之物。 

⑥ 「數位文化內容」是指融入文化要素之數位內容。 

⑦ 「多媒體內容」是指把有關符號、文字、圖形、色彩、聲音、音響和影像

等(包括此類的複合體)相關之媒體，有機地複合後，擁有新表現以及儲存

功能之內容。 

⑧ 「公共文化內容」是指依據「有關於公共機關情報公開之法律」第 2 條第

3 號規定之公共機關與「博物館及美術館振興法」第 3 條規定之國立博物

館、公立博物館、國立美術館、公立美術館等所持有、製作或管理之文

化內容。 

⑨ 「教育娛樂(edutainment)」是指有機複合文化內容，並企劃或製作，而能

使用於教育之內容。 

⑩ 「文化產業專門投資組合」(以下簡稱投資組合)是指依據「中小企業創業

支援法」第 20 條和「與信[信貸]專門金融業法」第 41 條第 3 項規定之組

合，且其資產中，大統領令所規定比率之以上份量，投資於創業人或製

作人之組合。 

○11  「製作」是指透過企劃、開發、生產等一連續過程，製作出有形、無形之

文化商品，並包含數位化等，以電子型態的變換或處理之物。 

○12  「製作者」是指製作文化商品之個人、法人、投資組合等。 

○13  「文化產業完成保證」（以下簡稱「完成保證」）是指，為使文化商品製作

者按照契約內容完成後讓渡予文化商品流通者，文化商品製作者向大統

領令規定的金融機構等接受貸款、給付所產生的債務做保證。 

○14  「流通」是指文化商品從製作人到消費者的過程，並包含「有關於情報通

信網利用促進及情報保護等之法律」第 2 條第 1 項第 1 號規定之情報通

信網(以下簡稱「情報通信網」)。 

○15  「流通專門公司」是指為文化商品的順暢流通以及降低物流成本而成立，

並依據第十四條規定，向文化體育觀光部長或市、道知事(相當於縣長)

申告之公司。 

○16   所謂“價值評價”是指，文化商品或文化技術(此指在文化商品的製作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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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技法或技術，以下亦同)的事業化過程中，產生或有可能產生的經濟

價值換算為等級或點數的評價。 

○17  「文化產業振興設施」是大量引進文化產業相關事業者以及其支援設施等

方式，設立支援文化產業相關事業者活動之設施；並依據第 21 條第 1 項

而指定之設施。 

○18  「文化產業團地[意似於臺灣的「園區」]是指為企業、大學、研究所、個

人等，能夠共同進行文化產業相關之研究開發、技術訓練、資訊交流、

共同製作等，而所組成之土地、建築物、設施的集體；並依據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所指定、開發的產業團地。 

○19  「文化產業振興地區」是指文化產業相關企業、大學、研究所等密度，相

較於其他地區高，而透過群集化，鼓勵並促進文化產業相關企業、大學、

研究所等之營業活動、研究開發、人力養成、共同製作等，並依據第 28

條之 2 規定所指定之地區。 

○20  「放送影像獨立製作社」(以下簡稱「獨立製作社」)是指為製作放送影像

物而提供於「放送法」規定之放送業者、轉播有線放送業者、音樂有線

放送業者、電光板放送業者或國外放送業者(以下簡稱「放送業者等」)，

依照大統領令所定之規定，向文化體育觀光部長申告之放送業者。 

○21  「文化產業專門公司」是指公司資產運用於文化產業之特定事業，而其收

益分配於投資者、員工或股東之公司。 

 

第 3 條 (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之責任) ① 為振興文化產業，國家和地方自治

團體應建立、施行必要之各種措施。 

② 為振興文化產業，國家和地方自治團體應支援技術開發及研究調查，並建

構國外及文化產業相關國際機構之協助體系等，盡所必要之努力。 

③ 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在樹立、施行各種文化產業振興措施時，為使障礙人

士參與相關活動，應依照「有關禁止歧視障礙人士與權利補救之法律」

第 4 條規定，為提供應當的便利而努力。 

 

第 4 條 (文化產業中長期基本計畫之建立等) ① 由文化體育觀光部長統籌文

化產業政策。 

② 為達成本法案之目的，文化體育觀光部長應建立、施行，基本或綜合性的

有關文化產業振興中長期基本計畫(以下簡稱「中長期基本計畫」)，以及

文化產業各領域別\與各期間別細部施行計畫(以下簡稱「細部施行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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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為建立並執行基本計畫和細部施行計畫，必要時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可向地

方自治團體、公共機關、研究所、法人、團體、大學、民間企業、個人

等，請求所需要之協助。 

 

第 5 條 (年度報告) 定期國會開始前，政府每年應向國會提交文化產業振興相

關之措施及動向報告書。 

 

第 6 條 (與其他法律之關係) 關於文化產業振興和支援等，除其他法案有特別

規定外，應依照此法案之所規定。 

 

第二章 創業、製作、流通 

 

第 7 條 (創業之支援) 為促進文化產業相關之創業，以及創業者之成長和發展，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可進行所必要之支援。 

 

第 8 條 (針對投資公司之支援) ① 依據「中小企業創業支援法」第 10 條規定

而登記的中小企業創業投資公司以及依據「與信[信貸]專門金融業法」第

3 條第 1 項 2 項規定而許可或登記的與信專門金融公司(以下簡稱「投資

公司」)，且實施下列之事業者，若欲受惠此法案所規定的支援時，該公

司對文化產業的投資分量，須經文化體育觀光部長之認同。 

1. 針對文化產業及相關製作者之投資 

2. 針對文化商品製作者之投資 

3. 針對文化產業之投資者募集和管理 

4. 投資組合資金之管理 

5. 為文化商品製作者之保證以及資金之斡旋 

6. 有關文化產業之尖端技術與設備、專門人力等之斡旋以及提供經營諮詢 

7. 為創業之商談以及製作活動支援 

8. 為促進文化商品流通之國內外行銷以及著作權管理 

9. 附屬於第 1 號至第 8 號事業之事業 

② 第 1 項規定之有關對文化產業的投資份量認同程序等所必要之事項，大統

領令規定之。 

③ 第 1 項第 4 號規定之投資組合資金的管理，包含對特定文化商品製作者之

無擔保貸款。 

④ 依照此法案受支援的投資公司，應依據大統領令之規定，向文化體育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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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提交該會計年度之結算表。 

 

第 9 條 (投資組合)  ① 投資公司管理投資組合之資金時，應組成該投資公司

與投資公司以外者出資的投資組合，此時，應公告事業概要、收益分配

計畫等。 

② 關於投資公司對文化產業之投資，由大統領令訂定投資組合之範圍以及組

織等。 

 

第 10 條 (製作者之製作支援) ① 為加強文化產業的競爭力，且促進優良文化

商品之製作，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可向製作者融資所需資金或其他支援。 

② 依據此法案能受到支援的製作範圍及支援製作者等之必要事項。 

 

第 10條之 2 (完工履約 (Completion Guarantee or Completion Bond) 帳戶

的設立等) ① 為了活化文化商品之製作與對文化產業投資，文化體育觀

光部長可以從以下各號實行完工保證業務機關中，選擇符合文化體育觀

光部長指定標準之機關，設置完工履約帳戶，委託經營或管理。 

1. 「信用保證基金法」所規定之信用保證基金 

2. 「技術信用保證基金法」所規定之技術信用保證基金 

② 針對完工履約帳戶的捐獻金、保證手續費等收入、營運與管理等必要事項，

由大統領令規定之。 

③ 依據第 1 項規定，管理完工履約帳戶之機關，可以從「有關公共機關營運

之法律」第 4 條規定的公共機關中，選擇與文化產業振興相關之機關，

委託管理主要債務者製作的文化商品之工程與帳目。 

 

第 11 條 (獨立製作社之製作支援) ① 為活化獨立製作社之製作活動，依照大

統領令所規定，政府或放送通信委員會可實施支援。 

② 依照大統領令所規定，為支援獨立製作社之製作，放送事業者等應做出努

力。 

 

第 11 條之 2 (獨立製作社之停業與職權吊銷) ① 獨立製作社停業時 14 日以

內，應依大統領令提出申報。 

② 若發生第 1 項規定之停業申告情況，文化體育觀光部長應取消申報事項。

但是，依大統領規定已確認停業事實時，則按其職權所許，能吊銷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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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申報事項。 

 

第12條(流通活化) ① 政府為振興文化產業，須致力於文化商品的流通活化，

以及促進流通資訊化。 

② 為促進第 1 項所規定之流通資訊化，依照大統領令之規定，可在文化商品

上標示國際標準條碼。 

③ 需要標示國際標準條碼之文化商品，由大統領令規定之。 

④ 為確保文化商品之品質以及促進流通，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可獎勵對文化商

品之品質認證，且能支援必要活動。 

⑤ 為實施第 4 項所規定之文化商品的認證，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可依照大統領

令之規定，指定認證機關。 

⑥ 第 4 項所規定之文化商品品質認證實施的相關事項，由大統領令規定之。 

⑦ 為防止文化商品之非法複製、非法流通，與鼓勵正版文化商品之消費，以

及相關教育等事項，政府應努力保護智慧財產，且可支援必要活動。 

第 12 條之 2 (建構公正公平交易秩序) ① 從事文化商品之製作、販賣、流通

等業者，不能無合理的理由，利用其職權單方面要求知識財產權的讓渡

等事項，或強行要求或取得不正當利益。<修訂 2011.5.19> 

② 為建構文化產業之公平交易秩序，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可實行以下各項事

業。 

1. 文化產業競爭環境現況之分析與評價 

2. 建構並經營文化產業關連業者等參與的協議體 

3. 其他為構成公平交易環境所必要之事業 

③ 為建構文化產業的公平交易秩序，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可以經過公平交易委

員會委員長與放送通信委員會委員長之協商，製定、修正文化產業相關

之標準條約或標準契約書，並且勸說其施行。 

 

第 13 條 刪除(2010.6.10) 

 

第 14 條 (流通專門公司之設立、支援) ① 關於文化商品之流通，執行下列事

業的公司，欲接受此法案所規定之支援者，應依照文化體育觀光部令之

規定，向文化體育觀光部長或市、道知事申報。 

1. 共同購買及共同販賣設施之營運 

2. 共同電算網之營運(包含電子訂購、庫存及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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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同物流倉庫之設置、營運 

4. 附屬於第 1 號至第 3 號之事業 

 

② 針對流通專門公司的設立、支援等之相關必要事項，由大統領令規定之。 

 

第 15 條 (優秀文化商品之指定、標示) ①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或市、道知事，

可指定優秀文化商品。 

② 依照第 1 項規定被指定之產品，可張貼從文化體育觀光部長或市、道知事

指定優秀文化商品的標示。 

③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或市、道知事，可使振興文化產業之法人或團體，代理

第 1 項規定之業務。 

④ 優秀文化商品之指定、標示以及支援等之相關必要事項，由大統領令規定

之。 

 

第 15 條之 2 (指定優秀文化計畫等) ①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可以對具高創作性

與成功可能性之文化商品製作計畫，指定為優秀文化項目；並且將具大

規模經濟性、技術性波及效果之製作者與文化技術開發者指定為優秀文

化事業者。 

② 為發掘、養成優秀文化計畫或優秀文化事業者，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可以推

動必要之事業。 

③ 指定優秀文化計畫或是優秀文化事業者之基準、程序，以及支援或指導、

監督等必要之事項，由大統領令規定之。 

 

第 15 條之 3 (取消優秀文化計畫等之指定) ① 符合以下各項中任何一項時，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可以解除依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被指定為優秀文化

計畫或優秀文化事業者之指定。但是，符合第 1 號時，應解除指定。 

1. 以造假的方式，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獲得優秀文化項目或優秀文化事業

者的指定者。 

2. 未達到第 15 條之 2 第 3 項規定之指定基準者。 

② 依照第 1 項規定取消指定時，文化體育觀光部長應依照「行政程序法」實

施聽證。 

 

第三章 建構文化產業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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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條 (專門人力之養成) ① 為養成文化產業振興之必要專門人力，國家或

地方自治團體應做出努力。 

②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或市、道知事為養成第 1 項規定之專門人力，可依照大

統領令之規定，使研究所、大學以及其他所認為必要之機關，指定為文

化產業專門人力養成機關。 

③ 對依據第 2 項規定而指定為文化產業專門人力養成機關，國家或地方自治

團體可依照大統領令之規定，負擔其養成經費之全部或部分。 

 

第 16 條之 2 (指定價值評價機關等) ① 為對文化商品與文化技術進行專門又

有效的價值評價，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可指定價值評價機關(以下簡稱「評

價機關」)。 

② 欲接受文化商品或是文化技術之價值評價者，可向第 1 項指定之評價機關

提出申請。 

③ 依第 2 項規定，接到價值評價申請之評價機關，應對文化商品或文化技術

進行價值評價，並且應無延誤向申請者報告其結果。 

④ 除了確保評價機關的經營或營業機密等，大統領令規定之特別事由外，應

在下一年度 1 月底以內，向文化體育觀光部長通報當年度之價值評價資

訊。 

⑤ 評價機關的長官對以下各號之相關事宜，應與文化體育部長進行協議。 

1. 評價對象 

2. 評價範圍 

3. 評價手續費 

⑥ 評價機關的指定標準、指定程序與價值評價的申請程序等相關之必要事項，

由大統領令規定之。 

 

第 16 條之 3 (支援評價機關與評價手續費) ① 對於評價機關的以下各項事業，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可在預算範圍內， 

支援其事業所需要之全部或是部分的費用。 

1. 價值評價專門人力之培育 

2. 價值評價方法之研究 

3. 價值評價相關資訊之搜集與提供 

4. 其他大統領令規定的價值評價之必要事項 

② 依第 16 條之 2 第 3 項之規定，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可在預算的範圍內支援，

獲得評價機關的價值評價者所需的全部或部分的評價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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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條之 4 (取消評價機關之指定)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可以取消，符合以下

各號中任何一項之評價機關的指定。但是，符合第 1 號時，應取消指定。 

1. 以造假方式，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得評價機關之指定 

2. 第 16 條之 2 第 6 項所規定，未達成評價機關指定標準 

   ② 依照第 1 項規定取消指定之情況，文化體育觀光部長應依照「行政程

序法」實施。 

 

第 17 條 (促進技術聽證及文化內容開發) ①為促進文化產業相關技術與文化

內容開發（以下簡稱「技術開發事業」），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在預算範圍

內，可以支援或出資樹立並執行政策，以及執行技術開發所需要的資金。 

② 為有效推動技術開發事業，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從屬下列任一之法人、機關

及團體中，可指定技術開發事業相關業務委託專屬機關。 

1. 第 31 條規定之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 

2. 其他文化產業相關法人、機關或團體 

③ 為有效執行技術開發之事業，技術開發事業專屬機關可讓文化商品製作者

或技術開發者(以下簡稱「技術開發事業實施機關」)，實施部分業務。 

④ 以下各號相關之必要事項，由大統領令規定之。 

1. 依第 1 項規定，可獲得支援的技術開發事業之範圍 

2. 依第 2 項所規定，向技術開發事業專任機關委託業務之範圍 

3. 依第 3 項規定，技術開發實施機關的選定方法與程序 

 

第 17 條之 2 (技術費之徵收) ① 依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而支援或出資的技術

開發事業完成時，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可針對技術開發事業實施機關資源

或出資所而發生之技術開發事業收益的全部或部分金額(以下簡稱「技術

費」)進行徵收。 

② 技術費之徵收對象、徵收額及徵收方法等，所相關必要事項，由大統領令

規定之，。 

 

第 17 條之 3 (企業附設創作研究所等) ① 為促進文化產業之創作開發，文化

體育觀光部長可指定具備大統領令規定的人力、設施等之研究機關或研

究開發專務部門，認定為企業附設創作研究所或企業創作專務部門(以下，

在此條目內簡稱「創作研究所等」) 。 

② 第 1 項規定之創作研究所等的認定程序等相關之必要事項，由大統領令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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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 

③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可對創作研究所經營進行必須支援。 

④ 符合以下各號中任何一項時，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可取消第 1 項規定的創作

研究所等之認定。但是，符合第 1 項時，應取消認定。 

1. 以假造方式，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得創作研究所等之認定 

2. 違反第 1 項認定標準時 

 

第 17 條之 4 (「培育創投(venture)企業相關特別措施法」之適用) 依第 17 條

之 3 第 1 項規定，擁有企業附設創作研究所的中小企業上市公司(「有關

資本市場與金融投資業之法律」第 9 條第 13 項規定之證券市場上市法人

除外。以下簡稱「創作中小企業」)的戰略性合作等相關內容，適用「創

投企業養成相關特別措施法」第 15 條、第 15 條之 2 至第 15 條之 10 與

第 15 條之 10。此時，「創投企業」視為「創作中小企業」。 

 

第 17 條之 5 (指定文化技術研究主管機關等) ① 為執行以科學技術、設計、

文化藝術、人文社會等多元學術領域間的交流，以及融合為基礎的文化

產業複合技術相關之研究、開發，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可依照「光州科學

技術院法」之規定，將光州科學技術院指定為文化技術研究主管機關(以

下簡稱「研究主管機關」)。 

② 依第 1 項之規定，指定為主管機關必須執行以下各項事業。 

1. 文化技術之研究與技術開發 

2. 文化技術領域之標準化研究 

3. 文化技術領域之中小企業技術支援 

4. 文化技術領域之國內外產學合作共同研究、技術合作 

5. 從事與文化技術之開發、普及相關，並從政府接受委託之事業 

6. 除此之外，在達成研究主管機關指定目的上所必要之事業 

③ 政府可在預算範圍內支援依第 1 項規定，被指定為研究主管機關的營運等

必要經費。 

④ 研究主管機關之營運等必要事項，由大統領令規定之。 

 

第 18 條 刪除 (2010.6.10) 

 

 

第 19 條 (合作開發、研究之促進) ① 為研發文化商品，政府應努力促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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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人力、設施、器材、資金及資訊等之合作研發與合作研究。 

②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對依第 1 項規定而執行合作研發者，可支援全部或部分

費用。 

 

第 20 條 (國際交流及進入海外市場支援) ① 為促進文化商品之出口競爭力

且鼓勵進入海外市場，政府可支援與國外共同製作，以及透過轉播、網

路等之海外行銷推廣活動，以及招引國外投資、參加國際影展與樣本市

場，以及在國內舉辦建構出口相關合作體系等方面之事業。 

② 為有效支援第 1 項規定之事業，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可使得依大統領令規定

之相關機關或團體來委託或代辦，且能補助所需費用。 

 

第21條 (文化產業振興設施之指定等) ① 為振興文化產業而認為所必要時，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與特別市長、廣域市長、道知事協議後，可以指定文

化產業振興設施，並可支援資金、設備之全部或部分預算。 

② 依第 1 項規定，欲被指定為文化產業振興設施者(包含地方自治團體)，須

依照大統領令之規定申請。 

③ 依第 1 項規定而指定之文化產業振興設施，視為指定成「有關與創投(ven

ture)企業育成之特別措施法」第 18 條規定之創投企業集體設施。 

④ 文化產業振興設施之指定要件及支援等之相關必要事項，由大統領令規定

之。 

 

第 22 條 (文化產業振興設施之指定解除) 文化產業振興設施不符指定要件時，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可依大統領令之規定，解除指定。 

 

第23條 (文化產業振興設施之群集化等) ① 為振興文化產業而認為必要時，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或市、道知事，可將文化產業振興設施集中進駐至文

化產業團地等，且可以將原先建築物使用為文化產業振興設施，或可以

獎勵入住於支援設施內。 

② 為方便民間等能夠設立振興設施，政府可進行有必要的支援。 

 

第 24 條 (文化團地之設立) ① 為透過文化產業相關技術之研究，以及文化商

品開發、製作與養成專門人力等項目，有效振興文化產業，國家或地方

自治團體可設立文化產業團地。 

② 依第 1 項之文化產業團地的設立，必須依照「有關於產業立地及開發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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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內，所規定的國家產業團地、一般產業團地或都市尖端產業團地之

指定、開發程序。 

 

第 25 條 (樹立文化產業團地設立計畫) ① 為促進文化產業團地之設立，而認

為所必要時，文化體育觀光部長樹立文化產業團地設立計畫，而接受管

轄該地區之市、道知事的意見後，可向國土海洋部長要求文化產業團地

之指定。 

② 地方自治團體長依大統領令之規定，可向文化體育觀光部長申請文化產業

團地之設立。 

③ 設立文化產業團地組成計畫相關必要事項，由大統領令規定之。 

④ 文化產業團地組成計畫施行者指定等之相關事項，須依照「有關於產業立

地及開發之法律」第 16 條之規定。 

 

第 26 條 (設立文化產業團地之支援) 關於文化產業團地之設立，必要時，國

家或地方自治團體可支援施行事業者。 

 

第 27 條 (各種負擔金等之免除) ① 針對文化產業團地事業施行者，免除下列

負擔金等。 

1.「山地管理法」第 19 條規定之替代森林資源組成費 

2.「農地法」第 38 條規定之農地保全負擔金 

3.「草地法」第 23 條 6 項規定之替代草地組成費 

② 針對文化產業團地內之文化產業振興設施，可免除「都市交通整備促進法」

第 36 條之交通引發負擔金。 

 

第 28 條 (與其他法律之關係) ① 事業施行者依照第 25 條第 4 項之規定，而

由指定權人指定為事業施行者時，視為獲得下列之認或許可。 

1. 「下水道法」第 16 條規定之公共下水道施工之許可 

2. 「公有水面管理法」第 5 條規定之公有水面占用或使用許可 

3. 「河川法」第 30 條規定之河川施工許可或同法 33 條規定之河川占用等之

許可 

4. 「道路法」第 34 條規定之道路施工許可及同法第 38 條規定之道路占用許

可 

5. 「港灣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之港灣施工許可 

6. 「私道法」第 4 條規定之私道新設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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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農地法」第 34 條規定之農地專用許可 

8. 「有關國土的計畫及利用之法律」第 86 條規定之都市計畫設施事業施行者

指定及同法第 88 條規定之實施計畫認可 

9. 「水道法」第 52 條及第 54 條規定之專用上水道及專用工業用水道設置認

可 

② 欲指定文化產業團地時，若有包含第 1 項各項目，文化產業團地指定權人

應事先與相關機關首長協議。 

 

第 28 條之 2 (文化產業振興地區之指定等) ① 為振興文化產業，必要時，市、

道知事可在管轄區內的部分地區上，指定文化產業振興地區。 

② 市、道知事依照第 1 項規定，指定文化產業振興地區時，應樹立文化產業

振興地區設立計畫，並取得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的承認。變更文化產業

振興地區之指定時，亦同。 

③ 市、道知事應施行第 1 項所規定的文化產業振興地區設立計畫。 

④ 市、道知事應應依照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指定或變更文化產業振興地區；

或者依照第 5 項規定解除指定時，應依照大統領令之規定公告其內容。 

⑤ 屬下列之情形，市、道知事可解除文化產業振興地區之指定。此時，應取

得文化體育觀光部之許可。 

1. 沒有文化產業振興地區計畫之實現可能性時 

2. 因事業延遲、管理疏忽等之事由，而無法達成指定目的時 

⑥ 刪除 (2009.5.21) 

⑦ 關於第 1 項規定之文化產業振興地區指定要件及程序等所需的事項，由大

統領令規定之。 

 

第 28 條之 3 (設立文化產業振興地區之組成支援) ① 關於設立文化產業振興

地區，必要時，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可支援，設立文化產業振興地區計

畫施行者。 

② 針對第 1 項之設立文化產業振興地區計畫施行者，適用第 27 條及第 28 條

之規定。 

③ 依第 28 條之 2 第 1 項指定之文化產業振興地區可視為「創投(venture)企業

養成相關特別措施法」第 18 條之 4 所規定之促進創投企業養成地區。 

 

第 29 條 (國、公有財產之借貸或使用等) ① 為擴充文化產業振興設施及組成

或營運文化產業團地，認為有必要時，雖然有國有財產法或地方財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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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也能以任意合約方式借貸、使用、收益或出售。 

② 關於第一項規定之國有財產的借貸、使用、收益、或出售等內容及條件，

依照國有財產法或地方財政法之規定。 

 

第 30 條 (稅制支援等) ① 為振興文化產業而投資於文化產業振興設施及文

化產業團地，且製作人、投資公司、投資組合投資於文化產業時，政府

針對創業者及支援創業者可實施稅法所規定之稅制支援。 

② 至於文化產業振興設施及文化產業團地組成及運用上直接使用的裝備、設

備及零組件等，政府可依照關稅法之規定，免除關稅。 

 

第 30 條之 2 (地方自治團體對振興設施等之支援) 為振興文化產業而必要時，

地方自治團體可針對文化產業振興設施及文化產業團地、文化產業振興

地區之設立者，以及對創設文化產業相關產業實施支援的公共團體進行

金錢協助，且雖有「地方財政法」之規定，也可出資。 

 

第 30 條之 3 (文化產業統計之調查) ① 為有效建立、施行文化產業中長期基

本計畫及促進文化產業之使用，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可進行，國內外文化

產業統計為目的的現況調查。 

②  文化產業統計之製作，管理所需要的事項，由大統領令規定之。 

 

第 30 條之 4 (消費者保護) ① 為保護文化產業相關消費者之基本權益，政府

須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等相關法令之規定，建立必要措施。 

 

第 31 條 (韓國內容振興院之設立) ① 政府為了有效振興、發展文化產業，而

設立韓國內容振興院(以下以「振興院」稱之) 

② 振興院為法人。 

③ 依章程之規定，在振興院內設置委員與必要之職員。 

④ 振興院進行下列各號事業。 

 

1. 振興文化產業的，研究、調查、企劃政策及制度 

2. 進行文化產業的實況調查及製作統計 

3. 支援培育文化產業相關專業人力，以及支援進行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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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劃文化產業振興所需之技術開發、管理開發技術及推動標準化 

5. 為文化產業發展，進行製作、活化流通 

6. 支援文化產業的創業、經營，以及支援海外出口 

7. 支援文化原型、學術資料、歷史資料等文化內容的開發 

8. 設立活化文化產業的設施等基礎建設 

9. 促進公共文化內容的保存、流通、利用 

10. 收集、保存、活用國內外文化內容資料 

11. 支援視訊影像物在各廣播媒體中多層流通、活用、出口 

12. 支援視訊影像物的國際共同製作及再製作成當地語 

13. 防止線上遊戲的惡性影響，及建構健全建遊戲文化 

14. 活化e運動及促進國際交流 

15. 保護文化內容利用者的權益 

16. 其他達成韓國內容振興院設立目的所需之業務 

 

⑤ 在預算的範圍之內，政府可協助或支援振興院的設立、設備與營運等必要

經費。 

⑥ 振興院對欲得到支援的公共機關，負擔支援所需的全部或部分費用。 

⑦ 與振興院相關之事項，除本法及「有關公共機關營運之法律」中所規定事

項之外，適用「民法」的財團法人相關規定。 

⑧ 非振興院者無法使用韓國內容振興院的名稱。 

 

第四章 刪除(2009.5.21) 

 

第32條 刪除(2005.9.21) 

第33條 刪除(2005.9.21) 

第34條 刪除(2005.9.21) 

第35條 刪除(2005.9.21)  

第36條 刪除(2005.9.21) 

第37條 刪除(2005.9.21) 

第38條 刪除(2005.9.21) 

第五章 刪除(20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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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條 刪除(2009.2.6) 

第40條 刪除(2009.2.6) 

第41條 刪除(2009.2.6) 

第42條 刪除(2009.2.6) 

 

第六章 文化產業專門公司 

 

第43條 (文化產業專門公司) 為執行文化產業之特定事業，而可設立文化產 

業專門公司。 

 

第44條 (公司之型態) ① 文化產業專門公司之型態為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 

公司。 

② 關於文化產業專門公司，除此法規特別規定之外，適用於「商法」之規定。 

 

第45條 (員工之數) 關於文化產業專門公司之員工數，不適用「商法」第545

條之規定。 

 

第46條 (員工總會) 關於文化產業專門公司之員工總會決議，雖「商法」第5

77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無總體員工之同意也可以書面進行。 

 

第47條 (兼業之限制) ① 除第49條所規定之業務外，文化產業專門公司不能

執行其他業務。 

② 文化產業專門公司除本店外無法設置辦事處，亦無法雇用員工以及常任委

員。 

 

第48條 (禁止使用類似名稱) ① 文化產業專門公司在商號內，應加入文化產

業專門公司之文字。 

② 非文化產業專門公司，不能使用文化產業專門公司或類似名稱。第49條(業

務) 文化產業專門公司執行以下各號之業務。 

1. 屬於文化產業之文化商品的企劃、開發、製作、生產、流通及消費等以及

與其相關服務 

2. 屬於文化產業之文化商品的管理、運用以及處理 

3. 執行第1號及第2號所規定之業務時，必要之契約締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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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附屬於第1號至第3號之業務 

 

第50條 (會計處理) 文化產業專門公司之會計，須依照金融委員會所規定之會

計處理基準而處理。 

 

第51條 (業務及資產之委託) ① 文化產業專門公司須把第49條規定之各業務，

依照事業委託契約委託於符合下列任何一號之一者(包含法人，以下簡稱

「事業管理者」)。 

1. 主要事業同樣於該文化產業專門公司欲執行之業務者 

2. 該文化產業專門公司之主要投資者 

3. 其他在員工總會或股東大會中所決定者 

② 文化產業專門公司依照資產管理委託契約，應將資金或資產之保官、管理

相關業務，以及權利關係證明文件之保管業務，委託於下列任何一號之

一者(以下簡稱「資產管理者」)。 

1. 「有關於資本市場與金融投資業之法律」規定的信託業者 

2. 「辯護師(律師)法」規定的法務法人或法務法人(有限) 

3. 「公認會計師法」規定的會計法人 

③ 資產管理者應對文化專門公司委託保管的資產，與固有財產與第三者委託

保管的資產區分，進行會計處理與管理。 

④ 事業管理者和資產管理者不得同人(包含法人)。 

⑤ 依據第1項及第2項規定之委託契約，應獲得員工總會或股東大會之批准。 

 

第52條 (登記等) ① 文化產業專門公司填入下列各號事項之登記申請書，且

另附大統領令所規定之文件，3個月內向文化體育觀光部長登記。 

1. 章程之目的事業 

2. 理事及監事之姓名、身分證號 

3. 事業管理者之名稱 

4. 資產管理者之名稱 

② 依第1項之規定做登記時，文化產業專門公司須具備下列各號要件。 

1. 須為依此法規而成立之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2. 締結事業委託契約之事業管理者，須符合第51條第1項規定，且不應該為業

務停止期間當中 

3. 締結資產管理委託契約之資產管理者，應符合第51條第2項規定，且不應該

為業務停止期間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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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立資本金，須1千萬元以上 

5. 登記申請文件之內容，不應違背此法規或依此法規之命令 

6. 登記申請文件中，不該有造假或不該遺漏重要事實 

③ 若第1項規定之登記事項有所變更時，文化產業專門公司應在兩個禮拜內

向文化體育觀光部長申請登記變更。 

④ 依第1項規定做登記時，視為依「有關於電影及影視物振興之法律」第26

條及第57條、「有關於遊戲產業振興之法律」第25條，以及「有關於音

樂產業振興之法律」第16條之規定提出過申請。 

 

第53條 (解散) ① 文化產業專門公司符合下列各號之任何一號者，將會解

散。 

1. 存續期間截止或發生章程所規定之事由時 

2. 股東大會或員工總會決議時 

3. 破產時 

4. 法院命令或判決時 

② 當文化產業專門公司解散時，與文化產業專門公司締結事業委託契約之事

業管理者，應在30天內向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報告其事實。 

 

第54條 (禁止合併等) 文化產業專門公司不可與其他公司合併或組織變更為

其他公司。 

 

第55條 (監督、檢查等) ① 為健全營運文化產業專門公司，認為所必要時，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可對文化產業專門公司、事業管理者、資產管理者要

求，提出此法所規定業務等之相關資料或報告。 

②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對文化產業專門公司、事業管理者、資產管理者，可讓

其所屬公務員檢查此法規定之相關業務等事項。 

③ 執行第2項規定之檢查業務者，應攜帶標示權限之證照，並提示於相關人

員。 

④ 依第2項規定而執行檢查後，有發生違反此法規(第56條之2第1項之規定的

公募文化產業專門公司時，包含「有關資本市場與金融投資業之法律」

之事實時，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可對文化產業專門公司實施下列個號措

施。 

1. 取消該文化產業專門公司之登記 

2. 針對相關委員要求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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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改正違反事項所需的必要措施，並由大統領令規定之措施 

 

第56條(取消登記) 文化產業專門公司若符合下列各號之一事，文化體育觀光

部長可依第52條規定取消登記。 

1. 解散時 

2. 造假或以其他非法方式登記時 

3. 登記後無法維持此法規定(依第56條之2第1項之規定的公募文化產業專門

公司時，包含「有關資本市場與金融投資之法律」。以下如同此條)之登

記要件時 

4. 違反此法規或依此法規之命令或處分時 

 

第 56 條之 2 (關於公募文化產業專門公司之特惠) ① 雖然有第 51 條第 1 項之

規定，但具備下列各號的要件之公募文化產業專門公司(指非屬於「有關

資本市場及金融投資業之法律」第 9 條第 19 項之私募集合投資機構的文

化產業專門公司，以下皆同)，並向文化體育觀光部長登記者，應委託第

49 條各號所規定之業務。 

1. 依「商法」之股份有限公司 

2. 須具備1億元以上且大統領令規定金額以上之股本投資 

3. 須具備為執行事業管理者業務之充分人力及設備 

4. 事業管理者和投資者之間，須具備為防止特定投資者和其他投資者間所發

生之利害衝突的機制 

② 第1項登記要件之相關必要細部事項，由大統領令規定之。 

③ 針對公募文化產業專門公司之事業管理者，準用第55條第4項及第56條。 

④對公募文化產業專門公司與事業管理者(排除非公募文化產業專門公司，並

僅從文化產業專門公司接受第49條各號業務的委託者)，不適用「有關資

本市場及金融投資業之法律」第11條至第16條、第22條至第27條、第28

條(考慮受託資產規模，限定於大統領令規定之事業者)、第29條至第32

條、第34條至第43條、第48條、第50條至第53條、第56條、第58條、第6

0條至第65條、第80條至第83條、第85條第2號、第3號及第6號至第8號、

第86條至第95條、第181條至第183條、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5項至第7

項、第185條至第187條、第194條至第212條、第229條至第253條以及第4

15條至第425條之規定。 

⑤ 登記公募文化產業專門公司或事業管理者(不包含非公募文化產業專門公

司，並儘從文化產業專門公司接受第49條業務之受託者)時，文化體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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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部長應先與金融委員會協議。 

⑥ 為公益或保護公募文化產業專門公司之股東、員工而認為有必要時，金融

委員會可向公募文化產業專門公司及事業管理者(不包含從非公募文化

產業專門公司，接受第49條業務之受託者)命令提出或報告業務相關資料，

且使金融監督院長檢查其相關業務。 

⑦ 公募文化產業專門公司及事業管理者(不包含非公募文化產業專門公司，

並儘從文化產業專門公司接受第49條業務之受託者)違反此法規或此法

規定之命令及處分，或是違反「有關資本市場及金融投資業之法律」或

同法規定之命令及處分時，金融委員會可向文化體育觀光部長要求，實

施第55條第4項之措施，而沒有特別事由時，文化體育觀光部長應因應此

要求。此時，文化體育觀光部長應向金融委員會通報措施內容。 

 

第七章 補則 

 

第57條(適用罰則時的公務員議題)依第58條規定而受託權限之事務者，適用刑

法第129條至第132條時，視為公務員。 

 

第58條 (權限之委任、委託) 依大統領令之規定，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可將此法

規權限之一部分，委任予市、道知事或委託予為振興文化產業而設立之

機關、法人或團體。 

 

第59條 (罰款) ① 符合以下各號中任何一號者，則處以1千萬韓元以下的罰

款。 

1. 並未依第 52 條所規定完成登記，而使用「文化產業專門公司」的名稱實行

第 49 條各號業務，或是募集投資者。 

2. 違反第51條第3項之規定，並未區分管理文化產業專門公司的資產者 

② 符合以下各號中任何一號者，則處以500萬元以下的罰款。  

1. 以造假方式，取得第 8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認證者。 

2. 並未依第15條第1項規定獲得指定，而擅自標示優秀文化商品者 

3. 違反第 31 條第 8 項或第 48 條第 2 項之規定，使用類似名稱者。 

4. 並未在第 52 條第 1 號所規定之登記時間內提出登記申請者。 

5. 拒絕或妨礙第55條第1項與第2項規定的繳交資料、報告或檢查；或是繳交

或報告假資料者。 

③ 依照大統領令的規定，由文化體育觀光部長或市、道知事賦課、徵收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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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與第2項所規定之罰款。 

 

附則<第 11690 號, 2013.3.23>(政府組織法) 

 

第 6 條(其他法律之修正)省略①至〈257〉 

〈258〉部分修改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如下 

第 12 條中的第 3 項中「放送通信委員會委員長」改為「未來創造科學部長官

與放送通信委員會委員長」。 

第 25 條第 1 行中「國土海洋部長官」改為「國土交通部長官」。 

省略〈259〉至〈710〉 

 

第 7 條 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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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韓國「著作權法」、「著作權法施行令」、「著作權

法施行規則」 

 

著作權法 

[施行 2012.3.15] [法律 第 11110 號, 2011.12.2, 部分修訂] 

 

文化體育觀光部（著作權政策課）02-3704-9472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目的）本法保護著作者的權利和與之相關的權利，實現對著作物之

公正利用，以促進文化暨相關產業的提昇發展為目的。<修訂 2009.4.22> 

 

第 2 條（定義）本法中使用的術語定義如下<修訂 2009.4.22, 2011.6.30, 

2011.12.2> 

1.  “著作物” 是指表現人類思想和感情的創作物。 

2.  “著作人”是指著作物的創作者。 

3.  “公演” 是指以演出、演奏、歌唱、口述、朗讀、上映、播放等方法將著

作物或表演、唱片、廣播等公開傳達於公眾，包括同一人所有且相連結

的場所之內進行的通訊（不包括傳輸）。 

4.  “表演者”是指藉由表演、舞蹈、演奏、歌唱、口述、朗讀等及其它藝術方

式來表現著作物，或將非著作物以類似方法表現的演出者，包括指揮、

導演或監督等人。 

5.  “唱片”是指將聲響（指聲音、音響。以下同）儲存於有形物（聲音與影像

同時儲存的形式除外）。 

6.  “唱片製作者”是指將聲響儲存於唱片的整體企劃與負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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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眾通訊”是指為了使公眾可以收訊或接收為目的，而以無線或有線通訊

的方法將著作物、表演、唱片、廣電或資料庫（以下“著作物等”）進行

通訊或提供通訊之行為。 

8.  “廣播”是指在公眾通訊中，為了使公眾可同時收訊為目的，而將聲響、影

像或者視聽（聲音與影像）等傳達給公眾。 

8 之 2.  “廣播訊號的加密”是指廣播業者或取得廣播業者之同意者，以電子加

密的廣播通訊方式，防止或遏止沒有正當權限下之收訊行為。 

9.  “廣播業者”是指以廣播為行業之從業者。 

10.  “傳送”是指在公眾通訊中，為了使公眾成員可依個別需求在選擇的時間

與場所接收，提供著作物等之利用之行為，，以及依此目的所進行之通

訊。 

11.  “數位聲音通訊”是指在公眾通訊中，為了使公眾可同時收訊為目的，按

照公眾成員的要求傳達公告的數位聲響，但傳送除外。 

12.  “數位聲音通訊業者”是指以數位聲音通訊為行業之從業者。 

13.  “影像著作物”是指收錄了連續性影像（不論是否收錄聲音）的創作物，

可利用機械或數位裝置進行播放來觀看或收聽。 

14.  “影像製作者”是指影像著作物的製作中，擔任整體企劃與承擔責任的

人。 

15.  “應用美術著作物”是指做為可以複製物品同一形象之美術著作物，所具

有的可以與該物品的區別的可被認證的獨特性，包含設計等。 

16.  “電腦程式著作物”是指為獲得特定結果，利用電腦等具資訊處理能力的

裝置（以下稱電腦），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用一組指示、命令等來表現的

創作物。 

17.  “編輯物”是指著作物或符號、文字、聲響、影像等及其它型態的資料（以

下稱素材）的集合物，包含資料庫。 

18.  “編輯著作物”是指在素材的選擇、排列與構成上具有創作性的編輯物。 

19.  “資料庫”是指將素材有系統的排列或構成的編輯物，從而能個別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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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檢索該素材。 

20.  “資料庫製作者”是指為了資料庫的製作或該材料的更新、驗證或補充（以

下稱更新等）等，在人力與物力上投入相當的人。 

21.  “共同著作物”是指做為二人以上共同創作的著作物，難以劃分各自貢獻

的部分並無法分離利用之著作物。 

22.  “複製”是指以印刷、照片攝影、影印、錄音、錄影以及其它方法，暫時

或永久的固定或重複製作成有形物，以建築業為例，則包含依建築模型

或設計圖所施工建造之建築物。 

23.  “傳佈”是指將著作物等之原件或複製物，以有償或無償的方式，提供公

眾轉讓或出租。 

24.  “發行”是指為滿足公眾的需求而將著作物或唱片複製和傳佈。 

25.  “公開發表”是指將著作物利用公演、公眾通訊或其它方法，向公眾公開

內容以及發行著作物的情形。 

26.  “著作權信託管理業”是指為了擁有著作財產權者、排他性發行權者、出

版權者、著作鄰接權者以及資料庫製作者等之權利持有者的權利委託與

持續地管理的行業，包括與著作物等使用有關之綜合性代理之情況。 

27.  “著作權代理仲介業”是指為了著作財產權者、排他性發行權者、出版權

者、著作鄰接權者以及資料庫製作者等之權利持有者，進行該權利利用

之代理或仲介行為之行業。 

28.  “技術性保護措施”是指符合下列該當任一目之措施： 

甲. 有關著作權及其他依本法保護之權利的行使，為了有效防止或限制接觸依

本法保護之著作物等，其權利者或獲得權利者同意者所採用之技術性措

施 

乙. 為了有效防止或遏止針對著作權及其它依本法保護之權利的侵害行為，其

權利者或獲得權利者同意者所採用之技術性措施 

29.  “權利管理資訊”是指符合下列該當任一目之資訊、表現資訊的數字，或

作為符號的各資訊，黏貼在依著作權及其它依本法保護之權利之著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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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之原件或複製物之上，或者出現在公演、施行或公眾通訊的情形： 

甲. 為了辨別著作物等之資訊 

乙. 為了辨別依著作權及其它依本法保護之權利持有者的資訊 

丙. 與著作物等之利用方法與條件相關之資訊 

30.  “線上服務提供者” 指符合下列該當任一目者： 

甲. 使用者選擇的著作物等，在沒有修改內容之下，為了藉由資訊通訊網路（指

依據「促進資訊通訊網路使用暨資訊保護等相關法令」第二條第一項第

一號之資訊通訊網路）傳達予使用者所指定的地點，以通訊或指定路徑

等方式連結的提供者 

乙. 為了讓使用者連結資訊通訊網路或藉由資訊通訊網路，複製、傳輸著作物

等，提供相關服務、設備及營運的從業者 

31.  “業務上之著作物”是指在法人、團體及其它使用者（以下稱法人等）的

企劃下，法人等之從業者（或僱員）因業務需要所製作的著作物 。 

32.  “公眾”是指不特定多數人（含特定多數人）。 

33.  “認證”是指為了著作物等之利用許可，證明為正當的權利擁有者之行

為。 

34.  “程式編碼解碼”是指為了在獨立創作的電腦程式製作物與其它電腦程式

間的互換獲得必要的資訊，複製或變換電腦程式製作物碼之行為。 

35.  “標籤”是指為了顯示複製物為在正當權限下所製作，而黏貼或附送在著

作物等有形複製物、包裝或文書上或考量此目的下之標誌。 

36.  “電影院等”是指電影院、試映會場及其他可向公眾播映影像製作物之場

所，並可依照播映者之意管制入場的場所。 

 

第 2 條之 2（著作權保護相關政策的制定） 

①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為實現本法之目標，可制定與施行以下各項政策： 

1.  為了營造著作權的保護與著作物的公正使用環境之相關之基本政策事項 

2.  為了擴大認識著作權的教育與推廣等相關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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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著作物等的權利管理資訊與技術性保護措施等政策相關之事項 

② 依據第一項建立與施行政策所必要之事項由大統領令訂定之。 

 [本條新設 2009.4.22] 

 

第 3 條（外國人的著作物）① 外國人的著作物依據大韓民國加入或簽署的條

約受到相應的保護。 

② 大韓民國常駐的外國人（包括無國籍者與在大韓民國設置辦公室之外國法

人）的著作物與第一次在大韓民國公開發表的外國人的著作物（含在外

國公開發表後 30 日內在大韓民國發表者）依據本法而受到保護。 

③ 即使是依據第 1 項與第 2 項受保護之外國人（在大韓民國常駐的外國人與

無國籍者除外，以下同本項）的著作物，在此外國人的本國若不保護大

韓民國民的著作物時，與其相應的條約與依本法的保護將可受到限制<修

訂 2011.6.30> 

④ 即使是依據第 1 項與第 2 項受保護之外國人的著作物，若在此外國人的本

國保護期間終止的情形下，將不承認依本法的保護期間。 

   

第 2 章  著作權 

 

第 1 節（著作物） 

 

第 4 條（著作物的示例）① 本法所指稱的著作物如下所示： 

2. 音樂著作物 

6. 照片著作物（包括以類似方法製作之著作物） 

7. 影像著作物 

 

第 5 條（衍生著作物或二次性著作物） 

第 6 條（編輯著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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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不受保護之著作物） 

       

第 2 節（著作人） 

 

第 8 條（著作人等之推定） 

第 9 條（業務上著作物的著作人） 

第 10 條（著作權） 

 

第 3 節（著作人格權） 

 

第 11 條（公開發表權） 

第 12 條（姓名標示權） 

第 13 條（同一性維持權） 

第 14 條（著作人格權的一身專屬性） 

第 15 條（共同著作物的著作人格權） 

 

第 4 節（著作財產權） 

       

第 1 款（著作財產權的種類） 

 

第 16 條（複製權） 

第 17 條（公演權） 

第 18 條（公眾通訊權） 

第 19 條（展示權） 

第 20 條（傳佈權） 

第 21 條（租借權） 

第 22 條（衍生性著作物製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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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款 著作財產權的限制 

 

第 23 條（在審判程序過程中之複製） 

第 24 條（政治性演說等之使用） 

第 25 條（學校教育目的等之使用） 

第 26 條（時事報導目的之使用） 

第 27 條（時事性新聞與評論的複製等） 

第 28 條（已公開發表的著作物之引用） 

第 29 條（不以營利為目的之公演、廣播） 

第 30 條（為個人使用之複製） 

第 31 條（在圖書館等處之複製等） 

第 32 條（做為考試題目之複製） 

第 33 條（為了視障者等之複製） 

第 34 條（廣播業者的暫時性錄音、錄影） 

第 35 條（美術著作物等的展示與複製） 

第 35 條之 2（著作物使用過程的暫時性複製） 

第 35 條之 3（著作物的公正的使用） 

第 36 條（翻譯等之利用） 

第 37 條（出處的明示） 

第 37 條之 2（適用例外） 

第 38 條（與著作人格權的關係） 

         

第三款  著作財產權的保護期限 

第 39 條（保護期限的原則）① 著作財產權除本款有特別規定情況之外，保

護期限至著作人在世期間並存續至死亡後 50 年為限。但著作人死亡後經

過 40 年，在 50 年到來之前公開發表的著作物之著作財產權，將自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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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後存續 10 年。 

② 共同著作物的著作財產權之存續至最後一位著作人死後 50 年。 

 

第 40 條（無名或匿名著作物的保護期限） 

第 41 條（業務上著作物的保護期限） 

第 42 條（影像製作物與程式的保護期限） 

第 43 條（連續性刊物等的發行日期） 

第 44 條（保護期限的計算） 

 

第四款  著作財產權的轉讓、行使、消失 

 

第 45 條（著作財產權的轉讓） 

第 46 條（著作物的使用許可） 

第 47 條（以著作財產權為目的之抵押權的行使等） 

第 48 條（共同著作物的著作財產權的行使） 

第 49 條（著作財產權的消失） 

 

第 5 節  著作物使用的法定許可 

 

第 50 條 著作財產權所有者不明之著作物的使用 

第 51 條 已公開發表著作物之傳播 

第 52 條 銷售目的唱片之製作 

以銷售為目的之唱片在我國首次銷售 3 年後，意圖重錄該錄音著作物並銷售

時，未與著作財產權人間達成協議的狀況之下，依照大統領令在取得文

化體育觀光部長官的承認之後，依文化體育部長官所訂定之補償金基準，

支付該著作權人或將其委託後，可用其製作其他以銷售為目的之唱片。<

修訂 200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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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節  註冊與認證 

 

第 53 條  著作權的註冊 

第 54 條 權利變動等的註冊、效力 

第 55 條 註冊的程序等 

第 55 條之 2 保守秘密的義務 

第 56 條 權利者等之認證 

 

第 7 節  排他性發行權<修訂 2011.12.2> 

 

第 57 條 排他性發行權的設定 

第 58 條 排他性發行權者的義務 

第 59 條之 2 著作物的修訂增刪 

第 59 條 排他性發行權的存續期限等 

第 60 條 排他性發行權的消滅通告 

第 61 條 排他性發行權的消失後複製物的傳佈 

第 62 條 排他性發行權的轉讓、限制等 

 

   

第 7 節之 2 與出版相關之特例<新設 2011.12.2> 

第 63 條 出版權的設定 

第 63 條之 2 準用 

 

第 3 章  著作鄰接權 

 

第1節  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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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4 條（受保護之表演、唱片、光播）符合下列該當任一號、目之表演、唱

片與廣播，受到本法之保護： 

1.  表演 

甲. 大韓民國國民（含依大韓民國法律成立的法人與在大韓民國設有辦公室之

外國法人，以下同）進行之表演 

乙. 依大韓民國加入或簽署之條約保護之表演 

丙. 錄製於第 2 號各目之唱片上的表演 

丁. 依據第 3 號各目之廣播通訊之表演（發送信號前已錄音或錄影之表演除外） 

 

2.  唱片 

甲. 以大韓民國國民作為唱片製作者的唱片 

乙. 首次在大韓民國內進行錄製的唱片 

丙. 依據大韓民國加入或簽署的條約保護的唱片，於該簽約國內首次錄製的唱

片 

丁. 依據大韓民國加入或簽署的條約所保護的唱片，以簽約國國民（含依該締

約國法律設立的法人與在該締約國內設立辦公室之法人）為唱片製作者

的唱片 

 

3.  廣播 

甲. 大韓民國國民為傳播業者的廣播 

乙. 由大韓民國內之廣播設施進行的廣播 

丙. 依據大韓民國加入或簽署的條約保護的廣播，以該簽約國國民廣播業者並

以在該簽約國內之廣播設備進行之廣播。 

 

第 64 條之 2（表演者等之推定）依本法保護之表演、唱片、廣播相關之表演

者、唱片製作者或傳播業者的實名或已眾所周知的別名，以一般方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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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表演者、唱片製作者或廣播業者，推定其擁有對該表演、唱片、廣

播等之權利。 

[本條新設 2011.6.30] 

 

第 65 條 （與著作權的關係）本章各條之規定不得解釋為對著作權之影響。 

   

第2節 表演者的權利 

 

第 66 條（姓名標示權）①表演者具有在其表演或表演之複製物上標示實名或

別名的權利。 

② 意圖使用表演的人，在該表演者未特別表示意見時，應依表演者標示實

名或別名的方式標示之。但因表演的屬性、使用的目的與型態等而被認

定具有不得以之原因者，得以除外。 

 

第 67 條（同一性維持權）表演者具有維持表演內容與形式的同一性之權利，

但因表演的屬性、使用的目的與型態等原因，導致被認定有不得以之原

因時，得以除外。 

 

第 68 條（表演者人格權的一身專屬性）第 66 條與第 67 條規定之權利（以下

稱「表演者的人格權」）專屬於表演者一身。 

 

第 69 條（複製權）表演者具有複製其演出的權利。 

 

第 70 條（傳佈權）表演者具有傳佈其表演複製物的權利。但演出的複製物物

獲得表演者的許可而提供銷售等交易時，則不在此限。 

 

第 71 條（出租權）表演者不受第 70 條但書之規定，具有將其演出之錄音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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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出租予營利目的之權利。 

 

第 71 條（公演權）表演者具有公演尚未固定形式的演出之權利。但不適用於

其表演為廣播形式的表演。 

 

第 73 條（廣播權）表演者具有廣播其演出的權利，但獲得表演者許可的錄音

製作的演出得不適用。 

 

第 74 條（傳輸權）表演者具有傳輸其表演的權利。 

 

第 75 條（廣播業者對表演者的補償）①  廣播業者使用將表演以銷售為目的

錄音製作的唱片進行廣播時，應支付表演者相當的補償金。但若表演者

為外國人時，該外國人之本國對大韓民國表演者未有依本項認定補償金

時除外。 

② 第25條第5項至第9項的規定準用於依據第1項之規定所支付之補償金。 

③ 依據第2項之規定的團體為補償權利者請求補償金的金額，每年由該團體

與廣播業者協議後訂定之。 

④ 依據第3項規定之協議未達成時，該團體和廣播業者可依據大統領令訂定

之第112條規定，得向韓國著作權委員會申請調解。 

 

第 76 條（數位聲音通訊業者對表演者的補償）①  數位聲音通訊業者使用將

表演錄音製作的唱片進行訊號傳播時，應支付表演者一定的補償金。 

②  第 25 條第 5 項至第 9 項的規定準用於依據第 1 項規定的補償金之支付。 

③  依據第2項規定的團體為補償權利者要求所補償的金額，每年由該團體與

數位聲音通訊業者在大統領令訂定之期限內協議後決定。 

④  依據第3項之規定未達協議時，依照文化體育部長官訂定並公告之金額來

支付。.<修訂 2008.2.29> 



239 
 

 

第 76 條之 2（使用販售用途唱片公演者對表演者的補償）① 使用表演者錄音

來販售用唱片之公演者應支付該表演者一定之補償金。但表演者若為外

國人，該外國人之本國對大韓民國表演者未有依本項認定之補償金時則

可不適用。 

②  第 25 條第 5 項至第 9 項與第 76 條第 3 項、第 4 項準用依據第 1 項之規

定的補償金支付與金額等規定。[本條新設 2009.3.25] 

 

第 77 條（共同表演者） ① 兩人以上共同參與合唱、合奏或舞台劇的表演時，

本節規定之表演者的權利（表演者人格權除外）由共同表演者選出的代

表人行使之。但若無代表人時，則由指揮者或監督等行使之。 

②  依據第 1 項之規定行使表演者權利時，若有獨唱或獨奏共同表演時，應

徵求該獨唱者或獨奏者之同意。 

③  共同表演者人格權行使之相關規定準用第 15 條之規定。 

       

第 3 節  唱片製作人的權利 

 

第 78 條（複製權）唱片製作人具有複製其唱片的權利。 

第 79 條（傳佈權）唱片製作人具有傳佈其唱片的權利。但當唱片的複製物在

獲得唱片製作人的許可下提供商業用途等進行交易之情況時除外。 

 

第 80 條（出租權）唱片製作人得不受第 79 條但書之規定限制，有權將販售

用唱片以營利為目的來出租。 

 

第 81 條（傳送權）唱片製作人享有傳送其唱片之權利。 

 

第 82 條（廣播業者對唱片製作人的補償）①廣播業者使用販售用唱片進行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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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時，應支付唱片製作人一定之補償金額。但唱片製作人若為外國人，

該外國人之本國對大韓民國唱片製作人不承認依本項認定之補償金時除

外。 

①  第25條第5項至第9項與第75條第3項、第4項準用依據第1項之規定的補償

金之支付與金額等規定。 

 

第 83 條（數位聲音通訊業者對唱片製作人的相關補償）①數位聲音傳輸業者

使用唱片進行訊號傳播時，應支付唱片製作人一定額度之補償金。 

②  第25條第5項至第9項與第75條第3項、第4項準用依第1項之規定的補償金

之支付與金額等規定。 

 

第 83 條之 2（利用商用唱片公演者對唱片製作人的補償）① 使用販售用唱片

之公演者應支付唱片製作人一定額度之補償金。但唱片製作人若為外國

人，該外國人本國對大韓民國唱片製作人不承認依本項認定之補償金時

除外。 

②  第 25 條第 5 項至第 9 項與第 76 條第 3 項、第 4 項準用依第 1 項之規定

的補償金之支付與金額等規定。[本條新設 2009.3.25] 

 

第 4 節  廣播業者的權利 

 

第 84 條（複製權）廣播業者具有複製其廣播之權利。 

 

第 85 條（聯播權）廣播業者具有聯播其廣播之權利。 

 

第 85 條之 2（公演權）廣播業者在公眾可及的地點收取費用使其觀看節目時，

具有公演該節目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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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節  著作鄰接權的保護期限 

 

第 86 條（保護期限）①  著作鄰接權（表演者的人格權除外，以下同）在下

列各號中任一情況發生時產生： 

1.  表演的情況，進行該表演之際 

2.  唱片的情況，首次將聲音錄製在唱片之際 

3.  廣播的情況，進行該節目之際。 

②  著作鄰接權有下列任一號時，於次年開始計算持續存在 50 年。 

1.  表演的情況，進行該表演之際 

2.  唱片的情況，發行該唱片之際。，但將聲響首次錄製在唱片之次年開始計

算經過 50 年後未發行該唱片之時，則以聲音錄製於唱片之際起算 

3.  廣播的情況，進行該節目之際。 

 

第 6 節  著作鄰接權的限制、轉讓、行使等 

 

第 87 條（著作鄰接權的限制）①  有關以著作鄰接權為目的的表演、唱片或

廣播的內容準用第 23 條, 第 24 條, 第 25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第 26 條至

第 32 條、第 33 條第 2 項、第 34 條、第 35 條之 2、第 35 條之 3、第 36

條與第 37 條之規定 

②  數位聲音通訊業者依據第 76 條第 1 項與第 83 條第 1 項在表演中使用唱

片進行訊號傳送時，得暫時性的複製該唱片，此時相關複製物之保存期

限準用第 34 條第 2 項之規定。 

 

第 88 條（著作鄰接權的轉讓、行使等）關於著作鄰接權的轉讓，分別準用第

45 條第 1 項、表演、唱片或廣播之利用許可，第 46 條以著作鄰接權為目

的之質權的行使，第 47 條著作鄰接權的消滅，第 49 條、表演、唱片或

廣播之排他性發行權的設定，以及第 57 條至 62 條之規定。[全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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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2] 

 

第 89 條（表演、唱片與廣播使用之法定許可）關於表演、唱片與廣播等之使

用，準用第 50 條至第 52 條之規定。 

 

第 90 條（著作鄰接權的註冊）著作鄰接權或著作鄰接權的排他性發行權之註

冊，準用第 53 條至第 55 條與第 55 條之 2 的規定。此時，第 55 條中“著

作權註冊簿”被視為“著作鄰接權註冊簿”。<修訂 2009.4.22, 2011.12.2> 

 

第四章  資料庫著作人的保護 

 

第 91 條（受保護的資料庫） 

第 92 條（適用例外） 

第 93 條（資料庫製作者的權利） 

第 94 條（資料庫製作者的權利限制） 

第 95 條（保護期限） 

第 96 條（資料庫製作者的權利之轉讓、行使等） 

第 97 條（資料庫使用的法定許可） 

第 98 條（資料庫製作者的權利之註冊） 

  

第五章  與影像著作物之相關特例 

 

第 99 條（著作物的影像化）① 著作財產權者准許他人將其著作物影像化時，

無特別約定之際，可推定包括以下各號之權利也被允許： 

1. 為了製作影像著作物而將著作物改編 

2. 以公開上映為目地的將影像製作物公開上映 

3. 以廣播為目的的播映影像製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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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傳送為目地的傳送影像製作物 

5. 將影像著作物依其原來目的進行之複製與傳佈 

6. 對影像著作物之翻譯品，依照與該影像著作物以同樣之方法使用 

著作財產權者准許將其著作物影像化，並在無特別約定時，在准許之日起 5

年後，可准許使用該著作物來製作其它影像製作物。 

 

第 100 條（與影像著作物相關之權利）①影像製作人與約定合作製作影像著

作物之人，在沒有特別約定下取得影像著作物之著作權時，則可推定影

像製作者接受了使用該影像著作物的必要權利之轉讓。 

②  影像著作物製作中所使用之小說、劇本、美術著作物以及音樂著作物等

之著作財產權，不因第 1 項的規定而受到影響。 

③  影像製作人與約定合作製作影像著作物之表演者，相關影像製作物之使

用，依據第 69 條規定之複製權、第 70 條規定之傳佈權、第 73 條規定之

播映權，以及第 74 條規定之傳送權，在沒有特別的約定之下，推定影像

製作者接受了這些權利的轉讓。 

 

第 101 條（影像製作人的權利）① 影像製作者從合作製作者所獲得轉讓之影

像著作物的使用權利包括影像著作物的複製、傳佈、公開上映、廣播、

傳送以及其他方法來使用之權利，可對此權利進行轉讓或設定抵押質

權。 

②  影像製作人由表演者處獲得的轉讓權利包括該影像著作物之複製、傳佈、

傳播或傳送之權利，並可將此權利進行轉讓或設定抵押質權。 

 

第 5 章之 2  與程式相關之特例<新設 2009.4.22> 

 

第 101 條之 2（保護的對象） 

第 101 條之 3（程式的製作財產權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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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 條之 4（程式代碼解碼） 

第 101 條之 5（正當使用者為了保存所做的複製等） 

第 101 條之 6 刪除<2011.12.2> 

第 101 條之 7（程式的存放） 

 

第 6 章  線上服務提供者的責任限制 

 

第 102 條 （線上服務提供者的責任限制） 

第 103 條（複製、傳送的中斷） 

第 103 條之 2（對線上服務提供者之法院命令的範圍） 

第 103 條 3（對複製、傳送者之相關資訊提供的請求） 

第 104 條（特殊類型的線上服務提供者的義務等） 

 

第 6 章之 2  技術性保護措施的破解禁止等<新設 2011.6.30> 

 

第 104 條之 2（技術性保護措施的破解禁止） 

第 104 條之 3（權利管理資訊的刪除、變更等之禁止） 

第 104 條之 4（暗號化廣播信號的破解等之禁止） 

第 104 條之 5（標籤偽造等之禁止） 

第 104 條之 6（影像著作物錄影等之禁止） 

第 104 條之 7（廣播播放前信號之通訊禁止） 

第 104 條之 8（侵害的停止與預防請求等） 

 

第 7 章  著作權委託管理業 

 

第 105 條（著作權委託管理業的許可等） 

第 106 條（著作權委託管理業者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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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7 條（瀏覽文件的要求）  

第 108 條（監督） 

第 109 條（許可的取消等） 

第 110 條（聽證） 

第 111 條（罰款的處分） 

 

第 8 章  韓國著作權委員會<修訂 2009.4.22> 

 

第 112 條（韓國著作權委員會的設立）① 為了審議與著作權和其他依本法保

護之權利（以下本章稱著作權）相關事項，斡旋、調解與著作權相關之

紛爭（以下稱紛爭），以及執行著作權保護與公正利用上必要的事業，特

設立韓國著作權委員會（以下委員會）。 

②  委員會以法人行之。 

③  與委員會相關而未在本法規定之事項，準用「民法」中關於財團法人之

規定，此時其委員會之委員可視為理事。 

④  不屬於委員會之組織，不得使用韓國著作權委員會的名稱[全文修訂 

2009.4.22] 

 

第 112 條之 2（委員會的構成）① 委員會由委員長 1 名、副委員長 2 名、20

名以上、25 名以內之委員組成。 

②  委員由文化體育觀光部從符合以下各號的人之中選出，委員長與副委員

長經委員互選選出。此時，文化體育觀光部必須考量依本法保護之權利

持有者與其使用者的利害關係，達到委員組成之平衡，並可要求各領域

權利者團體或使用者團體等推薦委員。 

1. 大學或公認研究機構中副教授以上，或具有或曾具有與其職務相當之人，

專長為著作權相關領域者 

2. 現職法官或檢察官，以及具有律師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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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四級以上公務員或與其相當之公共機關在職或曾在職者，具有著作權或是

文化產業領域之實務經驗者 

4. 曾任職或現任職於著作權或文化產業相關團體者 

5. 其它從事著作權或文化產業相關業務等具有豐富學識與經驗者 

③ 委員的任期為三年，得連任，但被委任特定職務之委員其任期以該職位

的在任期限為之。 

④  委員缺額時，依第 2 項之規定委任補選委員，補選委員的任期至前任委

員留下的任期，但若委員數在 20 名以上時，得不委任補選委員。 

⑤  為了有效率的執行委員會任務，可依領域設置分科委員會，分科委員會

議自委員會託付事項進行之決議，視同委員會之議決。[本條新設 

2009.4.22] 

 

第 113 條（業務）委員會執行下列各號業務：<修訂 2008.2.29, 2009.4.22> 

1. 紛爭之斡旋、調解（依一般法律程序上有斡旋、調解、仲裁等程序） 

2. 依據第 105 條第 6 項之規定，審議著作權委託管理業者的手續費與使用費

之費率或金額等相關事項，以及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或委員三人以上共

同提案事項之審議。 

3. 確立著作物等之利用秩序以及與著作物之公正使用等相關事業 

4. 為保護著作權之國際合作 

5. 著作權之研究、教育與推廣 

6. 支援著作權政策的制定 

7. 支援技術性保護措施以及與權利管理資訊相關政策的制定 

8. 建構與營運為了提供著作權資訊之資訊管理系統 

9. 與著作權侵害等相關之鑑定 

10. 依據第 133 條之 3 的規定，對線上服務提供者提出糾正勸告以及請求文化

體育觀光部長官提出糾正命令 

11. 依據法令確定委員會的業務或委託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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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他由文化體育部長官所委託之任務 

 

第 113 條之 2（斡旋）① 欲接受紛爭的斡旋者，可向委員會提出斡旋申請書，

申請斡旋。 

②  委員會依據第一項規定接受斡旋之申請時，委員長應在委員中指名斡旋

委員，進行斡旋。 

③  當斡旋委員判斷難以以斡旋解決紛爭時，可中斷斡旋。 

④  對斡旋中之紛爭，有依據本法申請調解時，斡旋可視同中斷 

⑤  斡旋成立時，斡旋委員應製作斡旋書，並必須與相關當事者一同簽字蓋

章 

⑥  有關斡旋的申請與程序之必要事項以大統領令訂定之。 [本條新設 

2009.4.22] 

 

第 114 條（調解部）① 委員會為了有效率的執行紛爭調解業務，由委員會中

的一人或三人組成委員成立調解部，其中一人應具有律師資格。 

②  依第 1 項規定之調解部組成與運作之相關事項由大統領令訂定之。 

 

第 114 條之 2（調解的申請等）① 欲接受紛爭之調解者，應對委員會提出具

有申請旨意與原因之調解申請書，以申請調解紛爭。 

②  依據第 1 項之紛爭調解，由第 114 條之調解部進行來之。[本條신설 

2009.4.22] 

 

第 115 條（非公開）調節程序遵從非公開原則，但在調解部部長取得當事人

之同意時，得允許被認為適當者旁聽。 

 

第 116 條（陳述援用的限制）調解程序中當事者或利害關係人之陳述，不得

在訴訟或仲裁程序中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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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7 條（調解的成立）①  調解之當事者之間將協議事項記載於協議書後，

調解成立。 

②  依據第一項規定之調解報告與法院上的和解具有同等之效力。但當事者

無法任意處理之事項除外。 

 

第 118 條（調解費用等）①  調解費用由申請人負擔。但調解成立時，在無

特別約定之下，由當事者雙方平均負擔。 

②  與調解之申請和程序，調解費用的支付方法等相關之必要事項，由大統

領令訂定之。.<新設 2009.4.22> 

③  第一項規定中調解費用之金額由委員會決定之。<修訂 2009.4.22> 

[標題修訂 2009.4.22] 

 

第 119 條 （鑑定） ① 委員會在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可實施鑑定：<修訂 

2009.4.22> 

1. 由法院或搜查機構等為了審判或調查之需要，而提出鑑定著作權侵害之要

求時 

2. 依據第 114 條之 2 之規定，為了調解紛爭，由當事人雙方提出對程式與程

式等相關之數位資訊等之鑑定要求時 

②  依據第 1 項規定之鑑定程序與方法等相關事項，由大統領令訂定之。 

③  委員會依據第一項規定執行鑑定時，可收取鑑定手續費，其金額由委員

會決定之。 

 

第 120 條（著作權資訊中心）①  為了有效地執行依據第 113 條第 7 號與第 8

號所規定之的業務，於委員會內設置著作權資訊中心。<修訂 2009.4.22> 

②  著作權資訊中心的運作所必要之事項，由大統領訂定之。<新設 

200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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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1 條  刪除<2009.4.22> 

 

第 122 條（經費補助等）①  國家在預算範圍之內，可出資或補助委員會運

作上所必要的經費。<修訂 2009.4.22> 

②  個人、法人和團體依第 113 條第 3 號、第 5 號與第 8 號之規定支援業務

之執行，可捐贈款項或其他財產予委員會。 

依據第 2 項規定之捐款必須另設帳戶管理，與其相關之使用必須取得文化體

育觀光部長官之認可。<修訂 2008.2.29> 

 

第 9 章  對權利侵害之救濟 

 

①  第 123 條（請求侵害停止等）著作權及其它依本法受保護之權利（依照

第 25 條、第 31 條、第 75 條、第 76 條、第 76 條之 2、第 82 條、第 83

條與第 83 條之 2 之規定，得獲得補償的權利除外，以下本條中同）的擁

有者，可以針對侵害其權利者請求停止侵害行為，對具有侵害該權利之

行為者，得請求侵害之預防或損害賠償之擔保。<修訂 2009.3.25> 

②  著作權及其他受本法保護之權利的擁有者可以依照第一項之規定進行請

求，，要求廢棄對於因侵害行為所造之物品，或採取其他必要的措施。 

③  第 1 項與第 2 項之情況，以及依本法規定的刑事起訴時，法院得依原告

或告訴人的申請，允許提供擔保或不提供擔保，得命令暫時停止侵害行

為和扣押因侵害行為所造之物品以及其他必要之措施。 

④  在發生第 3 項的情形，當最後判決確定並未侵害依著作權及其它法令保

護之權利時，申請者必須賠償因其申請所造成的損失。 

 

第 124 條（視為侵害之行為）①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被視為對著作權和

其他依本法所保護之權利的侵害：<修訂 2009.4.22> 

1. 進口時是以在大韓民國國內發行為目的，如果是在大韓民國國內生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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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成對著作權和其他本法保護的權利侵害的物品之行為。  

2. 明知為侵害著作權及其它依法保護之權利而製作之物品（包括第一號的進

口物品）的情況下，以發行為目的持有物件的行為。 

3. 明知是透過侵害電腦程式著作權而製作的程式複製物（含依據第一號規定

的進口物品），仍然取得並將之於業務上利用行為之使用者。 

②  以毀損著作人名譽的方式使用著作物的行為，可視同著作人格權的侵害。

<修訂 2011.6.30> 

③  刪除<2011.6.30> 

 

第 115 條（損害賠償的請求）①  著作財產權及其它依本法保護之權利（著

作人格權與表演者的人格權除外）的擁有者（以下稱「著作財產權者」）

對故意或過失導致的侵害其權利者，得請求賠償因侵害行為造成的損害，

侵權者因侵權行為所得之利益，推定為賠償著作財產擁有者所受損失的

金額。 

②  著作財產權擁有者等對侵權者請求賠償因侵權行為造成的損失時，其權

利的正常行使所可獲得的金額的相當的金額，被視為著作財產權者等遭

受損失的金額，可以此要求損害賠償。 

③  不受第 2 項規定的約束，如果著作財產權者等所受到的損失額超過依第 2

項規定的金額時，對該超出之金額亦得申請損害賠償。 

④  對已註冊的著作權、排他性發行權（含依第 88 條與第 96 條準用之情形）、

出版權、著作鄰接權以及資料庫製作者的侵權者，得推定其侵害行為具

有過失。<修訂 2009.4.22, 2011.12.2> 

 

第 125 條之 2（法院損害賠償的請求）①  著作財產權者等針對故意或過失侵

害其權利者，在事實審的辯論終結之前，以實際損害金額或依第 125 條

或第 126 條規定之損害金額，得分別就被侵害之各著作物請求一千萬韓

圜（以營利為目的故意侵權者為五千萬韓圜）以下的範圍內，請求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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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的賠償。 

②  以兩個以上著作物作為素材的編輯著作物與二次著作物（衍生性著作物），

於適用第 1 項時視為一個著作物。 

③  著作財產權者等為了依第 1 項進行請求，必須在侵權行為發生之前，依

第 53 條至第 55 條的規定（含依第 90 條與第 98 條準用之情形）登錄該

著作物。 

④  法院在第 1 項請求時，考量辯論的宗旨與證據調查的結果，得在第 1 項

規定的範圍內，認定相當的損害額度。[本條新設 2011.12.2] 

 

第 126 條（損害額的認定）法院對損害發生之事實以認定，但難以依第 125

條規定計算損害金額時，得參考辯論的情況與證據調查的結果，認定相

當的損害額度。 

 

第 127 條（名譽恢復等之請求）著作人或表演者對故意或過失造成著作人格

權，或對表演者人格權的侵害者，得要求損害賠償，或損害賠償加上名

譽恢復之必要措施。 

 

第 128 條（著作人死亡後人格權益的保護）著作人死亡後其遺族（指該著作

人的配偶、子女、父母、孫子女、祖父母以及兄弟姊妹）或遺囑執行者，

針對具違反或具違反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之虞者，得提出第 123 條規定之

請求；對故意或過失所造成著作人格權的侵害或違反第 14 條第 2 項的規

定者，得依第 127 條之規定請求恢復名譽。 

 

第 129 條（共同著作物的權利侵害）共同著作物的各著作人或各著作財產權

者，在沒有其他著作人或其他著作財產權者的同意下，得依第 123 條的

規定提出請求，對其著作財產權的侵害行為，可依第 125 條規定自己有

關著作權的持分請求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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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9 條之 2（資訊的提供）①  法院在著作權侵害訴訟中，認定具有依當事

人的申請收集證據的必要時，得命令其他當事人提供其保有或知悉的以

下資訊 

1. 可指定出侵害行為或非法複製物的生產與流通關聯者的資訊 

2. 有關非法複製物的生產與流通路徑之相關資訊 

②  不拘於第 1 項之規定，其他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拒絕資訊的提

供： 

1. 具下列各目其中之一，有提起公訴或判決有罪之虞者 

甲、其他當事人 

乙、其他當事人的親戚或曾有親戚關係者 

丙、其他當事人的監護人 

2. 為保護營業機密（指「不當競爭防止與營業機密保護之相關法律」第 2 條

第 2 號之營業機密，以下同）或私生活，以及其他具正當事由可拒絕資

訊的提供。 

③  其他當事者在無正當理由下不依命令提供資訊時，法院得認定當事者關

於資訊的主張為真實。 

④ 法院認為有必要為了判斷依第2項第2號規定是否具有正當事由時，可向

其他當事者要求提供資訊。為了在此狀況下判斷是否有正當之事由，除

了申請資訊提供的當事者，還有其代理人的的意見之外，不得對任何人

公開其所提供之資訊。[本條新設 2011.12.2] 

 

第 129 條 5 之 3（秘密維護命令） 

第 129 條之 4（秘密維護命令之取消） 

第 129 條之 5（訴訟紀錄閱覽等申請之通知等） 

 

第 10 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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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0 條（權限的委任與委託）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得將依大統領令訂定之

法律所規定的權限的一部分，向特別市長、廣域市長、都知事、特別自

治都知事或委員會和與委著作權相關之團體進行委託。<修訂 2008.2.29, 

2009.4.22> 

 

第 131 條（罰則適用上之公務員擬制）委員會的委員與職員適用於《刑法》

第 129 條至第 132 條的規定時，被視為公務員。 

 

第 132 條（手續費）依本法申請以下任一事項時，應繳交由文化體育觀光部

令所訂定之手續費 

1. 依第 50 條至第 52 條的規定，申請法庭許可認定者（包含準用第 89 條與第

97 條規定之情況） 

2. 依第 53 條至第 55 條規定之登錄（包含依據第 90 條與第 98 條之規定準用

之情況）、登錄事項的變更、登錄簿閱覽與影印本交付的申請者 

3. 依第 105 條的規定申請或申告著作權委託管理業之許可者 

 

第 133 條（非法複製物的收繳、銷毀與刪除）①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特

別市長、廣域市長、道知事、特別自治道知事以及市長、郡守、區廳長

（指自治區的區廳長），在發現侵害著作權和其他本法保護權利的著作物

（通過資訊通信網傳送的複製物除外）和使著作物等之技術性保護措施

而製造之機械、裝置、資訊與程式時，得依大統領令規定之程序與方法

由相關公務員將其收走、銷毀或刪除<修訂 2008.2.29, 2009.4.22> 

②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得將第 1 項規定之業務委託予依大統領令訂定之團

體。此時，從事此類工作者可視同公務員。 

③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在依第 1 項與第 2 項規定之公務員等進行收繳、廢

棄和刪除時，必要時得請求相關團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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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刪除<2009.4.22> 

⑤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為了依第一項規定之業務，得架設和運作必要的器

具。<修訂 2008.2.29, 2009.4.22> 

⑥  第 1 項至第 3 項之規定與其他法律競合時，優先適用本法<修訂 

2009.4.22> 

 

第 133 條之 2（藉由資訊通訊網路的非法複製物之刪除命令） ①  文化體育

部長官在藉由資訊通訊網路侵害著作權相關權利之複製物或資訊、技術

性保護措施之破解程式或資訊的傳輸，經委員會審議後，得依大統領令

規定向線上服務提供者命令以下各號之措施： 

1. 警告非法複製物等之複製、傳輸者 

2. 刪除或傳輸中斷非法複製物等 

②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收到三次以上依第一項第一號規定的警告之非法複

製者與傳送者，經委員會審議後，依據大統領令的規定，得命令線上服

務提供者對該複製、傳輸者的帳號或帳戶給予六個月以下的停止使用（電

子郵件專用帳戶除外，含該線上服務提供者附予之其他帳戶）。 

③  依據第 2 項，收到命令之線上服務提供者在終止該複製、傳輸者之七日

前，應依據大統領令通知該複製、傳輸者將終止其帳號之事實。 

④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對在線上服務提供者的資訊通訊網路上開設的電子

佈告欄（指依「資訊通訊網路利用促進與資訊保護等相關法律」第 2 條

第 1 項第 9 號的電子佈告欄中具商業利益或提供利用之電子佈告欄，以

下同）收到依第 1 項第 2 號之命令三次以上，衡諸該電子佈告欄的形式、

公告之複製物的數量或屬性等，判斷該電子佈告欄已嚴重毀損著作權等

知利用秩序之時，經委員會審議，得依據大統領令，命令線上服務提供

者在六個月以內，終止其電子佈告欄的全部或一部分服務。 

⑤  依據第 4 項收到命令之線上服務提供者在終止該電子佈告欄的服務之十

日前，依大統領令應通知該線上服務提供者在網路首頁與該電子佈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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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告將終止該佈告欄的服務。 

⑥  線上服務提供者依第 1 項收到命令時，從收到命令始五日內；依第 2 項

收到命令，從收到命令始十日內；依第 4 項收到命令，從收到命令始十

五日內；必須將其處置結果依大統領令，向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通報。 

⑦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應給予第 1 項、第 2 項與第 3 項命令對象之線上服

務提供者、依第 2 項命令與具直接利害關係之複製和傳輸者、依第 4 項

電子佈告欄的營運者，表達意見之機會。此時準用「行政程序法」第 22

條第 4 項至第 6 項與第 27 條之相關意見提出規定。 

⑧  文化體育觀光部為執行第 1 項、第 2 項與第 4 項之業務，得設立與運作

必要之機構。[本條新設 2009.4.22] 

 

第 133 條之 3（糾正建議等） ①  委員會調查線上服務提供者的資訊通訊網

路，在發現非法複製物等傳輸的事實時，得在審議後向線上服務提供者

提出下列各號之糾正措施的建議： 

1. 警告非法複製物等之複製、傳輸者 

2. 刪除或中斷傳輸非法複製物等 

3. 終止反覆將非法複製物等傳輸之複製、傳輸者的帳號 

②  線上服務提供者依第 1 項第 2 號、第 2 號收到建議，從收到建議始五日

內；依第 1 項第 3 號收到建議，從收到建議始十日內，應將其處置措施

通報委員會。 

③  線上服務提供者不從勸告建議之情形時，委員會得向文化體育觀光部請

求下達第 133 條之 2 第 1 項與第 2 項之命令。 

④  依據第 3 項，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在下達第 133 條之 2 第 1 項與第 2 項

之命令時，不需委員會的審議。[本條新設 2009.4.22] 

 

第 134 條（建設健全之著作物使用環境之工作） ①  文化體育部長官為了促

進著作權已消滅之著作物之資訊提供以及對著作物的公正利用，得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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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之工作。<修訂 2009.4.22> 

②  依據第 1 項工作所必要之事項，由大統領令另訂之。<修訂 2009.4.22> 

③  刪除<2009.4.22> 

[題目修訂 2009.4.22] 

 

第 135 條（著作財產權等之捐贈） ①  著作財產權者可將自身的權利捐贈予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修訂 2008.2.29> 

②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得指定能夠公正的管理著作財產權者捐贈的著作物

等之權利的團體。<修訂 2008.2.29> 

③  依據第 2 項規定的被指定之團體，不得將著作物用於營利目的或違反該

著作財產權者之意圖來下使用該著作物等。 

④  依第 1 項與第 2 項規定之相關程序與團體之指定等必要事項，由大統領

令另訂之。 

 

第 11 章  罰則 

 

第 136 條（罰則） ①  有下列各號情形之一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

或併科 5 千萬以下罰金。<修訂 2011.12.2> 

1. 以複製、公演、公眾通訊、展示、散布、出租、衍生性著作物方法，侵害

著作財產權及其他依本法保護之財產性權利者。 

2. 依據第 129 條之 3 第 1 項之規定，無正當理由違反法院命令者。 

②  符合下列各號任一情形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科以或併科 5 千萬韓

圜以下之罰金。<修訂 2009.4.22, 2011.6.30, 2011.12.2> 

1. 侵害著作人格權或表演者的人格權，使著作人或表演者的名譽毀損者。 

2. 依據第 53 條第 54 條規定（包含依據第 90 條與第 98 條規定準用之情況）

之登錄造假者。 

3. 以複製、散布、廣播與傳輸方法，侵害依第 93 條保護之資料庫製作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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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3 之 2 違反第 103 條之 3 第 4 項者。 

3 之 3 以營業或營利為目的違反第 104 條之 2 第 1 項或第 2 項者。 

3 之 4 以營業或營利為目的違反第 104 條之 3 第 1 項者，但因過失而不知誘

發或隱匿侵害著作權者除外。 

3 之 5  具第 104 條之 4 第 1 號或第 2 號之行為者。 

3 之 6  違反第 104 條之 5 者。 

3 之 7  違反第 104 條之 7 者。 

4. 依據第 124 條第 1 項之規定，被視為侵害行為之行為者。 

5. 刪除<2011.6.30> 

6. 刪除<2011.6.30> 

[題目修訂 2011.12.2] 

 

第 137 條（罰則）① 符合以下各號其中之一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

1 千萬韓圜以下之罰金。<修訂 2009.4.22, 2011.12.2> 

1. 將非著作人當做著作人，並標示實名或別名，公開發表著作物者。 

 

2. 將非表演者當做表演者，並標示實名或別名將表演公開演出、公眾通訊或

散布複製物者。 

3. 違反第 14 條第 2 項者。 

3 之 2  具第 104 條之 4 第 3 號之行為者。 

3 之 3  違反第 104 條之 6 者。 

4. 依據第 105 條第 1 項之規定，在未取得許可下經營著作權信託管理業者 

5. 依據第 124 條第 2 項之規定，被視為侵害行為者 

6. 明知沒有正當之權利，故意依第 103 條第 1 項或第 3 項，要求重啟或中斷

複製、傳輸，妨礙線上服務提供者的業務者 

7. 違反第 55 條之 2（含依第 90 條與第 98 條準用之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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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第 1 項第 3 號之 3 的未遂犯應處以罰則<新設 2011.12.2> 

[題目修訂 2011.12.2] 

 

第 138 條（罰則）具下列各號任一情形者，處 500 萬韓圜以下之罰金<修訂 

2011.12.2> 

1. 違反第 35 條第 4 項者。 

2. 違反第 37 條（包含依據第 87 條與第 94 條準用之情況）而未明示出處者。 

3. 違反第 58 條第 3 項（包含依據第 63 條之 2、第 88 條與第 96 條準用之情

況）未標示著作財產權者。 

4. 違反第 58 條之 2 第 2 項（包含依據第 63 條之 2、第 88 條與第 96 條準用

之情況）未告知著作人者。 

5. 未依第 105 條第 1 項舉告（或申告）而經營著作權代理仲介業，或收到依

第 109 條第 2 項之關閉營業命令仍繼續營業者。 

 

第 139 條（沒收）得沒收侵害著作權以及其他受本法所保護而受到侵害之權

利而作成之複製物，以及用於製作此複製物之道具、材料之中，該侵害

者、印刷者、散布者與公演者所有者所擁有之物品。<修訂 2011.12.2> 

[全文修訂 2011.6.30] 

 

第 140 條（起訴）本章針對犯罪的公訴必須提起告訴，但具以下各號任一情

形者得除外：<修訂 2009.4.22, 2011.12.2> 

1. 以營利為目的習慣性地從事符合第 136 條第 1 項第 1 號、第 136 條第 2 項

第 3 號與第 4 號（第 124 條第 1 項第 3 號的情況下違反被害人明示的意

思時，不能處罰）之行為的情況。 

2. 具備第 136 條第 2 項第 2 號與第 3 號之 2 至第 3 號之 7、第 137 條第 1 項

第 1 號至第 4 號、第 6 號與第 7 號與第 138 條第 5 號之情形時。 

3. 刪除<20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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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1 條（兩罰規定）法人的代表人或法人、或個人的代理人、使用人及其

他雇員，因法人或個人之業務犯下本章各罪時，除了處罰行為者外，對

該法人或個人亦科以罰金。但法人或個人有為了阻卻違法行為之發生，

勤於注意與監督該業務之情形時，可免於刑罰。<修訂 2009.4.22> 

 

第 142 條（罰金）①  對未依第 104 條第 1 項設立必要之措施者，科 3 千萬

韓圜以下之罰金。<修訂 2009.4.22> 

②  符合下列各號任一者，科予 1 千萬韓圜以下之罰金：<修訂 2009.4.22, 

2011.12.2> 

1. 未履行第 103 條之 3 第 2 項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之命令者 

2. 未履行第 106 條義務者 

3. 違反第 112 條第 4 項使用韓國著作權委員會名稱者 

4. 未履行第 133 條之 2 第 1 項、第 2 項與第 4 項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之命令

者 

5. 未依第 133 條之 2 第 3 項之通知、同條第 5 項之公告、同條與第 6 項之通

報者 

③  第 1 項與第 2 項之罰金，由大統領令訂定並由文化體育觀光部長課賦與

徵收。 

④  刪除<2009.4.22> 

⑤  刪除<2009.4.22> 

 

附則<第 11110 號,2011.12.2> 

 

第 1 條（施行日）本法自「大韓民國與美國間之自由貿易協定暨大韓民國與

美國間之自由貿易協定相關書函交換」生效之日開始實施，但第 64 條第

2 項與第 86 條之修改規定自 2013 年 8 月 1 日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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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條（適用例）第 103 條之 3、第 125 條之 2 與第 129 條之 2 至第 129 條之

5 之修改規定，自本法施行後首次侵權或違反義務發生時適用之。 

 

第 3 條（適用範圍之相關臨時措施）本法施行前，依之前規定的著作權及其

他依法保護之權利之全部或部分，被消滅或未獲得保護之著作物等不適

用於本法。 

 

第 4 條（著作鄰接權保護期間之特例）①不限於第 3 條，依據法律第 8101 號

著作權法全部修訂法律附則第 2 條第 3 項之修訂規定，自 1987 年 7 月 1

日至 1994 年 6 月 30 日期間發生之著作鄰接權，依據 1994 年 7 月 1 日施

行之法律第 4717 號著作權法中修訂法律(以下稱本條中稱 "同法")第 70

條之修訂規定，其發生時之次年開始，計算存續 50 年。 

②  依據同法附則第 3 項，自 1987 年 7 月 1 日至 1994 年 6 月 30 日期間發生

之著作鄰接權中，依本法施行前之法律（指法律第 4717 號著作權法中修

訂法律施行前之著作財產權，以下本條中同）經過保護期間 20 年消滅之

著作鄰接權，自本法施行始恢復歸屬著作鄰接權者，此情形若其著作鄰

接權以初次發生時次年起算存續 50 年接受保護，將存續至被認定保護期

間之殘餘時間。 

③  依據第 2 項恢復著作鄰接權之表演、唱片、廣播，為在本法施行前利用

之行為，不視為本法所規定之侵權行為。 

④  依據第 2 項著作鄰接權，因前法消滅後利用表演、唱片、廣播在本法施

行前製作之複製物，在本法施行後 2 年期間不需著作鄰接權者的允許，

得繼續散布。 

 

第 5 條（線上服務提供者的責任限制等相關臨時措施）本法施行前發生侵害

著作權及其他依法保護之權利，對線上服務提供者的責任限制不限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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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條與第 103 條之 2 之修訂規定，並依前法之規定。 

 

第 6 條（程式排他性發行權之相關臨時措施） 

第 7 條（罰則適用之相關臨時措施） 

第 8 條（其它法律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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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著作權法施行令」 

[施行 2012.10.13] [總統令 第 23721 號, 2012.4.12, 部份修正] 

 

文化體育觀光部(著作權政策科) 

 

第 1 條 (目的) 本令以訂定「著作權法」中委任之事項與其施行上所必要之事

項為目的。  

 

第 1 條之 2 (為保護著作權法之政策制定) ① 依據「著作權法」(以下稱「法」)

第 2 條之 2 第 1 項第 2 號，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為了擴大認識著作權之

教育以及宣傳相關之政策，必須建立與施行下列各號所包含之事項。 

1. 與著作權專門人力養成之相關事項 

2. 與青少年著作權教育相關之事項 

3. 與宣導正確利用著作物之相關事項 

4. 上述之外，為了擴大認識著作權，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認為有必要時所指

定之事項 

②  依據法第 2 條之 2 款 1 項第 3 號，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在建立、施行與

著作物、實際演示、唱片音樂、廣播、和資料庫(以下以"著作物等"表示)

之權利管理資訊，以及技術保護措施相關之施行政策時， 必須包含下列

各號所記之事項。 

1. 與為了統合管理權利管理資訊之標準體系開發之相關事項 

2. 與權利管理資訊之去除、變更等之禁止之例外事由之相關事項 

3. 與技術保護措施之標準化相關之事項 

4. 與技術保護措施之無效化禁止之例外事由之相關事項 

5. 上述之外，為了著作物等之權利管理資訊與技術的保護，文化體育觀光部

長官認為有必要時所指定之事項 

③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依據法第 2 條條之 2 第 1 項欲訂立施行政策時，應

整合相關業界與利害關係者之意見，並與相關之中央行政機關首長進行

協商。 

④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依據法第 2 條之 2 第 1 項建立施行政策時，其內容

必須公告於文化體育觀光部之官方網頁之上。 

[本條新設 200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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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條 (複製、演出等實際內容之提出) 依據法第 25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欲

利用著作物者依照法第 25 條第 5 項之規定，應向行使接受補償權力之團

體(以下以"補償金領取團體"稱之)提出複製、傳播、演出、廣播、與傳送

的實際內容，並支付該當之補償金。 <修訂 2009.7.22> 

 

第 3 條 (補償金領取團體之指定) 

①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欲指定補償金領取團體時，必須指定具有法第 25 條

第 5 項各號之條件之其成員之議決權平等，並以民主之方式實踐團體之

意思決定之團體。<修訂 2008.2.29> 

②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依據第 1 項欲指定團體時，必須在官報上公告之。<

修訂 2008.2.29> 

 

第 4 條 (補償關係之業務規定) 補償金領取團體必須訂立包含下列各號事項

之補償關係業務規定，並獲得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之認可。相關規定欲

變更時，亦須獲得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之承認。<修訂 2008.2.29> 

1. 與補償金徵收之方法和程序相關之事項 

2. 與補償金分配相關之事項 

3. 與手續費相關之事項 

4. 與補償金管理相關之事項 

 

第 5 條 (會計) 補償金領取團體必須將補償金相關之會計與其他會計分別處

理。 

 

第 6 條 (指定之取消) ①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依據法第 25 條第 7 項，欲取

消補償金領取團體之指定時，必須招開公聽會。 <修訂 2008.2.29> 

②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在補償金領取團體之指定取消時，必須將此事實公

告於官報之上。<修訂 2008.2.29> 

 

第 7 條 (補償金分配公告) 補償金領取團體，依據「與新聞等之振興相關之法

律」 第 9 條第 1 項之規定，包含下列各號之與補償金分配相關之事項，

必須在以全國做為發行區域登錄的一般日報、補償金領取團體以及文化

體育觀光部之官方網頁上分別公告之。在此狀況之下，於官方網頁公告

之時必須公佈一個月以上。. <修訂 2008.2.29, 2009.7.22, 2010.1.27> 

1. 支領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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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領基準與對象 

3. 支領方法 

4. 支領期限與未分配補償金之處理方法 

5. 負責人與聯絡方式 

 

第 8 條 (未分配補償金公益目之使用) ① 法第 25 條第 8 項之中所謂"公益目

的"是指下列各號中所指，任一該當之目的。<修訂 2009.7.22> 

1. 著作權教育、宣傳與研究 

2. 著作權資訊的管理與提供 

3. 著作物創作活動之支援 

4. 著作權保護業務 

5. 創作者權益擁護業務 

6. 刺激著作物之利用以及為了獲得公正利用之業務 

②  補償金領取團體依據法第 25 條第 8 項，未分配補償金之使用欲獲得認可

的話，必須將記載下列各號事項之文書向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提出。.<

修訂 2008.2.29> 

1. 補償金分配公告日 

2. 認可申請金額 

3. 補償金使用目的 

4. 補償金使用計畫 

5. 認可申請日期  

③  補償金領取團體使用未分配之補償金時，必須在 6 個月之內製作使用報

告書，並向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提出。<修訂 2008.2.29> 

 

第 9 條 (教育機關之複製防治措施等必要之措施) 法第 25 條第 10 項中所謂"

總統所訂定之必要之措施"，是指下列各號之措施。 

1. 為了防止不法利用所必須之下列各目所列該當的技術措施 

甲. 傳送之著作物讓接受者之外者無法利用之限制接近之措施 

乙. 傳送之著作物讓接受者之外者無法複製之複製防止之措施 

2. 著作物上標示著作權保護相關之警告字句 

3. 與傳送有關之補償金計算之裝置的設置 

 

第 10 條(正當之範圍等之基準)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依據法第 28 條訂定與正

當的範圍以及公正之慣行相關之指針，並得將之公告。<修訂 200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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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依據販售用唱片等公演之例外) 法第 29 條第 2 項但書中所謂"總統所

訂定之狀況 "是指以下各號之任一該當之公演。<修訂  2008.2.29, 

2009.7.22, 2009.8.6> 

1. 依據「食品衛生法施行令」第 21 條第 8 號，在下列各目所舉之營業所中之

公演 

甲. 依據「食品衛生法施行令」第 21 條第 8 號丙目中之團樂酒店，以及依據

同號之中丁目之娛樂酒店中所進行之公演。 

乙. 在甲目以外之營業所中所作之公演之音樂或是具有觀賞影像著作物之設

備，以鑑賞音樂或是影像著作物做為營業之主要內容其中一部份之公

演。 

2. 依據「韓國馬事會法」之競馬場、依據「競輪、競艇法」之競輪場與競艇

場中所進行之公演 

3. 依據「與體育設施之設置、利用之相關法律」高爾夫球場、滑冰場、健美

場、武道場、武道學院，還有專門體育設施中以文化體育觀光部令所訂

定之專門體育設施之中所進行之公演 

4. 依據「航空法」之航空運送事業用旅客用航空器，依據「海運法」之海上

旅客運送事業用船舶，還有依據「鐵道事業法」之旅客用列車中所進行

之公演 

5. 依據「觀光振興法」之旅館、渡假公寓、賭場，還有遊園設施中所進行之

公演 

6. 依據「流通事業發展法施行令」第 3 條，大型商場、專門店、百貨店含有

購物中心中所進行之公演 

7. 「公眾衛生管理法」 第 2 條第 1 項第 2 號住宿業，以及同項第 3 號乙目之

沐浴場中，具備為了鑑賞影像著作物之設備所行之販售用影像著作物之

公演 

8. 下列各目中任一該當之設施中，具有為了鑑賞影像著作物之設備，播放自

發行日起未超過 6 個月販售用影像著作物之型態的公演 

甲. 國家、地方自治團體(包含其所屬機關)之廳舍與附屬設施  

乙. 依據「公演法」之公演場 

丙. 依據「博物館與美術館振興法」之博物館與美術館 

丁. 依據「圖書館法」之圖書館 

戊. 依據「地方文化院振興法」之地方文化院 

己. 依據「社會福祉事業法」之社會福祉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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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依據「女性發展基本法」第 2 條第 3 號之女性相關設施 

辛. 依據「青少年活動振興法」第 10 條第 1 號各目之青少年修煉館 

壬. 依據「地方自治法」第 144 條公共設施中，市、郡、區民會館 

 

第 12 條 (可複製設施之範圍)  

第 13 條 (圖書館等複製防止措施等必要之措施)  

第 14 條 (複製等許可之視覺障礙人等之設施)  

第 15 條 (視覺障礙人等之範圍)  

第 16 條 (錄音物等之保存設施)  

第 17 條 (出處明示之方法)  

第 18 條 (相當努力之基準) 

第 19 條 (著作物利用等之認可申請) 

第 20 條 (意見提出等) 

第 21 條 (認可的通知等) 

第 22 條 (承認申請之放棄)  

第 23 條 (補償金之信託)  

第 24 條 (登錄事項)  

第 25 條 (申請注意)  

第 26 條 (登錄申請)  

第 27 條 (著作權登錄簿記載等)  

第 28 條 (登錄證之核發等)  

第 29 條 (錯誤、疏漏之通知與職權警告)  

第 30 條 (登錄事項之變更等)  

第 31 條 (登錄之職權銷毀)  

第 32 條 (申請之退回方法)  

第 33 條 (登錄公告之發行等) 

第 34 條 (登錄簿之閱覽等)  

第 35 條 (依照電算資訊處理系統之登錄)  

第 36 條 (認證之指定等)  

第 37 條 (認證程序等)  

第 38 條 (著作財產權之標示) 

 

第 39 條 (對公演者之數位音聲送信補償金相關之協議期間) 法第 76 條第 3

項中所謂"總統訂定之期間"是指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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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條之 2 (保管機關)  

第 39 條之 3 (標準之技術措施)  

 

第 40 條 (複製、傳送之中斷請求) ① 依據法第 103 條第 1 項，欲向線上服務

提供者(法第 102 條第 1 項第 1 號之線上服務提供者除外。以下本條與第

41 條起至第 44 條為止的規定相同)請求中斷複製、傳送之事者(以下稱"

權利主張者")，必須以文化體育觀光部令所訂定的請求書(包含電子文書

形式之請求書)，附上下列各號之任一該當解釋資料(包含電子文書)向線

上服務提供者提出。但，權利主張者已將著作權信託管理業者，或是已

有最近1年以內對於反覆的侵害行為提出解釋其為權利者之資料事實時，

亦可僅提出申請書。<修訂 2008.2.29, 2011.6.30, 2011.12.2> 

1. 自身以該著作物等權利者標示的著作權等之登錄證影本或是與其相當之資

料 

2. 自身的姓名等或是廣為所知的別名所標示之該著作物等的影本或是與其相

當之資料 

②  權利主張者在沒有正當的權利之下請求中斷複製、傳送時，依據法第 103

條第 6 項賠償損害；在知道沒有正當權利卻故意請求中斷複製、傳送，

而妨礙線上服務業者之業務時，依據法第 137 條第 1 項第 6 號，依照第 1

項在請求書附上接受處罰旨趣之陳情書時，得不附上第 1 項各號之任一

該當解釋資料(包含電子文書)。 此情況必須附上第 1 項各號之任一該當

解釋資料(包含電子文書)之附加困難之正當事由。<新設 2011.12.2> 

 

第 41 條 (複製、傳送之中斷通報) ①  依據法第 103 條第 2 項，中斷著作物

等之複製、傳送之線上服務提供者，中斷複製、傳送日起 3 日以內必須

向權利主張者與複製、傳送者(複製、傳送者的情況，限定為法第 102 條

第 1 項第 3 號與第 4 號之線上服務提供者)，以文化體育觀光部令所訂定

之通報書(包含電子文書形式之通報書)，附上權利主張者所提出之複製、

傳送中斷請求書(限定複製、傳送者，包含電子文書)通報之。 <修訂 

2008.2.29, 2011.6.30> 

②  線上服務提供者向複製、傳送者依據第 1 項通報時，必須依據自身的複

製、傳送 之正當的權利來解釋，並告知得以請求複製與傳送之重啟。 

 

第 42 條 (複製、傳送之重啟請求) ①  依據法第 103 條第 3 項本文，欲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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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傳送之重啟時，複製、傳送者自線上服務提供者處，收到中斷複

製、傳送通報日起 30 日以內，以文化體育觀光部令所訂定之重啟請求書

(包含電子文書形式之請求書)， 附上下列各號任一該當之任一解釋資料，

向線上服務提供者提出。<修訂 2008.2.29, 2011.12.2> 

1. 自身以該著作物等權利者標示的著作權等之登錄證影本或是與其相當之資

料 

2. 自身的姓名等或是廣為所知的別名標示之該著作物等的影本或是與其相當

之資料 

3. 從附有著作權等之資料中 得到適法地複製、傳送的許可之事實的契約書之

影本或是與其相當之資料 

4. 該著作物等之著作財產權的保護期間已結束時，可確認該事實之資料 

②  要求複製、傳送之重啟的複製、傳送者，在沒有正當之權利要求複製、

傳送的重啟之時，依據法第 103 條第 6 項賠償損害；在知道沒有正當權

利卻故意要求複製、傳送之重啟而妨礙線上服務業者之業務時，依據法

第 137 條第 1 項第 6 號，依照第 1 項在重啟請求書附上接受處罰旨趣之

陳情書時，得不附上第 1 項各號之任一該當解釋資料(包含電子文書)。 此

情況必須附上第 1 項各號之任一該當解釋資料(包含電子文書)之附加困

難之正當事由。<新設 2011.12.2> 

 

第 43 條 (複製、傳送之重啟通報) ①  依據第 42 條，接受重啟要求之線上服

務提供者，自複製、傳送之重啟要求接受日起三日之內必須依據複製、

傳送者的複製、傳送是否有正當的權利來決定之；若認定為正當之權利

時，必須以文化體育觀光部令訂定之通報書 (包含電子文書形式之通報

書)向權利主張者寄送所訂定之複製、傳送之重啟預定日。 . <修訂 

2008.2.29> 

②  依據第 1 項，重啟預定日為接受請求該複製、傳送之重啟之日的 7 日之

後到 14 日為止之間之一日。. 

 

第 44 條 (領取人之指定與變更之公告)  

第 44 條之 2 (得以請求之複製、傳送者資訊之範圍)  

第 44 條之 3 (資訊提供請求之程序)  

第 44 條之 4 (資訊提供之程序)  

第 45 條 (權利者之請求)  

第 46 條 (阻止不法傳送之技術措施等必要措施) ① 法第 104 條第 1 項前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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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 "中斷該當著作物等之不法傳送之技術措施等必要措施"是指下列各

號所言之措施 。 <修訂 2009.7.22> 

1. 比較著作物等之題目與特徵，可以識別著作物等之技術措施 

2. 為了中斷依據第 1 號所認知的著作物等之不法通信之限制檢索措施與限制

通信措施 

3. 若能確定該當著作物等之不法傳送者時，向該著作物等之傳送者發送著作

權侵害禁止等之請求的警告字句  

②  第 1 項第 1 號與第 2 號之措施，若權利者要求的話必須即刻履行。. 

 

第 46 條之 2 (技術保護措施之無效化禁止之例外)  

第 47 條 (著作權信託管理業務許可申請等)  

第 48 條 (著作權代理仲介業之申告)  

 

第 49 條 (使用費等之認可申請與認可程序) ①  著作權委託管理業者依據法

第 105 條第 5 項，欲申請認可(包含變更申請)手續費與使用費之匯率與金

額之時，必須向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署名認可申請。 <修訂 2008.2.29> 

②  委員會依據法第 105 條第 6 項，從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接受審議邀請時，

自邀請日起兩個月之內進行審議，其結果必須無延遲地向文化體育觀光

部長官提出。但，因不得已之事由，無法在該當期間內審議之情形時，

以二次為限得延長期審議期間。<修訂 2008.2.29, 2009.7.22> 

③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依據法第 105 條第 7 項之使用費率與金額相關接受

認可申請時，必須匯集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在文化體育觀光部官方網頁

上，將其內容告示 14 日以上。<修訂 2008.2.29, 2009.7.22> 

④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在認可使用費之費率與金額(包含認可之變動)時，必

須在文化體育觀光部官方網頁上告示其認可之內容。<修訂 2008.2.29, 

2009.7.22> 

 

第 50 條 (管理著作物等之目錄編制) 依據法第 106 條第 1 項，管理著作物等

之目錄必須記載下列各號之事項。 

2. 著作者、公演者、音樂製作者與廣播事業者、資料庫製作者之姓名等 

 

第 51 條 (利用契約締結上必要之資訊) 法第 106 條第 2 項中所謂"總統訂定之

資訊"，意指以下各號所言之資訊。 

1. 著作物等之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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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當著作物之著作財產權者之信託契約期間 

3. 使用費等利用條件與標準契約書 

 

第 52 條 (報告) 

第 53 條 (附加稅之金額計算基準等)  

第 54 條 (附加稅之課賦與納賦)  

第 55 條 (附加稅之使用程序)  

第 56 條 (委員長與副委員長)  

第 57 條 (會議召集與議決法定人數)  

第 57 條之 2 (委員之排除、忌避、迴避)  

第 57 條之 3 (委員的解除)  

 

第 58 條 (委員之待遇等) ① 委員長除外之委員會委員以兼任為之。 <修訂 

2009.7.22> 

② 專任委員得支領報酬，兼任委員可支領執行預算之範圍業務時必要之花

費。 

③ 專任委員其職務外不得從事以營利為目的之業務，無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

之認可亦不得兼任其他職務。.<修訂 2008.2.29> 

 

第 59 條 (分科委員會之組成與運作) 依據法第 112 條之 2 第 5 項，分科委員

會之組成與運作上必要之事項，經由委員會之議決，由委員會之委員長

訂定之。 

[全文修正 2009.7.22] 

 

第59條之2 (斡旋) ① 依據法第113條之2，希望能接受與糾紛有關之斡旋者，

必須將記載下列各號事項之斡旋申請書向委員會提出。 

1. 當事者之姓名與住所(有代理人之情況，包含該代理人之姓名與住所) 

2. 申請之旨趣與理由 

② 依據第 1 項之斡旋的細部程序等相關之必要事項，經由委員會之議決，由

委員會之委員長訂定之。 

[本條新設 2009.7.22] 

 

第 60 條 (調停部組成與運作) 依據法第 114 條，調停部以 3 名委員組成。但，

調停申請金額為 500 萬韓圜以下之事件，可由委員會之委員長指定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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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執行調停之業務。 <修正 2009.7.22> 

 

第 61 條 (調整的程序等)  

第 62 條 (出席的要求等)  

第 63 條 (調整的不成立等)  

第 64 條 (鑑定程序與方法等) 

第 65 條 (委員會之組織與運作等) 委員會之組織與運作等方面，必要之事項

經由委員會之議決，由委員會之委員長決定之。但，與組織、員額與酬

謝相關之事項，需獲得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之認可。 

[全文修訂 2009.7.22] 

 

第 66 條 (著作權資訊中心組織與運作等) ① 依據法第 120 條之著作權資訊中

心，其下得設置為了著作權資訊提供等之著作權交易所，以及與為了權

利管理資訊、著作權保護，以及流通支援之技術委員會。 

② 著作權資訊中心執行下列各號之業務。 

1. 構築與運作為了著作物權利管理資訊體系性之建立、管理、活用的統合管

理體系 

2. 開發、管理與普及得以辨識著作物與權利者之統合著作權法令體系 

3. 與技術的保護措施之標準化相關之研究 

4. 對技術的保護措施標準履行之評價與開發為了標準評價之工具 

5. 與著作權資訊技術相關之調查、研究 

[全文修訂 2009.7.22] 

 

第 67 條 (預算與決算等) ① 委員會必須在每年業務年度完結前為止，做出下

一業務年度之業務計劃書與預算書，向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提出並獲得

其認可。 <修訂 2008.2.29, 2009.7.22> 

② 委員會每個業務年度需作成業務實際成果書與決算書，並在該業務年度完

結後 60 日以內，向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提出。<修訂  2008.2.29, 

2009.7.22> 

③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認為有必要之時，得命令委員會向其進行相關業務之

報告或提出相關之資料。<修訂 2008.2.29, 2009.7.22> 

 

第 68 條 (業務之委託) ①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依據法之第 130 條，將以下各

號之業務委託於委員會。<修訂 2008.2.29, 2009.7.22, 201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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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法第 50 條至 52 條的規定，決定著作物利用之認可與補償金之基準 

2. 依據法第 55 條，著作權之登錄(包含法第 90 條與第 98 條中準用之情況，

依據第 2 項與登錄接受相關業務除外) 

3. 依據法第 134 條健全的著作物利用環境建造事業，依據第 73 條第 1 項第 6

號之著作物等之權利者尋找工作，與依據同條第 2 項之權利者尋找資訊

系統之構築與運作 

4. 依據第 18 條第 2 項各號，著作物之著作財產權者或為了尋找其居所而履行

之努力 

5. 依據第 52 條第 3 項，接受與處理著作權委託管理業者的報告事項 

②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依據法第 130 條，依照法第 55 條之著作權登錄申請

之接收業務(包含法第 90 條與第 98 條準用之情況)，委員會與文化體育觀

光部長官將之委託於指定與公告之著作權信託管理業者。 .<修訂 

2008.2.29, 2009.7.22, 2012.4.12> 

③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依據法第 130 條，依照法第 135 條第 1 項之與接受著

作財產權者等之權利贈與相關事項之業務，委託於依據同條第 2 項所指

定接收之團體。<修訂 2008.2.29> 

 

第 69 條 (收回、廢止、刪除之程序與方法)  

第 70 條 (收回、廢止、刪除業務的委託等)  

第 71 條 (為了收回、廢止、刪除的請求協助等)  

第 72 條 (透過網路不法複製品之刪除命令等之審議程序與方法) 

第 72 條之 2 (警告與刪除等之命令的程序與方法)   

第 72 條之 3 (帳戶終止命令之程序與方法)  

第 72 條之 4 (電子公告版業務終止命令之程序與方法)  

第 72 條之 5 (處置結果通報之程序與方法)  

第 72 條之 6 (建議修正程序)  

第 73 條 (為了著作物之公正內容的事業)  

第 74 條 刪除 <2009.7.22> 

第 75 條 (贈與之程序)  

第 76 條 (管理團體之指定)  

第 77 條 (罰款之附加基準)  

 

附則<第 23928 號,2012.7.4> 

本令自公告日起實施。<但書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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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施行規則 

 

[施行 2012.10.18] [文化體育觀光部令 第 134 號, 2012.10.18, 部分修訂] 

 

文化體育觀光部（著作權政策課）02-3704-9472 

 

第 1 條（目的）本規則目的為訂定「著作權法」與同法施行令中所委任事項

及其施行上之必要事項。 

 

第 2 條（專門體育設施的種類）「著作權法施行令」（以下稱令）第 11 條第 3

號中“由文化體育觀光部令訂定之專門體育設施”乃是指「體育設施的設

置、利用相關法律施行規則」中，另表 1 第 1 號的設施種類中之綜合運

動場與體育館，以及同表第 2 號設施種類中之運動場與體育館<修訂 

2008.3.6>。 

 

第 3 條（公告的內容）令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號各目以外之部分，與第 2 項第

3 號之中“由文化體育觀光部令訂定之事項”，與以下各號相同<修訂 

2012.10.18> 

1. 尋找著作財產權者之宗旨 

2. 著作財產權者的姓名或名稱、住址或居所等（限在可知悉之情況下） 

3. 著作物的標題 

4. 公開發表時標示之著作財產權者的姓名（實名或別名） 

5. 將著作物發行或公開發表者 

6. 著作物的使用目的 

7. 複製物標識照片等之資料（限在可能之情況下） 

8. 公告者與聯絡地址 

第 4 條（著作物等利用許可申請書）依令第 19 條，欲取得許可者必須向文化

體育觀光部提出之利用許可申請書中，不需附加以另紙第 1 號表格所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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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之以下各號之文件<修訂 2008.3.6> 

1. 依據另紙第 2 號之格式之利用許可申請明細書（若著作物、表演、唱片、

廣播、資料庫的形式與內容不明確時，必須檢具複本、圖面或照片等） 

2. 補償金額計算明細書 

3. 可證明該著作物等已公開發表之文件 

4. 可證明無法知悉著作權財產者、著作鄰接權者或資料庫製作者的身分或住

址之文件（限定在以上述事由進行申請許可之情況下） 

5. 關於協議經過之文件（限定在未達成協議下申請許可之情況下） 

6. 可證明該唱片在我國已銷售 3 年之文件[限依「著作權法」（以下稱法）第

52 條與第 89 條申請許可之情況下] 

 

第 5 條（補償金公託的公告） 

第 5 條（註冊申請書） 

第 6 條之 2（複製物的管理與複製等） 

第 7 條（著作權註冊簿等） 

第 8 條（註冊證） 

第 9 條（變更等註冊申請書與註冊申請撤回書） 

第 10 條（註冊簿閱覽等） 

第 10 條之 2（利用電子資料處理系統之註冊事務處理等） 

第 11 條（認證機關指定申請書等） 

第 12 條（認證申請書等） 

 

第 31 條（中斷複製、傳輸要求書）依據令 40 條之規定，向線上服務提供者

提出複製、傳輸中斷之要求者，必須於中斷複製、傳輸要求書中，檢具

依令第 40 條第 1 項符合其中之一時之資料以及可證明為本人或代理人

（限以代理人申請時）的文件。但依第 40 條第 2 項檢具陳述書時，可不

檢具符合令第 40 條第 1 項其中任一號之資料。 



275 
 

 

第 14 條（中斷複製、傳輸通知書） 

第 15 條（恢復複製、傳輸要求書） 

第 16 條（恢復複製、傳輸通知書） 

第 16 條之 2（資訊提供請求書） 

 

第 17 條（對線上服務提供者之特殊有形的技術措施等要求書）依據令第 45

條之規定，對於不法傳輸切斷技術措施的要求者，必須於提出的申請書

中檢具令 45 條各號之資料以及可證明為本人或代理人（限以代理人要求

時）之文件。 

 

第 18 條（著作權信託管理業 許可申請書等） 

第 19 條（著作權代理仲介業 申報單等） 

第 20 條（報告） 

第 21 條（繳納通知單） 

第 22 條（罰金之賦課、徵收帳簿） 

第 23 條（手續費） 

第 24 條（收取確認證等） 

第 25 條（權限標識證表） 

第 26 條（刪除、傳輸中斷等之命令書等） 

第 27 條（帳簿之製作保管） 

第 28 條（著作財產權等捐贈誓約書）  

第 29 條（捐贈著作財產權等管理帳簿） 

第 30 條 （管理團體的指定申請書等） 

第 31 條 刪除<2009.7.24> 

附則<第 134 號,2012.10.18> 

本規則自公告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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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韓國「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有關音樂產

業振興之法律施行令」、「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施行規

則」 

韓國「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 

[施行 2011.7.20] [法律 第 10629 號, 2011.5.19,  他法修訂] 

 

文化體育觀光部(影像內容產業科) 

 

第一章 總則 

 

第1條 (目的) 本法的目的為制定與音樂文化產業振興所需要之事項，以促進相關產業發展，

並藉此提昇國民的文化生活品質，對國民經濟發展發揮貢獻。 

 

第 2 條 (定義) 以下為本法中使用之用語與定義 <修訂 2010. 6. 10> 

1. 所謂「音樂」是指以聲音為素材，並按照一定的法則與形式，綜合拍子、旋律、和聲、音

色等，而表現出思想與感情之物。 

2. 所謂「音樂產業」是指音樂的創作、表演、教育；製作、流通、進口、出

口唱片、音樂檔案、音樂影像物、音樂影像檔的產業；製造樂器、音響

器材之產業與 KTV 等業，以及與其相關之產業。 

3. 所謂「音源」是指能將音或音的表現，固定於有形物或是能收錄於電子數

位化形態之物。 

4. 所謂「唱片」是指，將音源固定於有形物上，並能以其播放音源之製作物。 

5. 所謂「音樂檔案」是指，能將音源複製、傳送、送信、收信，而以數位電

子形態製作或是收錄於數位電子機器之物。 

6. 所謂「音樂影像物」是指，為表現音源的內容將該音源包括影像之製造物，

並包括實演音樂之影像物。 

7. 所謂「音樂影像檔案」是指，為能複製、傳送、送信、收信音樂影像物，

以數位電子形態製造或是收錄於數位電子機械之物。 

8. 所謂「唱片、音樂影像物製造業」是指，企劃製造或是複製製作唱片、音

樂檔案、音樂影像物、音樂影像檔(以下以「唱片等」略稱之)之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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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謂「唱片、音樂影像配給業」是指唱片等輸入(包括原版輸入)或是所有、

管理其著作權，並將此供給給唱片、音樂影像物販賣者或線上音樂服務

提供業者之營業商。 

10.所謂「唱片、音樂影像物販賣業」是指，向消費者直接販售唱片與音樂影

像物之業者。 

11. 所謂「線上音樂服業提供業」是指，依據「有關情報通信網之促進利用與

情報保護等法律」第 2 條第 1 項第 1 號規定之情報通信網，向消費者提

供音樂檔案、音樂影像檔之業者。 

12. 所謂“識別標示”是指，為活用於唱片等的流通統計、搜尋、驗證等，文化

體育觀光部長官依據「內容產業振興法」第 23 條，賦予於唱片等之識別

號碼、記號等。 

14. 所謂「青少年」是指，未滿 18 歲者(依據「初、中等教育法第 2 條」之規

定，包括在學於高等學校之學生) 

 

第 3 條 (音樂產業振興綜合計畫之樹立、施行等) 

①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為振興音樂產業應樹立、施行必要之綜合性計畫(以

下以「綜合計畫”」略稱之)。在必要之情況下，能與相關中央行政機關長

官進行協商。<修正 2008.2.29> 

② 綜合計畫需包涵以下各事項。 

1. 樹立中長期基本計畫相關事項與法令、改善制度的相關事項 

2. 活化創作活動之相關事項 

3. 促進出口及增加雇用機會之相關事項 

4. 技術開發與普及之相關事項 

5. 流通的專門化與改善流通構造之相關事項 

6. 創業支援等產業培育之相關事項 

7. 培養專業人力之相關事項 

8. 建構基礎設施之相關事項 

9. 國際合作相關事項 

10. 違法方式製造或販賣、發布(以下以「流通」略稱之)，或提供於利用的唱

片等之相關指導、取締法律 

11. 依「非營利民間團體支援法」第 2 條規定，非營利民間團體(以下「非營

利民間團體」略稱之)，對提供給違法製造、流通或利用之唱片等，執行

自律監視活動所需的支援相關事項 

12. 除此之外關連業者之建全發展與培育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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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應依照第 1 項與第 2 項之綜合計畫，應樹立、施行細

部施行計畫。在此情況所需的必需事項，由大統領令規定之。<修正 200

8.2.29> 

 

第 2 章 音樂產業之振興 

 

第 4 條 (創業與製作等支援)  

① 為了活化音樂產業相關創業以及創業者穩定成長、發展，文化體育觀光部

長可支援必需之費用。 <修正 2008.2.29> 

② 為強化音樂產業的競爭力與推動優秀作品的開發，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可

給予音樂創作者與唱片、音樂影像物製作者支援或是融資全部或是一部

之必要財源。<修正 2008.2.29> 

③ 依照第 1 項與第 2 項規定之支援手續相項，以大統領令規定之。 

 

第 5 條 (音樂產業資料之管理等)  

① 為振興音樂產業，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應搜集、調查、保存唱片等相關資

料與音樂產業之技術水準、研究動向、市場動向及事業者現況等國內外

音樂產業相關之全盤資料、情報與統計等等。為此目的，可以向相關機

關、團體提出提供資料等要求，被要求提供資料的相關機關、團體，若

無正當理由應積極給予協助。<修正 2008.2.29> 

② 為促進第 1 項業務，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可指定或是設立、營運專門管理

有關音樂產業資料與情報之機關<修正 2008.2.29> 

③ 為促進第 1 項與第 2 項規定之事項，以大統領令規定必要事項。 

 

第 6 條 (培養專業人力)  

① 為培養建構音樂產業基礎所需要的專業人力，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應強力

規畫以下各項措施。<修正 2008.2.29> 

1. 確保音樂產業人力的供需均衡與優秀專業人才 

2. 強化產、學、官之合作機會 

3. 擴大專業人力之研修、海外交流機會 

4. 強化學界之研究基礎與教育力量 

5. 擴大專業人力進入相關業界之機會 

6. 除此之外培養音樂產業人力之相關事項 

② 為推動第 1 項規定事項，所需要的相關事項以大統領令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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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 (推動技術開發) 為了樹立音樂相關技術開發的中長期基本計畫，以及

提升音樂產業的基礎結構所需要的技術開發與技術水準，文化體育觀光

部長官應推動以下各事項。<修正 2008.2.29> 

1. 技術動向與需要調查；技術的研究開發、評價、活用之相關事項 

2. 技術合作、指導、轉移及技術情報的靈活流通之相關事項 

3. 音樂技術相關機關的連結與建構有效技術開發環境之相關事項 

4. 其他與音樂技術開發相關的文化體育觀光部令規定之事項 

 

第 8 條 (協同開發與研究)  

① 為唱片等的開發、研究，文化體育觀光部長應努力推動，綜合運用人力、

設施、器材、資金、情報等之協同開發與研究。<修正 2008.2.29> 

②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對於第 1 項規定的協同開發與研究促進者，可支援全部

或部份所需經費。<修正 2008.2.29> 

 

第 9 條 (推動標準化)  

① 為唱片等的有效開發、品質提升及確保多元用途性等，文化體育觀光部長

官應推動唱片等的標準化，並且標準化範圍等所需的相關事項，可以制

定文化體育觀光部令勸告之。<修正 2008.2.29> 

② 為促進依第 1 項規定之標準化事業，在必要的情況下，文化體育觀光部長

官可指定音樂產業相關專門機關與團體，執行標準化事業，並且可支援

該機關或團體所需要的全部或部份費用。<修正 2008.2.29> 

 

第 10 條 (活化流通) 為唱片等流通的健全化，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應在唱片

等貼上識別標誌，並樹立所需要的措施施行之。 

 

第 11 條 (KTV 業者的教育) 

 

第 12 條 (支援國際合作與進入海外)  

① 文化體育觀光長官為強化國際合作、活化交流及國際地位，應奠定音樂產

業的基礎 <修正 2008.2.29> 

② 為活化唱片等進入海外市場，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可支援外國共同製作、

海外行銷活動、宣傳活動、外國人投資、舉辦國際唱片展示會等建構合

作體系相關之事業。<修正 200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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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為有效促進第1項與第2項規定事項，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可在當地設置、

營運事務所。<修正 2008.2.29> 

 

第 13 條 (音樂表演之活化) 為音樂表演之活化，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可支援

表演設施的設置、營運與表演主管者所需的部份資金。<修正 2009.2.29

> 

第 14 條 (知識財產權的保護)  

①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對保護並培育唱片等的創作活動方面，應謀求唱片等

的知識財產權保護措施。 

② 為防止唱片等的非法複製、流通等，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可支援以下各事

項。<修正 2008.2.29, 2011.5.19> 

1. 唱片等的技術性保護措施與權利管理情報的粘貼 

2. 唱片等領域的著作權等知識財產權相關教育與宣傳 

3. 除此之外，與保護知識財產權相關之事項 

③ 為推動第 2 項規定事項，依照大統領令之規定，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可指

定相關專門機關或是團體，委託執行之。<修正 2008.2.29> 

[題目修正 2011.5.19] 

 

第 15 條 (利用者的權益保護等)  

① 為了保護使用者的權益，在音樂產業振興方面，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應規

畫以下各項措施。<修正 2008.2.29> 

1. 為唱片等的健全利用所需的宣傳與教育  

2. 為保護唱片等的利用者所需的音樂產業相關人士的社會責任 

3. 為解決唱片等的利用者的不滿與損害之具體措施 

4. 除此之外，保護唱片等的利用者相關之事項  

② 從事唱片等的製作、流通或是提供利用的業者，應積極協助並促進第 1 項

規定之唱片等的利用者保護措施。 

 

第 3 章 營業之申報、登記及唱片等的流通等 

 

第1節 營業之申報、登記、營運等 

 

第 16 條 (唱片、音樂影像物制作業等的申報)  

① 欲從事唱片、音樂影像物製作業或是唱片、音樂影像物發行業者，應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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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市長、廣域市長、道知事(以下以“市、道知事”稱之)提出申報。但，符

合以下各項中任何一項者可免除此程序。<修正 2009.3.18> 

1. 由國家或是地方自治團體製作之情況 

2. 依法成立之教育機關或是研修機關，為自身教育或是研修使用目的而製作

之情況 

3. 依照「放送法」，放送事業者為用在放送使用目的而製作之情況 

4. 依「有關公共機關營運之法律」規定之公共機關，為事業宣傳目的而製作

之情況 

5. 以紀念婚喪節慶或是宗教意識等活動為目的製作之情況。但是向大眾流通

或提供收視或利用的情況除外 

6. 除此之外大總統令規定之情況 

② 欲營運線上音樂服務提供業者應向市長、郡長、區廳長申報。但，以大統

領令規定的線上音樂服務提供業，則不在此內。 

③ 依據第1項規定申報的音樂影像物、音樂影像檔之製作業者與音樂影像物、

音樂影像檔之發行業者，可視為依「有關電影及 video 振興之法律」第 5

7 條規定而申報的 video 製作業或是 video 發行業者。 

④ 第 1 項與第 2 項規定所需要的申報手續、方法及營運等相關事項，以文化

體育觀光部令規定之。<修正 2008.2.29> 

 

第 17 條 (音樂影像等的等級分類等)  

① 製作或發行(包括進口)音樂影像物與音樂影像檔者，供應該音樂影像物與

音樂影像檔前，依「有關電影與 video 振興之法律」第 71 條之規定，應

接受影像物等級委員會之等級分類。 

② 對音樂影像物、音樂影像檔之等級分類與販賣(包括線上音樂服務提供業

者之服務提供行為)，將適用「有關電影與 video 振興之法律」第 50 條至

第 56 條、第 65 條、第 66 條、第 95 條第 5 號至第 7 號、第 97 條第 1 項

第 4 號至第 6 號、第 98 條第 2 項第 8 號與第 99 條。在此情況下，將「v

ideo」視為「音樂影像物、音樂影像檔」。 

 

第 18 條 (KTV 業之登記) 

第 19 條 (營業之限制) 

第 20 條 (申報證、登記證之發行) 

第 21 條 (申報或登記事項之變更) 

第 22 條 (KTV 之遵守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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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條 (營業的繼承等) 

第 24 條 (休業與職權吊銷)  

 

第 2 節 唱片等的流通與標識 

 

第 25 條 (標識義務) 

① 以營利為目的製造或進口唱片者，或複製唱片者，應在每片唱片上標示製

造或進口、複製者之商號等等(若隨附於圖書之唱片等時，是指出版社之

商號)。   

② 第1項規定所需之標示相關事項與標示方法等，以大統領令制定之。 

 

第 26 條 (技援建構唱片等之建全流通文化) 為建構唱片等的建全流通文化，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可對相關機關、團體或個人支援經費。<修正 2008.

2.29> 

 

第 3 節 取消登記等行政措施 

 

第 27 條 (取消登記等) 

第 28 條 (徵收罰款)  

第 29 條 (關閉營業所及回收、報廢唱片等)  

第 30 條 (聆訊) 

 

第 4 章 補則 

 

第 31 條 (手續費) 

第 32 條 (權限之委任、委託)  

第 33 條 (對公務員適用罰則議題) 

 

第 5 章 罰則 

 

第 34 條 (罰則) 

 4. 符合第 29 條第 3 項規定之唱片等製作、流通或提供利用，或是為此目的

陳列、保管或展示者 

④ 違反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者，處 1 年以下徒刑或是 300 萬元以下之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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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符合以下各項之其中一項者，處以 1 千萬以下之罰款。 

第 35 條 (雙重責任制) 

第 36 條 (罰金) 

 

附則<第 10629 號，2011.5.19> 

 

第 1 條 (施行日) 本法於公佈 2 個月後施行<但書省略> 

第 2 條 (其它法律修正) 從①至<16> 省略 

<17> 部份修正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如下。 

將第 14 條題目「知的財產權之保護(지적재산권)」修改為「知識財產權的保

護(지식재산권의 보호:前譯「智慧財產權」)」，同樣第 14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第 2 號、第 3 號中各「知的財產權之保護(지적재산권)」修改為「知

識財產權的保護(지식재산권의 보호) 」 

從<18>到第 <22>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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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施行令」 

[施行 2011.12.6][大統領令第 23348 號, 2011.12.6, 他法修正] 

 

文化體育觀光部(影像文化創意產業科) 

 

第1條 (目的) 本令之目的為規定「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中委任事項以

及此事項相關之必需事項。 

 

第 2 條 (創業與優秀音樂作品開發之支援範圍)  

① 依據「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以下以”法”簡稱之)第 4 條第 1 項之支

援對象為，符合以下各項中任何一項條件之創業者。<修正 2008.2.29> 

1. 為作詞、作曲、編曲等音樂創作之創業 

2. 流通、出口、進口唱片、音樂檔、音樂影像物與音樂影像檔(以下以”唱片

等”略稱之)之創業 

3. 音樂公演與唱片等的企劃、製造業之創業 

4. 音樂產業相關教育機關之創業 

5. 樂器、音響機械等製造業之創業 

6. 其他音樂產業相關創業中，以文化體育觀光部令規定之創業事項 

②依據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之支援對象為，符合以下各項中任何一項條件之

音樂商品的創作者或唱片、音樂影像物製作者。<修正 2008.2.29> 

1. 發表於具國際規模的樣本市場、預演會、展示會等為目的，開發之音樂商

品 

2. 以出口為目的開發之音樂商品 

3. 其他文化性、經濟性附加價值較高，並受文化體育觀光部令指定之音樂商

品 

 

第 3 條 刪除 <2011.12.6> 

 

第 4 條 (音樂產業資料、情報管理機關之指定)  

①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應於以下各項中，指定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之專門管

理音樂產業相關資料或情報之機關。 

1. 依據「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第 31 條規定之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以下以”

內容振興院”略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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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為音樂產業之振興、開發而成立之機關或團體 

②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依法第 1 項第 2 號規定，指定專門管理音樂產業相關

資料或情報之機關時，應指定音樂產業相關事業之業績優秀的機關或團

體。<修正 2008.2.29>  

 

第 5 條 (KTV 業者之教育) 

 

第 6 條 (保護唱片等的智識財產權相關之專門機關、團體) ① 文化體育觀光

部長官應於以下各項機關或團體中，指定法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之相關專

門機關或團體。<修正 2008.2.29, 2009.7.22> 

1. 內容振興院 

2. 依「著作權法」第 112 條規定之韓國著作權委員會 

3. 其他音樂產業相關之專門機關或團體 

②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指定第 1 項第 3 號規定之專門機關或團體之時，應選

擇唱片等相關領域中，在技術保有現況與智識財產權相關教育或宣傳等

方面，具有優秀績效的機關或團體。 

 [題目修正 2011.7.19] 

 

第 7 條 (唱片、音樂影像物製作業之申報例外) 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6 號中的”

除此之外大統領規定之情況”是指，除多數人為對象提供流通、視聽為目

的以外，為其他目的製作唱片等之情況。 

 

第 8 條 (青少年進出時間之限制等) 

第 9 條 (KTV 業者之遵守事項) 

 

第 10 條 (營業繼承相關主要設施、器具)法第 23 條第 2 項中的”大統領令規定

之主要設施、器具”是指以下各項 

1. 唱片、音樂影像物製造業：唱片、音樂影像物製作機械 

2. 線上音樂服務提供業: 儲存網域名稱；營業相關資料、情報等之電腦等，

情報處理裝置、電子記錄媒體或是伺服器。 

 

第 11 條 (唱片等的標示事項與方法) ①製作或進口或是複製唱片等者，應依

據法第 25 條第 1 項標示以下事項。 

1. 商號、商品名、製作年月日(進口或複製之情況則標示進口或複製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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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法第 17 條規定之等級標示(僅限音樂影像物與音樂影像檔) 

② 為依據第 1 項規定之標示事項的標示方法如以下各項<修正 2010.12.10> 

1. 唱片: 在唱片的標識或包裝紙上標示第 1 項第 1 號之事項。 

2. 音樂檔: 應以數位形態標示第 1 項第 1 號。若音樂檔之製作、進口或是複

製者符合「內容產業振興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4 號規定之內容製作者時，

應依照「內容產業振興法施行令」第 33 條之方法標示。 

3. 音樂影像物: 依照「有關電影與 video 之振興之法律施行令」第 27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之規定方法，標示第 1 項第 1 號與第 1 項第 2 號之事項。 

4. 音樂影像檔: 應以數位形態標示第 1 項第 1 號之事項，並依照「電影與 Vi

deo 振興之相關法律施行令」別表 3 之方式標示第 1 項第 2 號之事項。若音

樂檔之製作、進口或是複製者符合「內容產業振興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4

號規定之內容製作者時，應依照「內容產業振興法施行令」第 33 條之方法

標示。 

 

第 12 條 (附加稅之核訂金額基準等) 

第 13 條 (徵收附加稅及繳納) 

第 14 條 (附加稅之營運計畫) 

第 15 條 (勒令停業通知之例外) 

 

第 16 條 (權限之委託)  

①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應依據法第 32 條第 2 項，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的培

養專業人力相關業務授權給內容振興院，或是依據「文化產業振興基本

法」第 16 條規定之培養文化產業專業人力構關，或是依據「民法」第 3

2 條規定以音樂產業的振興為目的而設立之協會或團體。 

 

第 17 條 (易科罰金之標準) 

 

附則<第 23348 號, 2011.12.6> 

 

本令於公佈之日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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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施行規則」 

[施行 2012.4.5][文化體育觀光部令 第 109 號, 2012.4.5, 部份修正] 

 

文化體育觀光部(影像文化創意產業科)  

 

第1條 (目的) 此規則的目的為規範「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與「有關音

樂產業振興之法律施行令」中的委任事項，以及與其施行相關之必需

事項。 

 

第 2 條 (支援審查委員會的組成及營運) 

① 依據「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施行令」(以下以「令」略稱之)第 3 條之

規定，支援審查委員會由包含委員長 1 名之 11 名以內的會員所組成。 

② 由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擔任支援審查委員會的委員長，在必要之情況下，

可讓所屬單位的公務員代理此職務。<修訂 2008.3.6> 

③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應從具備音樂產業相關學識與經驗豐富者中，挑選支

援審查委員會會員，並委任職務之。 

④ 為有效執行支援審查委員會之業務，可按領域別設置子委員會。 

⑤ 除第 1 項至第 4 項規定之事項以外，與支援委員會的組成與營運相關之必

要事項，需經過支援審查委員會的審議後，由支援審查委員會的委員長

裁定之。 

 

第 3 條 (推動音樂技術開發)「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以下以「法」略稱

之)第 7 條第 4 號中的“文化體育觀光部令規定之事項”所指的是以下各號

事項。<修正 2008.3.6> 

1. 與培育、訓練音樂相關的技術開發人力之事項 

2. 為開發音樂相關技術，產、學互助之事項 

3. 為開發音樂相關技術，海外專門團體或國際機構交流之事項 

 

第 4 條 (推動標準化事業專門機關、團體之指定) 

①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依據第 9 條第 2 項，可指定以下各號機關或團體為推

動標準化事業的專門機關或團體。 

1. 依據「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第 31 條，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以下以“內容

振興院”略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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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音樂產業相關之專門機關或團體 

② 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官依據第 1 項第 2 號，指定機關或團體時，應選擇具備

優秀事業績效等之機關或團體。 

 

第 5 條 (KTV 業者之教育) 

 

第 6 條 (唱片、音樂影像物製造業等提出申報書)  

① 依據法第 16 條第 1 項各號以外之部份本文，欲申報製造業或是發行業者，

應在別紙第 1 號樣式的唱片、音樂影像物製造(發行)業申報書(包括電子

文書申報書) 附上以下各號文件，並向特別市長、廣域市長、道知事 (以

下以“市、道知事簡稱之”) 提交之。<修正 2011.11.29> 

1. 營業所(若持有工廠時，包括工廠)之租賃契約書影印本(僅限租賃之情況) 

2. 持有或租賃之製作設施與設備明細書(僅限唱片、音樂影像製作業) 

② 依據第 1 項之規定，收取申報書之負責公務員應按「電子政府法」第 36

條第 1 項公共利用行政情報之規定，確認以下各號事項。但是第 3 號之

情況，若申報人不同意確認本人時，應附上此資料。<修正 2009.2.19, 2

011.11.29, 2012.4.5> 

1. 法人登記事項證明書(僅限法人) 

2. 營業所(若持有工廠時，工廠亦包括之)之建築物登記事項證明書(僅限於租

賃，並建築物大帳之所有者與租賃契約書上的租借人相異之情況時需要) 

3. 事業者登記證 

 

第 7 條 (線上音樂服務提供業申報書之提出)  

① 依據法第 16 條第 2 項本文，欲申請申報線上音樂服務提供業者，應在別

紙第 3 號樣式線上音樂服務提供業申報書(包話電子文書申報書)附上以

下各號資料，並提交給管轄營業所所在地之市長、郡長、區廳長。 

1. 營業所之租賃契約書影印本(僅限租賃之情況) 

2. 施設與裝備明細書 

② 依據第 1 項之規定，收取申報書之負責公務員應按「電子政府法」第 36

條第 1 項公共利用行政情報之規定，確認以下各號事項。但是第 3 號之

情況，若申報人不同意確認本人時，應附上此資料。<修正 2009.2.19, 2

011.11.29, 2012.4.5> 

1. 法人登記事項證明書(僅限法人) 

2. 營業所之建築物登記事項證明書(僅限承租，並建築物之所有者與租賃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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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上之租借人相異時需要) 

3. 事業者登記證 

 

第 8 條 (KTV 的設施基準) 

第 9 條 (KTV 業者提出登記申請書等等) 

第 10 條 (申告證、登錄證的發行與再發行) 

第 11 條 (申告或是登記事項的變更申請等)  

第 12 條 (青少年進出同意書) 

第 13 條 (廢業申報手續)  

第 14 條 (職權吊銷之確認 等)  

第 15 條 (行政處份之基準 等) 

第 16 條 (相關公務員的營業場所進出紀錄等) 

第 17 條 刪除 <2009.2.19> 

 

附則<第 109 號,2012.4.5> 

 

第 1 條(施行日) 本規則於公佈日後立即生效 

第 2 條(唱片、音樂影像物製造業等的申報變更或是登記變更相關之適用事例)

 第 11 條第 2 項之修改規定，在本規則施行後，發生最初的變更事由後

即可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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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韓國「音樂產業振興中期計畫（2009-2013）」 

透過文化而生動的大韓民國 

 

 

為韓國大眾音樂的全球化 

 

 

音樂產業振興中期計畫 

(2009-2013年) 
 

 

 

 

 

 

2009 年 2 月 4 日 

 

 

 

 

文化體育觀光部 

Ministry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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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動背景及必要性 

 

 音樂產業是文化內容產業的主幹，並透過各式各樣的關連產業創造高附加價值的 OSM

U（One source multi-use）文化內容產業 

 與連續劇、電影共同引發韓流之具代表性的韓流文化內容產業 

 透過連續劇、電影、遊戲、觀光等，與其他產業連結創造出高附加價值 

 

 因網路、移動通信等數位技術之發展，2000 年代之後正在經歷急劇烈的產業典範(para

digm)變化 

 從以唱片買賣中心到以數位音源買賣中心的產業環境變化 

 

 因非法音源之下載，延遲了音樂產業的成長與良性循環結構的確立 

 

 反韓流、嫌韓流與全球化程度之不足，使得韓流的發展停滯 

 日本、中國或東南亞等既存的韓流市場，隨著韓流普遍擴散而出現的反韓流、嫌

韓流問題與具有魅力的內容登場之延遲，使得韓流成長停滯 

 即使是既存的韓流市場也只偏重於亞洲圈，而在中南美、歐洲等未開發市場，則

是處於急需進入市場策略的情況 

 在全世界市場中韓國市場所占比例為 1%(19 名)，此數字表示在全球

3530 3800 4104 
3733 

2861 

1883 
1338 1087 848 788 

450 911 

1345 

1850 
2014 

2621 

3562 

4276 

98年 99年 00年 01年 02年 03年 04年 05年 06年 07年 

離線(音盤) 線上(數位) 



293 
 

化市場中韓國市場規模為相當小的水準 

 

 為成就“世界 5 大內容強國之實現”總體性文化藍圖，需要以“韓國大眾音

樂全球化”為目標的新音樂產業振興中期計畫 

 

 亞洲音樂市場的新韓流再興起；為克服內需市場的局限性，推動開

拓全球化新市場，以活躍於世界市場 

 迫切需要內需市場的活化與國內音樂基礎設施之擴充等 

 

2. 目前主要推動成果 

 

 奠定振興音樂產業之法規、制定基礎 

 「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制定與施行(2006.10 月) 

 「著作權法全面修正」(2006.12 月) 

- 強化屬於非告訴乃論罪之著作權的保護與取締 

- 奠定引導 P2P、雲端硬碟(webhard)等特殊類型 OSP 的合法市場基

礎等 

 

 建構音樂產業基礎設施與擴大創作力 

 建構線上、離線資料館“韓國音樂數位資料中心”  

 支援培養獨立品牌(indie label)與選拔、支援優秀獨立音樂家 

 選拔、支援本月優秀新人唱片 

德國 8% 

法國 6% 

其他 23% 

美國 31% 

日本 18% 

英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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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運音樂產業振興論壇以及發行音樂產業白皮書 

 

 支援韓國大眾音樂進入海外 

 韓國大眾音樂海外表演秀(showcase)之開拓(中國、日本、越南、新加坡) 

 舉辦 O.S.T 影像音樂祭(日本東京、大阪) 

 支援出口用音樂內容之製作 

 

 提高對音樂內容著作權之認識 

 根絕非法唱片運動本部之發足與推動等等 

 

3. 中期計畫樹立方向 

 

 積極因應數位電子音源媒體為主的新市場環境，並推動韓國大眾音樂之

高度全球化，引導國內音樂產業之成長與擴大 

 

 強化韓、中、日 3 國間互助體系，並活化東南亞各國間的交流，在亞洲

音樂市場中推動新韓流的再興起 

 

 

 為使韓國大眾音樂能在世界市場中活躍發展，積極推動全球化新市場之開拓。 

 

 為活化內需市場，應積極推動 1. 擴大音樂內容之利用、消費，2. 確保音

樂的多樣性與強化創作基礎，3. 強化音樂內容著作權的教育與取締等 

 推動大眾音樂公認排行榜與韓國的”葛萊梅獎”等 

 為奠定多樣類別的音樂內容創作基礎，持續推動獨立品牌(indie label)、非主流音樂家

等多種優秀新人之支援 

 透過政府、地方自治體間的共同合作，支援各種大眾音樂演唱會與音樂祭 

 

 透過擴充大眾音樂的專業表演場地等建構基礎設施，強化音樂產業的成

長基礎 

 

 透過確立並提高韓國大眾音樂的歷史性、文化性價值，以確保全球化時

代韓國大眾音樂的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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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大眾文化藝術的韓流波及效果與全球化進展，強化國民意識，並提高為韓流而訪

韓之外國觀光客對韓流的認識 

 推動建設能與“藝術的殿堂”相比擬的“大眾文化的殿堂”，其內部具備大眾藝術人“名譽

的殿堂”與“韓流明星特別展示館”等設施 

 

 透過強化 KTV(全國 3 萬 5 千家)產業機能，增進音樂內容之利用、消費，

以及圖謀建全國民休閒生活的擴散 

 

4. 政策藍圖與目標 

 

    實現“世界 5 大文化內容產業強國目標”之總體性文化藍圖，並將音樂產

業振興中期計畫藍圖朝“大韓民國大眾音樂全球化”之方向設定。 

 

任務：   為實現世界 5 大內容強國之音樂產業振興 

 

藍圖：  

 

目標：  

 

 

 

 

戰略 

課題：  

 

 

      國內市場：  8,440 億元     →  1 兆 7 千億元 

       2008 年           2013 年 

 電子數位：  5,244 億元     →  1 兆 1300 億元(年平均 16%) 

      音樂表演：  2,571 億元     →  5,200 億元(年平均 15%) 

      唱片產業：  625 億元      →  500 億元 

      出口規模：  12,279 千美元  →  17,465 千美元 

                 (134 億元)         (191 億元) 

進入世界音樂市場第 10 名以內 

新韓流之推動
與全球化新市
場之開拓 

音樂產業振
興中期計畫
[2009-2013] 

強化韓國音樂全球
化國際合作 

 

活化內需市場 建構產業基礎設施
與強化成長基礎 

大韓民國大眾音樂之全球化 

強化大眾音樂地
位與確立良性循
環產業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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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生產金額： 1 兆 488 億元 

引發增加就業機會： 8,368 名 

＊KTV： 1 兆 1,844 億元 → 1 兆 3077 億元 

 

5. 核心推動課題 

 

1) 新設韓國大眾音樂公認排行榜與全球化 

  

 推動背景 

 透過美國“Billboard 排行榜”、英國“英國單曲排行榜(UK Singles Chart)”、日本

“Oricon 排行榜”等，向世界主要音樂排行榜之標杆學習，發表最高權威的公認排行

榜 

 透過排行榜的海外播放，圖謀韓國大眾音樂的海外宣傳與全球化 

 

 主要內容 

 透過組成音樂產業公認排行榜發表審議團，建立具有公信力的統計方式 

- 例如：下載次數 + 唱片販賣量 + 播放次數 等 

 推動綜合排行榜與多類別排行榜 

- Billboard 排行榜依類別每週約發表 35 種排行版 

 韓國大眾音樂排行榜在國內奠定基礎後，從 2010 年開始推動海外發行 

- 以英文、日文、中文等當地語言發行、發佈排行榜 

- 連帶推動建構韓國音樂廣播全球化網路事業 

 連帶推動準確統計音樂產業計畫 

 

 總事業費 3,260 百萬元 

 

 期待效果 

 可做為算出具公信力的音樂產業基本統計的契機 

 排行版的海外播放，可做為大眾音樂的全球化與重新點燃新韓流的契機 

 

 

＊海外事例 

○ Billboard 排行榜(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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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 音樂雜誌 Billboard (1894 年創刊) 

- 特徵： 將大眾音樂的各種類別細分化，發表約 35 個項目。原本只以專輯銷售為基

準，自 2003 年起包含下載總次數統計。 

○ Oricon 排行榜(日本) 

- 主管：  oricon 株式會社(1968 年創刊) 

- 特徵：  日本歷史最悠久，知名度最高的音樂排行榜。包括日刊、周刊、月刊等的

統計期間；大眾音樂的各類別排行榜；CD、DVD、video 排行榜、遊戲等的販賣排

行榜，甚至包括按民意調查(monitor)發表的廣告好感度。 

 

2) 新設韓國“葛萊梅獎”  

  

 推動背景 

 向美國“葛萊梅獎”等世界主要頒獎典禮的標竿學習，新設最具公信力的大韓民國頒

獎典禮。 

 透過頒獎典禮的海外播出，圖謀韓國大眾音樂的海外宣傳與全球化 

 

 主要內容 

 與公認排行版發表連接，推動舉辦最高權威的大眾音樂頒獎典禮，並推動海外播放

網路的建構 

 以大眾音樂人為中心，組成並經營組織委員會 

 組織公正且具透明性審查委員團，並建構審查系統 

 與亞洲音樂祭共同聯繫推動之 

- 透過 AWARDS  +  FESTIVAL 建立泛亞洲交流的機會 

 

 總事業費 5,800 百萬元 

 

 期待效果 

 具有權威性之大眾音樂頒獎典禮，可成為音樂產業之代表性內容 

 頒獎典獎之海外放送，可做為大眾音樂全球化與重新點燃新韓流之契機 

 

※ 海外事例 

 

○ 葛萊梅獎(美國 LA, 1959 年 ~ ) 

- 主    管： 全美藝術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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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期： 每年 2 月 

- 頒獎部門： 總 30 個類別，108 個部門 

- 審查方法：  1 萬 3 千餘名的會員投票，專輯販賣量以外反映，音樂排行版與人氣

排行、表演者的音樂力、藝術性、技術革新、歷史重要性等項目。 

 

○ 全美音樂獎(美國 LA) 

-  主    管： ＡＢＣ電視臺 

-  時    期： 每年 11 月 

-  頒獎部門： 總 12 個類別，53 個部門 

-  審查方法： 線上進行音樂消費者投票 

 

○ 世界古典音樂頒獎典禮(法國，坎城，1995 年~) 

- 主    管：  Midem(國際唱片展) 

- 時    期： 每年 1 月 

- 頒獎部門：  CD、DVD 為基準，總 29 個部門 

- 審查方法：  全年度錄音、販賣之音樂量為基準(由英國、法國、美國等 72 個國家

的評論家選定) 

 

○ MTV 亞洲音樂獎(新加坡, 曼谷) 

- 主    管：  MTV 

- 時    期：  每年 2 月 

- 頒獎部門：  20 個部門 

- 審查方法：  亞洲各國國內專輯販賣量、Music Video 放映次數、電台廣播次數、

觀眾線上投票等等 

 

3) 奧林匹克廳改建修補與文化廳再修復 

 

 推動背景 

 確保擁有完備的音響、照名、舞台、座位的專業表演場 

 建構相當於藝術的殿堂(古典式)與國立國樂院的大眾音樂表演場 

 同時也為獨立品牌(indie label)、新人音樂家設立小型專業表演場 

 

 主要內容 

 改建修補奧林匹克公園奧林匹克廳 (預定 09 年 12 月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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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施規模：3,900 席 

- 建築面積：4,390 平方公尺(樓層總面積 10,828 平方公尺) 

- 規模構造：地下 1 層，地上 2 層/ 鋼筋混凝泥土，鋼鐵結構輕混凝土 

- 改建修補：更換座位椅子 (布料纖維材質)；設置後舞台；設置聲音擴散盤、吸

音盤；設置音響設備；補強電力等 

- 設計工程(2009 年 2-5 月)，推動施工(2009 年 6-11 月) 

 裳岩文化內容中心的內容廳(2 層)再修建工程(預定 09 年 12 月開館) 

- 設施規模：360 度 

- 地板面積：465 平方公尺 

- 再修建案：設置座位；擴張舞台、兩側後舞台(出演者等候室、樂器倉庫)；設

置照明、音響機器與音樂關連設備；補強防音防震；設置演出者進場及樂器搬

入用升降梯 

- 營運方案研究與設計工程(2009 年，2-7 月)、推動施工 (2009 年, 8-11 月) 

 

 總事業費 9,840 百萬元 

 

 期待效果 

 透過擴大大眾音樂表演機會，創造新需求 

 活化大眾音樂表演市場與強化音樂產業成長基礎 

 

4) “大眾音樂殿堂”之建立 

 

 推動背景 

 檢討大眾文化藝術的韓流波及效果與全球化進展，重新確立國內外地位 

 推動對大眾文化藝術發展做出貢獻者給予國家級禮遇 

 為韓流而訪韓的外國觀光客，集中提供韓流內容 

 

 主要內容 

 建立能與”藝術的殿堂”相比擬之”大眾文化的殿堂” 

 設置大眾藝術之名譽的殿堂與管理所藏品捐贈品、展示室 

 設置大眾音樂專門表演場 (3,000 席以上) 

 設置韓流明星特別展示館 

 設置大眾文化藝術檔案館與收藏庫等 

 收集、保存逐漸失傳之大眾文化藝術相關作品與資料，以及推動韓國大眾文化藝術



300 
 

研究等 

 推動對建立基本構想之研究 

 腹地正在與高陽市(韓流 wood 園區)等協議中 

 

 總事業費 60,000 百萬元 

 

 期待效果 

 保存大眾文化藝術遺產與實現對發展做出貢獻者給予禮遇 

 對於大眾文化藝術國民關心之響應以及國內外相位之強化 

 

5) 音樂內容著作權教育與取締強化 

 

 推動背景 

 強化著作物的違法流通取締機能，建構著作權保護體制 

 透過對非法音源流通的損害之持續性教育保護音樂著作權 

 

 主要內容 

 為促進對著作權的社會認識的擴散，推動合法音樂服務免費體驗券之(文化消費券，1

-3 個月)提供方案(推動產業界與政府的共同合作) 

 擴大著作權特別司法警察人力與非法著作權物常設取締班地域事務所 

- 擴大人力與階段式擴大地域事務所 

- 為迅速對應線上著作權之侵害，建構網路搜查系統 

 強化非法著作物之取締與搜查活動 

- 在常有非法著作物流通之區域實行特別取締措施 

 反映於學校教育教育內容中 

 透過建構“青少年著作權侵害預防之網路教育系統”，籌備著作權日常教育體制 

 營運“青少年著作權現場體驗活動” 

 透過引進“網路著作權學院”，提供便利的教育方案 

 建構“著作權教育終身學習網路” 

 

 期待效果 

 透過著作權保護與強化取締，振興音樂產業 

 提倡著作權物利用者的合法利用(消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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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韓、中、日 迴巡 亞洲音樂市場之新設 

 

 推動背景 

 可成為亞洲最大市場日本、中國共同協助之契機 

 透過建構亞洲音樂市場的網絡，進入全球市場 

 

 主要內容 

 開拓以韓、中、日為中心的亞洲音樂市場 (從 2010 年開始每年巡迴演出) 

- 舉辦 POP、Rock、Jazz、世界音樂等大眾音樂的所有類別之表演會、商業配對

(business matching)活動、販賣攤位設置、網絡化及學術活動 

 透過韓、中、日文化內容事業論壇(2009,9,釜山)，議論三國間巡迴方案 

※ 海外事例 

Midem(國際唱片市場) 

- 主管：Reed Midem 

- 時間與場所：每年一月，法國坎城 

- 性質與場所：Pop, Rock, Jazz, Metal, Classic 等，參加人數達全世界 90 多國 10,000

多名，是世界最大唱片展示會(與表演秀，論壇等併行) 

 擴大亞洲各國音樂產業界參與及擴大網路建構 

 結合於韓國大眾放送之全球化播放網路建設事業 

 

 總事業費 7,800 百萬元 

 

 期待效果 

 強化韓、中、日 3 國間的合作體系，並主導亞洲音樂產業網路 

 韓流的持續、擴散與打破目前內需市場的限制 

 

7) 擴大韓國大眾音樂表演秀與開拓全球化的新市場 

 

 推動背景 

 國內市場為中心的音樂市場擴大為全球化市場 

 透過大眾音樂產業，尋求重新點燃新韓流之契機 

 跨越亞洲而邁向全世界，建構韓流全球化 

 

 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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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韓流連續劇、電影 OST 影像音樂祭(日本等，年 1-2 次) 

 在中國與東南亞舉辦韓國大眾音樂大型表演秀 (年 2-3 次) 

- 並推動與時尚秀等其他型式活動相結合 

 在歐洲、中東、中南美等未開拓地區舉辦”韓國大眾音樂表演秀”的方式開拓新市場(年

2-3 次) 

- 在正在播放韓國連續劇的國家中推動 

- 結合當地韓國大使館(文化院)的 korea 祭典一同推動 

- 結合文化產業交流展等活動一同推動 

 強化 B2B 活動，並圖謀建構產業網路與創造收益 

 結合進入當地之韓國主要企業共同合作一同推動 

 結合韓國大眾放送之全球化播放網路建構事業一同推動 

 

 總事業費 12,130 百萬元 

 

 期待效果 

 為音樂產業界進入海外，建構全球化網路 

 透過韓國大眾音樂的全球化，提高韓國形象 

 

8) 強化 KTV(全國 3 萬 5 千個)音樂機能 

 推動背景 

 為選拔多元音樂人才，確保徵選活動空間等建立音樂產業環境 

 增進國民健全的休閒生活，並振興音樂內容之利用與消費 

 擴大 IT 基礎的 KTV 營運體系，以促進音樂創作者之保護 

- 為能使快速並確實支付著作權費用，積極引導業者建構線上系統 

 

 主要內容 

 為營運健全 KTV 與強化產業機能，推動活用附加稅徵收額 

- 2007 年度全國各市、郡、區徵收之附加稅徵收額為 27 億元 

- 透過地方自治體之協議，籌備附加稅徵收額之活用方案 

* 推動KTV的影像錄音錄畫機能之改善 

* 以地域別選定模範業者，並推動關連機器(新型影像拌奏機)之支援 

 推動建立演藝企畫公司的多元新人音樂家選拔環境 

※ 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第 28 條(罰款) 

- 對 KTV 業者違反遵守事項、違反青少年出入時間時，課賦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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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罰款徵收之金額用於 KTV 業之健全營運，教育與自律指導等 

*  07年罰款徵收金27億元中只有約1.5億元實際執行，其他以稅入處理 

 

 期待效果 

 藉由音樂內容的享受、創作空間，強化音樂產業機能 

 提高 KTV 為健全國民休閒文化空間的認識 

 

6. 領域別推動課題及細部內容 

 

□1  韓國音樂之全球化與國際互相強化 

課題 1-1 透過大眾音樂重新點燃新韓流 

     1) 擴大大眾音樂亞洲表演秀 

     2) 強化亞洲歌曲音樂祭 

     3) 新設韓、中、日 巡迴亞洲音樂市場 

課題 1-2 開拓新市場與建構全球化韓流之路 

     1) 建構大眾音樂播放全球化網路 

     2) 參加海外音樂市場之韓國音樂表演 

     3) 開拓全球化新市場 

 

□2  活化大眾音樂之內需市場 

課題 2-1 透過製造音樂議題，擴大音樂內容之利用(消費) 

     1) 新設大眾音樂公認排行榜以及全球化  

     2) 新設韓國”葛萊梅獎” 

     3) 強化 KTV(3 萬 5 千個)音樂產業機能 

課題 2-2 為使音樂多元化發展，強化創作基礎 

     1) 支援獨立、非主流演出家等各種優秀人才 

     2) 支援大眾音樂演唱會及音樂節 

     3) 支援舉辦大眾音樂獎、金唱片(Golden Disk)賞 

課題 2-3 強化音樂內容著作權教育與取締 

     1) 強化著作權取締機能 

     2) 提高日常生活中著作權教育與認識 

     3) 持續進行非法音源根絕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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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構音樂產業基礎建設與強化成長基礎 

課題 3-1 擴充音樂產業基礎建設 

     1) 整修奧林匹克廳與內容廳 

     2) 培育全球化大眾音樂人才 

     3) 貼附與登記音樂內容識別標示 

課題 3-2 提高大眾音樂位階與遺產保存 

     1) 建設大眾文化殿堂 

     2) 建設韓國音樂數位資料中心(KMDC) 

課題 3-3 改善音樂產業制度 

     1) 營運音樂產業振興論壇 

     2) 舉辦國際大眾音樂會議 

     3) 為改善制度進行研究開發(R&D) 

 

□1  韓國音樂之全球化與國際互相強化 

 

課題 1-1․開拓新市場與建構全球化韓流之路 

 在亞洲音樂市場重新點燃新韓流 

 提高韓國大眾音樂之國家品牌價值，並提高國家形象 

 強化韓、中、日 3 國間之合作關係，並建構亞洲音樂產業網路 

 

1) 擴大大眾音樂亞洲表演秀 

 總事業費：3,230 百萬元 

 事業期間：2009 年~2013 年 

 目    的 

 在亞洲音樂市場中重新點燃新韓流 

 提高韓國大眾音樂之國家品牌價值 

 提高韓國大眾音樂的海外認知度與強化對海外市場之出口 

 事業內容 

 舉辦韓流連續劇、電影“O.S.T 影像音樂祭”(每年 1-2 次) 

- 由韓國歌手 5-6 組及當地歌手 1-2 組組成(日本等) 

 在中國與東南亞舉辦“韓國音樂大型表演秀”(每年 1-2 次) 

- 由韓國歌手 8-10 組與當地國家歌手 2-3 組組成 

 為建構亞洲音樂音樂市場網路，同時舉辦與企業體之交流會 

 結合當地韓國大使(文化員)主管之綜合 korea 祭一同舉辦，強化在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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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擔任主要活動與重點表演的角色 

 為提高國家形象，結合當地進出韓國主要企業共同合作一同舉辦 

 

2) 強化亞洲歌曲音樂祭 

 總事業費：1,250 百萬元 

 事業期間：2009~2013 年 

 目    的  

 進行亞洲大眾音樂相互交流與強化協力關係 

 提高音樂節的全球品牌化 

 有助於韓國大眾音樂的全球化與提高國家形象 

 事業內容 

 舉辦亞洲最優秀歌手參與之亞洲最大規模的音樂祭典 

 建構亞洲主要音樂產業關係者間的網路 

 培養融合表演、論壇、新人歌手表演秀、fan meeting 活動等之綜合國際音樂節，

並結合國內內容產業博覽會一同推動 

 結合外提高國觀光客業務一同推動(與韓國觀光公社互相合作等) 

 

3) 新設韓、中、日 巡迴亞洲音樂市場 

 總事業費：7,800 百萬元 

 事業期間：2010~2013 年 

 目    的  

 做為強化韓、中、日相互交流與合作之契機 

 透過建構亞洲音樂市場網路，促進市場之擴大 

 韓流的持續、擴散，並打破內需市場之限制 

 事業內容 

 開拓以韓、中、日為中心之亞洲音樂市場(每年巡迴) 

 舉辦 pop、rock、jazz、世界音樂等大眾音樂的所有類型之表演會、商業配對

(business matching)活動、販賣攤位設置與學術活動 

 結合大眾音樂國際論壇、內容產業博覽會等活動一同推動 

 

課題 1-2․開拓新市場與建構全球化韓流之路 

 跨越亞洲邁向全世界，建構韓流之路 

 建構全球音樂產業網路，並開拓新市場 

 提高韓國大眾音樂的海外認知度，並強化海外市場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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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構大眾音樂播放全球化網路 

 總事業費：  6,100 百萬元 

 事業期間：  2010~2013 年 

 目    的  

 建構韓國音樂播放節目在其他國家播放的網絡，以及透過全球播放的方式，強化

韓國大眾音樂的宣傳 

 降低並解除音樂事業者的海外出口風險 

 圖謀韓國大眾音樂之全球化 

 事業內容 

 與各國的電視台聯繫，推動播放韓國音樂節目日常化(亞洲圈) 

 透過韓國音樂內容產業海外宣傳的持續化，支援海外出口 

 結合韓國音樂海外表演秀一同推動 

 

2) 參加海外音樂市場之韓國音樂表演 

 總事業費：5,400 百萬元 

 事業期間：2010~2013 年 

 目    的 

 提高韓國大眾音樂海外認知度，並強化海外市場之出口 

 謀圖韓國大眾音樂之全球化，並提高國家形象 

 跨越亞洲邁向全世界，建構韓流之路 

 事業內容 

 參加 MIDEM(法國坎城 1 月)、POPKOMM(德國，柏林 10 月) 等主要全球化音樂

市場 

 設置並營運韓國館，以及參與國內音樂產業界之支援 

 結合進入當地之主要企業共同合作一同推動 

 

3) 開拓全球化新市場 

 總事業費：  8,900 百萬元 

 事業時間：  2010~2013 年 

 目    的 

 跨越亞洲邁向全世界，建構韓流之路 

 提高韓國大眾音樂的海外認知度，並擴大海外市場 

 有助於韓國大眾音樂的全球化與提高國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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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內容  

 在歐洲、 中東、中南美等未開拓地區，最優先舉辦”韓國大眾音樂表

演秀”(1 年 2 次) 

 國家積極推動建立韓流連續劇、韓流歌手的歌迷俱樂部 

 確保新開拓市場有系統性的情報收集，並確保巡迴演出宣傳之機會 

*  結合‘新市場開拓支援事業’與 KOTRA’文化產業展’ 

 與日本、中國音樂產業界聯繫，並考量舉辦聯合表演秀 

* 在新市場共同合作以形成亞洲音樂風潮  

 結合當地韓國大使(文化員)主管之綜合 korea 祭一同舉辦，強化在祭

典中擔任主要活動與重點表演的角色 

 結合當地主要韓國企業，共同合作一同推動。 

 

□2  活化大眾音樂之內需市場 

 

課題 2-1․透過製造音樂議題，擴大音樂內容之利用 

 發表大眾音樂公認排行榜，並透過正式公認之頒獎典禮，提高國民關注度，以及活化音

樂內容之利用(消費)  

 強化 KTV(全國 3 千 5 百個)的音樂產業機能 

 持續進行非法音源根絕運動(譯註：불끈운동，非法音源根絕불법은원근절的簡稱)，以

縮小非法消費市場 

 

1) 新設大眾音樂公認排行榜以及全球化 

 總事業費：3,260 百萬元 

 事業期間：2010~2013 年 

 目    的 

 透過具有公信力的公認排行版，提高國民對大眾音樂關心，以圖謀活化內需

市場 

 以各國當地語言版製作本排行版並向海外發佈，圖謀韓國大眾音樂(K-pop)

的海外宣傳與全球化 

 事業內容 

 如同 Billboard 排行榜、英國 U K 單曲排行榜、日本 oricon 排行榜，發表具

公信力之大眾音樂公認排行版，以及發行、發佈關連資料  

 依照唱片、音源販賣量與播放次數等，算出準確的統計，並樹立產業界的基

本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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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以音樂產業的市場動向與趨勢分析基礎統計之活用 

 支援製作日本語、中國語、英文等當地語言版本排行版，並在海外發佈 

 支援以製作社、流通社與經紀演藝公司等相關商業情報連結而形成之全球化

商業網路 

  

2) 新設韓國”葛萊梅獎” 

 總事業費 5,800 百萬元 

 事業期間 2010~2013 年 

 目    的  

 透過最高權威之大眾音樂頒獎典禮，提高國民對大眾音樂之關心度，活化內

需市場 

 透過頒獎典禮之海外播放，以圖謀韓國大眾音樂(k-pop)的海外宣傳與全球化 

 事業內容 

 透過向美國“葛萊梅”等世界主要頒獎典禮之標竿學習（benchmarking），新

設大韓民國最高級公認頒獎典禮 

 結合公認排行榜之發表，舉辦一年一次最高權威的大眾音樂頒獎典禮，並推

動海外播放網絡 

 舉辦當年度最高人氣大眾歌手領域別頒獎與表演 

 

3) 強化 KTV(3 萬 5 千個)音樂產業機能 

 總事業費 非預算 

 事業期間 2009~2013 年 

 目    的  

 為選拔多元音樂人才，確保徵選活動空間等建立音樂產業環境 

 增進國民健全的休閒生活，並振興音樂內容之利用與消費 

 擴大 IT 基礎的 KTV 營運體系，以促進音樂創作者之保護 

- 為能使快速並確實支付著作權費用，積極引導業者建構線上系統 

 事業內容 

 為營運健全 KTV 與強化產業機能，推動活用附加稅徵收額 

- 2007 年度全國各市、郡、區徵收之附加稅徵收額為 27 億元 

- 透過地方自治體之協議，籌備附加稅徵收額之活用方案 

* 推動KTV的影像錄音錄畫機能之改善 

* 以地域別選定模範業者，並推動關連機器(新型影像拌奏機)之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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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2-2․為使音樂多元化發展，強化創作基礎 

 擴大多元類型的音樂內容創作，並促成發掘多樣音樂人才的機會 

 做為開發韓國大眾音樂優秀性、多元性的契機，並提昇至全球水準 

 為強化音樂產業創作，積極支援大眾音樂的國內表演 

 

1) 支援獨立、非主流演出家等各種優秀人才 

 總事業費：3,750 百萬元 

 事業期間：2009~2013 年 

 目    的 

 做為多元新人音樂表演者的發掘機會 

 提供與觀眾見面的機會，以及成為歌迷的機會 

 奠定多元類型的音樂內容創作基礎 

 事業內容 

 發掘主流、非主流、獨立音樂表演者等多元類型的優秀新人 (一年 40 組以

內)，並由政府頒獎給新人(月別、年別) 

 公開徵選、上電視演出等，支援多方面的宣傳與行銷 

 提供年末決選的特別演出機會(一年一次) 

 

2) 支援大眾音樂演唱會及音樂節 

 總事業費：2,250 百萬元 

 事業期間：2009~2013 年 

 目    的 

 透過政府、地方自治體的共同支援，活化大眾音樂國內表演 

 做為開發韓國大眾音樂優秀性、多元性的契機，並提昇至全球水準 

 透過大眾音樂表演，促成國民健全休閒活動環境的建立 

 事業內容 

 擴大青少年等免費招待演唱會等的政府支援 

 主要音樂節全球化的政府支援 

 接合引進外國觀光客事業一同推動(與韓國觀光公社共同合作等) 

 營運奧林匹克廳與內容廳的大眾音樂專門表演 

 規劃地方自治體的表演設施優先租借予大眾音樂表演，並降低租借費用等的

支援合作 

3) 支援舉辦大眾音樂獎、金唱片(Golden Disk)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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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事業費：360 百萬元 

 事業期間：2009~2013 年 

 目    的 

 為使韓國大眾音樂之主流、非主流的領域均衡發展 (大眾音樂賞) 

 對反映最近大眾人氣之最佳人氣歌手頒發金唱片大賞 

 擴大多元領域的大眾音樂內容之創作基礎 

 事業內容   

 對過去一年發行之所有唱片、音源進行一整年決算評價，並按各領域頒發獎

項 

 以大眾音樂相關專家組成審查委員會，並製訂審查基準 

 政府支援一定金額之舉辦所需預算 

- 對金唱片大賞受獎者(唱片製造者、歌手)及功勞獎受獎者，長官將授予

表揚狀、獎狀與白金獎牌、白金獎杯等 

- 支援大眾音樂賞的一部份舉辦費用(場地租借費、舞台企畫、活動準備

等) 

 

課題 2-3․強化音樂內容著作權教育與取締 

 透過強化著作權保護與取締，振興音業產業 

 

1) 強化著作權取締機能 

 事業期間：2009~2013 年 

 目    的：  

 強化對著作物的非法流通取締機能，建構著作權保護體制 

 事業內容：  

 擴大著作權特別司法警察人力與非法著作權物常設取締班地域事務所 

- 擴大人力與階段式擴大地域事務所 

- 為迅速對應線上著作權之侵害，建構網路搜查系統 

 強化非法著作物之取締與搜查活動 

- 在常有非法著作物流通之區域實行特別取締措施 

 

2) 提高日常生活中著作權教育與認識 

 事業期間：2009~2013 年 

 目    的： 

 透過對非法音源流通的損害之持續性教育，保護音樂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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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內容： 

 為促進對著作權的社會認識的擴散，推動合法音樂服務免費體驗券之(文化

消費券，1-3 個月)提供方案(推動產業界與政府的共同合作) 

 反映於學校教育教育內容中 

 透過建構“青少年著作權侵害預防之網路教育系統”，籌備著作權日常教育體

制 

 營運“青少年著作權現場體驗活動” 

 透過引進“網路著作權學院”，提供便利的教育方案 

 建構“著作權教育終身學習網路” 

 

3) 持續進行非法音源根絕運動 

 

 事業期間：2009~2013 年 

 目    的 

 持續進行非法音源根絕運動(譯註：불끈운동，非法音源根絕불법은원근절

的簡稱) 

 透過縮小非法消費市場，擴大合法消費市場領域 

 事業內容 

 利用夢想演唱會(드림콘서트)等主要大眾音樂演唱會與音樂節(festival)，持

續推廣”非法音源根絕運動” 

 利用 M.net. 等有線電視之播放宣傳文宣，持續推廣此運動 

 積極製造多元宣傳機會以推廣運動 

 

□3  建構音樂產業基礎建設與強化成長基礎 

 

課題 3-1․擴充音樂產業基礎建設 

 透過擴充大眾音樂的專業表演場地，強化音樂產業的成長基礎 

 為韓國大眾音樂之全球化，培育全球化核心人力 

 確立音樂市場的透明、迅速、確實的數位流通系統 

 

1) 整修奧林匹克廳與內容廳 

 總事業費：9,840 百萬元 

 事業時間：2009~2013 年 

 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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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擁有完備的音響、照名、舞台、座位的專業表演場 

 建設能與“藝術的殿堂”相比擬的“大眾文化的殿堂” 

 同時也為非主流音樂家設立小型專業表演場 

 事業內容  

 改建修補奧林匹克公園奧林匹克廳 (3,900 席，預定 09 年 12 月開館) 

- 建築面積：4, ,390 平方公尺(樓層總面積 10,828 平方公尺) 

- 規模構造：地下 1 層，地上 2 層/ 鋼筋混凝泥土，鋼鐵結構輕混凝土 

- 改建修補：更換座位椅子 (布料纖維材質)；設置後舞台；設置聲音擴散

盤、吸音盤；設置音響設備；補強電力等 

- 2009.2 月-5 月 舞台裝置、建築音響之咨詢業與設計業選定，設計工程

實行 

- 選定工程業者(2009 年 2-5 月)，實施工程(2009 年 6-11 月) 

 裳岩文化內容中心的內容廳(2 層)再修建工程(預定 09 年 12 月開館) 

- 地板面積：465 平方公尺(一樓 260 席、看臺夾層 100 席) 

- 設置座位；擴張舞台、兩側後舞台(出演者等候室、樂器倉庫) 

- 設置照明、音響機器與音樂關連設備；補強防音防震 

- 設置演出者進場及樂器搬入用升降梯 

- 營運方案研究與設計工程(2009 年，2-7 月)、推動施工 (2009 年, 8-11

月) 

 準備以上大眾音樂專業表演場營運指南與場地租借規程等 

 

2) 培育全球化大眾音樂人才 

 總事業費： 1,825 百萬元 

 事業期間： 2010~2013 年 

 目    的：  

 為韓國音樂產業的持續發展與世界市場之出口做準備 

 為韓國大眾音樂的全球化與強化國際合作作準備 

 事業內容： 

 為使音樂產業從事者參與海外主要會談與見習先進市場，營運音樂產業從事者

海外研修課程 (一年 2-3 次) 

 為企畫、創作、製作、行銷、流通、IT 等音樂產業多元領域的創作者與實務

者，開發並經營全球化教育課程 

 結合 KOCCA 企畫、創作學院，強化音樂學院課程之經營 

 結合其他機關與產學，一同推動實施著作權、法律、IT、商業等多元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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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進行從事者之再教育與新進人力之培養 

 

3) 貼附與登記音樂內容識別標示 

 總事業費： 1,000 百萬元 

 事業期間：2010-2013 年 

 目    的： 

 確立音樂市場的透明、迅速、確實的數位流通系統 

 建構出口海外的韓國音樂內容全球化管理體制 

 事業內容 

 推動貼付並登記音樂內容(音樂檔、音樂影像檔) 識別標示 

 法源根據：有關音樂產業振興之法律第 12 條 

 登記主體：音樂內容製作者(著作鄰接權者) 

 登記機關：音樂內容製作者團體 

 建構收錄權利管理情報的資料(metadata)，並與業界資料對映(Data Mapping) 

 修正相關法的施行令(明示相關事項) 

       

課題 3-2․3-2 提高大眾音樂位階與遺產保存 

 透過確立並提高韓國大眾音樂的歷史性、文化性價值，以確保全球化時代韓國大眾音樂

的文化根基 

 隨著大眾文化藝術的韓流波及效果與全球化進展，強化國民意識 

 開設線上、離線音樂資料館，實施以國民為對象之音樂服務 

 

1) 建設大眾文化殿堂 

 總事業費： 60,000 百萬元 

 事業期間：2010~2013 年 

 目    的 

 檢討大眾文化藝術的韓流波及效果與全球化進展，重新確立國內外地位 

 推動對大眾文化藝術發展做出貢獻者給予國家級禮遇 

 為韓流而訪韓的外國觀光客，集中提供韓流內容 

 事業內容 

 建立能與”藝術的殿堂”相比擬之”大眾文化的殿堂” 

 設置大眾藝術之名譽的殿堂與管理所藏品捐贈品、展示室 

 設置大眾音樂專門表演場 (3,000 席以上) 

 設置韓流明星特別展示館 



314 
 

 設置大眾文化藝術檔案館與收藏庫等 

 收集、保存逐漸失傳之大眾文化藝術相關作品與資料，以及推動韓國大眾文

化藝術研究等 

 推動對建立基本構想之研究(2008.12.01~2009.02.28，韓國文化觀光研究院) 

 腹地正在與高陽市(韓流 wood 園區)等協議中 

 

2) 建設韓國音樂數位資料中心(KMDC) 

 總事業費：2,000 百萬元 

 事業時間：2009 ~ 2013 年 

 目    的：  

 有體系地收集、分類數位音樂產業環境之需的各種資料，以及向產業界、

學界、一般人提供離線、線上服務 

 提供音源與實物的系統化標準資料 DB 與情報 

 事業內容：  

 確保音樂資料的實物與透過數位化建構 DB 

- 確保 CD、LP 與其他關連資料與數位編碼 

- 標準資料(meta)DB 項目與升級資料(meta)DB  

 韓國音樂綜合情報線上資料館開幕 (2009,4 月) 

- 提供韓國音樂內容 DB 之線上情報檢索系統 

 韓國音樂綜合情報離線資料館開幕(2009, 12 月) 

- 為韓國音樂內容之數位典藏，建構資料館與提供展示服務  

 

課題 3-3․改善音樂產業制度 

 診斷國內音樂產業界的問題點與摸索發展方案 

 建構全球化音樂產業網路與活化情報交流 

 積極推動音樂產業關連法、制度之改良 

 

1) 營運音樂產業振興論壇 

 總事業費：1,600 百萬元 

 事業期間：2009~2013 年 

 目    的   

 診斷國內音樂產業問題點，以及摸索發展方案 

 建構產業界、學界、政府參與之時常性網絡，並促成深層討論的機會 

 事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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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常性舉辦以音樂產業關連團體、產業界從事者、專門家組成之咨詢委員會

與面談會 

 為改良音樂產業相關法律與制度，確保產業界意見反映之管道 

 舉辦音樂產業為主要議題之公開討論會(一年 2-3 次) 

 

2) 舉辦國際大眾音樂會議 

 總事業費：1,700 百萬元 

 事業期間：2009~2013 年 

 目    的：   

 建構全球化音樂產業網絡 

 強化海外新進市場與情報交流 

 事業內容 

 為收集海外產業動向與情報，並引進新進知識、技術，舉辦全球化音樂產業

論壇 

- 結合內容展示會及 DICON，一同推動 

 建構可連接海外音樂產業專門家及主要企業、機關的全球化網絡 

 

3) 為改善制度進行研究開發(R&D)  

 總事業費：1257 百萬元 

 事業期間：2009~2013 年 

 目    的： 

 隨著數位媒體的登場與擴散，音樂產業環境已產生變化，為迅速因應此變化，

並針對產業界的主要議題，進行深層研究調查 

 為韓國音產業之全球化，推動相關政策之開發 

 事業內容 

 時常性舉辦音樂產業專門家咨詢會議與產業界商面談會 

- 檢討產業業主要議題與落實 R&D 主題 

 透過產業、學界、政府機關專門家集團之咨詢，以及向專門研究機關委託等

方式進行深層研究(一年 3-5 件) 

 透過研究結果報告書之發行、發佈，共同持有產業界內情報，並運用於決定

政策用的基礎資料 

 為改善音樂產業關連法與制度，持續進行協議與研究 

- 咖啡專門店等休閒飲食店內許可唱片販賣 (已完成保健福祉家族部與飲

食衛生部之協商，預定 3 月初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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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設音樂商務學科(檢討與教育科學部進行協商) 

- 大幅放鬆持有 E6 簽證的外國韓流演藝人員在國內演藝限制規定(2008 年 0

8 月 業務處 2 處 →擴大為 9 處，日後聽取業界意見，持續推動緩和政策) 

- 地方自治體的表演設施優先租借予大眾音樂表演，並降低租借費用(預計

與地方自治體進行協商) 

 

7. 年度別預算計畫 

(單位： 百萬元) 

部門 重點課題 推動事業 階段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強化韓國

音樂全球

化與國際

合作 

(1) 透過大

眾音樂再次

激起新韓流 

擴大亞洲的大眾音樂「表演秀, 

粉絲見面會」(showcase) 
1 430 650 700 700 750 

加強亞洲音樂節 1 250 250 250 250 250 

新設韓、中、日巡迴之亞洲音樂

市場 
2  1300 1400 1600 1800 

(2) 開拓新

市場與建構

韓流全球化 

建構全球化大眾音樂放送播放

網路 
2  1300 1400 1600 1800 

於海外音樂市場舉行韓國音樂

表演 
2  1200 1300 1400 1500 

開拓全球新市場 3  2000 2200 2300 2400 

活化大眾

音樂內需

市場 

(1)透過音樂

議題擴大音

樂內容之利

用 

新設大眾音樂公認規範及推動

全球化 
2 120 700 750 800 890 

新設韓國「葛萊梅獎」 2  1300 1400 1500 1600 

強化 KTV 音樂產業 3 非預算  

持續展開非法音源根絕運動  50 50 50 50 50 

(2) 為音樂

多樣化發

展，強化創

作基礎 

 

獨立、非主流演出家等各種優秀

人才之支援 
1 500 700 800 850 900 

大眾音樂演唱會及音樂節之支

援 
1 250 350 450 550 650 

支援大眾音樂獎、金唱片賞舉辦 1 50 70 80 80 80 

(3) 強化音

樂內容著作

權教育與取

強化著作權取締機能 1 (5919) (6688) (7558) (8541) (9651) 

提高日常生活中著作權教育與

認識 
1 (4700) (5311) (6001) (6781) (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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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 

建構音樂

產業基礎

設施與強

化成長基

礎 

(1) 擴充音

樂產業基礎

設施 

奧運廳修復與內容廳之整修 1 3840 1500 1500 1500 1500 

全球化大眾音樂人才之培養 2  400 475 475 475 

音樂內容識別標示之張貼、登記 2  250 250 250 250 

(2) 提高大

眾音樂地位

與遺產保存 

大眾文化殿堂之建設 1  500 20000 20000 19500 

韓國音樂資料中心之設立 2 700 700 200 200 200 

(3) 改善音

樂產業制度 

音樂產業振興論壇之經營 1 200 250 300 350 500 

國際大眾音樂會議之舉辦 1 200 300 350 400 450 

制度改善、研發 1 200 259 261 266 271 

*( )內之預算為在著作權政策領域中綜合性推動事業之預算 

 

 音樂產業(2009 年 – 2013 年) 國庫投入預算： 總 1,275 億元 

 

區分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合計 

國庫 6790百萬元 14529百萬元 34616百萬元 35521百萬元 36116百萬元 127572百萬元 

 

 

 

 

 

文化內容產業室 

文化內容產業科 

________________ 

 

課長    XXX 

事務官  XXX 

主管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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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屬下「文化產業室」的

業務內容與人數 

「文化產業室」業務內容與人數（2013 年 1 月） 

部屬 業務內容 人數 

文化內容產業室 總括文化內容產業室 1 

文化內容產業政策官 總括內容有關業務 1 

文化產業政策科  改善內容產業法令、稅制等制度 

韓國內容振興院相關業務  

 活化內容產業金融投資、建立內容公濟行會 

培育地方文化產業及 1 人創造企業  

內容金融投資、中小企業廳協力事業 

東北亞、CIS 國家(獨立國家聯合體)交流活動總括企劃及調整 

故事產業、內容產業統計、地方文化產業 

制定業務計劃及政策 

國政任務指示事項 

 支援內容開拓國外市場、國際交流、統計、講故事(Storytelling， 

 스토리텔링)  

13 

影像內容產業科 光州科技院內設置文化技術研究所  

分析內容產業發展戰略及言論動向 

動畫片振興業務  

 動畫片業務 

電影開拓海外市場業務 

映像物等級委員會及電影相關的民願 

映像物等級委員會指導、監督 

國內、外電影節業務  

國內、外電影節振興業務 

韓國映像資料院  

音樂、大眾文化 

 電影振興委員會  

電影發展基金 

國會  

電影產業振興業務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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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映像資料院指導、監督 

國民體育振興工團業務  

國民體育振興基金會編制及運營 

時裝文化產業、韓流振興、卡拉 OK 業管理(包括民願)業務 

振興大眾文化藝術(演藝產業相關法制度整頓等)  

振興大眾音樂產業(支援制度改善、創作活行化)  

擴大大眾文化的殿堂，大眾音樂專門表演場構築等設備 

遊戲內容產業科  管理及支援對街機遊戲產業振興及遊戲製作業、關聯團體等  

支援遊戲產業振興相關的法、制度，以及舉辦國際遊戲展覽會 

在線遊戲民願等 

振興街機遊戲產業及活化技能性遊戲等 

電子競技活性化，主要業務計劃建立 

遊戲物等級委員會，等級分類制度改善等 

總括遊戲物等級委員會業務、漫畫角色產業業務 

 支援漫畫、角色產業振興等  

11 

數位內容產業科 內容技術研發政策及技術開發全面  

定位文化技術推進體系及建立專門負責組織 

國家 R&D 政策對應，基金相關事項  

文化技術製作人室相關業務  

企業附設創作研究所 

培育國內外聯繫融合型創意人才 

培育 3D 產業  

培育次時代融合型內容產業(電腦繪圖、虛擬現實等)  

培育線上學系(e-learning)產業 

大中小企業同伴發展事業  

共同研究中心、文化技術研究所相關業務  

管理及支援韓國科學技術院文化技術(KIST CT)學院 

培育內容專門人力 (培育 3D 專門人力)  

支援文化技術製作人 

 培育智慧型內容產業  

培育手機內容產業  

關聯部處對應及對外協力 

總括國會、預算及科內庶務  

其他科內一般事項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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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產業振興及韓國資料庫產業振興院相關業務  

支援地方文化產業研究中心(CRC)及數位內容(DC)製作活性化事業 

資訊化戰略委員會相關業務 

 數位內容流通合理化及使用者權益保護相關業務  

支援內容調解糾紛委員會經營 

世界夢廣場內數位內容(DC)共同製作中心經營相關業務  

 活化數位內容(DC)製作 

 品質認證  

次世代內容大獎 

著作權政策官 總括著作權政策業務 1 

著作權政策科 著作權相關法令制、修訂  

解釋法令權威 

經營政策論壇及懸案課題組(TF)  

建立主要業務計劃 

報告新政策企劃及隨時懸案 

建立智慧財產基本法對應及基本計劃 

海外著作權保護業務  

著作權中長期戰略準備 

管理、監督韓國著作權委員會 

協力黨、政、青瓦臺等外部機構 

著作權局庶務(成果評估、會議資料、著作權統計等) 

管理著作權局勞務  

著作權局國會業務 

著作權白皮書  

危機管理對策會議等部處之間會議  

國民擊鼓鳴冤等民願申請指針  

 著作權教育及宣傳  

建立著作權通商相關基本計劃 

著作權兩者通商(FTA 等)相關業務  

著作權多方通商及國際機構(APEC)相關業務  

反防冒貿易協定(ACTA)等著作權相關國際條約及協定業務  

協力著作權相關對外(外國政府及機構等)  

其他著作權國際信訪及國際協力業務(總括海外動向)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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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服務通商相關基本計劃 

總括服務兩者通商(FTA 等)相關業務  

總括服務多方通商(WTO、DDA)等相關業務  

總括 FTA 等通商國內對策  

總括外國人引資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相關協力業務 

著作權多方通商及國際組織(APEC)相關業務  

預算編制及執行管理業務 

準備剽竊防止對策及經營剽竊委員會 

管理著作權相關法人及協會  

著作權產業科 著作權技術開發與標準化 

技術性保護裝置的有效實施著作權的認證與檢定 

活化著作權流通與樹立著作權產業發展政策 

指導與監督著作權委託管理團體 

制定或修改表演藝術相關法規與改善制度 

改善表演藝術流通結構與投資 

表演藝術活動與文化藝術基金相關業務 

表演藝術海外出口與通商 

改善音樂相關補償金制度 

改善音源使用費與流通結構等。 

8 

著作權保護科 非法著作物的取締與保護、 

韓 ASEAN 派遣工作 

特殊類型的線上服務業者的告知與罰款相關業務 

下達非法複製物的刪除或停止命令 

支援著作權保護中心營運 

33 

資料來源：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網站，職員介紹，網址：http://www.mcst.go.kr/web/introCourt/introStaff

/introStaffList.jsp（訪問日期：20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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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日本「文化藝術振興基本法」 

 

文化藝術復興基本法 

(平成十三年法律第一百四十八號)(平成十三年十二月七日公布) 

 

創作並享受文化藝術以及在充滿文化風的環境中生活，皆是人類自古以

來永不改變的心願。除此之外，文化藝術也可孕育人類的創作性，在提升其

表現能力的同時，提供人與人之間的心連情結和相互尊重理解的土壤，形成

可接受多元性文化的豐富心靈的社會，並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更有甚者，

文化藝術本身便有其固有意義和價值，同時對各個國家與各個時代的國民有

著共通重要意義，在現今國際化的世界，文化藝術也是成為認識自我的基礎，

並可培養出尊重傳統文化之心。 

我等確信，文化藝術此等的角色日後也不會有所改變，對形成心靈豐富

的社會而言，亦將是極有重要意義。 

然而，從現況來觀之，在經濟過度發展之中，文化藝術並無展現出盡到

此任務的基礎整頓與環境成形。在即將迎接廿一世紀的今日，我等重要的課

題乃是將以往的傳統藝文加以繼承和發展的同時，力促創作擁有新穎且獨創

性的文化藝術。 

為了對應此事態，並力求振興我國的文化藝術，而以尊重藝文人士的自

主性為宗旨。文化藝術乃是國民切身之物，不可或缺的則是推動尊重且重點

式的綜合性政策。 

綜合上述所言，明定藝術文化復興相關基本理念之方向，並推動藝文復

興的總合性政策，而制定該法律。 

   

第一章 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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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目的) 本法律之目的乃鑑於藝文將帶給人們不少祝福，而關於藝術文

化之復興，來制定以下基本理念，並明文規定中央與地方的公共團體之

責任義務，同時來訂定文化藝術復興之相關基本事項，以促進藝文活動

人士(含團體)自主性活動為宗旨，來諮詢相關藝文復興施行之總合性的推

動，藉以有助達成心靈豐富的國民生活及充滿活力的社會。 

  

第2條 (基本理念)  

1. 藝文復興首要尊重藝文人士的自主性 

2. 藝文復興在尊重藝文人士創造性的同時，亦須提昇該社會地位，使其能力

得以發揮其所長。 

3. 有鑑於藝文活動復興是人人與生俱來創作及享受文化藝術的權利，日本國

民無分居住地域一律皆可欣賞並參加藝文活動，此外也須創造一個可以

創作藝文的環境。 

4. 藝文復興必須創造一個可供文藝活動的環境空間，使藝文得以發展，甚至

還可考慮贊助全球藝文發展。 

5. 藝文復興必須考慮到多元文化藝術的保存及發展。 

6. 藝文復興在關注各地國民所發展主體性藝文的同時，也必須將擁有地方性

歷史、土民情的藝文加以發展。 

7. 藝文復興須將我日本國的藝術文化推廣傳揚到全世界，並推動藝文相關的

國際性交流及貢獻。 

8. 藝文復興必須特別關切藝文人士能夠將意見反映到全體國民。 

  

第3條 (中央政府的責任義務) 中央政府須遵循前條之基本理念(以下皆簡稱

「基本理念」)，並擁有總括性地策劃並實施有關藝文復興政策之義務。 

  

第4條 (地方政府的責任義務) 地方政府亦須遵循該基本理念。而關於藝文復

興方面，必須來和中央攜手合作，策劃自主性且主體性可反映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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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以及實施其政策之義務。 

  

第5條 (國民的理解) 中央必須致力在跨越現今與未來世代人們可創作及享受

文化藝術的同時，亦得讓藝文活動在將來有所發展，並讓國民對文化藝

術有所關注及理解。 

  

第6條 (法制上的處理辦法等) 國家必須謀求藝文復興相關政策得以實踐，並

在必要上針對法制、財政上做出必要措施。 

 

第二章 基本方針 

第7條  

1. 國家必須針對藝文復興作出相關綜合性政策的推動，並訂定相關基本方

針。 

2. 基本方針乃是針對藝文復興訂定並推動總合性的政策，而訂定出的基本性

及其他必要性事項。 

3. 文部科學大臣須聽取文化審議會的意見，來制定出基本方針草案。 

4. 文部科學大臣在制定基本方針時，必須隨即公告。 

5. 前二項規定亦適用於基本方針之變更。 

 

第三章 藝文復興之相關基本政策 

 

第 8 條 (藝術的復興) 中央對文學、音樂、美術、攝影、演劇、舞蹈與其他藝

術(除下一條所規定的傳媒藝術外)之振興，對於此等藝術活動的公演、展

覽支援，及藝術祭的舉辦尋求必要政策。 

 

第 9 條 (傳媒藝術的復興) 中央必須針對電影、漫畫、動畫及使用電腦或其他

電子產品而製作的藝術作品之振興，尋求此類傳媒藝術的製作、上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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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支援及必要政策。 

 

第 10 條 (傳統藝術的繼承與發展) 中央針對雅樂、能樂、文樂、歌舞伎及其

他我國古有傳統藝術之傳承及發展，尋求此類傳統藝術公演的支援及其

他必要政策。 

第 11 條 (藝能的振興) 

第 12 條 (生活文化、國民娛樂及出版品等的普及化) 

第 13 條 (文化財等相關保存與活用) 

第 14 條 (地區型的藝文復興) 

   

第 15 條 (國際交流的推動)  

1. 中央在策劃與藝文相關的國際交流及貢獻的推動時，在發展我國藝文活動

的同時，也要資助世界性藝文活動的發展，並對藝文人士參與國際交流及

藝文相關性的國際活動給予支援。而對於海外遺產修復相關合作也要尋求

必要措施。 

2. 中央在致力推動前項政策的同時，亦必須將我國藝文總合性地推廣到全世

界。 

 

第 16 條 中央必須針對藝文相關創意人士、傳統藝文繼承者、文化財保存及

活用的專業人士、藝文活動企劃者、文化設備管理及營運人士及其他藝

文活動相關人士(以下簡稱「藝術家」)的培育及確保，必須給予國內外研

修支援及確保發表研修成果機會的政策。 

 

第 17 條 (藝文相關教育研究機關的整頓) 中央為強化藝術家養育及藝文相關

調查研究，必須針對藝文相關大學或其他教育研究機構的整頓做出必要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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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 (國家語言的理解) 中央鑑於國家語言乃是藝文的基礎，對國家所有

語言務必要有深度且正確的理解，因此得採取加強國家語言教育，以及

其調查研究與知識普及化的政策。 

 

第 19 條 (日語教育的加強) 中央對於外籍人士對我國藝文理解的相關投資，

必須制定出一套對外籍人士為主的日語教育，並尋求對從事日語教育人

士的養成及研修制度的整頓，以及日語教材相關研發及其他必要政策。 

 

第 20 條 (著作權等的保障及使用權利) 中央對於構成藝文復興和基石的著作

權保障及其相關權利，必須有鑑於與此相關的國際動態，並策劃保障與

公正利用著作相關權利。為求早日達成此項目標，中央政府務必尋求與

著作權相關的制度整頓、調查研究、普及化及其他必要措施。 

 

第 21 條 (國民欣賞藝文機會的充實) 中央為加強國民得以自主性參加或欣賞

創作文化藝文的機會，須支援各地文化藝術的公演及展覽，亦需要提供

相關資訊等必要政策。 

 

第22條 (高齡人士、身心障礙者之藝文活動機會的充實) 中央為使高齡人士、

身心障礙者亦能享受藝文活動，對此等人士活絡藝文活動的環境整頓上，

需採取必要的政策措施。 

 

第 23 條 (青年之藝文活動機會的充實) 中央為使青少年亦能享受藝文活動，

對青少年為主的藝文公演和展覽的支持，必須要有其必要政策。 

 

第 24 條 (學校教育中藝文活動的加強) 中央為使學校教育裡的藝文活動得以

充實，必須規劃針對有關藝文的學習體驗等相關教育之加強，以及針對

藝術家與藝文團體可在校園裡的藝文活動之相關支援等必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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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條 (演藝廳、音樂廳等的充實) 中央對於有關演藝廳、音樂廳的設備，

以及自身有關的設施整頓、公演支援、藝術家的調度部署、資訊提供等

相關支援須有必要措施。 

 

第 26 條 (美術館、博物館、圖書館等的充實) 中央對於有關美術館、博物館、

圖書館的設備，以及自身有關的設施整頓、公演支援、藝術家的調度部

署、資訊提供等相關支援須有必要措施。此外，對於藝文相關作品的保

存及文件也要給予支持。 

 

第 27 條 (地方性藝文場地的加強) 中央對於國民可利用自身附近藝文場地，

必須規劃出各地文化設施、學校、社會教育機關等方便使用的必要政策。 

 

第 28 條 (公共建築物等相關建築之關切) 中央必須力求保有公共建築物的建

築外觀可與周圍自然環境、地區史文化相調和。 

 

第 29 條 (推動並活用情報通訊技術) 中央為推動藝文活動資訊通報技術的活

絡，必須贊助藝文活動相關資訊通訊網路的構築及美術館等展示地點的

資訊通報技術。此外，關於活用情報通訊技術的相關藝文作品及展示亦

須給予必要的支援。 

 

第 30 條 (地方公共團體及民間團體之資訊提供) 中央對地方公共團體及民間

團體所力促於藝文復興的辛勤努力，必須給予一定的資訊提供和其他必

要措施。 

 

第 31 條 (活化民間的支援活動) 中央對個人或民間團體藝文活動贊助的同時，

亦須思索對藝文團體收受個人或民間團體援助金在稅制等其他方面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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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措施。 

 

第 32 條 (相關機關等的合作)  

1. 中央在構思第八條至第三十一條的政策時，務必關切藝術家與藝文團體、

學校、文化設施、社會教育設備等其他相關機關間的合作。 

2. 中央推動讓藝術家及藝文團體和學校、文化設施、社會教育設備、社會福

利設施、醫療機關的合作，讓各地方的人們可以欣賞、參加藝文活動，並

努力提供可創作藝文空間的機會。 

 

第 33 條 (表揚) 中央對藝文活動有顯著成果的人士及對藝文復興有功人士務

必加以表彰其貢獻。 

 

第 34 條 (針對政策成形的民意反映) 在有關藝文復興之政策成形的過程中，

中央政府必須確保其公正性與公開透明，並洽詢藝術家等學有專精的國

民，力求政策成形策劃的善用。 

 

第 35 條 (地方公共團體的施政措施) 地方公共團體對第八條至第三十四條的

國家政策須深加考慮，針對各地特色的藝文復興竭力推動必要政策。 

 

附文 

1. (施行日期) 本法律自公布日起開始實施。 

2. (文部科學省組織法部份修正法案) 文部科學省組織法(平成十一年法律第

九十六號)一部份做以下修正第 29 條第一項第五號的「著作權法(昭和四

十五年法律第四十八號)」修法成「藝文復興基本法(平成十三年法律第一

百四十八號)第七條第三項、著作權法(昭和四十五年法律第四十八號)」。

第 29 條第一項第五號的「著作權法(昭和四十五年法律第四十八號)」修

法成「藝文復興基本法(平成十三年法律第一百四十八號)第七條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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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昭和四十五年法律第四十八號)」。理由有鑑於藝術文化會帶給

人類不少祝福，並對心靈豐富的國民生活及有活力的社會之實現有所貢

獻。關於藝文復興而制定基本理念，在明定中央與地方公共團體的責任

義務的同時，亦須制定藝文復興相關基本政策，並以促進藝文人士自主

性活動為宗旨，因此推動藝文復興相關綜合性政策是必要之要務。此乃

本法案所提案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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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日本「著作權法」 

著作權法(最終修正：2010年12月3日 法律第六五)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節 通則 

第1條（目的）本法律規定著作物與實演、錄音帶、播送以及有線播送等相關

之著著作者權利及其他相關權利，留意保護文化性產製物之公正利用，

保護著著作者權利，並期以此促進文化發展為目的。 

 

第2條（定義）本法律當中，揭示於以下各款之用語意義是依據各該款所規定

者。 

一 著作物意謂表現於創作性的思想或是情感者，皆屬於文藝、學術、美術

或音樂的範疇。 

二 著作者意謂創作著作物之人。 

三 實演    舉凡表演性質的演出、舞蹈、演奏、歌唱、講演、朗誦或是其

它方法演出者（在類似這些行為當中，雖然不是演出創著作物，但也包

含有藝能性質之表演）。 

四 實演者   意指演藝人員、舞蹈家、演奏家、歌手及其他實演者或導演等。 

五 唱片意指唱片、錄音帶或其它留聲物（除專把聲音作為影像同時可以再

生為目的者。 

六 唱片製造者將原音灌錄到唱片者。 

七 商業用唱片意謂以販售為目的而被製造的唱片之複製品。 

七之二   公眾傳播意謂進行以公眾直接接收為目的，無線通訊或是有線電器

通訊的播送電器通訊設備，其一部分設置的場所和其他部分設置的場所

在同一機構內 (其機構內屬於二人以上佔有的場合，則屬於同一人占有

之區域內) 的播送（除節目的創著作物的播送）。 

八 播送意指公眾傳播中，對於公眾同一內容的播送是以進行同時接收訊息

為目的之無線通訊的播送。 

九 播送業者意謂是以播送為業的業者而言。 

九之二   有線播送意指公眾傳播當中，同一内容的播送是以同時接收為目的

之有線電器通訊的播送而言。 

九之三      有線播送業者是指以有線播送為業的業者而言。 

九之四   自動公眾傳送意指在公眾傳播當中，應公眾要求自動性的進行（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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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當播送或是有線播送之外）。 

九之五      播送可能化意指以下所揭示的行為，希望能夠自動公眾播送。 

A. 意指連接供公眾之用的電器通訊回線之自動公眾播送裝置（依據連接供

公眾之用的電器通訊回線，其記錄媒體當中，被供做自動公眾播送之用

的部分（以下本款及第47條之五第一項第一號「公眾播送用記錄媒體」）

的紀錄），且將自動公眾播送輸入該當有裝置資訊之功能的裝置到公眾播

送用的記錄媒體，並以紀錄資訊的記錄媒體作為增加該當自動公眾播送

裝置的公眾播送用記錄媒體，或是把紀錄資訊的記錄媒體變換到該當自

動公眾播送裝置之公眾播送用記錄媒體，又或輸入資訊到該當自動公眾

播送裝置。 

B. 資訊被記錄到其公眾播送用記錄媒體，又或關於該當資訊被輸入到自動

公眾播送裝置，進行對提供為公眾之用的電器通訊回線之接續，（配線、

自動公眾播送裝置之開始運作、啟動播送接收用節目及其他相關行為所

進行的場合，該當關聯行為中最後的動作）。 

十  電影製著作者意指對於電影原創制作負有發起和責任之人。 

十之二  節目企劃意謂希望能發揮電腦運算功能所得之結果，以此搭配指令

來表現。 

十之三  數據資料意謂論文、數值、圖形及其他資訊的集合物，希望能使用

電腦檢索那些資訊建構體系。 

十一  二次性著作物是指翻譯著作、編曲、或是變形、還是角色、電影化、

或是其他翻版所創作的著作物。 

十二  共同著作物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創作之著作物而言，無法分離或是給予

個別使用。 

十三  錄音意謂將聲音灌錄到留聲物上，或增加製造其留聲製品。 

十四  錄影意謂連續將影像固定到錄製品上，或增加製造其固定的錄製品

上。 

十五  複製意指印刷、相片、影印、錄音、錄影及其他方法再製成之物，關

於以下所揭示者，包含其所揭示之行為。 

A. 腳本及其他相似之表演用的著作物 該當著作物的上演、播送或是做錄

音、錄影的有線播送。 

B. 建築著作物 依照相關建築的圖面所完成的建築物。 

十六   上演意指演奏（包含歌唱，以下同。）以外的方法所演出的著作物。 

十七  上映意指將著作物（公眾播送的著作物除外）放映到銀幕或其他物上，

同時包含在電影著作物上播送被灌錄在錄製品上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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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口述意指朗讀或其他方式用口頭傳達之著作物（實演除外）。 

十九  分發意謂不問有償或是無償，將複製品轉讓或出借於公眾，又電影製

品或在電影製品中被複製的著作物，將這些製品提供給公眾為目的而轉

讓該當著作物的複製品，亦包含出借。 

二十  技術性的保護手段之電子性的方法、磁氣性的方法及其他人的感知無

法認識的方法（以下各條款稱為「電磁性的方法」），依第17條第一項之

規定，著作者的人格權或是著作權，或者是第89條第一項之規定實演者

的人格權，亦或是同條第六項規定，防止侵害著作鄰接權（以下各條款

稱為「著作權等」）之行為，還是作出抑止(明顯侵害著作權等之行為結

果而產生的障礙之該行為。同第30條第一項第二號)之手段(除不是基於有

著作權人的意思而被採用者)，著作物、實演、錄音、播送或是有線播送

(以下各條項稱為「著作物等」)的利用(包含沒有得到著作者或是實演者

的同意而有所行動的話，應該視同侵害著作者人格權或是實演者的人格

權)之際，同時將有關於著作物、實演、錄音、播送或是有線播送還是影

像所使用的機器作出特定反應的信號記錄到記錄媒體。 

二十一  權利管理情報 關於第17條第一項規定著作者人格權或是著作權或

是第89條第一項到第四項的權利（以下各條項稱為「著作權等」）之資訊，

從A到C各該條項當中，依電磁性的方法，同時管理著作物、實演、錄音

或是播送還是有線播送亦或是影像被記錄到記錄媒體，或是傳播發送。

（除有關著作物等利用狀況的掌握、著作物等利用的承諾之事務性處理，

不被其他著作權等採用的管理(僅限於電腦)。 

甲、有著作物等、著作權等之人，特別是在其他政令所規定事項的資訊。 

乙、關於承諾著作物等的利用方法及條件之資訊。 

丙、對照其他資訊，能夠特定揭載於A或B的事項的資訊。 

二十二  國內意指本法律的實施範圍。 

二十三  國外意指本法律實施範圍之外的地區。 

2 在本法所謂「美術著作物」是包含美術工藝品。 

3 在本法所謂「電影著作物」是以類似電影效果的視覺性或是使產生視聽

效果的方法所表現者，而且包含被灌錄到錄製物的著作物。 

4 在本法所謂「相片著作物」是包含採用類似相片的製作之法所表現的著

作物。 

5 在本法所謂「公眾」是包含特定且多數之人。 

6  在本法所謂「法人」是指沒有法人格的社團或是財團，包含有明確的代

表者或是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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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本法中，「上演」、「演奏」或是「口述」，著作物的上演、演奏或是以

口述的方式錄音，或是重現被錄製的影像（該公眾傳播或是上映著作物

除外）及包含著作物的上演、演奏或是口述則是採用電氣通訊設備來傳

達。 

8  在本法所謂「出借」，不論是擁有何種名義或是方法，包含取得與此同樣

使用權原的行為。 

9  在本法中，第一項第七號之二、第八號、第九號之二、第九號之四、第

九號之五或是從第十三號到第十九號，還是關於揭載於前兩項之用語，

包含採取各自把這些作為動詞的語幹。 

 

第3條（著作物的發行）著作物，能夠滿足相應於該性質之公眾的要求，相當

程度的份數之複製品，第21條規定有權利者，或是得其承諾者（所謂依

第63條第一項規定利用的承諾。除第四條之二及第63條，同以下各條款

及下一章。）或是接受第79條出版權之設定者作成且頒布的場合，（僅限

於不危害有規定於第26條、第26條之二第一項或是第26條之三的權利者

的權利的場合，所被發行的著作物）。 

2 二次性著作物之翻譯著作物的前項規定份數的複製品依第28條規定，與

第21條規定的權利有相同之權利者，或是得其承諾者所作成、頒布的場

合（依第28條之規定，僅限於不危害與第26條、第26條之二第一項或是

第26條之三規定的權利有相同權利者之權利的場合），其原著作物被視為

已發行之著作物。。 

3 著作物依其法律受到保護時，應該有前兩項的權利者，或是得到從該著

作者可以利用該著作物的承諾，各自有前兩項權利的人，又或視為得其

承諾之人亦適用前兩項之規定。 

 

第4條  著作物被發行，並擁有第22條至第25條規定的權利者，或是取得其承

諾者上演、演奏、上映、公衆送信、口述或透過展示，展現於公衆的方

式（建築著作物包括擁有第21條規定的權利者或取得其承諾者建設的情

況）已公開的著作物。 

2 著作物意指擁有第23條第一項規定的權利者或取得其承諾者以送信可能

化方式公開之物。 

3 二次著作物的翻譯物依據第28條的規定，擁有與第22條至第24條所規定

權利相同權利者，或是取得其承諾者上演、演奏、上映、公衆送信，或

是透過口述展現於公衆；或是依據第28條規定擁有與第23條第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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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相同權利者，或取得其承諾者將其原著作物變為送信可能化狀況時，

其原著作物視為已公開的著作物。 

4  美術著作物或照片著作物，符合第45條第一項規定者舉辦同項展示時，

視為已公開的著作物。 

5  若著作物欲依據本法受保護時，從擁有第一項至第三項權利者或從其者

取得利用其著作物的承諾者，視為擁有取得第一項至第三項各項的權利

者或取得其承諾者，而適用以上各規定。 

 

第4條之二（唱片的發行）唱片是按其性質，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滿足公衆要求

的部數之複製物，由擁有第96條規定的權利或其承諾者（指在第103條適

用的第63條第一項所規定的利用之承諾。第四章第二節與第三節亦如同。）

製作、頒布時（僅限於不損害擁有第97條二第一項或第97條三第一項規

定的權利者之情形。），視為已發行之物。 

 

第5條（條約的効力）若已有著著作者的權利與其隣接權利相關條約中另有規

定時，應依據其規定。 

 

第二節 適用範圍 

第6條 (受保護的著作物) 

第7條  (受保護的實演) 

 

第8條 (受保護的唱片) 唱片限於各號情況下，受本法的保護。 

一 日本國民為唱片製著作者的唱片 

二 在唱片固定的第一個音是國內固定的唱片。 

三 前兩號規定的唱片以外，屬於以下各號規定的唱片。 

甲 實演者等保護條約的締約國國民（包括基於該締約國的法令設立的法

人，以及在該締約國內營運主要事務所的法人。以下如同。）為唱片

製著作者之唱片。 

乙 在唱片固定的第一個音是實演者等保護條約之締約國內固定的唱片。 

四 前三號的規定以外，符合以下任何一號的唱片 

A 實演、唱片條約的締約國國民（包括基於該締約國的法令設立的法人，

以及在該締約國內營運主要事務所的法人。以下如同。）為唱片製著作

者之唱片。 

B 在唱片固定的第一個音是實演、唱片條約之締約國內固定的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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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符合前各號規定以外，符合以下各號之任何一號的唱片。 

A 世界貿易機構的加盟國國民（包括基於該加盟國的法令設立的法人，以

及在該加盟國內營運主要事務所的法人。以下如同。）為唱片製著作者

之唱片。 

B 在唱片固定的第一個音是世界貿易機構的加盟國內固定的唱片。 

六 符合前各號規定以外，未獲得承諾的唱片複製中，受唱片製著作者保護

相關條約（指第121條之二第二號的「唱片保護條約」。）而我國擁有保

護義務的唱片。 

 

第9條（受保護的播送）播送僅限於符合以下各號的任何一號時、受本法的保

護。 

一 日本國民為播送事業者的播送 

二  由國内播送設備播送之播送 

三  符合前兩號規定以外，符合以下之播送 

A 實演者等保護條約的締約國國民為播送事業者之播送 

B 由實演者等保護條約的締約國的播送設備播送的播送 

四  符合前三號規定以外，符合以下之播送 

A 世界貿易機構加盟國國民為播送事業者的播送 

B 在世界貿易機構加盟國內的播送設備播送的播送 

 

第9條之二（受保護的有線播送）有線播送僅限於以下各號中符合任何一號時，

受本法的保護。 

一 日本國民為有線播送事業者的有線播送（受信後再播送者排除在外。下

一號亦如同。） 

二 由國内的有線播送設備播送的有線播送 

 

第二章 著著作者的權利 

 

第一節 著作物 

第10條（著作物之例示）   

第11條（二次著作物） 

第12條（編集著作物）   

第12條之二（資料庫著作物） 

第13條（不成為權利目的的著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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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著著作者 

第14條  （著著作者的推定） 

第15條  （職務上完成的著作物之著著作者） 

第16條  （電影著作物的著著作者） 

 

第三節 權利的内容 

 

第一款 總則 

第17條（著著作者的權利） 

 

第二款 著著作者人格權 

第18條（公開權）   

第19條（姓名標示權） 

第20條（同一性保持權） 

 

第三款 包含於著作權權利的種類 

第21條（複製權） 

 

第22條（上演權及演奏權） 

第22條之二（上映權） 

第23條（公衆送信權等） 

第24條（口述權） 

第25條（展示權） 

第26條（頒布權） 

第26條之二（讓渡權） 

第26條之三（貸与權） 

第27條（翻譯權、翻案權等） 

第28條（利用二次著作物的原著著作者權利） 

 

第四款 電影著作物的著作權歸屬 

第29條   

 

第五款 著作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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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條（以個人使用為目的的複製） 

第31條（在圖書館等複製） 

第32條（引用） 

第33條（記載於教學用圖書等） 

第33條之二（教學用擴大圖書等為目的的複製等） 

第24條（學校教育節目播送等） 

第25條（在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複製等） 

第36條（複製於考試問題等） 

第37條（視覺障礙者等為目的的複製等） 

第37條之二（聽覺障礙者等為目的的複製等） 

第38條（未以營利為目的的上演等） 

第39條（轉載於時事問題相關論説等） 

第40條（利用於政治演説等） 

第41條（時事事件報道為目的的利用） 

第42條（在裁判手續等的複製） 

第42條之二（解釋行政機構情報公開法為目的的利用） 

第42條之三（依據國立國會圖書館法收集網路資料為目的的複製） 

第43條（利用於翻譯、翻案等） 

第44條（播送事業者等的暫時固定） 

第45條（美術著作物等原著作物所有者的展示） 

第46條（利用於公開美術著作物等） 

第47條（美術の著作物等の展示に伴う複製） 

第47條之二（申請美術著作物等讓渡等所需的複製等） 

第47條之三（程式著作物複製物所有者的複製等） 

第47條之四（維護、修理等為目的的暫時複製） 

第47條之五（防止送信障害等為目的的複製） 

第47條之六（検索送信可能化的情報送信元識別符號等為目的複製等） 

第47條之七（解析情報為目的的複製等） 

第47條之八（利用於電子計算機所需著作物複製） 

第47條之九（受複製權限制而完成的複製物之讓渡） 

第48條（明示出處） 

第49條（複製物的目的外使用等） 

第50條  （著著作者人格權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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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保護期間 

 

第51條（保護期間的原則） 

第52條（無名或變更名稱的著作物的保護期間） 

第53條（團體名義著作物的保護期間） 

第54條（電影著作物的保護期間） 

第55條  削除 

第56條（公開於繼續性刊行物等時） 

第57條（保護期間的計算方法） 

第58條（保護期間的特例） 

 

第五節 著著作者人格權的一身專屬性等 

第59條  （著著作者人格權的一身專屬性） 

第60條（著著作者不存在後的人格性利益的保護） 

 

第六節 著作權的讓渡及消滅 

第61條（著作權的讓渡） 

第62條（不存在繼承人等時著作權的消滅） 

 

第七節 權利的行使 

第63條（著作物的利用承諾） 

第64條（共同著作物的著著作者人格權之行使） 

第65條（共有著作權的行使） 

第66條（已成為質權目的的著作權） 

 

第八節 著作物利用的裁定 

第67條（著作權者不明等時著作物利用） 

第67條之二（申請裁定中的著作物利用） 

第68條（著作物的播送） 

第69條（商業用唱片錄音等） 

第70條（裁定相關手續及標準） 

 

第九節 補償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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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條（對文化審議會的諮詢） 

第72條（補償金金額的空告） 

第73條（補償金金額相關提出異議的制限） 

第74條（補償金等的供託） 

 

第十節 登記 

第75條（實名的登記） 

第76條（第一發行年月日等的登記） 

第76條之二（創作年月日的登記） 

第77條  （著作權的登記） 

第78條（登記手續等） 

第78條之二（程式著作物登記相關特例） 

 

第三章 出版權 

第79條（出版權的設定） 

第80條（出版權的内容） 

第81條（出版的義務） 

第82條（著作物的修正増減） 

第83條（出版權的存續期間） 

第84條（出版權的消滅請求） 

第85條  削除 

第86條（出版權的限制） 

第87條（出版權的讓渡等） 

第88條（出版權的登記）  

 

第四章 著作隣接權 

 

第一節 總則 

第89條（著作隣接權）實演者享有第90條之二第一項及第90條之三第一項規

定的權利（以下簡稱為「實演者人格權」。），同時享有第91條第一項、

第92條第一項、第92條之二第一項、第95條之二第一項及第95條之三第

一項規定的權利，並享有取得第94條之二及第95條之三第三項規定的報

酬及第95條第一項規定的二次使用費的權利。 

2 唱片製著作者享有第96條、第96條之二、第97條之二第一項及第97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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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項規定的權利，並享有取得第97條第一項規定的二次使用費及第9

7條之三第三項規定的報酬的權利。 

3 播送事業者享有第98條至第一百條規定的權利。 

4 有線播送事業者享有第100條之二至第100條之五規定的權利。 

5 享有前各項權利，不需要任何方式的履行。 

6 第一項至第四項的權利（排除實演者人格權，以及取得第一項與第二項

的報酬及二次使用費的權利。）稱之為著作隣接權。 

第九十條（著著作者權利與著作隣接權之間的關係）本章的規定，不得解釋

為影響著著作者權利。 

 

第二節 實演者的權利 

 

第90條之二（姓名標示權）實演者向公衆提供或提示其實演時，擁有可以使

用姓名或是其藝名或其他姓名標示實演者名，或不標示實演者名的權

利。 

2 利用實演的人，除了其實演者特別表達意思之情況以外，針對實演可以

按照實演者已標示之處，標示實演者名。 

3 按照實演利用目的與型態，判斷為不會發生實演者對其實演主張實演者

之利益損害時，或是判斷為不違反公正的慣例時，可以省略標示實演者

名。 

4 第一項的規定，若符合以下各號的任何一號時，不能適用之。 

一 依據行政機構情報公開法、独立行政法人等情報公開法、情報公開條例

之規定，行政機構之首長、独立行政法人等、地方公共團體機構、或是

地方独立行政法人，向公衆提供或提示實演時，該實演按照其實演者已

經在標示之處，標示實演者名時。 

二 在行政機構情報公開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独立行政法人等情報公開法

第六條第二項的規定、情報公開條例的規定中，相當於行政機構情報公

開法第六條第二項的規定之行政機構首長、独立行政法人等、地方公共

團體機構或是地方独立行政法人，向公衆提供或提示實演時，可省略該

實演的實演者名的標示。 

 

第90條之三（同一性保持權）實演者擁有保持其實演同一性的權利，不應受

損害自己名譽或聲望的實演變更、切除及其他改變的影響。 

2 前項的規定，按照實演性質與其利用目的及態様，判斷為不得不改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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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違反公正慣例的改變時，不適用之。 

 

第91條（錄音權及錄影權）實演者專屬享有錄音或錄影其實演之權利。 

2 前項的規定，若是針對取得擁有同項規定的權利者之承諾，錄音或錄影

於電影著作物的實演，則不適用本規定，除非將其錄音於錄音物（排除

專門將音一同與影像播送為目的之物。）。 

 

第92條（播送權及有線播送權）實演者專屬享有播送或有線播送其實演的權

利。 

2 前項的規定，符合以下情況時，不適用之。 

一 播送的實演再有線播送的情況 

二 符合以下播送或有線播送實演之情況 

A 取得擁有前條第一項規定的權利者之承諾後，錄音或錄影的實演 

B 在前條第二項的實演中，錄音或錄影於同項錄音物以外之物 

 

第92條之二（送信可能化權）實演者專屬享有其實演的送信可能化權利。 

2 前項的規定，符合以下情況時，不適用之。 

一 取得擁有第九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的權利者之承諾後錄影的實演 

二 在第九十一條第二項的實演中，錄音或錄影於同項錄音物以外之物 

 

第93條（為播送之固定）針對實演的播送，若播送事業者取得擁有第92條第

一項規定的權利者之承諾時，可以進行錄音或錄影。但是，在合約中含

有特別規定，或為使用於該承諾相關的播送節目不同内容之播送節目為

目的，進行錄音或錄影時，不限定在內。 

2 符合以下規定者，視為已執行第91條第一項的錄音或錄影。 

一 依據前項規定製作的錄音物或錄影物，以播送以外之目的，或同項但書

規定為目的的使用者或提供者 

二 播送事業者接受，依據前項規定製作的錄音物或錄影物之提供後，再一

次提供給其他播送事業者之物。 

 

第94條（播送為目的的固定物等的播送）擁有第92條第一項規定的權利者，

承諾播送其實演，而在合約沒有特別的規定時，該實演可以在該承諾相

關的播送以外，符合以下條件時亦可以進行播送。 

一 取得該承諾的播送事業者，使用依據前條第一項規定製作的錄音物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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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物之播送 

二 從取得該承諾的播送事業者，接受依據前條第一項規定製作的錄音物或

錄影物之提供而進行的播送 

三 從取得該承諾的播送事業者，接受該承諾相關的播送節目之供給而進行

的播送（排除前號播送。） 

2 符合前項各號之播送實演時，符合各號規定的播送事業者，應支付相當

金額之報酬給該實演相關的第92條第一項規定的擁有權利者。 

 

第94條之二（播送實演的有線播送）有線播送事業者，將播送的實演再次有

線播送時（排除不以營利為目的，並不向聽衆或觀衆收取費用（指不管

擁有任何名義，提示實演所收取之受ける代價。次條第一項亦如同。）），

必須對該實演（僅限於著作隣接權的存續期間内之物，排除符合第92條

第二項第二號之物。）相關的實演者支付相當金額之報酬。 

 

第95條（商業用唱片的二次使用）播送事業者及有線播送事業者（以下在此

條及第97條第一項是指「播送事業者等」。），取得擁有第91條第一項規

定的權利者之承諾，播送或有線播送錄音實演的商業用唱片時（排除不

以營利為目的，並不向聽衆或觀衆收取費用，受信同時有線播送該播送

物之情況。），必須對該實演（僅限於符合第7條第一號至第六號的實演，

並著作隣接權存續期間内之物。次項至第四項亦如同。）相關的實演者

支付二次使用費。 

2 前項規定，針對實演者等保護條約之締約國中，基於實演者等保護條約

第60條１（ａ）（ｉ）的規定，不適用實演者等保護條約第12條之規定之

國家國以外的國民為唱片製著作者的唱片內固定的實演相關的實演者，

應適用之。 

3 符合第8條第一號的唱片，依據實演者等保護條約之締約國所規定的實演

者等保護條約第12條之規定，保護期間比第一項規定的實演者受保護期

間短暫時，該締約國國民為唱片製著作者而在唱片內固定的實演相關實

演者，受同項規定之保護期間為，依據針對第8條第一號的唱片該締約國

所規定的實演者等保護條約第12條之規定所設定的保護期間。 

4 第一項的規定，針對實演、唱片條約的締約國（實演者等保護條約の締

約國を除く。），依據實演、唱片條約第15條（３）的規定，設定留保的

國家之國民為唱片製著作者的唱片內固定的實演相關實演者，以該留保

範圍之範圍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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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一項的二次使用費之權利，在國内以實演業者之相當數為構成員的團

體（包含其連合體。），若取得其同意，並存在受文化廳長官指定之團體

時，僅限於該團體可以行使之。 

6 文化廳長官，符合以下要件之團體以外，必須指定前項。 

一 未以營利為目的。 

二 其構成員可以任意加入或脱退。 

三 其構成員擁有平等議決權與選挙權。 

四  為了擁有第一項二次使用費之權利者（以下在本條簡稱為「權利者」。），

必須具備能夠行使其權利之正確又自行執行業務之能力。 

7 第五項的團體，若接受權利者之申請時，不得為了此者拒絕行使其權利。 

8 第五項的團體，若接受權利者之申請時，擁有為權利者以自己的名義採

取其權利相關裁判或裁判以外行為之權限。 

9 文化廳長官對第五項的團體，按政令之規定，可以要求針對第一項二次

使用費相關業務進行報告、或是提出帳簿、書類等其他資料、或為改善

其業務執行方法而提出必要之勸告。 

10 第五項的團體依據同項的規定，為權利者可以請求的二次使用費之金額，

應該團體與播送事業者等或其團體之間毎年進行協議訂定之。 

11  若無法達到前項協議時，其當事者按政令規定，同項的二次使用費之金

額，可以向文化廳長官要求裁定。 

12 第70條第三項、第六項、第八項與第71條至第74條的規定，適用前項的

裁定與二次使用費。此時，第70條第三項中的「著作權者」可以與「當

事者」代替；第72條第二項中的「利用著作物者」可以與「第95條第一

項的播送事業者等」代替；「著作權者」可以與「同條第五項的團體」代

替；第74條中的「著作權者」可以與「第95條第五項的團體」代替。 

13 針對第十項的按協議之規定，以及以此為基礎採取的行為，不適用禁止

私人独占及確保公正交易相關法律 （昭和二十二年法律第五十四號）的

規定。但是，使用不公正的交易方法，以及對相關事業者之利益產生不

當侵害時，不受此限制。 

14 第五項至前項之規定以外，第一項的二次使用費支付，以及第五項的團

體相關之必要事項，由政令規定之。 

第95條之2 實演者，專有其演出之錄音、錄影權，並得決定是否提供、讓

渡於公眾。 

2  前項規定，不適用於以下各項規範之實演 

一 獲得第91條第1項規定之權利擁有者之承諾而進行錄影之實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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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除第91條第2項規定之實演錄音項目外，其他所收錄之聲音、影像。 

3 第一項之規定中實演（除前揭各項之外，以下條文皆同）之錄音物、錄

影物，符合以下各號中任何該當讓渡之狀況時，不適用之。 

一 擁有第一項權利者，或藉由已取得同意者而讓渡於公眾之實演錄音物或

錄影物。 

二 依據第103條準用第67條第一項規定，透過判決讓渡於公眾之實演錄音物

或錄影物。 

三 依據第103條準用第67條之2第一項中，適用於該規定而讓渡於公眾之實

演錄音物或錄影物。 

四 符合第一項規定權利之所有者，得其承諾而讓渡於特定少數之實演錄音

物或錄影物。 

五 於國外，不妨害相當於第一項規定中之權利，或通過相當於同項規定權

利之所有者又或取得承諾者而讓渡之實演錄音物或錄影物。 

第95條之3 實演者專有將實演錄音製作之唱片提供貸與公眾之權利。 

2 前項規定中，由最初販賣日起算，於一個月以上十二個月以內，超過政

令規定期限之唱片（包括與該當商業唱片相同之複製唱片。以下以「超

過期限商業用唱片」稱之）貸與場合，不適用之。 

3 以提供商業用唱片貸與公眾為業者（以下以「唱片租賃業者」稱之），透

過超過期限商業用唱片而提供公眾實演之場合，須支付該當實演（限於

著作鄰接權存續期間內）之演出者相當額度之報酬。 

4 自第95條第五項稚第十四項之規定，準用於前項接受報酬之權利。此場

合中，同條第十項「播送經營者等」、及同條第十二項「第95條第一項之

播送經營者等」，以「第95條之三第三項之唱片租賃業者」代之。 

5      第一項規定之權利所有者授權使用時接受使用費之權利，於前項第95

條第五項之團體亦可準用之。 

6      第95條第七項至第十四項之規定，準用於前項場合。於此場合，準用

第四項後段之規定。 

 

第三節    唱片製作者之權利 

 

第96條（複製權）唱片製作者專有複製唱片之權利。 

 

第96條之二（可再製傳播權－ right to make transmittable） 唱片製作者專

有該唱片之可再製傳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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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條（商業用唱片之二次使用）1   傳播經營者，以電波播送商業用唱片

或以有線方式播送時（不以營利為目的、不向聽眾或觀眾收取費用（指

不論以何種名義，於接收唱片聲音時之對價）、接收該當播送時同時進行

有線播送之場合除外），須項該唱片製作相關者支付二次使用費用。 

2 第95條第二項及第四項之規定，準用於前項規定之唱片製作者。同條第

三項之規定，於前項規定中受保護期間內準用之。此種場合下，同條第

二項至第四項規定中之「與身為國民而將實演壓製入唱片之唱片製作者

相關之實演者」及「身為國民之唱片製作者」，與同條第三項中之「實演

者受保護期間」及「唱片製作者受保護期間」，可互為替換。 

3 第一項之接受二次使用費權利，由相當數量之國內商業用唱片製作業者

為成員組成之團體（包含該聯合團體）經取得同意後於文化廳長官指定

下，得限定由該團體行使之。 

4 第95條第六項至第十四項為止之規定，準用於第一項之二次使用費及前

項規定之團體。 

 

第97條之2（讓渡權）1   唱片製作者，專有透過唱片複製物之讓渡而提供於

公眾之權利。 

2 前項規定，所謂唱片之複製物若該當於下列各號規定而進行讓渡時，不

適用之。 

一 由前項規定權利所有者，或取得承諾者讓渡於公眾之唱片複製物 

二 第103條中，依據準用第67條第一項規定，受裁定讓渡於公眾之唱片複製

物 

三 第103條中，適用於準用第67條之2第一項規定，讓渡於公眾之唱片複製

物 

四 由前項規定權利之所有者，及獲得承諾者讓渡於特定少數人之唱片複製

物 

五 於國外，在不妨害相當於前項規定權利時，由相當於同項規定之權利所

有者與承諾取得者進行讓渡之唱片複製物 

 

第97條之3（租賃權等）1      唱片製作者，專有由該唱片複製之商業用唱

片經由租賃提供於公眾之權利 

2      前項規定不適用於超過期限商業用唱片租賃之場合 

3 唱片租賃業者，透過租賃提供超過期限商業用唱片於公眾時，應支付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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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唱片（限於著作鄰接權存續期間內）相關製作者相當額度之報酬。 

4      第97條第三項之規定，準用行使前項關於接受報酬之權利 

5 第95條第六項至十四項為止之規定，準用第三項之報酬及前項準用之第9

7條第三項規定之團體。此場合下，準用第95條之三第四項最後段規定。 

6 第一項規定權利之所有者，接受其許諾而接受相關使用費之權利，於第

四項可準用由第97條第三項規定之團體行使之。 

7 第五項之規定，準用於前項場合。此場合下，第五項之「第95條第六項」

可與「第95條第七項」互換之。 

 

第四節  播送經營者之權利 

 

第98條（複製權）播送經營者，專有其播送與收訊之後再以有線播送時，該

播送相關之聲音、影像與錄音、錄影、及照片與其他類似方法進行複製

之權利。 

 

第99條（再播送權及有線播送權）播送經營者專有接受其播送並進行再播送，

及以有線播送之權利。 

2 前項規定中，接受播送並再以有線方式播送者，如為依法令須執行之有

線播送時，不適用之。 

 

第99條之2（可再製傳播權）播送經營者對其播送與收訊之後再以有線播送之

內容，專有可再製傳播權。 

 

第100條（電視播送傳達權）播送經營者對接收電視播送及收訊後再以有線播

送之訊號，專有使用特別裝置擴大播送影像並向公眾傳達之權利。 

 

第五節  有線播送經營者之權利 

 

第100條之2（複製權）有線播送經營者專有接收有線播送訊號，並對該有線

播送相關之聲音、影像進行錄音、錄影、攝影及以其他類似方法進行複

製之權利。 

 

第100條之3（播送權及有線重播權）有線播送經營者專有接受有線播送訊號

進行播送、以及有線重播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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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條之4 （可再製傳播權）有線播送經營者，專有接受有線播送訊號且對

該訊號擁有可再製傳播權利。 

 

第100條之5（有線電視播送傳達權）有線播送經營者專有接收有線電視訊號

後，使用特別裝置擴大該有線播送影像並向公眾傳達之權利。 

 

第六節    保護期限 

 

第101條（實演、唱片、播送與有線播送之保護期限）著作隣接權存續期間，

由下揭時點起始。 

一 關於實演，由該演出執行時起始 

二 關於唱片，由該音聲最初定著之時起始 

三 關於播送，由該播送播音之時起始 

四 有關有線播送，由該有線播送執行之時起始 

2 著作權隣接存續期間，至下揭時點期滿。 

一 有關實演，由該演出日所屬年份之翌年起算，經五十年之時 

二 有關唱片，由發行日所屬年份之翌年起算，經五十年之時（該音聲定著

之日所屬年份之翌年起算，經五十年仍未發行者，由該音聲最初定著日

所屬年份之翌年起算經五十年之時） 

三      有關播送，由播送日所屬年份之翌年起算，經五十年之時 

四      有關有線播送，由該有線播送播出日所屬年份之翌年起算，經五十

年之時  

 

第七節    實演者人格權之一身專屬性等 

 

第101條之2 實演者人格權，為實演者一身專屬，無法讓渡。 

 

第101條之3（實演者歿後人格性利益之保護）對公眾提供、出示實演者，即

便該演出之實演者歿後，其實演者之人格權與其生存時相同，不得有任

何侵害之行為。唯該行為之性質及程度，因社會狀況變動或因其他因素，

該行為被認定並不妨害該當實演者之意思時，不在此限。 

 

第八節    權利之限制、讓渡及行使與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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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條（著作隣接權之限制）第30條第一項、第31條、第32條、第35條、第

36條、第37條第三項、第37條之2（第一號除外，次項之後同）、第38條a

第二項及第四項、自第41條至第42條之3為止、第44條（第二項除外。）

並自第47條之4起至第47條之8為止之規定，關於實演、唱片、播送與有

線播送之利用以著作隣接權為目的者準用之，第30條第二項及第47條之9

規定，關於實演、與唱片，以著作隣接權為目的者準用之，第44條第二

項規定，關於實演、唱片、以及有線播送以著作隣接權為目的者準用之。

此場合下，同條第一項中「第23條第一項」與「第92條第一項、第99條

第一項與第100條之3」，及同條第二項中「第23條第一項」與「第92條第

一項、與第100條之3」可互換之。 

2 前項準用第32條、第37條第三項、第37條之2及第42條之規定，又依據次

項與第四項之規定實演、唱片以及有線播送相關之音聲、影像（以下總

稱「實演等」）進行複製時，若有明示出處之慣行時，此些複製樣態須以

公認相稱與合理之方法、程度，標示出處。 

3 據第33條之2第一項規定，得以複製教科書中揭載之著作物時，適用同項

規定作成錄音物中，得對其錄音內容之實演與該當錄音物相關之唱片進

行複製，又依同項規定目的製作之該複製物，得讓渡提供於大眾。 

4 視覺障礙者等相關福祉事業經營者，於第37條第三項政令規定下，依同

項規定得複製視覺製作物之場合，適用同項規定作成之錄音物，得複製

實演錄音及該當錄音物相關唱片，又為同項所定目的時，得執行可再製

傳播，並得讓渡該複製物提供於公眾。 

5 成為著作隣接權目的而播送之實演，以收訊為目的使該當播送於相關播

送對象限定區域中傳播時時，得執行可再製傳播（限於依對連接至電氣

通信迴路供公眾用之自動公眾送訊裝置進行資訊輸入）。唯該當播送妨害

關於第99條之二所規定權利所有者之權利時，不在此限。 

6    依前項規對定實演進行再製傳播者，於第一項準用第38條第二項規定，

除適用該規定場合外，須對相關於該當實演之第92條之2第一項所規定權

利所有者，支付相當額度之補償金。 

7 前二項規定，準用於成為著作隣接權目的之唱片利用。此場合中，前項

之「第92條之2第一項」與「第96條之2」可互換之。 

8 依第39條第一項、第40條第一項與第二項規定之著作物播送，以及能進

行有線播送之場合，關於該著作物之播送與有線播送，得收訊後再進行

有線播送，亦得以特殊裝置擴大影像傳達於公眾，或以收訊為目的使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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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播送於相關播送對象限定區域中傳播時，得執行可再製傳播（限於依

對連接至電氣通信迴路供公眾用之自動公眾送訊裝置進行資訊輸入）。 

9 下揭者，視同第91條第一項、第96條、第98條與第100條之2規定之錄音、

錄影與複製。 

一 為於第一項準用之第30條第一項、第31條第一項第一號、第35條第一項、

第37條第三項、第37條之2第二號、自第41條至第42條之2為止、第42條

之3第二項、第44條第一項與第二項、第47條之6所規定目的外之使用，

頒佈適用此些規定作成之實演等複製物，及依該當複製物之該當實演、

該當唱片相關音聲與該當播送及有線播送相關影像，所提供於大眾者。 

二 於第一項準用之第44條第三項之規定中，保存違反同項錄音物與錄影物

之播送經營者與有線播送經營者 

三 適用於第一項準用之第47條之4第一項與第二項，頒佈以同條第一項與第

二項規定內藏記錄媒體以外之記錄媒體暫時性記錄之實演等複製物，及

依該當複製物之該當實演、該當唱片相關音聲與該當播送及有線播送相

關影像，所提供於大眾者。 

四 違反於第一項準用之第47條之四第三項與第47條之5第三項規定而保存

該些規定之複製物者 

五 為於第一項準用之第47條之五第一項及第二項，與第47條之7所規定目的

外之使用，使用適用此些規定作成之實演等複製物而利用該當實演等者 

六 違反於第一項準用之第47條之6但書規定，使用同條本文規定受其是用作

成之實演等複製物，將該當實演等進行可再製傳播者 

七 適用於第一項準用第47條之8規定而作成實演等之複製物，使用該當實演

等之同條規定複製物取代實演，及不使用該當實演相關同條規定之收訊

（該播送者應受收訊者要求而自動執行之場合下，該播送訊號之收訊以

及與此訊號相當之物依政令規定之），而利用該當實演等者。 

八 為第33條之2第一項與第37條第三項規定目的以外之使用，頒佈適用於第

三項或第四項規定而作成實演或唱片之複製物，及依據該當複製物提示

該當實演或該當唱片相關音聲於公眾者。 

 

第102條之2（與實演者人格權之關係）關於前條著作鄰接權之限制規定（同

條第七項及第八項規定除外），不得作影響實演者人格權之解釋。 

 

第103條（著作鄰接權之讓渡、行使等）關於讓渡第61條第一項規定之著作鄰

接權，關於第62條第一項著作鄰接權消滅之規定，關於第63條規定實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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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播送與有線播送利用之承諾，關於第65條規定著作鄰接權共有之

相關場合，第66條規定關於以著作鄰接權設定質權之場合，第67條、第6

7條之2（除第一項但書外），第70條（第三項及第四項除外）、第71條至

第73條為止及第74條第三項與第四項規定之無法與著作鄰接權者取得聯

絡之場合，此狀況下關於實演、唱片、播送與有線播送，各得準用之。

此場合下，第63條第五項中「第23條第一項」及「第92條之2第一項、第

96條之2、第99條之2與第100條之4」，第70條第五項中之「前項」與「第

103條中準用第67條第一項」，可互換之。 

 

第104條（著作鄰接權之登記）第77條及第78條（第二項除外）之規定，與著

作鄰接權登記相關者，準用之。此場合中，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七

項及第八項中「著作權登記原冊」與「著作鄰接權登記原冊」得互換之。 

 

第五章   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 

 

第104條之2（行使接受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之權利）第30條第二項（含準用

第102條第一項之場合。以下此章同）補償金（以下此章稱「私人錄音錄

影補償金」）之權利，接受私人錄音錄影補償之金權利所有者（以下本章

稱「權利者」），以為權利者行使該權利為目的之團體，於下揭私人錄音

錄影補償金各區分中，若有限定國內單一取得同意並受文化廳長官指定

者（以下本章稱「權利者」）時，僅可由該當指定團體行使之。 

一   以私人使用為目的進行錄音（全程錄影者除外。以下本章稱「私人錄

音」）之相關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 

二   以私人使用為目的進行錄影（包含全程錄音者。以下本章稱「私人錄

影」）之相關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 

2 依據前項規定受指名時，指定管理團體為權利者以自己名義接受私人錄

音錄影補償金，擁有執行此行為裁判上與裁判外之權限。 

 

第104條之3（指定基準）文化廳長官，對不具備下揭要件之團體，不得依前

條第一項規定進行指名。 

一    一般法人 

二   前條第一項第一號所揭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相關之第B、第C及第D所揭

團體所構成者，或同項第二號所揭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相關之第B至第D

所揭團體所構成者。 



351 
 

A 關於私人錄音著作物由第21條相關規定權利所有者所構成之團體（含其

聯合體），國內私人錄音相關著作物同條規定之權利所有者可被認為利益

代表者。 

B 私人錄影相關著作物由第21條相關規定權利所有者所構成之團體（含其

聯合體），國內私人錄影相關著作物同條規定之權利所有者可被認為利益

代表者。 

C 國內以現場表演為業，由相當人數構成之團體（含其聯合體）。 

D 國內以製作商業用唱片為業，由相當人數構成之團體（含其聯合體） 

三 前號A與B所揭團體需各符合下揭要件。 

A 不以營利為目的 

B 其成員可任意加入與任意退出 

C 其成員具有平等之議決權與選舉權 

四 有足夠能力確實遂行為權利者行使接收私人錄音補償金業務者（含第104

條之8第一項事業相關業務。以下本章稱「補償金業務關係」） 

 

第104條之4（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支付特例）購入第30條第二項政令所規定

之機器（以下本章稱「特定機器」）及記錄媒體（以下本章稱「特定記錄

媒體」）者（該當特定機器與特定記錄媒體限於由零售業者所提供，且為

初次購入），於購入時由指定團體使用該當特定機器或特定記錄媒體執行

私人錄音或私人錄影之相關錄音錄影補償金，一概支付之，若產生依第4

00條之6第一項規定關於該當特定機器與特定記錄媒體所定金額之相關

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支付請求時，則必須支付該當私人錄音錄影補償

金。 

2 根據前項規定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支付者，指定管理團體若可舉證其支

付之相關特定機器或特定記錄媒體用於私人錄音錄影以外之用，可請求

償還該當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 

3 根據第一項規定所受由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請求支付之特定機器，由同

項規定接受支付請求之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購入特定記錄媒體執行私人

錄音或錄影者，不居於第30條第二項規定，執行該當私人錄音或私人錄

影時，必須支付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但，該當特定機器或特定記錄媒

體若依前項規定接受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之反還時，不在此限。 

 

第104條之5（製造者等之協助義務）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請求指定團體支付私

人錄音錄影補償金時，特定機器或特定記錄媒體之製造或輸入業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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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三項稱「製造業者等」），必須協助該當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支付請

求與受領相關事宜。 

 

第104條之6（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額度）依第104條之2第一項規定指定管理

團體行使接受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權利時，由該指定團體訂定私人錄音

錄影補償金額度，並須受文化廳長官認可。其金額變更時亦同。 

2 若有前項認可時，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額度不拘於第30條第二項規定，

以認可金額執行之。 

3 指定團體依第104條之4第一項規定，申請請求支付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

相關第一項認可時，須先聽取製造業者等團體所認可之代表意見。 

4 文化廳長官，對第一項認可申請之相關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額度，若不

符第30條第一項（包含第100條第一項準用之場合）及第104條之4第一項

規定旨趣，及錄音錄影相關通常使用費金額或考量其他情事而訂定之適

當額度時，不得進行認可。 

5 文化廳長認定第一項時，須諮詢文化審議會。 

 

第104條之7（關於補償金關係業務之執行規程）指定管理團體於開始補償金

相關業務時，須訂定執行補償金業務之相關規程，並向文化廳長官提出。

變更時亦同。 

2    前項規程中，含私人錄音錄影補償金（限於以第104條第一項規定為基

礎所接受之支付）分配相關事項，指定管理團體須考量第30條第二項規

定之旨趣訂定該當分配相關事項。 

 

第104條之8（為保護著作權等相關事業之支出）指定管理團體，為資助著作

權及著作鄰接權保護相關事業及著作物創作振興與普及，於私人錄音錄

影補償金（限基於第104條之4第一項規定所受之支付）額度兩成以內，

須依政令訂定比例提撥相當額度進行支付。 

2 文化廳長官對前項政令進行制定或改正提案時，須向文化審議會諮詢。 

3 文化廳長官認為有必要確保第一項事業相關業務正常營運時，對指定管

理團體得下達監督該當業務相關之必要命令。 

 

第104條之9（徵收報告等）文化廳長官認為有必要確認指定團體補償金相關

業務是否正常營運時，得對指定管理團體要求補償金相關業務之報告，

要求提出如帳冊、書面或其他資料，並得針對改善補償金相關業務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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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進行必要之勸告。 

 

第104條之10（政令之委任）除本章規定之外，關於指定管理團體及補償金相

關業務上之必要事項，由政令規定之。 

 

第六章 紛争処理 

 

第105條（著作權紛争解決斡旋委員）對本法律所規定的有關權利等紛爭，為

以斡旋方式解決，文化廳將設置著作權紛爭斡旋委員。 

2 文化廳長官對每事件委託三位委員，然該委員對著作權或著作隣接權事

項需有學識經驗者。 

 

第106條（申請斡旋）有關此法律所規定的權利若發生紛爭，當事者對文化廳

長官可以申請斡旋。 

 

第107條（手續費）要申請斡旋者，先要勘案實際費用，再要繳納政令所訂的

手續費。 

2 據項規定若國家等要繳納手續費，則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108條（付託斡旋）基於第百六條規定，若當事者雙方都申請斡旋時，或當

事者一方要申請斡旋情況下若其他當事者同意，文化廳長官要付託委員

斡旋。 

2 文化廳長官若認為，對前項申請時，該事件在性質上不符合付託斡旋，

或當事人意圖不適當目的不合情理申請斡旋，長官可以不付託。 

 

第109條（斡旋）委員在當事者中間斡旋，要確認雙方主張的要点，切合實際

情形，並且致力於解決事件。 

2 若委員認為可事件無解決的空間，可以停止斡旋。 

 

第110條（報告等）終止斡旋時，委員對文化廳長官要報告其事實。 

2 基於前條規定委員停止斡旋之時，委員應該要對當事人通知，同時也要

報告文化廳長官其事實及停止斡旋理由 

 

第101條（政令委任）此章所規定的各項條文之外，斡旋手續及有關委員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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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事項，由政令規定。 

 

第七章 權利侵害 

 

第102條（停止請求權）著作者、著作權者、出版權者、實演者及著作隣接權

者，對其著作者人格權、著作權、出版權、實演者人格權、侵害著作隣

接權者或者有可能侵害的人物，可以請求其侵害的停止或預防。 

2 依據前項規定，著作者、著作權者、出版權者、實演者及著作隣接權者

要請求時，對組成侵害行為的物品、因侵害行為而作成的物品及主要供

給侵害行為的機器或者廃棄器具，可以請求停止或必要的預防措置。 

 

第103條（視為侵害之行為）以下之行為視為侵害該著作者人格權、著作權、

出版權、實演者人格權或著作隣接權之行為。 

一 以國內為發行目的，進口時在國内製成，就輸入侵害到著作者人格權、

著作權、出版權、實演者人格權及著作隣接權之行為的物品。 

二 以侵害著作者人格權、著作權、出版權、實演家人格權及著作隣接權之

行為，而製作的物品（包含前號進口物品。），若知道實際情形而頒布或

帶有頒布目的，或申請要頒布的目的，或為業務而出口，或做為業務帶

有出口商業目的所持之行為。 

2 侵害程序著作品之著作權行為而製作的複製品（包含由該複製品所有者

製作之第四十七條三第一項規定而製作的複製品，及據同條第一項規定，

由係於前項第一號進口節目單著作之複製品、該複製品之所有者，來製

作的複製品。）用業務用途電子計算機使用之行為，若只在於取得這些

複製品之根據時了解實際情形，視為侵害該著作權之行為。 

3 以下舉出的行為視為係侵害該權利管理情報著作者人格權、著作權、實

演家人格權、著作隣接權之行為。 

一 故意做為權利管理情報付加虚偽情報之行為 

二 故意除去或改變權利管理情報之行為（認為如下不得不之行為除外，如

照伴隨著記録或播送方式的變換之技術上的制約，以及利用其他著作品

或實演等之目的及態様。） 

三 對於前二號行為之著作品或實演等複製品，知道實際情形而頒布，或以

頒布為目的進口或持有，或知道實際情形該著作品實演等而播送給公眾，

或可以播送化之行為 

4 第94條2、第95條3第三項或第97條3第三項所規定之報酬，或第95條第一



355 
 

項或第97條第一項所規定之接納其次使用費權利，至於前項規定之適用，

視為著作隣接權。在此情況下，前條中所撰寫之「著作隣接權者」，等於

是「著作隣接權者（也包含次條第四項所規定而視為著作隣接權之有權

利者。）」，同條第一項中所撰寫之「著作隣接權」，等於是「著作隣接權

（也包含據同項規定而視為著作隣接權之權利。）」 

5 自己發行在國内頒布為目的之商業用途唱片（以下此項稱為「國内頒布

目的商業用途唱片」。），或讓他人發行之著作權者或著作隣接權者，與

該國内頒布目的商業用途唱片一樣的商業用途唱片，在國外由自己發行，

主要在國外頒布為目的（以下此項稱為「國外頒布目的商業用途唱片」。），

或讓他人發行時，知道實際情形，該國外頒布目的商業用途唱片，在國

内頒布為目的進口之行為，或在國内頒布該國外頒布目的商業用途唱片，

或在國内頒布為目的持有之行為，若該國外頒布目的商業用途唱片在國

内頒布，而可能不當損害取得該國内頒布目的商業用途唱片発行該著作

權者或著作隣接權者可以取得的利益，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著作隣接權行

為。但，在國内最初発行日為起算不超過七年的範囲内，經過了與以政

令定下期間之國内頒布目的商業用途唱片同樣之進口國外頒布目的商業

用途唱片之行為，或該國外頒布目的商業用途唱片在國内頒布或在國内

頒布為目的持有之行為，不在此限。 

6 損害著作者的名誉或聲望的方式利用其著作品之行為，視為侵害該著作

者的人格權之行為。 

 

第113條之2（係善意者之讓渡權特例）著作品原作品或複製品（電影著作複

製品除外(對於電影著作複製之著作品，也包含該電影著作複製品。）。

以下在此條為視同。），接納讓渡在実演的錄音品或錄影品或唱片複製品

時，不知道該著作品原作品或複製品、実演録音品或錄影品或唱片複製

品不符合各第26條2第二項各號、第95條2第三項各號或第97條2第二項各

號，且不知而沒有過失的人若該著作品原作品或複製品、実演録音品或

錄影品或唱片複製品讓渡給民眾之行為，視為不侵害第26條2第一項、第

95條2第一項或第97條2第一項所規定權利之行為。 

 

第104條（推算損害金額等）著作權者、出版權者或著作隣接權者（以下此項

稱為「著作權者等」。），以故意或過失方式對自己著作權、出版權或著

作隣接權侵害之人物，在由其侵害請求受到的自己賠償損害時，該人物

以其侵害行為製作的物品讓渡，或進行播送組成其侵害行為給民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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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民眾播送之時，也包含播送可能化。），其讓渡物品之数量或其公衆播

送而製作之著作品或實演等複製品（以下此項稱為「受信複製物」。）数

量（以下此項目稱為「讓渡等数量」。）再加上著作權者等若沒有其侵害

行為而能夠販售物品（包含受信複製品。）之各単位数量利益金額得到

乘輿金額，係著作權者等該物品販售等照不超過其他行為能力金額，可

以做為著作權者等受到的損害金額。但著作權者等若不能販售相當於讓

渡等数量的全部或一部份数量之理由，可以扣除相當於該理由之数量金

額。 

2 著作權者、出版權者或著作隣接權者，對由故意或過失來侵害著作權、

出版權或著作隣接權之人物，在請求其侵害受到的損害賠償，若該人物

由該侵害行為受到利益時，其利益金額推算該著作權者、出版權者或著

作隣接權者受到的損害金。 

3 著作權者或著作隣接權者，對由故意或過失來侵害著作權或著作隣接權

之人物，由行使該著作權或著作隣接權必須接受的相當金額，做為自己

受到的損害金額，可以請求賠償。 

4 前項規定不妨礙請求同項所規定的超過金額的損害賠償。在此情況，侵

害著作權或著作隣接權之人物不存在故意性或重大的過失，裁判所可以

參酌定下賠償損害金額。 

 

第114條之2（明示具體型態的義務）係侵害著作者人格權、著作權、出版權、

實演者人格權或著作隣接權的訴訟，否定著作者、著作權者、出版權者、

實演者或著作隣接權者組成侵害行為或做為侵害行為而主張製作物品之

具體型態，對方必須要明示自己行為的具體型態。但，若對方有不可明

示的適當理由，不在此限。 

 

第114條之3（提交書面等）有關係侵害著作者人格權、著作權、出版權、實

演者人格權或著作隣接權訴訟，裁判所基於當事者的申告，對當事者為

證明該侵害之行為，或要由該侵害行為損害的計算，可以命令提交所必

要的書面。但，該書面持有者若以正當理由要拒絕提交，不在此限。 

2 若裁判所認為是否必要判斷前項但書所規定的適當理由，讓書面持有人

可以提示。在此情況下，任何人都無法要求公開所提示的書面。 

3 裁判所在前項情況下，若對第一項但書所規定的適當理由是否存在，認

為必要開示聴取前項後段書面，當事者等（當事者（若是法人，其代表

人）或當事者之代理人（訴訟代理人及補佐人除外。），傭人或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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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等於第百十四條六第一項。），對訴訟代理人或補佐人，可以宣告

該書面。 

4 有關侵害著作者人格權、著作權、出版權、實演者人格權或著作隣接權

之訴訟，前三項規定準用對為證明該侵害行為所必要的検証提示為目

的。 

 

第114條之4（當事者對鑑定人之說明義務）有關侵害著作權、出版權或著作

隣接權訴訟，基於當事者的申告，若裁判所命令鑑定該侵害行為所損害

的必要計算事項，當事者對鑑定人應該要說明該鑑定所必要的事項。 

 

第114條之5（認定適當損害金額）有關侵害著作權、出版權或著作隣接權訴

訟，可以認為發生損害，但為證明損害金額所必要的事實，若因該事實

性質上發生極大困難之困難，裁判所基於口頭弁論全趣旨及檢討證據結

果，可以認定適當的損害金額。 

 

第114條之6（命令保持秘密）有關侵害著作者人格權、著作權、出版權、實

演者人格權或著作隣接權訴訟，該當事者帶有的營業秘密（指不正競争

防止法（平成五年法律第四十七號）第二條第六項規定之營業秘密。以

下亦同。），都符合以下事由但若要辨明，基於當事者的申告，裁判所可

以命令，以決定方式，對當事者等訴訟代理人或補佐人，對營業秘密不

應該使用當該訴訟追行目的以外之目的，或不應該開示基於有關該營業

秘密此項規定受到命令的人物以外之人物。但，以第一號規定的準備書

面閱讀或同號所規定之檢討證據或開示以外方式，若當事者等訴訟代理

人或補佐人取得、持有該營業秘密，不在此限。 

一 在已提出或該提出的準備書面上記載當事者持有的營業秘密，或已審訊

或該該審訊之證據（包含第百十四條三第三項所規定開示的書類。）内

容包含當事者持有的營業秘密。 

二 前號營業秘密使用於該訴訟追行目的以外之目的，或若開示該營業秘密，

恐基於該営業秘密當事者事業活動恐怕發生障礙，為防止必要限制使用

或開示該營業秘密。 

2 基於前項規定命令（以下稱為「秘密保持命令」。）申告，應該要記載以

下事項的書面。 

一 應該要受到秘密保持命令人物 

二 充足特別指定秘密保持命令對象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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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該當前項各號所舉出的事由 

3 若發出秘密保持命令，其定書送交給受秘密保持命令者。 

4 對秘密保持命令者送交決定書時，發生秘密保持命令之効力。 

5 對駁回秘密保持命令申訴之裁判，可以立即上訴。 

 

第104條之7（取消秘密保持命令）申訴秘密保持命令者或受秘密保持命令者，

對存在訴訟紀錄的裁判所（若沒有訴訟紀錄的裁判所，發出秘密保持命

令的裁判所），以缺欠前條第一項所規定要或到達缺欠為理由，可以申訴

取消秘密保持命令。 

2  若舉行取消秘密保持命令申訴審判，應該要其決定書送達申訴者及對

方。 

3  對於取消秘密保持命令申訴審判，可以立即上訴。 

4  取消秘密保持命令審判，若未確定判決不發生効力。 

5  舉行取消秘密保持命令審判，申訴取消秘密保持命令者或對方除外，若

在發出該秘密保持命令訴訟有受到該営業秘密保持命令者，裁判所對該

者，應該要立即通知舉行取消秘密保持命令審判。 

 

第114條之8（通知請求閲覧訴訟紀錄等）有關發出秘密保持命令止訴訟（取

消所有秘密保持命令訴訟除外。）訴訟紀錄，若有民事訴訟法 （平成八

年法律第百九號）第九十二條第一項決定，當事者請求同項所規定的閱

覽秘密記載部分等，且辦其請求手續者在該訴訟不受秘密保持命令者，

裁判所書記官對同項申訴的當事者（請求本人除外。第三項也同。），其

請求後立即通知請求的事實。 

2 在前項情況，同項請求日起算二週期間以內（若到該天前，對辦請求手

續者申訴秘密保持命令，審判確定其申訴以前），裁判所書記官對辦其請

求手續者，不應該閱覽同項秘密記載部分等。 

3 對於第一項請求者閱覽同項秘密記載部分等，若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

第一項申訴的當事者都同意，不適用前二項規定。 

 

第115條（措置回復名誉等）著作者或實演者，對故意或過失的因素侵害其著

作者人格權或實演者人格權者，替代賠償損害，或與賠償損害，確保做

為著作者或實演者，或修正或可以請求為回復其他著作者或實演者名誉

或聲望的適當措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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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條（著作者或實演者過逝後保護人格的利益之措置措置）著作者或實演

者過逝後，該遺族（指死亡著作者或實演者之配偶、子、父母、孫子、

祖父母或兄弟姊妹。以下此條亦同。）對該著作者或實演者，對於恐怕

違反第六十條或第百一條三規定行為者，可以請求第百十二條，對於故

意或過失方式侵害著作者人格權或實演者人格權行為或違反第六十條或

第百一條三規定行為者，也可以請求前條。 

2 可以請求前項之遺族次序，同項所規定的順序。但若著作者或實演者在

遺囑另外設定次序，要照該順序。 

3 著作者或實演者透過遺囑可以指定替代遺族為可以請求第一項者。在此

情況下，受其指定者，在屬於該著作者或實演者死亡日年之隔年起算經

過五十年後（若經過時段時遺族還生存，就沒生存後），無法請求。 

 

第117條（侵害共同著作品等權利）共同著作品各著作者或各著作權者，不經

取得其他著作者或其他著作權者之同意，可以透過第百十二條規定之請

求或系侵害該著作權分配額賠償損害之請求，或適應自己的分配額請求

不當利益。 

2 前項規定準用係共有之著作權或著作隣接權侵害。 

 

第118條（保全系無名或改名著作品之權利）無名或改名著作品發行者，為改

著作品著作者或著作權者，以自己名字，可以請求第百十二條、第百十

五條或第百十六條第一項之請求，或系該著作品著作者人格權或著作權

侵害之請求賠償損害或請求歸還不正當的利潤。但，若著作者的改名事

實已經周知及登錄第七十五條第一項實際名字，不在此限。 

2 在無名或改名著作品之複製品，記載其實際名字或周知的改名做為發行

者名，以通常的方式明示者，推定其著作品之發行者。 

 

第八章 處罰 

 

第119條  侵害著作權、出版權或著作隣接權者（包含第三十條第一項（包含

準用於第百二條第一項。）所定下的私人使用為目的，來自己複製著作

品、表実演等者，據第百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著作隣接

權（包含據同條第四項規定視為著作隣接權權利。第百二十條二第三號

亦同。）行為者，據第百十三條第五項規定，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著作隣

接權者或次項第三號或第四號所載者除外。），處於十年以下徒刑或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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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圓以下的處罰金，或併科。 

2 符合以下各號者，處於五年以下徒刑或五百萬圓以下罰金，或併科。 

一 侵害著作者人格權或實演者人格權者（據第113條第三項規定視為侵害著

作者人格權或實演者人格權行為者除外。） 

二 以營利為目的，為侵害著作權、出版權或著作隣接權之著作品或表演等，

讓複製使用第30條第一項第一號規定之自動複製機器者 

三 據第113條第一項規定，視為侵害著作權、出版權或著作隣接權行為者 

四 據第113條第二項規定，視為侵害著作權行為者 

 

第120條之二  符合以下各號者，處於三年以下徒刑或三百万円以下罰款，或

併科。 

一 主要迴避技術的保護手段機能之装置（包含該装置的零件整套且可以容

易裝配。）或把主要迴避技術上的保護手段機能之程序複製品轉讓公眾，

或出借，轉讓公眾或借出為目的製造進口，或持有，或共給公眾的使用，

或該程序公眾送信，或送信可能化者 

二 以職業應對公眾的要求迴避技術上保護手段者 

三   以營利為目的，據第百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視為侵害著作者人格權、著

作權、實演者人格權或著作隣接權行為者 

四 以營利為目的，據第百十三條第五項規定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著作隣接權

行為者 

 

第121條  頒布不是著作者之實際名字或周知的改名字，做為著作者名表出的

著作品之複製品者（包含不是原著作品著作者之實際名字或周知的改名

做為原著作品著作者名表出的二次著作品之複製品。），處於一年以下徒

刑或一百萬圓以下罰款，或併科。 

 

第121條之2  以下各號舉起之商業用途唱片（包含該商業用途唱片複製品（包

含經過二以上階段複製之複製品。）。），做為商業用途唱片複製，頒布

其複製物，以頒布為目的持有其複製品，或申請頒布其複製品者（在該

各號原盤第一次固定聲音之日的那一年隔年起算經歷五十年後再申請複

製、頒布、持有或申請者除外。），處於一年以下徒刑或一百萬圓以下罰

款，或併科。 

一 在國內以製作商業用途唱片為職業者，從唱片製作者接受提供該唱片原

盤（符合第八條各號除外。）製作之商業用途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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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國外以製作商業用途唱片為職業者，實演者等保護條約締結國國民、

世界貿易機構加盟國國民或唱片保護條約締結國國民（當該締約國の法

令に基づいて設立された法人及び當該締約國に主たる事務所を有する

法人を含む。）之唱片製作者，接受提供唱片原盤製作商業用途唱片（符

合第八條各號除外。） 

 

第122條  違反第四十八條或第百二條第二項規定，處於五十萬圓以下罰款。 

 

第122條之2  違反秘密保持命令者，處於五年以下徒刑或五百萬圓以下之罰

款，或併科。 

2 至於前項之罪，適用於國外犯同項罪者。 

 

第123條  關於第百十九條、第百二十條二第三號及第四號、第百二十一條二

並前條第一項之罪，若沒控告，不可提起公訴。 

2 無名或改名著作品發行者，對於系其著作品前項之罪，可以控告。但，

第百十八條第一項但書所規定之情況合及該控告違反著作者所明示的思

想，不在此限。 

 

第124條  法人代表人（包含不持有法人格之社團或財團管理人。）或法人或

法人代理人、傭人其他工作人員，對法人或法人業務，違反以下各號舉

起規定行為時，處罰行為者之外，對該法人判定該各號所定的罰款，對

人判定各本條所定的罰款。 

一 第百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二項第三號或第四號或第百二十二條二第一項 

 三億圓以下罰款 

二 第百十九條第二項第一號或第二號或第百二十條至第百二十二條  各

本條罰款 

2 對沒有法人格之社團或財團，若已適用前項規定，其代表人或管理人，

對其訴訟行為代表其社團或財團之外，若法人做為被告人或嫌疑犯，準

用有關刑事訴訟法律規定。 

3 在第一項情況下，對該行為者之控告或取消控告，也對其法人或人發生

効力，對其法人或人之控告或取消控告，對該行為者也發生効力。 

4 據第一項所規定之第百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或第百二十二條二第一項

違反行為，對法人或人科以罰款之時効期間，要依據有關這些規定犯罪

之時効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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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韓國流行音樂相關參考書目 

流行音樂韓國方面資料目錄 

一、政府資料 

 

1. 文化體育觀光部、韓國內容振興院編，《2012內容產業統計》，首爾：文

化體育觀光部，2013。 

2. 文化體與觀光部、韓國內容振興院編，《2011 內容產業統計》，首爾：文

化體育觀光部、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2012。 

3. 文化體與觀光部編，《2011 內容產業白皮書》，首爾：文化體育觀光部，

2012。 

4. 文化體與觀光部編，《2010 內容產業白皮書》，首爾：文化體育觀光部，

2011。 

5. 文化體與觀光部編，《2009 內容產業白皮書》，首爾：文化體育觀光部，

2010。 

6. 文化體育觀光部，〈為韓國大眾音樂的全球化的「音樂產業振興中期計畫

(2009 年-2013 年)」〉，文化體育觀光部，2009.2。 

7. 文化體育觀光部，〈報導資料：內容全球競爭力強化方案(보도자료：콘

텐츠 글로벌 경쟁력 강화 방안)〉，文化體育觀光部，2012.4.17。 

8. 文化體育觀光部，〈大眾文化產業全球競爭力強化方案(대중문화산업의 

글로벌 경쟁력 강화 방안)〉，2011.6.22。 

9. 文化體育觀光部，〈報導資料：獨立音樂支援擴大，韓國文化交流殿堂建

立等，發表「大眾文化產業全球競爭力強化方案」(보도자료：인디음악 지

원 확대, 한국문화교류의 전당 건립 등, 「대중문화산업 글로벌 경쟁

력 강화 방안」 발표)〉，文化體育觀光部，2011.6.22。 

10. 文化體育觀光部，《為韓國大眾音樂的全球化的音樂產業振興中期計畫》，

首爾：文化體育觀光部，2009 年。 

11. 國際文化產業交流財團，《한류 포에버：한류의 현주소와 경제적 효과 

분석》，首爾：國際文化產業交流財團，2008。 

中譯：國際文化產業交流財團，《永遠的韓流：韓流的現在情況與經濟效

果分析》，首爾：國際文化產業交流財團，2008。 

12. 國務總理室，〈報導資料：將內容產業當成未來新成長動力來集中培育(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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텐츠산업을 미래 신성장 동력으로 집중 육성)〉，國務總理室，2011.5.23

。 

13. 國會預算政策處，《2007 預算案 및 基金運營計劃案 分析：요약》，首

爾：國會預算政策處，2006。11。 

中譯：國會預算政策處，《2007預算案及基金運營計劃案分析：摘要》，

首爾：國會預算政策處，2006。11。 

14. 韓國內容振興院編，《2011 音樂產業白皮書》，首爾：韓國內容振興院，

2011。 

15. 韓國內容振興院編，《2010 音樂產業白皮書》，首爾：韓國內容振興院，

2010。 

16. 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編，《2008 音樂產業白皮書》，首爾：韓國文化內容

振興院，2009。 

17. 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編，《2007 音樂產業白皮書》，首爾：韓國文化內容

振興院，2008。 

18. 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編，《2006 音樂產業白皮書》，首爾：韓國文化內容

振興院，2006。 

19. 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編，《2005 音樂產業白皮書》，首爾：韓國文化內容

振興院，2005。 

20.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 年預算總括表》，網址：http://www。kocca。

kr/about/announce/manage/estimate/index。html(訪問日期：2012 年 1 月 6

日)。 

21. 韓國內容振興院，《2012 年預算總括表》，網址：http://www。kocca。

kr/about/announce/manage/estimate/index。html(訪問日期：2012 年 1 月 6

日)。 

22. 韓國文化產業交流財團，《한류 포에버：일본편》，首爾：韓國文化產

業交流財團，2011。 

中譯：韓國文化產業交流財團，《永遠的韓流：日本篇》，首爾：韓國文

化產業交流財團，2011。 

23. 韓國文化產業交流財團，《한류 포에버：중국ㆍ대만편》，首爾：韓國

文化產業交流財團，2010。 

中譯：韓國文化產業交流財團，《永遠的韓流：中國ㆍ臺灣篇》，首爾：

韓國文化產業交流財團，2010。 

24. 韓國文化產業交流財團，《한류，아시아를 넘어 세계로》，首爾：韓國

文化產業交流財團，2009。 

http://www.kocca.kr/about/announce/manage/estimate/index.html
http://www.kocca.kr/about/announce/manage/estimate/index.html
http://www.kocca.kr/about/announce/manage/estimate/index.html
http://www.kocca.kr/about/announce/manage/estimat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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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韓國文化產業交流財團，《韓流，跨亞洲到世界》，首爾：韓國文

化產業交流財團，2009。 

25. 關係部處合同，〈內容產業振興基本計畫(案)(콘텐츠산업 진흥 기본계획

(안))〉，2011.5。 

 

二、專書 

 

1. 임승용， 《개정저작권법과 국제협약：음악산업， 영화 및 비디오， 국

제협약》，首爾：中央社，2009。 

中譯：Lim, Seong-Yong，《修改著作版權法與國際協定：音樂產業、電

影、視訊、國際協定》，首爾：中央社，2009。 

 

三、期刊論文 

 

1. 정보통신산업진흥원，〈음악산업 패러다임 변화에 따른 디지털음악산

업의 성장〉， 《[IITA] 정보통신연구진흥원 학술정보》，2005。  

中譯：資訊通訊產業振興院，〈按照音樂產業模式變化，數位音樂產業的

成長〉，《[IITA]資訊通訊研究振興院學術資訊》，2005。 

2. 韓國內容振興院，〈K-POP이 주도하는 신한류：현황과 과제〉，《KOCCA

포커스》，2011：3(31)，(首爾：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3)，頁 1-23。 

中譯：韓國內容振興院，〈K-POP主導的新韓流：現狀與課題〉，《KOCCA

포커스》，2011：3(31)，(首爾：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3)，頁1-23。 

3. 韓國內容振興院，〈케이팝(K-POP)의 일본 진출 현황과 활성화 전략〉，

《KOCCA포커스》，2011：10(38)，(首爾：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9)，

頁 1-30。 

中譯：韓國內容振興院，〈K-POP進入日本現況與活性化戰略〉，《KOCCA

포커스》，2011：10(38)，(首爾：韓國內容振興院，2011.9)，頁1-30。 

4. 채지영，〈한류 활성화를 위한 정책 진단과 전망〉，《서울행정학회 학

술대회 발표논문집》，(首爾：2006.10)，頁 3-10。 

中譯：Chae, Ji-Yonug，〈為了搞活韓流的政策診斷與展望〉，《首爾行

政學會學術大會發表論文集》，(首爾：2006.10)，頁3-10。 

5. 최은미， 〈한일관계 회복을 위한 한국정부의 한류 정책 연구〉， 《아

시아연구》，15：2，(天安：2012)，頁 215-237。 

中譯：Choi, Eun-Mi，〈韓國政府為了回復韓日關係的韓流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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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細亞研究》，15：2，(天安：2012)，頁215-237。 

6. 장규수，〈한국 대중음악의 해외진출 사례와 전략 연구〉， 《글로벌

문화콘텐츠》，2，(首爾：2009.6)，頁 217-238。 

中譯：Jang, Gyu-Soo，〈韓國流行音樂的國外開拓事例與戰略研究〉，《全

球文化內容》，2，(首爾：2009.6)，頁217-238。 

7. 정수원， 〈우리나라 콘텐츠산업의 해외진출 방안：일본시장 개척을 중

심으로-〉， 《일본근대학연구》，29，(仁川：2010.8)，頁 325-343。 

中譯：Jung, Soo-Won，〈我國內容產業的國外開拓方案―以開拓日本市

場為中心〉，《日本近代學研究》，29，(仁川：2010.8)，頁325-343。 

8. 정영규等，〈한국문화컨텐츠산업의 이슬람시장 진출 전략：인도네시

아와 말레이시아를 중심으로-〉，《한국이슬람학회 논총》，19：2，(首

爾：2009)，頁 89-112。中譯：Young, Kyu-Jeong 等，〈韓國文化內容產

業的開拓伊斯蘭市場戰略―以印尼與馬來為中心〉，《韓國伊斯蘭學會論

從》，19：2，(首爾：2009)，頁 89-112。 

9. 정지영，〈교육적 콘텐츠로의 한국 대중가요의 활용과 필요〉，《한

국콘텐트학회논문지》，12：4，(首爾：2012.4)，頁 174-185。 

中譯：Jung, Ji-Young，〈教育內容上韓國流行歌謠的活用與必要〉，《韓

國內容學會論文紙》，12：4，(首爾：2012.4)，頁174-185。 

15：2，(天安：2012)，頁215-237。 

10. 김문환，〈한류의 문화정책：문화외교적 관점에서〉，《철학과 현실》，

69，(首爾：2006.6)，頁 41-53。 

中譯：Kim, Moon-Hwan，〈韓流的文化政策：在文化外交的觀點上〉，

《哲學與現實》，69，(首爾：2006.6)，頁41-53。 

11. 김미주等，〈한국 대중가요 선호이유에 따른 한류문화관광상품이 한

국 국가이미지와 한국방문의향에 미치는 영향연구〉， 《관광·레저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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