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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早而且最重要的有失版校的園時裝鈞一一《伯加尼保妒丈掌和主木作品企釣)) ，自 1886 年通足以

來，一直由世界知怎Rrz:杖組缺何IPO)及其前身組棋管理。在相美杖領域，世界知現戶杖組銀管理著《保

妒表演者、是音制品制作者和「播組主R~司合釣)) (勻聆合固教科文組主R(UNESCO)及因你旁主組訊(ILO)

一起)、 《美于播送由人造E星恃播載有常目的信哥的合釣》以及《保妒是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銓i午可隻

制其是音制品全釣)) 0 i表姐俱逆管理著版杖及相美校領域的最新園縣文有一一《世界知怎Rrz:杖組俱版板

每釣)) (WCT)以及《世界知棋戶杖姐告只衰演和是音制品奈的》仰PPT)，即所謂的“WIPO 互朕岡奈約"。

那些版杖及相美杖奈釣以及它們創建的團隊保妒制度，多年呆在能功地回座鐘詐、社舍、文化、技
朮和政袖的友展的同肘友展著。

世界知怎Rrz:杖短缺作方負責管理述些象鉤的組餌，其主要任勢之一是財其成員圍在制定和安施用以

履行送些各鉤的圍內立法方面提供建坡和幫助。在遠方面，述一新《指南》斌囡闡述和解說送些各釣中

蘊含的法律原則，以及它們每政策、銓濟、文化和技朮因素的美系。我們希望它封我們所有成員圓的所

有利害失京人及有美各方一一尤其是財政府、創作者、商~界、法律界、掌朮界、消費者和掌生一一都

特有所幫助，并希望它特有助于創建一+安全、繁策和有益的那墳，因:k只有在遠祥的那境下，才能使

全世界各園更多的人我得更多、更好的有賴于尊重和保妒版根的戶品和服勢。

本《指南》由世界知怎Rrz:杖組銀委托遠方面的固防著名寺家米哈伊﹒菲芥均可加1ihå1y Ficsor)博士執嘻完

成。本《指南》中表述的~.mß出自菲芥均可博士令人，不一定反映本組紋的立場。

我愿在此向菲莽均可博士表示深摯的謝意，他通述撰寫本《指南)) ，方更好地理解版杖及相美杖滑銓

詐、文化和社金投展的作用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世界知LRF杖組餌

，且干事

卡米示﹒伊德里斯

2003 年 11 月于日內瓦

2 



略謝

我愿在此感謝世界知怎只F杖組旗及其惡干事卡米示﹒伊德旦斯博士向我提供了方法組凱撰穹本有的机

舍。封于本《指南)) ;恃勻己故的克費德﹒耳祖耶(ClaudeM晶ouyé)先生(肘任世界知ìJUlZ:杖姐欽版板和企共
信息司司長)撰穹的有美《伯承尼公釣》的指南1以及有美<<~司合釣》及《景音制品公的》的指南2相并

列，我感到十分乘幸。然而，逛一新《指南)) (包括其木罷紅編)是一部全新的出版物，而并非滑先前那兩

部出版物或其才《世界知俱戶杖姐俱版杖勾銷接杖法律木悟、正編》一有 3 的更新或改編。

我在此注要特別感謝世界知i-J{f=杖組棋秘胡扯的成員，他們促成了本有的完成。

需要指出，在本出版物中，息管我斌囡息可能基于官方資料來源(外交金放氾是、世界知現許杖組拱

文件等)作出分析，但在很多方面我也朴充了自己的親戚，遠些班車不一定反映世界知iRF杖姐欽的立場。

米暗伊﹒菲芥均可(Mihá1y Fic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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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吉

本苦的目前、錯樹和文件

1. 本有由八小部分組成z 本辱吉、六小指南(涉及 WIPO 管理的四+企釣和兩+奈釣)和一+木潛在編。

2. 撰有本《指南》的目的是財 WIPO 管理的版杖及相美杖奈釣( <<伯均可尼合釣》、 <<~耳公釣》、 《是

音制品企釣》、 <<JI星企釣》、 WCT和 wppn的安廣性奈款作出分析。述一分析不涉及送些文莉的行政

奈款和最后奈款。息管如此，方了保持它們的完整性和提供查闊的便利，后一笑奈款也被收入本《指南》

中。

3. 本早盲包含財版校及相失校園豚規蒞友展的簡要茄史回廟，以及其才各文有之間的美系的描述。本喘

不包含批准或加入迫些文桔的固家和其它可能的安体的名鼎，因均速科名草的最新形式可以在WIPO間站

(www.wino.泊的上裝得。

4. 方了描述版杖及相美校園時規蒞的目史友展以及遠些規蒞之間的美系，本《指南》注概述了另外商

+不由WIPO管理的固豚文告，即由UNESCO管理的《世界版杖公釣)) (UCC)，以及每小因家或其它裝体

加入世界貿易組訊(WTO)之時即成方對事方的那些協定中的一小一一《勻貿易有夫的知祺戶杖協定》
(TRIPS協定)。息管本有末以指南形式封后兩+文有加以分析，但在封WIPO管理的各釣作出分析肘，迋

是在不同要成中提及四IPS協定的某些奈款(但未提及UCC，其重要住在逐漸減弱，原因在后面說明)。遠

里未收是逛商+規范的全文(TRIPst1J定可)ÀWTO岡站(www.wto.ore:)上荻得)。

回史背量

5. 現在的版校及相美校園時保妒制度主要(恩管不完全是))À 19 世紀歐洲因家之間盤叮的現迪協定投展

而來(三百肘仗涉及版杖，因方相美杖直到 20 世紀才戶生)。述些現迫掛定一般是以園民待遇原則并結合一

些最低限度的文各方基繭的。述神在版杖及相美杖領域的固師協定的錯拘是:又才另一或其它蜻釣方園民

錯予園民待過的文勢，結合各婦釣方必須封遠耕固民捨予最低水平的保妒，而不考慮給予本囡囡民的保

妒水平:遠神錯拘自那肘起一直作方典型沿用至今。

6. 述神錯拘之所以成方必要，是由于各固制度存在差昇，達科差昇不仗在于給予保扣的水平，而且來
自作方這些制度的基袖的法理現品。自此有美版校的圍內立法最初存在以末，就有兩神根本不同的体系，

即現在所林的普通法系和大陪法系。

7. 有美版校的普通法系是JA英固君主授予的印刷特杖炭展而束的。 1709 年(或 1710 年)， 4安妮女王卉扁
了述一領域內如哥自尼掌現一般的新篇章。她三自肘〉恃授杖印刷(寞制)其作品的杖利賦予了作者本人。在遠

一体系下，保妒的中心要素不是作者勻其作品之間的美系，而是作方一神戶物的作品本身。給予保妒的

目的是肘避一步的創作性活功提供造貴的激勵。它被概念化方社金勾作者之間的一科掛放z 如果堆創作，

權就可以使企余荻得他的作品，因均他特享有一段有限肘闊的保妒。

8. 大陪法系有不止-1'-源失，但最具抉定意文的可以追溯到法園大革命吋期。若肘，作者封其文掌和

主朮作品中的杖利被以一手中“自然杖利方式"得到承說，至少部分得到承試。遠些作品中的根利被視角其作

者“最神主的財戶"(1a propriété la plussacrée)，因方遠耕作品被看作是人美精神的戶物，因此是其作者人格
的表述。 rz:生于述兩耕哲掌件系中的i午多差昇至今在基于它們的版杖制度中依I日存在。送些差昇美系到
版叔的一些基本問題，渚如作者身盼、“作品"概念、原創性磕磕、版根本身及相芙校的區分、杖利的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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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層以及銓薛杖利的可特吐性。除了主要的哲掌体系的區別外，迋有其它的差昇，因方各圓其起的版杖

立法是在本固狙立友展的。

9. 述些差昇体現在各科各祥而且不斷增加的渚多現迪協定上。在 19世紀下半卅，逗笑掛定不但數量大

而且相古畫祟，以致不可避免地促使進祥一料想法戶生:最好能用一↑草租的合釣來替代它們，而以前

所有的現迪合作方均可成均按合釣的虫事方。且然攻迫協定提供了一定法律技朮和示蒞作方參考，但制

定一神多迪文苦的任各盎然更方宣祟，而且制定旨在棋世界范圍遁用的規范也需要建立思可能抗寞的法

理基咄。制定一+浦足遠些要求的合鉤的必要靠各工作，是由固陳文掌和乞求協金(且必)在其几吹大金

期間卉始的，井接近完成逛一工作。

10. 座 ALAI 的情求，瑞士朕邦于 1884 年、 1885 年、 1886 年在伯均可尼接連召集了三吹外交金說，并在第
三吹金說上通述了《伯$尼保妒文掌和主朮作品企釣)) 0 ì車舍的以園民待遇原則方基拙，但也硝定了眼

盟(含釣規定由全体蜻釣方建立)所有成員固必須捨予其它成員囡囡民的最偏水平的保妒。

11. <<伯示尼企釣》的安E質性奈款在 1896 年至 1971 年之向修訂垃數吹。 1896 年在巴黎、 1908 年在柏林、
1928 年在~.!古以及 1948 年在布魯塞永召卉的外交金圾，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座技朮造步一一如景音技朮(即

制作是音制品或唱片)、接影朮、元錢屯、屯影攝制朮的出現一一而且推劫了版杖法的自身友展(例如己促

成喃令人精神杖利，庭止以履行手縷作方保妒奈件，以及喃立最短保妒期限)。室主垃遠些努力，合鉤的 1948
年布魯塞均可文本己銓包含了版校保妒在所有重要方面相對祥細的規則。

12. 在 20世紀 50年代和 60 年代， <<伯示尼合釣》迎未了園時居面上保妒文化成果的“伙伴"。首先，通
述了一+新的固防版校舍鉤，然后又通述了一令保妒相失校(即虫肘所林的“都接根")的合鉤。

13. 1951 年，在 UNESCO 的主持下，制定出《世界版枚金釣)) (UCC)井裝得通泣。述主要是在美圓的倡

放下完成的， ì衷囡囡方其本固立法的某些特殊性廣(例如存在不符合《伯想尼企釣》要求的作方保妒奈件

的手接和有美版杖保妒期限的宣奈規則)而不能加入《伯均可尼仕的》。若干拉丁美洲固家參勾了逛一倡圾，

因方它們不是《伯示尼公釣》成員圈，而是此前已銓在它們之間以及和美團締結了學鈞。在喃定 UCC所

要求的保妒水平肘，考慮到遠祥的安險情況z 即各圓的非瘟民化避程已銓卉始，那些新出現的狙立因家(后

未車拉克“友展中因家")似乎明星封加入一小要求立即建立高水平的保妒制度的公釣心存疑慮。這些需要考

慮的各科拓准，使得通泣的合釣在很多重要方面均勻《伯加尼合釣》不同。 UCC 位就座授予的根利規定

了一些相道概括的又婆子，而且它准t午遁用手續要求(但又才 UCC 的其它成貝固簡化了手續的履行，規定只需
指明一+掠准化的筒草版杖括氾即可)。

14. <<伯示尼告釣))(及 UCC)的另一+新“伙伴"是《保妒表演者、最音制品制作者和尸播姐紋的固陣合釣》。

按合釣在保妒知現戶杖耳其合圍防局個IRPI-世界知怎Rrz杖組欽的前身)、UNESCO和 ILO 的戰合主持下，

于 1961 年在~耳適泣。保妒i主些“新"神獎的受益人的要求己詮因技朮投展而出現。是音技朮已銓捨表演
者帶來了問題，而尸播可言目始與大量存在以及屯視的出現隨后使遠些阿題加劇。最制表演的是音制品，

以及財送些是音制品和現場表演的f播屯視持翰，成了危隘的竟爭者，危及了很多表演者的就主lk机舍。

因此，}Á他們的角度未看，授予他們充分的杖利(授校的根利或至少挑逗神“竟爭者"的活功中荻得披酬的

杖利)是合理的。是音制品制作者要求保妒他們的最音制品免受未詮授校的愛制也是可以理解的。最后，

尸插姐棋也加入了前兩笑道事人的行列，要求保妒它們的尸播令自免受未詮授校的特播。達科保妒封它

們末班似乎是必要的，尤其是就它們的常目中設有得到版杖保障的那些要素(靖宜日某些事件的組家播披)
而言。

15. 最初的想法是在版杖制度中錯予追些客体和新受益人保妒。逛一伺題在伯示尼朕盟的几吹修叮金坡
上也曾吋捨址。事宴上，一些固家(主要是遵循普通法持統的固家)果用了述一解決方案，而且它們之中有

些仍在東用。但逛一解抉方案被承主人元法被普遍接受，而逛一事安辱致在長肘間的第各工作之后，制定

并通述了<<~耳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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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司合釣》一直有“先驅者合釣"的特鼠，因均在它挨得過垃肘，只有很少的園內立法就它所涵蓋的

三美受益人規定了夸口的根利。也是出于逛一原因，除了像《伯加尼企釣》規定的捨予園民待遇的文努

外，依照<<~耳合釣》鴨定的最低火勢的水平也相滑較低(且件來說，比《伯均可尼企釣》規定的低得多)。

17. 加入<<~耳告釣》的園家的數目增長比較接慢。逛一數目有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遵循普通法恃撓的

自家財加入最合鉤的共趣不大，因方它們主人均是音制品和尸播常自己有資格受到版杖保妒。在相失杖方

面，在一段肘期內，沒有什么行劫乘促進制定一令美似版杖領域內的 ucc 遠科“拼梁金釣呵述神行功只是

隨著祖IPs tJJ.定和 WPPT 的起草和生效才出現的)。但技朮投展限制了遵循不同法律待銳的因家一起努力，

至少共同解抉一些黨迫的伺題。述早致通述了兩令新公鈞一一《是音制品公釣》和 tJ!星企釣》。

18. 制定《主義音制品全釣》之所以成方必要，是因方更容易座用的新畫制技朮正早致景音制品盜版日漸

普遍。按合釣銓垃迅速的第各工作后于 1971 年在日內瓦迪泣，其目的在于夸口計其才述科成肋現象提棋保

妒。它投有規定任何寺f1的根利，佼佼指明了有共是音制品盜版的最危隘的行方，并規定締釣方有:x.努

錯予追三目的保妒來制止述些行方:同肘它在履行追神文勢所座用的法律技朮方面捨予了諦釣方很大的自

由。

19. 1974 年在布魯塞均可通道的 tJ!星公釣》也可以看作是一+反盜版奈鈞。其目的在于計財通信E星倩

翰的“常自信哥"的盜版提供保妒。像《是音制品全釣》一祥，它也有很大的更活性，准t午締釣方自由進捍

措予保妒的法律手段。但由于它的涵蓋范圍比較窄，只有相封較少的固家加入<<_TI星合釣》。它的道用
范間投有T展到直播E星，同肘，隨著通信E星的容量和功率的增加，以及消費者直接在得信哥的可能

性的增長，越來越多的人造E星己銓不在按合釣的保妒蒞圍之內。

20. 勻此同肘， <<伯怨尼企釣》的最后兩吹修訂也于 1967 年在斯德哥均可摩、 1971 年在巴黎完成。它們出
于下述原因而鎧常被車拉克“李生修訂" :即到 1971 年均止，斯德哥示摩文本中只有行政奈款和最后各款(它

們涉及法企釣在 BIRPI特交方 WIPO方面的行政改革)生效，而日漸明里，它的~)j質性奈款(第 1 奈至第 21
奈及技定暫)則不大可能得到足移數目的固家批准。那些安康性余款除了說定有之外，設有鎧迫任何~1Pt

性斐功即被納入巴黎文本。后者但在一小方面避行了真正的交更，即用一+重新磋商的附件替代了故定

有(逛一附件服各于同祥的目的，即提供有利于投展中困家的特蔥規蒞，只是保妒水平不同而已)。

21.在 1967 年斯德哥示摩修叮金坎上，除了釣文的一些其它斐更(可以看作是法律技朮改造)外，更重要
的是就兩組問題避行的修改z 第一姐是美于視昕作品的根利，以及遠些杖利的原始阻屑、行使和特址，

連同某些有美推定的向題:第三姐是友展中因家提出的個題(由于 20 世紀 60 年代初期前后非蘆民化過程

的加速，逗笑伺題比以往任何一吹外交合坡上提出的都要多)。遠些國家提出了兩令被主要失控的特殊阿

題。第一+是民間文學童朮創作的保妒，第三+涉及遠些回家財比較容易地義取用于教育、科學浩劫和

研究的作品的特殊需求。外交金說結束肘，述兩+問題被主人均均已得到解抉，但情況并非如此。如同后

面美于《伯均可尼企釣》第 15 奈第(4)款的現明中所甘拾的，被F哲赫滑民間文掌古朮提供保妒的規定不遁合

解抉述一伺題。此安展中固家的現戚來看，斯德哥示摩文本的故定有(作方法文本的宴廣性奈款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的希望要大得多，因方它提供了在相豈忱惠的奈件下~行強制i午可的可能性。盎然，在一些工

~化因家的出版者看來，述些裝件則迂T忱惠了。在適述的案文中，送些固家加入斯德哥均可摩文本已銓
被硝定方一令特別奈件。它們的班底古了上風，設有必要數目的固家加入族文本，因而斯德哥海之摩文本
的安1pt性奈款設有生殼。

22. 伯均可尼朕盟 1971 年巴黎蜂叮含混就是因方上述挫折而召卉的，而且如上所述，財《伯示尼合釣》釣

文所作的唯一安盾性修改，就是以一+利益相美各方均能接受的附件取代了故定有。除此之外，斯德哥

示摩文本的安康性余款(第 1 奈至第 20 余)被直接移植到新文本中，而投有任何斐化(遠就是前面提到全釣
的斯德哥均可摩修叮和巴黎修叮有吋被車拉克“寧生修叮"的原因)。伯力支尼聆盟的修訂合說是勻 ucc 的修訂合

攻戰合組旗的。在后者的修叮金披上，安J9i上也就有共新通述的有利于友展中國家的強制件可制度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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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勻《伯均可尼企釣》附件中包含的)相同余款。此外注作了一些其它修改，使得 UCC 規定的最低保妒水

平略有提高。

23. 如上所述， <<伯句:尼企釣》自 1886 年通迂吋起，一直相對有規律地避行修叮，大釣每 20 年一吹，直
到 1967 年在斯德哥均可摩和 1971 年在巴黎過行“寧生修叮"。同祥，如上所述，遠些修訂含混且体上是方了
回座新技朮的友展(堵如最音技朮、攝影木、元錢屯、屯影攝制木和屯視)而召卉的。在 20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出現了相對數量的非常重要的新技朮投展(隻印技朮、視頻技朮、便于“家庭磁帶是音"的盒式磁

帶系撓、 E星尸播、有錢也棍、越來越重要的計算机程序、汁算机戶生的作品和屯子數揖庫等)。在一段
肘期，固跡版杖界遵循著“有指旱的友展"描略， 5而不是當斌建立新的園跡規蒞。在<<~耳企釣》涵蓋的

相美杖方面也遵循了同一曲略，它JA未被修叮泣。 WIPO各↑机拘(最初詮常勻UNESCO合作)制訂了建坡、
指早原則和示蒞奈款，向各固政府提供如何座滑新技朮的挑曲的指辱。且体上，遠些指專以其才現行固豚

規范的解釋(如有共計算机程序、教掘庫、“家庭景制"、五星「播、有錢屯視)~句基拙，但也包括一些新的

結准(如有美軍制品的友行和出租)。

24. 在所謂“有指辱的友展"肘期，遠祥提供的指辱財各固立法戶生了相對重要的影啊，并財全世界的版校

友展作出了貢獻。 6但到了 20世紀 80年代末，仗仗提供指辱被承說己徑不移了，有釣東性的新回豚規范
斐得必不可少。戶生述神情況的一+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不能充分枷滴地座財新技朮的挑晶，各固法

律卉始納入不同的要素，不但是在倩繞上留蛤園內立法自行規定的迫耕細常方面，而且是在團隊版校規

蒞的一些基本要素方面(作品的神英、杖利和例外)，述引起了越來越多的有美造用固民待過的沖突。那些

在新領域給予了比較慷慨的高水平保妒的因家，斌囡尋求并采用一些法律理始和技朮手段，以避免它們
所感到的一神不合正的草方面負扭(相封不移慷慨的伯示尼聆盟成員固而言)。

25. 除了需要修叮~廣性版杖及相芙杖規蒞外，超出現了另外商+需求。第一，由于重制技朮的屯速度

展(能移以極低的戚本制作大量完全相同的靈制品)，盜版行方己盤成:Jg破杯聲小版杖及相美校保妒制度的
現象，因而需要有更加有效的執法程序和制裁。第二，就涉嫌造反現有知怎grz校舍釣規定的文齊而盲，

現有知棋戶校舍釣提供的解決爭端的唯一可能性一一特爭端訴情固院長法臨一一按說均不足以安現封固廠長

規蒞的遵守。

26. 新規蒞的靠各工作始于兩+拾括:一+在《美稅勻貿易且掛定)) (GATT)烏拉圭閩台談判的框架中:

另一小在 WIPO，最初在一+寺家委員舍中，后末在兩l'平行的考家委員金中(一+特制定《伯均可尼合釣》

的“說定有"，另一↑在起草一項“新文有"以更新有美表演者和是音制品制作者根利的固豚規蒞)。在一段

肘期， WIPO兩小委員舍中的第各工作被曹壤，因方那些相失固家的政府希望避免滑烏拉圭回合中更方寞

祟的勻貿易有央的知怎grz杖(TRIPS)放判F生任何不期望的干拔。

27. 四IPS 協定(連同勻《耳拉喀什建立世界貿易組訊協定》相美脹的其它協定)于 1994 年 4 月通泣。它
設有捨有美版杖及相美叔的安M性規范帶來多少斐化。它所要求的保妒水平勻《伯均可尼公釣》和<<~司

合釣》的保妒水平相重(察院長上，除有美精神杖利的各款外， <<伯航尼公釣》的~M性奈款己徑通道引証

而完全納入法枷定)。所增加的是就如何遁用現有規范所作的某些澄清(例如滑汁算机程序和教掘庫)，而

真正的呂定廣性改遊仗体現在兩小方面z 一是在附帶某些奈件和倒外的情況下碗汰了某些科獎的作品(即汁

算机程序和視昕作品)以及是音制品的出租根:二是特表演者和是音制品制作者根利的最短保妒期限JA20

年( ((~耳合釣》所規定)延長到 50 年。

28. 然而，更方重要的是， TRIPS 協定包含兩小具有助史研值的新要素，遠在知現F校園廠長保妒制度中一
直是缺少的， flP: 第一，它的第田部分(第 41 奈至第 61 奈)包含美于知l.Rrz杖執法的非細規范:第二，
它特有效的WTO爭端解快制度延伸至知1Rrz杖(尪包括WTO成員在不執行爭端解抉机柏的裁決吋受到貿

易制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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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四IPS枷定通道后，出現了一令新局面。 TRIPS 故判察隊上是在 1992 年 12 月錯束的。在遠之后，由

于改過的庄縮算法和糾錯系統以及其它技朮的友展，互耳其岡卉始了它稱宴可耳目的r展，并卉始作方一小
文化和信息戶品的安隊市場以及盜版者的友行渠道而出現。剛剛結束的貿易談判沒有机舍重新卉始。因

此， WIPO 洽括被用來避一步更新版杖及相失杖固時規范，它突然再吹斐得不可缺少了。

30. 早在 1993 年 3 月， WIPO就卉始集中地解抉數宇技朮封版校及相失校的影咱伺題，三自肘i表姐欽在哈

佛大學召卉了有美述一主題的世界研i寸金。遠l'試題也是 1994 年 6 月 WIPO在巴黎召卉的美于版杖勻都

接根的未來的世界研i寸金上美注的焦慮。 1995 年 5 月 WIPO 在墨西哥城召卉的美于全球信息基咄設施中

版杖伺題的世界研吋金上，逛一甘地仍在繼續。最后， 1995 年 10 月 WIPO在那不勒斯本舟的美于保妒信
息社金中智力創作的世界拾話，提供了一+机金來且錯有共以何神方式底河數字投朮和互朕岡帶來的挑

曲的各科班慮。

31.然而，具体的靠各工作是由上面第 26段中提到的WIPO商+寺家委員金(“伯想尼故定有委員金"和“新

文唱委員金")宋傲的。考慮到所涉及的問題的靈索性，遠項工作(其避程在 TRIPS 協定通社之后加快)在相

財較短的肘間內即促成 WIPO 于 1996 年 12 月在日內瓦召卉了外交合攻。外交合攻適述了《世界知1Rf=杖
組棋版杖奈釣)) (WCT)勻《世界知怎R;n:杖組餌衰演和是音制品各釣》仰PPT)。三且各有 30份批准或加入述

兩丹、奈釣的文有提交 WIPO ，且干事保存肘，它們相繼于 2002 年 3 月 6 日和 2002 年 5 月 20 日生效。

32. 固時新聞界特WCT和WPPT串串方“互膜同各釣"。述一表述斐得非常通用，甚至在WIPO的正式文件中

也詮常以逛一方式提及逛商l'奈鈞。 WCT和WPPT的存在固然是因方它們封數字技朮、特別是滑互融阿提

出的最鱉迫的挑晶作出了反店，但理由不但仗在于此。述兩小奈鉤的淡判和通泣，在某科意文上采用了
勻在田IPS枷定的情況下果用的相同技朮手段z 即兩+奈釣包含全部現有的安康性規蒞，并用新的規范使

其自身得以完善。因此，逛商+奈釣要求的保妒水平可以被描述方略高于《伯怨尼合釣》或<<~司合釣)) , 
也略高于祖IPS枷定。<<伯均可尼企釣》的~廣性規范通迂引直被納入兩小奈釣，一些完整的象款則是通述

“愛制"<<~司合釣》和四IPS協定的規蒞而納入的(有吋有一些微小的措醉~改和法律技朮上的斐劫)。由

法指出，述祥“軍制的"四IPS#}定的規蒞只失系到法掛定中少數新的有美版校及相失校的安康性奈款，而

不涉及祥姻的執行奈款:盎然， WTO爭端解決机制封述兩+奈釣也不通用。由于含有除沿用《伯示尼公

約》和<<~耳合釣》奈款之外井超出TRIPS協定的那些要素，述兩+奈釣才值得赫3句“互膜岡奈釣"。送些
要素或多或少是指根掘 1996 年外交合坡的所謂“數字說程"制定和通泣的那些各款(及有夫的故定再明)0 7 

33. 數字說程基本上涵蓋了四↑何題: (1)畫制的概念和寞制根在數字耳境下的造用; (2)座遁用于交互性
數字恃翰的根利; (3)例外勻限制在新玉不境下的道用; (4)有美技朮保妒措施和杖利管理信息的文勢。數字

改程中的遠些“項目"以及外交全坡上就注些項目:果取的解抉方案，在下面 WCT和 WPPT 的指南中吋尬。

有美版根及相美校的各+企釣及其它各釣(~ (伯克R厄企釣》到 TRIPS協定1之間的行敢性和宴蹟性美熹

34. <<伯均可尼企釣》不但是最早的固時版杖文苦，而且即使現在也是版校及相失校領域內的公釣及其它
奈釣的隻崇錯拘中最基本的要素。

35. 作方起鼠， UCC 是作方設有加入《伯怨尼合釣》的那些固家的一道“耕藥"而適述的，以使它們能修

或早或退加入逛一合釣，同肘保証給予它們園區長保妒。<<伯均可尼企釣》被看作是提供述一領域內真正造

舍的園時粽准的文苦。因而推妒《伯示尼告釣)) ，防止伯然尼膜盟成員固可能向 UCC 特移，被主人均是十

分重要的，因:Jg后者要求錯予的保妒水平要低得多:它采用了一些余款束硝保述一“耕梁"只是草向一一朝

向伯均可尼釀盟一一適行。 UCC 中增添了一小“附加青明"，它成方法企釣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規定，

(1)如果某固在 UCC通道之后退出伯永尼朕盟，那么依照《伯均可尼企釣》以接團作方起源園的作品，在伯

示尼朕盟成員固持不受 UCC 的保伊; (2)只要伯示尼朕盟成員圍之間的美系涉及其才作品的保妒，而送些作
品又以伯均可尼膜盟某成員固作方《伯jF尼合釣》意文上的起源園， UCC)悔不通用于述神失系。就是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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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某固不可能退出《伯然尼公釣》而加入 UCC; (2)隨著 UCC 成員圖加入《伯均可尼企釣)) ，在i主些團家
勻伯示尼耳其盟其它任何成員圍之間的美系中 UCC}悔不再造用。迫使得 UCC 的重要性隨著《伯怨尼合釣》

成員固數目的增加而戒劇性地減弱了。

36. 在《伯忽尼公釣)) (及 UCC)勻<<~司合釣》之間也建立了黨密的眼系。依照后一合釣第 24 奈， ì表公

釣只有伯示尼朕盟和(或)UCC 的成員園才有資格加入。

37. <<是音制品企釣》及<<J!星企釣》設有句《伯均可尼合釣》或((~司合釣》之間建立制度化的耳其系，

遠是由述兩+舍的的宗旨和性廣抉定的，它們服各于勻汞音制品及「播信哥盜版作斗爭。因此，它們向

耳其合國所有成員卉放，而不以述些圖家批准或加入任何其它文唱方前提，并在履行述兩+奈鉤的文努方

面錯予蜻釣固很大的見活性。

38. 上述由 WIPO管理的合釣勻 TRIPS~定之間沒有行政性美系。但 TRIPS~定勻《伯示尼企釣》之間

以及在某些方面勻<<~耳企釣》之間都可以找出特定的~)j質性美系。

39. 就《伯均可尼合釣》而吉， i主耕宴E實性美系中最重要的因素是， TRIPst都定第 9 象第 1 款規定， WTO 
成員(均受讀枷定釣東)“座遵守《伯示尼公釣)) (1971)第 1 奈至第 21 奈[失于精神杖利的規定(基本上指第
6 奈之二)除外8] 及其附素的規定。"其它要素是，最協定第 1 奈第 3 款規定了《伯示尼告釣》中受保妒費
格的括准(注錯底)的比照通用，美于回民特過的第 3 奈提及井准吟道用《伯示尼告釣》就錯予追耕待遇的

文各規定的例外。根掘法協定第 4奈(b)，錯予固民待過的文努的相同例外，也可以作方倍于“最惠固待遇"

的文勢的例外來造用。

40. TRIPS 協定在美于相失校的第 14 象中，也利用了《伯示尼合釣》的上下文。按奈第 6款規定了《伯
均可尼企釣》第 18 奈(美于文努遁用的肘限)封表演者和是音制品制作者根利的比照遁用，而i衷奈第 3 款則

就授予尸播組銀i宴款提及的相美校規定了一神造擇自由(即“在遵守《伯然尼合釣)) ••• ...規定的前提下"倍
于「播哲目的內容通過的版杖保妒)。

41. TRIPS 協定第 2 象第 2 款包含一+有利于《伯想尼告釣)) (及 WIPO 管理的其它告釣)的保障余款。 i宴
款就《伯均可尼公釣》規定z “本協定第一部分至第四部分的任何規定不得背寓各成員可能在...... <<伯均可尼

公釣)) ••• ...現下相互承拒的現有X勢。"由此看末， TRIPS 枷定被承主人也是《伯均可尼告釣》第 20余規定的

“特別~坎"，因此它不能以任何方式辱致伯均可尼膜盟成員圍之間的美系中保妒水平降低。

42. M. πIPS~定勻《伯力支尼公釣》之間的美系未看，讓協定第 10奈第 1 款值得特別注意，它規定z “汁
算机程序，元始是源代喝起是目赫代間，座作方《伯力之尼企釣)) (1971)項下的文字作品加以保妒。"遠是
在伯均可尼酷現之外封《伯想尼企釣》的解釋。在《伯忽尼企釣》的上下文中分析述一解釋性余款的有效

性，可能是一令具有挑曲性的任勢。但是述一步可以省略了，因宛如同后面美于 WCT第 4祟的說明中所

吋拾的，伯均可尼朕盟成員固已銓接受了逛一解釋。

43. TRIPS枷定勻((~司公釣》之間的安康性美系則不十分緊密。息管如此， ì衷協定第 1 奈第 3 款、第 3

奈和第 4象(b)也相座提及井比照造用了 <<~1告公釣》規定的受保妒質格的掠准和固民待過的例外。第 14

奈第 6 款第一句起建立了一小重要的宴盾性融系，它規定z “任何成員可就第 1 款、第 2款和第 3 款授予

的根利，在 <<~1主告釣》允祥的限度內，規定余件、限制、例外和保留。"最后， ì亥枷定第 2奈第 2款包
含了像有利于《伯均可尼合釣》一祥有利于<<~司合釣》的同一科保障奈款(以此默執法掛定也是<<~司合

鈞》第 22 奈規定的特別枷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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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T及 WPPT 勻《伯克K尼企釣》及(~耳企釣》以及每 TRIPS協定之間的美系

44. WCT及 WPPT勻以上括題中提及的几項文持之間的美系十分軍祟，以致有理由草狙封送些美系加以

分析。

45. 首先以 WCT 卉始，座i表現明的是，它是《伯均可尼企釣》第 20 奈規定的一小“特別掛說九述耕地位

的會文和法律殼果在后面美于 WCT第 1 奈第(1)款的說明中作出分析。此外，遠耕地位衰明， WCT勻《伯
均可尼公釣》之間設有行政性美系。屑于《伯均可尼企釣》成員固不是加入 WCT 的一↑奈件。

46. WCT勻《伯均可尼公釣》之間的嘉庚性美系，同四IPS枷定勻《伯起尼企釣》之間的美系具有相同的

性庚，甚至更方密切。 WCT第 1 奈第(4)款在某科意叉上座用了1RIPS掛定第 9奈第 1 款座用的相同法律
技巧，即它規定錦釣方有J足各遵守《伯力吉尼舍的》第 1 奈至第 21 奈及附件(區別在于，它未特失于精神杖

利的規定排除在外)。勻 TRIPS i1J.定第 1 奈第 3 款笑傲， WCT第 3 奈也提到《伯力支尼合釣》規定的受保妒

賢格的掠准。而且， WCT第 1 奈第(2)款也包含一+在伯加尼膜盟成員固之間的美系方面有利于《伯示尼
企釣》的保障余款。

47. WCT第 4 奈可以看作是以 TRIPS 掛定第 10 奈第 1 款所采用的相同方式封《伯示尼公釣》的解釋，
息管在措辭上勻 TRIPS 協定的奈文多少有些不同z “汁算机程序作方《伯想尼企釣》第 2 奈意文下的文掌
作品受到保妒。此神保妒遁用于各計算机程序，而充拾其表述方式或表站形式如何。"述一品由美于按奈

釣第 4祟的故定F明避一步碗試。銓 1996 年外交金放過泣的其它說定FE明也可以看作是滑《伯均可尼企釣》

的間接解釋。美于“教揖YL編(教揖庫)"的第 5 祟的故定再明宣林， ì表象勻《伯方吉尼合釣》第 2 象相一致。

在奈釣美于例外勻限制的第 10奈第(2)款的其中一小混定青明中，也包含一↑美于法款造用蒞園勻《伯$

尼公釣》中涉及同祥內容的規定相比較的美似表示。最后，美于 WCT第 1 奈第(4)款的故定青明，方《伯

承尼公釣》失于寞制叔的第 9 裝在數字玉不墳下的通用，提供了一小有份值的解釋。

48. 如同下面美于 WP叮第 1 祟的說明中所吋培的， WPPT座被看作是<<~司合釣》第 22 奈規定的一小“特

別協定，'，息管述-ß_未被草狙指出。象釣第 1 奈第(1)款起包含一小保障奈款，以磷保<<~耳公釣》在i真
象釣締釣方之間的可遁用性。

49. 需要指出的是，在 WPPT 勻 WCT(或《伯示尼企釣》或 UCC)之間，設有美似上面第 36 段提到的<<~

耳公釣》勻《伯均可尼企釣》及 UCC 之間的行政性美系。就是說，未加入 WCT 的固家也能加入 WPPT，
而且伯均可尼朕盟(或 UCC)的成員團身份也不是加入 WPPT 的奈件。

50. 句頂IPS 掛定第 1 奈第 3 款笑似， WPPT第 3 象也提到<<~耳告釣》規定的受保妒資格的綜准，并特

送些棕准的遁用延伸至改裝鈞。

51.現在來吋槍 WCT及 WPPT 勻 TRIPS 協定之間的美系。座旗指出的是，豈 WCT及 WPPT 的響各工作

到了具有抉定性的最后附段肘， TRIPS i1J.定已室主義得通垃并生效。述其才于在 WIPO 各委員舍中一些最而未

抉的阿題方面的第各工作有著棋根影吶，遠些阿題在 TRIPS 協定中己鐘以各科方式得到解抉，渚如計算

机程序和教揖岸的保妒、出租校以及表演和是音制品杖利的保妒期限等阿題。達科祺極影吶在于述一事
要z 即完3頁再就迫些伺題避一步談判，而有可能只是特有失 TRIPS 協定的規范納入述兩小奈的，作方新

的現代園時棕准的組成部分。

52. 但肘 TRIPS 1:}}定上下文中某些阿趣的赴理，也限制了依照逛商+新奈釣蛤予保扣的蒞園和水平。某

些回家的代表因反靈F明，它們不准各在可能F生f大保妒范圍或提高保妒水平的錯果的情況下，就達

些問題“重新卉始"談判。遠并不意昧著 WIPO逛商+奈釣中有美奈款的措薛必然句頂IPS 協定中的相同。

兩↑新裝釣中井未逼迫引征而納入球IPS 協定的每款，而是沿用了送些余款的內容，只是有吋在措薛上

有一些差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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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美于JA TRIPS#}定移植的遠些余款中的几奈，在 1996 年外交金坡上過述了一些改定青明，闡明 WIPO
述兩+奈釣中的遠些余款庫被主人均具有句頂IPS 協定中相座奈款同祥的會艾。但是，述些故定-ya明的法

律性盾和影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不同。

54. 美于 WCT第 4奈及第 5 奈勻四IPS 掛定相庇奈款之間的美系的兩令改定F哲明相獎似，察隊上在比照

意J/...上几乎是相同的 z

美于第 4 祟的故定青明=“按第 2 祟的解釋，依本奈釣第 4 奈規定的汁算机程序保妒的蒞園，勻《伯

均吉尼企釣》第 2奈的規定一致，并勾 TRIPS#}定的有美規定相同。"

美于第 5 奈的故定青明:“按第 2奈的解釋，依本奈釣第 5 奈規定的教揖~編(教揖庫)保妒的蒞園，勻

《伯jj\尼告釣》第 2奈的規定一致，并勻 TRIPS#}定的有失規定相同。"

55. 遠也可以看作是封田IPS協定在某科意文上的解釋:即息管 WCT第 4象及第 5 奈的行文旦得比 TRIPS

掛定第 10奈第 1 款和第 2款要概括一些，但是兩令說定F哲明指出， WCT 的逛商+奈款被視角“勾四IPS#}

定的有美規定相同。"然而，遠并沒有真正的安康性意文，因方就失于汁算机程序和教揖岸的奈款而吉，不

治以《伯示尼公釣》、四IPS協定注是 WCT 的奈款作方依揖，都几乎不可能因此而出現分歧的解釋。

56. 但 TRIPS 協定中有兩+奈款，美于財它們的解釋曾徑存在爭洽，而且特它們“靈制"在 WCT 中肘，通

垃了美于它們的故定育明。述些故定南明反映了在爭搶期間表述的一些立場，因而其它一些也室主垃吋拾

的意見未被果鍋。由此可見，述些故定青明在某科程度上斌圈脫寓四IPS協定的上下文未解抉遠些爭啥，

但3t~上的不免涉及每TR1PS 協定中的科獎相同的奈款。所有送些可能引起一些相對寞祟的伺題，它的

同祥涉及其才 TRIPS 協定有失規蒞的解釋。

57. 遠些余款和故定再明中有一小涉及 WCT第 7 奈第(1)款(有失是音制品的出租板)。如同下面所吋尬的，

逛一奈款的行文沒有(而且由于背景不同也完法)逐字重靈呢1PS掛定的相美奈款(第 14奈第 4款)。息管如

此，昆是過垃了下面有美 WCT述一奈款的故定戶明 z

“不吉而喻，第 7 奈第(1)款規定的文各不要求婦釣方財依照法鋪釣方法律未授予其封是音制品杖利的

作者規定商~性出租的寺有杖。道一足五"'P:ð重JEJ/;爭年 TRIPS 赫定~14 接浮宮 4 Jl:.ifJ-j走。" [強調部

分用斜体字表示。]

58. 述一說定戶明最重要的特性并非在于它閻明，某一在措向上勻 TRIPS枷定第 14 奈第 4款不完全相同

的規定仍勻法款相一致(且然遠本身舍是一小很令人美注的“交叉解釋"情說)，而是在于它宴廊上解釋了第

7 奈第(1)款，同肘晴示依照述一解釋戶生的又各也勻放IPS#}定的述一余款相一致。如果考慮到逛一設

定再明只是反映了那些可能作出的解釋中的一神，而且它們以前曾詮引起、以后仍然可能引起意見分歧，

它的達科特性金更加明星。

59. 息管述一說定戶明在原則上是但就WCT第 7奈第(1)款通泣的，但是同祥如下面所付尬的，它封WPPT

美于表演者的出租校的第 9 奈第(1)數也有美似的影吶。

60. 美于此放IPS 枷定移植的另一奈款，其中一+伺題就是，勻《伯示尼企釣》相比較，它是不是一科
附加的成分。述一奈款就是 WCT第 10奈第(2)款， i哀款規定z “締釣各方在遁用《伯均可尼企釣》肘，庫特

財按合釣所規定杖利的任何限制或倒外限于某些不勻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融、也不完理地損害作者合法

利益的特殊情況。 "TRIPS 協定第 13 奈似乎設有提到《伯均可尼公釣>> ，因方它規定z “各成員封寺有根作

出的任何限制或倒外規定位限于某些特殊情況，且勻作品的正常利用不相沖突，也不得完理損害杖利持

有人的合法根益。"但由于述一奈提到的寺有杖主要(在大多數情況下也磷要)是《伯jj\尼企釣》中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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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寺有根(而且依照祖IPs t1J.定第 9 奈第 1 獸，它們必須也在法協定下造用)，因而JA<<伯航尼企釣》上
下文中的例外和限制的遁用未看，遠商令各款可以說是相同的。

61.遠正是美于 WCT第 10奈第(2)款的故定青明第二段也可以看作是WCT 勻 TRIPS 枷定之間又一小“交
叉解釋"情況的原因。接段規定z “......不言而喻，第 10 奈第ο)款既不縮小也不延伸由《伯$尼企釣》所

允祥的限制勻例外的可通用性范圍。"如同后面所付槍的，美于財 TRIPS 協定第 13 奈的迫神“等同化"解

釋，意見并不完全一致(息管它似乎硝察是正嘯的)。

62. rz:.生的阿題是，遠些“交叉解釋性"改定青明連同)Á TRIPS 掛定移植的奈文(但措辭并不且是相同)，是

否金肘解釋和通用 TRIPS t1J.定的相直象款有任何影吶。有-#-似乎相豈肯定:在脫高 WTO 的扭扭S 協

定上下文的情況下通泣的有美甄別協定的青明，不金(至少不金自功)釣東 WTO下的 TRIPS 机拘，清女日

四IPS 理事金或爭端解決机梢。只有遠些故定;a明可以看作是《誰也納祟的法合釣)) (1969 年 5 月過注)

第 31 奈第 3 款規定的“道事園闢后所叮失于象釣之解釋或其規定之遁用之......協定"吋，情況才可能是遠

祥。但是很明星，息管t午多通垃述兩+奈釣和有美放定青明的固家也是 WTO成員，但是 WTO成員的蒞
間勻上述固家的蒞團迫不足以站到完全重舍的地步:因此，述手中制后協定就很誰說是在所有WTO成員之

間叮立的。然而，任何 TRIPS 主管机拘又很准完全忽略 WTO很多成員參勻適迂送些說定再明的事裳。元

疑，達科“交叉解釋"至少也特需要在四IPs t1J.定上下文中加以考慮，不治它最龔是否被主人均是抉定性的。

在各指南中財有美金釣和各鉤的解釋

63. <<伯$尼告釣》、 <<~司合釣》、 《是音帝tl品兮的》和 <<JI星企釣)) ，以及 WCT和 WPPT均未就其

本身裝載的解釋問題作出規定。因此， <<維也輛裝釣法企釣》第 31 奈和第 32 各持被用作解釋下面達些文

有的依掘。

駒. <<誰也納企釣》第 31 奈和第 32 奈規定如下z

“第 31 奈

“解釋之通則

“1. 奈釣僅依其用培按其上下文并參照奈釣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叉，善意解釋之。

“2. 就解釋奈釣而言，上下文除指連同卉言及附件在內之釣文外，并皮包括:

(吋 全件對事固間因締錯奈釣所叮勻奈釣有失之任何協定:

(b) 一+以上對事固因締錯奈釣所叮井銓其它對事固接受方奈釣有美文有之任何文苦。

“ 3. 座勻上下文一并考慮者尚有=

(a) 對事固樹后所叮美于各釣之解釋或其規定之造用之任何掛定:

(b) 關后在奈釣遁用方面喃定各道事圓滑奈釣解釋之協定之任何慣例:

(c) 通用于對事固向美系之任何有美固你法規則。

“ 4. 倘銓喃定對事固有此原意，象釣用培座使其具有特殊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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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奈

“解釋之朴充賢料

“19ì正安由遁用第 31 余所得之意又起見，或過依第 31 奈作解釋而z

(吋 意又仍屬不明或准解;或

(b) 所接錯果壘厲荒謬或不合理肘:

;每萌定其意又起見，得使用解釋之朴充賢料，包括奈釣之靠各工作及婦釣之情混在內。"

65. X才逛商奈座朴充商品說明。第一息說明是: <<維也銷合釣》仗造用于它生效后通泣的象鈞。因此在原

則上，它持不遁用于《伯均可尼企釣》和<<~.!告公釣》。然而，第 31 奈和第 32 奈規定被視方(而且胡安也是)

園時慣側法框架內形成的各項原則的一科法典化。因此，它們勻述兩小較早的合鉤的相美性也鹿得到承令人。

66. 第三息說明勾被納入 WCT和 WPPT 的《伯均可尼公釣》和<<~耳合釣》的安廣性余款有失，而且勻逛

一伺趣的美系更方密切z 即上述作出解釋的依揖f‘上下文"、可能的“鬧后協定"和“樹后慣例"、某些措辭

和表述的“特殊意文"以及“奈釣之靠各工作及締釣之情況可是仗每兩+新祟的有失，足是也涉及《伯眉之尼

企釣》和<<~耳企釣》的錯站和沿革。

67. 揖主人方，述一伺題的正硝答案是:可能的樹后掛定和制后慣例的上下文，不治勻《伯力之尼企釣》及

<<~司合釣》中的措辭和表述的特殊意又有失，起是勻述兩小企鉤的第各工作及鋪釣情況有失，均座予

以考慮。否則就任何遁宜的奈釣解釋而吉，其最重要的目綜和余件一一甫一+奈釣必讀作出善意解釋一一

均不可能得到漏足。遠-~財《伯均可尼合釣》的安康性奈款特則明哨，因方 WCT并非筒草地“軍制"了遠

些象款的文字，而是使蜻釣方履行遵守《伯示尼企釣》送些象款的文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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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 出版物第 615 哥(英)， 1978 年。

2 WIPO 出版物第 617 哥(英)， 1981 年。
3 WIPO 出版物第 816 寺(英法西兩照)， 1980年。根揖前吉，它“基本上是 GyörgyBoy也a博士的作品"。
4 美于是述兩年中的哪一年有些不喃定:或吽逛商+年骨都正嘯，因均按合肪和l日即分別計算的年甜可能有所不同，
5 

amRicketson 于 1986 年在其著名的槍述《伯均可尼舍的》的有中提及遠神友展模式: “基本上， 6有指旱的友展，

叫乎成方 WIPO 的現行政策，它推功有美阿盟蒞間的研究和吋始的活劫滑近年未囝時版杖保#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參見 SamRicketson: <<伯均可尼保妒丈掌和草木作品企釣: 1886-1986>> , Kluver，恰獸，1986 年(下帶“Ricketson" )，第 919

頁。

6 計算机程序是一1-f良好的安側。 1985 年 2 月， WIPO 召卉了美于計算机軟件保妒版根問題寺家組金訣。對肘起只有五
+因家在立法上明硝承令人計算机程序的版杖保妒z 澳大利亞、甸牙利、印度、菲律寞和美固(其它一些圍家基于對l側法

捨予追神保妒則是另一回事)。基于 MichaeIK.eplinge呵美固寺利商輯用，鼎盛頓，哥佮比E特區)的面面俱到的研究掘

告和勾金者的弘真甘地，最金說使計算机程序的版祖保妒有了決定性的笑蔽。值得一提的是，同年 6月和 7 月，以下

四圍在其制定法中規定了計算机程序的版杖保妒z 法園、梅固、日本和英固，

7 不要勾輯方一般的 WIPO數字改程何IPO文件 WO/GAJ24/11Rev.)相、混淆。
8 迪里使用“基本上"的原因是z 息管在《怕永尼告的》中，是第 6 奈之二特別規定了精神杖利，但在企釣的其它奈款中

足有一些要素可以看作是由第 6奈之二派生的。頂IPS 枷定的起草者也考慮了述些派生要黨，國方第 9 奈第 1 款第二

旬規定z “封于法[伯均可尼]企釣第 6 奈之三授予或提生的根利，各成員在本掛定項下不享有根利或文勢。"在遠方面，

座 WIPO 大金要求而編穹、 1996年出版的題均 <<TRIPs i*定財 WIPO 管理的裝釣可能戶生的影咱》的 WIPO研究撤告

(第材4 寺(英))作了以下分析z “ TRIPS -WJ.定設有規定哪些杖利是此《伯京尼告釣》第 6奈之三 4源生'的。措弘舟，

《伯均可尼舍的》第 10奈第(3)款規定的根利可能就是迫祥一神杖利。依照告各第(1)敦和第(2)載，在某些情阻下，作者

不得反封未控其授杖而財其作晶過行引用，或反對未握其授杖而在教學垃程中特其作品用于解說。<<伯$尼告的》第

10奈第(3)款是就進些所謂的 4合理使用，規定必須指出作者姓名的。換吉之，它規定了作者身掛杖必讀受到尊重。因

此，四IPS 掛定看宋排除了封伯均可尼企釣第 10 奈第(3)款的遁用，就是說，根掘四IPS 枷定，上述引用和解說完須指

出作者姓名。迫同祥造用于《伯$尼告釣》附件第 IV 象第(3)款，最載規定， 4在根揖附件第二奈和第三奈友錯的吽

可証出版的埠本或寞制本的所有靈制品上都庄列出作者姓名。'此外， TRIPS 掛定位乎起在下述蒞圍排除了封伯島之尼

告釣第 11 奈之二第(2)款的遁用，按款規定， 6在任何情況下，遠些各件[即可以根揖第 11 岳之二第(2)款規定的各件]

均不座有損于作者的精神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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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R尼保妒文學和乞求作品合釣>> (巴黎文本， 1971年)宴E質性各款指南

序言

本同盟各成員圈，共同受到息可能有殼、思可能一致地保妒作者滑其文學和乞求作品所事杖利的思聾的載

舞，

承試 1967 年在斯德哥$摩拳行的修叮舍故工作的重要性，快定偕叮斯德哥$摩含混過述的舍的文本但不

更劫礦企釣文本第一至二十奈和第二十二至二十六祟，

下列盤字的全校代表蛙交磕全根置有執均妥善后，義掛說如下E

BC-Pr. l. <<誰也納奈釣法舍的)) (下草草《誰也納全釣)) )第31奈第2款明抽指出，學鉤的序吉座視方奈釣釣文
的一小組成部分。 9 }A封奈鉤的解釋魚度來看，原則上序言部分勾按每鉤的學款具有同等地位。但呂定廊上
序言并不真正包含(各釣的)規蒞性要素:它通常指明目的和宗旨，并(或)現明勻奈鉤的起草和通i立相美的

某些事寞。星而易見，主要是序言中提及其目的和宗旨送些要素可以肘奈釣起到解釋作用。這一錯地也可

以此《雄也銷合釣》第31奈第1款推斷出， ì亥款規定z “象釣皮依其用手吾按其上下文并要府發昂之 f/ 49.是SF
S所具有之通常意文，善意解釋之。" [強調部分用斜体字表示。]

BC-Pr.2. 自《伯均可尼公釣》最初的1886年文本通社以束，第一段和第四段持統上己作方序言的部分內容，
始興包含封適迂法文本的某些比較祥姻的說明。 10 第二段和第三段則包含封1971年巴黎文本的說明性內

容。因此，只有第一段需要作出宰廣性分析。

BC-Pr.3. 序吉第一段在青明“本同盟各成員固.......息可能有效、思可能一致地保妒作者滑其文字和~*
作品所享杖利的愿望"肘，郎以概括的衰述指明了企鉤的目的和宗旨。(“本同盟各成員園"、“文學和重朮作

品"、“作者"的概念以及使用“作者封其文掌和重朮作品所享杖利"述一表述的意叉，特在下面句公鉤的相

美奈款一并加以分析)。同盟成員園(即告釣締釣方)的宗旨(“愿望")是“思可能有效、思可能一致地"保妒“作

者封其文學和草木作品所享杖利"。

BC-Pr.4. 同盟成員圓的宗旨的要景之一是使保妒述些杖利的規范座“思可能一致"。勻“協調化"相比，“一

致化"似乎是一小更方雄心勃勃的目掠，而且在某科意叉上，它也体現了參勻1884年至1886年伯承尼外交
金放的一些代表固的想法=即再鎧述數吹修叮后，合釣座投展成方一神“世界版杖法"。在《伯示尼合釣》

(和園時版根規蒞的且体1t展)的漫長助史中， i主神水平的“一致性"并未宰現泣，而且不槍豈吋迪是現在它

似乎都不是一神真正現寞的想法。

的一神最佳的和理想化的抽象聽根目;粽J‘掛調化"一向看來更符合述一過程，固障i吋才洽所使用的3宴每除上也

正是述一木培而不是

BCι-p趾r丘 蛤予“恩可能有效"咐的保妒i述主一目掠衰明了封作者杖利錯予有力的和行之有效的保妒述科意囡，

在滑公釣的宴E盾責性奈款作出解驛肘氾住迋一慮是很重要的。星然，“息可能有效"的保妒未必是指兌借想象

力和法律技巧可以安現的思可能的高水平保妒。“息可能"述一表述似乎也指囡除社舍不得不采取某些較低

水平的規蒞所考慮的兩小可能的原因z 第一，某些固家的鎧詐和社金奈件可能不允吽采取息可能的高棕准:

第二，文才作者給予有效保妒的公共利益需要勻其它一些企共利益保持平衡。

BC-Pr.6. 上述述些考慮貫穿于《伯示尼企釣》的整+眉史中。第一吹伯示尼外交金說(1884年)主席
NumaDroz的下違背明是封逛一貞的最好印証，他在閉幕醉中說:“思管一些代表固可能希望封作者根利捨

寺吏治「汪東一致輛裝亭，但也積宴需要這畫考慮這一事安:即我4月2令其成功而努力的那些理想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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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相期待看到其加入同盟的各科各祥的霞客只能揖序辯道地宴琨.此外，逕必須考慮另一事安:骨地才

離9至ff!}，展掰一-ilf科:是每禹.本λR9)l)l~~-.是公并相互PIf嘉求，材。如果不保留某些畫制的便利奈件，日

益增長的大余化教育的需求就永逗得不到浦足，但遠神便利奈件不座蛻交方濫用。述些就是我們在全釣草
案中尋求調和的各神不同的現品和利益。，， 11 [強調部分用斜体字表示。]

第 1 盔
[同盟的建立J 12 

遁用本金鉤的國家均保妒作者滑其文學和意朮作品所事故利鑄成一+同盟.

BC-1.1. 述一奈不包含真正的安廣性規定。如果特逛一各省略，“造用本舍的的固家"的杖利和文勢不金

投生任何斐化。可能有一神稅法，即逛一奈逐是有必要的，因方它指出了企鉤的目的和宗旨 z “保妒作者
滑其文學和草木作品所享杖利。"但情2日井非如此，因方序言已明磷指出了目的和宗旨。

BC-l.2. “道用本企釣的團家"是企鉤的成員園，即合鉤的錯釣方，它們所建立的“同盟"則是蜻釣方整体。

在合鉤的各奈規定中頻繁使用了“本同盟各成員園"述一表述，其會文也是“婦釣方九使用錯成“同盟"和“造

用本企鉤的國家"的概念而不使用“轉釣方"述一表述是有目史上的原因的。 13 但在本指南中做乎投有理由

吋治迫些原因，因方本指南被主人jg主要肘企鉤的~J9i性奈款作出現明。

BC-1.3. 在述一奈中，使用了勻序吉第一段相同的表述:“滑其文掌和主朮作品所享杖利九指出遠科中

性表述是很重要的，它的使用絕非偶然。企釣的起草者斌圈避免使用任何故符合某些(而不造于其它)版杖

思想流派的“帶有意現形志的"表述和概念。

第 2 各

[受樣是戶的作品: 1. “文芋和乞求作品"; 2. 可能的商定要求; 3.派生作品; 4. 官方文件; 5.)~ζ編; 6. 保串戶又各;

保爭的受益人; 7.妥用乞求作品和工益品丹現改汁~. 8. 新聞

1. “文學和草木作晶"一呵包括文學、科學和乞求領填冉的一切成果，不槍其表現形式或方式如何，
靖如有箱、小冊于和其它文字作晶g 嚼課、讀啡、游道和其它岡樂性盾作品:講蟬j或音康藏別作
品 z 舞蹈草木作品和啞翩z 配祠晶未配祠的尿曲z 屯影作品和以堯似攝制屯影的方法表現的作晶z

圓圓、抽圖、建銳、雕塑、雕刻和版面作品z 攝影作品和以突似擾影的方法表現的作品z 察用意

朮作品g 勻地理、地7輯、建鏡或科學有夫的插閩、地閩、設計團、草固和立件作品.

2. 本岡盟各成員圍得逼迫圍內立法規定所有作晶或任何特定科獎的作晶如果末以某科物廣形式固

定下來便不受保妒。

3. 翻譯、改編、原曲改輔以及財文學或重*作品的其它斐劫鹿得到每原作同等的保妒，但不得損害
原作的獻技.

4. 本間盟各成員圓滑立法、行政或司法性盾的官方文件以及遠些文件的正式譯本的保妒由其圍內立

法硝定。

5. 文學或乞求作品的在鋪，積如百科金者和遍集，凡由于財材料的遍擇和編排而拘成智力創作的，

區得到相區的、但不損害缸翰內每一作品的版扭的保妒，

6. 本學所提到的作品在本間盟所有成員圍內享受保妒.此神保妒系均作者及其根利繼承人的利益而
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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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遵守本企釣第七學第四敵之規定的前提下，本間盟各成員圍得逼迫圍內立誰規定其措律在何特

程度上遁用于~用乞求作品以及工過晶平面和立体設計，以及此耕作品和平面每立件設計受保妒
的各件.在起海國佼佼作均平面勻立件設計受到保t戶的作品，在本岡盟其它成員固只享受各讀固
錯予平面和立件設計的那神寺叮保妒z 但如在最圍并不錯予追神寺叮保妒，則遠些作品格作竭盡
朮作品得到保妒，

8. 本~鉤的保妒不遁用于日常新聞或鈍厲撤刊消息性盾的社合新聞.

第(1)款:“文荐和乞求作品";一般概念

BC-2.1. 第2奈第(1)款中包含兩小要素:第一，“文掌和草木作品"概念的要成:第二，封述獎作品的非祥
思列車。

BC-2.2. 在上一段里，使用于“文掌和主朮作品，概念的要肘，述一表述而投有果用‘“文學和重朮作品，概念

的定文"逛一表述，是因jg遠里充法提到一令完整的定文。

BC-2.3. 且然未在第2奈第(1)款中明硝規定，但在使用“作品"和“作者"述兩令密切相美的木梧的合釣上下

文中，表明只有厲于智力卻們哪些成果才能林方作品(因此，只有其智力創作活功便遠耕作品戶生的那

些人才能輯方作者)。遠是文掌和吉朮作品的概念的第一小基本成少。

BC-2.4. 逼迫和修叮《伯均可尼企釣》的局改外交金坡的泊是反映了一息: 即合釣第2奈第(1)款未明硝規定
作品是智力創作，是因均作品概念的述一要景被主人均是不盲自喻的。

BC-2.5. 所有述一切在1948年布魯塞怨慘叮金披上得到明磷闡述，且根告在提及某些神獎的作品肘強調z

“向未有一科班息說方設有必要具体說明遠些作品拘成智力創作，因jtu---X畢誼(l.l!/丈字和古拉#品，指

已捏在4吏用一小本唔，它意味著正在談始.........文掌和乞求范疇的智力磁帶.晶體可見郭世R斜塔芒手表示。 1

BC-2.6. 仕的釣文本身也有一赴直接提及遠一事宴，即只有智力創作才能赫jg作品。它并不在全釣失于“文

掌和2朮作品"的第2奈第(1)款中(如上所述，遠在法款中是星而易見的)，而是在美于t[繡的第2奈第(5)款
中(法款強調文學和2朮作品概念的述一要黨被主人均是必要的)。

BC-2.7. 根揖逼迫和慘訂合鉤的局改外交金誠的記景，里而易見，作品被說均是智力創作逛一要求，并不

意昧著作品座具有符合(工~tz:校領域的)“新穎性"概念的全新性，而是意昧著它庇具有/.f.-t!/逝。

BC-2.8. 然而，使用研-t!/1d.概念的方式并不完全一致。依揖某些固內法(主要在遵循普通法持撓的固家)，

只要文掌和草木領域的成果層于“控能和費功"或“辛勤旁作"的錯果就慘了:其它一些圍內法(在某些遵循大
陪法持統的固家)則采用了較先F格的原創性撞撞。依照后一英法律，文掌和草木續域的成果屑于智力創

作的結果遲不侈，証需要具各另外一+奈件:即在一定意叉上，它必須是一神“体現作者1'-性"的“小人"創

作。

BC-2.9. 息管固內立法中仍然存在原創性概念方面的差鼻，但遠神差昇有一神逐漸被化的超勢，而且上述

不同的思想流派和法律件系在述一方面已出現了某科趙同。遠神炭展起向可以概括如下z 草純的“辛勤努

作"不足以便成果被萌主人均作品，它運必須是一神智力創作。但同肘遠也是唯一的奈件:換吉之，如果超

出草繩的智力創作奈件而要求某耕“更高"水平的創作性，或要求在某科程度上“体現作者+性"，則是不合
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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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2.10. <<伯示尼企釣》中并未包含像《勻貿易有夫的知怎Rf=杖協定}} (TRIPS t1f定)第9奈第2款和《世界
知祺戶校組銅版杖奈釣)} (WCη第2奈中所包含的有失所謂“思想-表述二分法"的特別規定。但逛一原則的

可以此“成果"述一適用表述的基本會文中引申出來，即草繩的思想(層于一般朮唔，上述TRIPS掛定和WCT

的規定方加以闡明而朴充了社程、操作方法和教掌概念)不受版校保妒，而只有思想的具体的原創性表述

才受到保妒。草繩的思想里然遲不拘成一科成果，它只有在詮迂闡友而形成一神具体的表現形式肘才特化

方一科成果。

BC-2.ll. “不捨其表現形式或方式如何"述一短活也可以看作是指“思想.表述二分法"，因均可以說方上

一段中所作的闡述己詮反映了草繩的思想不足以受版校保妒逛一基本原則，而“表現"一祠的使用說明了智
力創作可能形成的方法。如果特注意力放在其余部分一一“不治其......形式或方式如何"，逛一短培注可以

看作是另一基本原則的反映，即版校保妒不取抉于某科南美i罪份或具体表現形式的性盾和品展。

BC-2.12. “丈尹"和“古拉"述兩+形容詞涉及文掌和主朮作品概念的F二小差拉成.少。

BC-2.13. 座古指出，息管一般而言， <<伯均可尼公釣》用“文羊和重朮作品"述一表述來指出保妒客体，但

在公釣第2奈第(1)款中，除“文掌"和“草木"逛商+形容向外，逐出現了第三小形容向“#芋.，。不泣，肪吹
外交金圾的氾是均清楚地反映出，第三令形容河仗仗用于指明絕不能接文地解釋文掌和主朮作品的概念，

例如，主人均“文掌作品"但指“純文掌"或小說美“虛拘丈掌"作品，“乞求作品"則仗限于缺隘的H美朮"范疇。
形容謂“科學"在倩述“文掌和主朮作品"概念遮屠意思上做乎井不是不可缺少的，它似乎也容易令人漠解。

之所以如此，是因方科掌領域內的作品受到保妒的原因并非它具有科掌性，而是它厲于文字、捨面或棍昕
作品形式或文字和(或)草木領域內另一成果形式的智力創作。

BC-2.14. 形容向“文掌"必須理解方所有以文字、數字或其它任何美似符哥表現的面向培言和信息的成

果，不拾它們是否可被每一1'-人現別或是否編屑(此而只能被能調則和使用法代闊的人挨得，或通迂使用

造盟的設各藐得)。形容謂“草木"在述一上下文中涵蓋除“文芋"之外所有可能的表現方式和形式。

BC-2.15. 公釣的絕大多數奈款均延伸至整件“文掌和重朮作品，'，很少有某一規定仗涉及文學作品或乞求
作品或某一神獎的作品的情況。息管一些作品可以看作是鈍“文掌作品"(如短篇小姐、博歌或科研掘告)或

鈍“主朮作品"(如油面或雕塑)，但也不息然。情況向來并非如此，尤其在“多媒体作品"肘代。“文學和主朮
作品"逛一短港區被理解方一神法律或技朮表述，就某一特定作品而盲，一般充須硝定它可以看作是“文掌

作品"運是“主朮作品九述一表述涵蓋了所有智力創作，不治它們厲于文字領域、 2主朮領域，注是既厲于
文字領域又厲于踅朮領域。

第(1)款:“文字和乞求作品";非祥本到拳

BC-2.16. 第(1)款在指明了上面吋尬的“文掌和乞求作品"概念的要息后，又封這些作品遊行了非津厚的列
幸(ì宴款述一部分卉端“皆如"一向明硝指出了列幸的非祥惡性)。

BC-2.17. 在筒草地制施以非祥息方式列幸的各獎作品之前，有必要JA“文掌和草木作品"概念的涵蓋蒞圓

的角度未吋~一下列幸的非祥惡性的會又是什么。第一，遠一列幸遇述指出迪里是指哪些神獎的“文掌........
和乞求領域內的.......成果"，示例和硝試了法款第一部分所包含的內容。第二，里而易見，又才達一列掌中
提到的作方文學和苦朮作品的所有成果錯予保妒是一項文努(只要它們在層于智力創作成果的意又上具有
原創性)。

BC-2.18. 息管在非祥厚的列幸中列出某一獎作品的作用十分明硝，部不能混未列出述祥一美似乎符合

“文掌和重木作品"一般概念的成果的作用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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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2.19. 美于逛一方面似乎有商店是十分肯定的。第一，在非祥厚的列掌中列出某一獎作晶亮疑是一神
比較保隘的做法。第三，但又不能說，如果投有明硝列出某一美“文掌........和記朮領域內的......成果，'，即

使它符合第(1)款卉端概述的“文學和乞求作品"的一般概念，也沒有財述一笑成果錯予版校保伊的合釣JI..努

(述祥滸有悍于第(1)款的明文規定z “‘文掌和草木作品，一兩包括文掌、科學和乞求領域內的一卸成果"[強

調部分用斜体字表示])。但如果某一笑遠祥的成果未在非津厚的列掌中列出，承主人它屑于一英文掌和主朮
作品則是浦公釣第2奈第(1)款的解釋伺題。

BC-2.20. 如果絕大多數錦釣固(“同盟成員固可承主人某一笑成果方文掌和重朮作品，就有可能提到“樹后慣

倒"，它本身是《誰也納企釣》第31奈第3款(b)規定的一科重要的解釋依掘。但就某些成果是否座受到《伯

品尼企釣》規定的版杖保妒的爭故而言，只有一神可能采取的解抉方法，就是特它提交園時法院:但遠在

《伯示尼企釣》的目史中未被証賽克一神可行的机制。正因宛如此，全釣的修叮金說一般傾向于在速成充

分一致的奈件下，適注在非譚厚的列主善中列出某些新科獎的成果，來解抉任何可能戶生的美于它們的疑肉。

BC-2.21. 述一持鏡得到延續，因方團隊版杖規范的避一步更新是通述果用草祖的“特別掛坎"(尤其如
祖IPS協定和WCT)而不是週注重新修叮《伯示尼告釣》宴現的(息管官IPS協定格WTO行之有效的爭端解

決机制延伸至知棋戶杖，因此也有可能直接基于保妒“文掌、科學和乞求領域內的一切成果"的一般文努，

適迂遁用那一制度而闡明滑新出現的一笑成果的版杖保妒)。

BC-2.22. 美于財必須作方文掌和草木作品受到保妒的成果的4Þi!ß..F1iï益，下面几段位作了概述，因方設
有必要就所有神獎的成果作出祥姻的界定和描述來加重本指南的負扭，它們大多數的合文是十分清楚的

(即使財其中某一科美仍戶生疑何，本有最后的朮培tc編也金提供它的定文)。

BC-2.23. 在非譚厚的列幸中列出的作品似乎可以分方下面提到的迫些科矣。

BC-2.24. 持~Ii~ ，J、訝于和J軍官丈宇伊品組成第一矣。值得特別加以分析的是“其它文字作品"述一概括的
神矣。它的蒞園板尸，投有理由斌圍以一神限制性方法滑它避行解釋。它涵蓋各神文字作品，不拾它們的

固定方式如何，主題如何(是小說、非小說英文掌、科掌、技朮、匿掌或美似寺~著述，連是信息的有面

壘示)，可以被懂得某一特定自然罷吉的每小人直接理解，注是用代再來表述，或是需要借助某科設各來

感知。遠就是令人均底格計算机程序看作是“文字作品"的原因(在下面美于WCT第4奈的現明中舍比較祥細地
吋洽逛一息)。

BC-2.25. 第二美一一#束，聲就 'ilfi草和古軍官月萃，崖&-1t品一宴廣上勻文字作品投有區別，它們在被
固定后就可能具有文字形式(在遠神情況下，它們在形式上也投有區別)。之所以特它們草祖列出，是因均
達些作品最初往往是以口述形式而不是以有面形式創作的(美于作品的固定作方版校保妒的一+可能象件

的問題，參見下面第(2)款和美于它的說明)。

BC-2.26. 第三美一一時都或~ -1-/fi ~4!/帝"耳;學嚴古拉掙回岳和'SE.冉一的共同要素，即它們都是方供舞台

演出而創作的。就創作品一般以文字形式固定，因而它們在非祥惡的列巷中既可以看作是第一獎，也可以

看作是第三裳。音王長勵作品也以文字和音符固定。舞蹈作品和“啞制"的固定可能金困雄一些(因均沒有像

文字作品和音原作品那科長期萌立的固定方式和手段)，不垃也起是有可能的(如同下面美于第(2)款的現明

中所提到的，在《伯示尼合釣》釣文的友展泣程中， i主些作品的固定阿題是以特定方式出現的)。逛一獎
作品基本上含有某些“隨意性成分"，因方舞台演出早演有作出某小人貢獻的空間。如果述神貢獻具有原創

性，有尖的舞台演出即可看作是滑故作品的特定改編，其本身也可以受到版杖保妒(美于商作品的改編和

其它改功的保妒，參見述一奈第(3)款:美于改編杖，參見下面第12象)。

BC-2.27. lie均fl::t ;It/fe均ñ9ff..rIi1組成第四矣。遠些作品一般也是固定的，原曲以音符形式、歌向以文字形
式固定。但音法作品也可能是通垃現場演出而以具有原創性成分的即失表演形式創作的。盎然，就這耕作

品而言，作方版杖保拼的一神可能每件的固定問題也舍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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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2.28. 第五美一一也影伊品和d菜街揖fþIJtllé9才按其lÆé9伊品一一在校新的固隊和圍內規范以及
法律著述中控常被赫3句“視昕作品九但遠一表述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并不完全准嘯，因均不具有任何“昕賞"

成分的草鈍“視賞"作品，也被看作是在述一笑的涵蓋蒞間內。

BC-2.29. 第六美一-IBJÑt. )，時戒嚴且也誰都和成品伊品一也有一令共同的名字“美朮作品"。在某特

意文上，比較造宜的做法是持“和'宇放在“版面"一祠的后面，再加上“其它美朮作品"述一概括性朮唔，因

方借助錢奈、色務和形狀創作述獎作品的方式方法是干差方剔的。(盤于述一款規定的胡說‘.......~朮頓域

內的一切成果，不治其表現形式或方式如何"被“文學和全朮作品"概愈所涵蓋的一般文勞，格達一獎作品

看作如同扑克了逛一概括性朮唔，盎然是很合乎情理的。)“美朮作品"述一朮培也有助于強調逛一獎作品

勻下面吋拾的安用盡朮作品一笑之間的區別。

BC-2.30. 在第(1)款的奈文里，諾諾伊品出現在前一殷列幸的“美朮作品"中。但遠些作品所具有的某些特

征完全有理由使它們草狙成方第七裳。遠些特征辦及遠一事安:即建筑作品服各于安用目的，它們是技朮

性建鏡物。具有意叉的是它們勻真正的美朮作品相提并槍，因而使人注意到一息:即b人版杖保扣的~息來

看，重要的不是技朮解抉方案而是它們具有的乞求性。

BC-2.31. 第}\.獎由擾，影伊品和d是做品flJú9;:$;;善其lÆ#1tJlr.組成。《伯示尼舍的》詮述几吹修訂才使攝

影作品接近于被完全視同其它神養的文學和踅朮作品。然而，即使是在全鉤的1971年巴黎文本中，逛一避

程也投有最重每完成。仍然存在的一店區別是=依照合釣第7奈第(4)款，遠些作品的最短保妒期限較短。(遠

獎作品被完全視同其它神獎的文掌和主朮作品是通垃WCT第9奈宴現的，它消除了仍然存在的最后-ß_區

別:美于法奈的現明中描述了有失達美作品的園時版校規蒞的友展。)

BC-2.32. 特7ißJ~求帶品分出未作方草狙一獎一一第九美一一是十分合乎情理的，因方《伯均可尼企釣》

規定了特別保妒制度。述一底尤其反映在第1奈第(7)款的規定中。因此，述一特別制度將在美于改款的說

明中避行分析。

BC-2.33. 勻地理、地影、建義或科字有美的插雷、地窗、最封雷、草盟和立4事件品質L試試玄學和乞?已有♀
品的非譚厚列主詳中的第十美(最后一笑)。它們被明硝提及使人注意到一項原則z 即具有申美性不是版杖保

妒的奈件，而且創作目的(不限于安用盡朮作品的特殊情沮)也不相干。

BC-2.34. 'if $~也控/吭嚴:JI:羊和:ß~要講 fþI/ø早是新近胡說的三獎最重要的文學和草木作品，述三美均勻信

息技朮的盟主展相失。它們均未出現在第(1)款的非祥思列主書中。如上所述，汁算机程序在四IPS協定第10奈

第1款和WCT第4奈中已被硝主人方文掌作品，因而在美于WCT第4祟的說明中遊行吋拾。教掘岸的保妒在企

釣第2奈第(5)款中遊行分析，而且在逛一方面， WCT第5奈(美做于四IPS協定第10奈第2款)也閻明了財它
們的版杖保妒。就多媒体制品而言，它們星然座根揖《伯}j\尼企釣》第2奈第(1)款和(或)第(5)款受到保妒。
但其特定的法律特征描述伺題并未完全解抉(美于逛一鼠，參見后面朮潛在編中的相座向象“多媒体制晶")。

BC-2.35. 依照遵循普通法持銳的某些固向法，“作品"的概念比《伯均可尼舍的》的追些規定所鴨定的范圍

迋要尸涯，而延伸至某些神獎的戶物，特別是唱片(是音制品)和尸播市目，它們在其它因家的法律中被鴨

試方相失杖或“都接杖"的客体。至于“作品"概念的述祥一科f大的原因和結果，在上面的辱言中，以及在

某科程度上，也在后面失于<<~耳合釣》宴廣性奈款的有美規范的某些說明中過行了吋拾。

第(2)教:可能的醫定要求

BC-2.36. 作品的固定作方版杖保妒的一小奈件，送一伺題的最早出現勾舞蹈作品和啞刷相互其系。方能磷

主人和証明遠些作品的存在，固定被說均是必需的。因而在1908年柏林修訂金坡上，在財文掌和踅朮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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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佯思列掌中納入舞蹈作品和啞闢(默別)肘，朴充了其舞台演出(mise en scène)必須以“有面或其它形式"固
定遠一奈件。

BC-2.37. 1967年斯德哥示摩修叮金說封固定的問題再改避行了申圾。對肘有一科意見主人舟，財某些神獎
的成果要求固定而滑其它神美則不要求間定是不合乎還輯的，遠神意見被令人均合理而被采納。述祥，美于
上述兩獎作品的述一固定要求狀第(1)款中刪除，但勾此同肘，現在的第(2)款被納入第2奈。

BC-2.38. 由同盟成員國自行萌定是否要求以固定作方保妒奈件，進一考慮的意團是方那些立法包含遠祥

一神每件的園家(特別是美固)加入企釣卉辟道路。(但需要指出，逛一要求可以一一而且通常也是在一一合

理地遁用。例如，可以說方財現場表演避行同步固定即足以符合述一要求。)

BC-2.39. 固定是版杖保妒的一+奈件，但不是一科手續。

第(3)款:雄主作品

BC-2.40. 第(3)款提到的成果必續受到“勻原作同等的"保妒。在述一表述中，“原"字并不是按前面第(1)
款說明中i寸拾的“原創性"概念的會又出現的。作品按定文解釋就是具有原創性的，如果文掌和草木領域內

的成果不符合原創性要求，它根本就不合被“文掌和2朮作品"的概念所涵蓋。

BC-2.41. 使用“勻原作同等的"逛一表述，勻述一款所列幸的成果具有“派生作品"("翻譯、改編、'*曲改
編"以及河文掌和主朮作品的“其它斐劫")的性嚴密切相矢。它們具有派生性，因方它們是以呈現已有作品
某些要棄的方式航速些作品分化出來的。送些要蒙被令人均不仗但是已有作品的基本思想(因方如上所述，

遠神思想本身不受版校保妒)。同肘，除了此已有作品那里“借用"的要素外， i主些成果起必須包含一些拘

成智力創作此而具有原創性的額外要素。但如果肘已有作品所包含的要薰朴充了某些新的原創性要素，遠

些成果必須像作方其來源的已有作品(或其它任何未“借用"已有作品而直接創作的作品)一祥受到保妒。因

此在逛一款中，“原作"述一表途中的“原"字要廊上是“已有"或“非派生"的意思。

BC-2.42. 短謂“但不得損害原作的版杖，中的“原"字，具有勻上一段所吋拾的“原作"述一表述相同的會

文。不泣，遠里指的是已派生出翻譯、改編等作品的具件的已有作品(“原作")，述一短唔闡明了保妒源生
作品勻保妒作方其未源的已有作品(“原作弓之間的美系。保妒派生作品“但不得損害原作的版杖"的會又是，

在遠祥一獎作品中有兩重杖利:已有作品(“原作勻的根利和派生作品的根利。

BC-2.43. 但在安踐中，派生作品的授杖往往被簡化。遠勻以下事裝有美，即依照翻譯校和避行改編、編
曲和其它改功的根利(全釣第8奈和第12奈)，未詮受保妒的已有作品的作者授杖，不得創作當作品的派生作
品。因而在包含述祥一科授校的合同中，尤其可能釣定一科筒化的授根制度。

BC-2.44. 可能戶生的問題是，未銓已有作品的作者授根而創作的派生作品是否受版杖保妒。述一伺趣的

答案似乎座i真是肯定的。之所以如此，是因克思管演派生作品是侵害已有作晶杖利的戶物，但逛一事宴本

身并不意昧著未銓授杖而使用法派生作品就是合理的(有肘在遠方面合提到“霸駐物者亦方萌賊"的道理來

說明遠神行角，不迂達科比喻也不愿要三告，因方A人派生作品的作者那里所“偷臂"的不止是故作者JA原作作

者那里所“偷窈"的)。封于述一解釋的正喃性以及它在有美奈款通迂肘符合同盟成員固代表的意愿，修訂

合鉤的朋吹外交金斌的記最均未反映出E質疑。合釣最初的1886年文本仗規定了封“合法"翻譯的保妒(咨文

本中注投有保妒改編等成果的奈款)。但在1908年柏林修叮金說過述(在柏林文本中仍作方第2奈第(2)款)基
本上相對于合釣現在第2奈第(3)款的規定吋(后來在1948年布魯塞均可修訂金坡上仗作了一些非安廣性的文
字慘改)， JA釣文中刪除了“合法"一祠，以閻明沒有理由准許未銓授杖而“不受恁呀"地使用派生作品。 15

BC-2.45. 息管在1971年的巴黎文本中，翻譯及翻譯校的版杖地位勻改編及改編扭的版杖地位似乎相同，
但遠并不意味著翻譯和被翻譯作品之間的美系也勻改編和被改編作品之間的美系是相同的。翻譯的任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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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掌作品提供息可能忠安于已有原文的另一神培吉的版本。它的原創性要棄可以主人均在于以另一科潛吉

封原作的“再創作，'，即財相同的思想脈絡、相同的(~定廣性)感情表述、相同的信息描述等賦予一神新的“外

在"形式。遠在很大程度上取抉于原文的性盾是否允i午有創作余地。倒如翻譯一首待，只要不是一神“粗略

翻譯"(仗仗提供原作罷吉的財座向在)，通常都需要避行創作性的費功。另一方面，在忠寞地翻譯鈍技朮性

原文的情況下，一般沒有可能進揮不同的譯法，因而其翻譯不可能被硝訊方智力創作，也就不可能被車拉克

作品。

BC-2.46. 改編、編曲和其它美似改功的性廣則有所不同。它們并非像翻譯一祥完全不改斐原作的具体思

想、脈絡、感情表述、信息描述等。不治它們是用勻已有作品相同注是不同的培吉創作的，按定3l..解釋，它

們都要改斐原作的思想脈絡、感情衰迪和信息描述等。它們的創作性和原創性(述神厲性注明財它們給予

草狙保妒是合理的)恰恰在于那些不同于有美已有作品的要素。述兩神派生作品的不同性廣似乎說明了述

一事實:在最早的伯均可尼文本中，有美它們的地位的規定硝寞不同:只是在布魯塞示文本中，它們才藐得
“同等待過"

BC-2.4軒7. 如果考慮格文宇航一神真真培吉(口福或拉丁福等“死亡"培言:自然罷吉或世界清等人工活吉:

托斯卡納方吉等掠准培或那不勒斯方吉等地方培)翻譯成另一抖，“翻譯"的概念完全是不言自明的。但如

果格計算机程序特換方另一神“計算机培言，'，或}Á源代再轉換~ê掠代時，是否也可以看作是翻譯，起是

座看作是改編或“其它斐劫"，就不那么壘而易見了。遠神行方的法律特征描述被留錯圍內法自行碗定，但

元始如何，它們的版杖地位并不取抉于它們厲于其中哪一笑而有本盾的區別。

BC-2.48. “改編"的概念也十分清楚。它是指特作品特換油男一神体裁(如特小說改方戒廚j作品)，或均以

一科新方式使用而封作品過行特換(如創作某一作品的“帝本勻。作品的屯影改編三自然也是改編，但遠科改

編造用特別規定(見金釣第14奈和第14奈之三)。“原曲改編"的概念也完須祥細說明。但主疑需要解釋的是

“封丈掌或主朮作品的其它斐劫"的會文。不吉而喻，迪里并非指任何斐功，而仗指相封于原作的未斐劫形

式戶生新的原創性要寰的那些斐劫。察隊上，達科派生作品的星著例子不太容易找到。有吋提到漫函、打

油詩等諷刺性滑稽模妨(在它們不可能被車拉克改繡的程度上)，但如上所述，特汁算机程序特換方另一神計

算机“活吉"，或}Á源代商特換方自棕代間，也可以納入達一比較寬涯的神美中。

第(4)款:官方文件

BC-2.49. 第(4)款規定的理由是相~明星的。遠美官方文件必須能自由衷得(它們的謀得不依賴于私人授

枝)，以使企民和法人息可能充分地了解自己的杖利和文勢以及造局的有美抉策。

BC-2.50. 述一規定的象文也是不言而喻的。唯一值得強調的是，連一例外所涵蓋的只是那些真正的立法、

行政或司法性庚的官方文件，即那些由立法、行政或司法机拘捌定并通述的官方文件(如法律、行政裁抉

或法院判抉)。

BC-2.51. 既然星而身見，如果官方文件的譯本正式，通迂(只要它們被視方官方的，情況也喃要如此)，它

們必然成方官才丈徉，克什么述要另外提到達科正式，譯本呢?提出述一阿題可能是合乎情理的。 i主祥做可

能被視方完全多余，但它通常不舍戶生任何解釋問題，相反，它可以証安財逛一款余文的通過解釋。宰你

上，逛一問題的背后有肪史上的某些原因。在1967年斯德哥怨摩修訂之前，合釣仗包含可以特官方文件的

譯本(不限于正式譯本)排除在版校保妒之外的規定，因克思管公釣明嘯承主人了翻譯杖，但起投有承臥室制

校(在下面美于舍的第9奈的現明中避行比較祥姻的吋拾)。

第(5)款: )~ζ鴿

BC-2.52. 企釣在其1908年柏林文本中首吹規定了封在繡的保妒，但芷編注是作方一神“派生作品"受到保

妒。在法文本第2奈第(2)款中，它們勻翻譯、改編等一并提及。在1948年布魯塞均可修訂金坡上， 1[編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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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草狙一款(布魯塞均可文本第(4)款)0 ì宴款在1967年斯德哥示摩修叮舍坡上控重新編哥成方第(5)款，而未作

任何安康性修改。

BC-2.53. 由于在編勾第(3)款中提到源生作品的性盾不同，特它們JA派生作品中分出來似乎迋是合理的。

正繡作方作品受到保妒的一+要求是原創性，述一智力創作要蒙在在編中的体現勻在已有作品的特換(如

派生作品的情況)中不同。在編井不使它們本身所包含的作品食生任何斐更，它們作方作品受到保妒的根

揖是“由于財材料的進擇和編排而拘成智力創作"。

BC-2.54. 第(5)款規定捨予保妒的紅繡(百科全守主、進集、寺.ik治文集等)是丈苦苦和古拉伊品的~[編。但由

于根掘述一款規定而受到保妒的n=編所体現出來的智力創作，勻n=編中被造捧和編排的作品的智力創作要

薰乃至版杖保妒元美，三百然不能持述些作品也受保妒作;句:仁編受保妒的另一+奈件。不受保妒的作品(如

因未承扭合釣火勢，或厲于對肘尚充版杖保妒的古代作品，或出于任何原因而避入金有領域的作品)的n=

編，只要它們出于上述原因而拘成智力創作，同祥根描述一規定受到保妒。封逛一款末“但不損害紅編內

每一作品的版杖的保妒"述一短培座作相鹿的理解，它仗涉及享有版杖保妒的作品。

BC-2.55. 上一展中吋治的錯捨似乎是，不會有文掌和主朮作品的在編不能根揖第(5)款受到保妒。但既

然根揖遠一款，n=繡的創作性勻作方其組成部分的那些作品完美而仗表現在河其內容的遁擇和編排上，就

是說，既然承私人遠科成果作方作品受到保妒的根揖佼佼是封其內容的進擇和編排，那么仗仗因方其內容本

身不享有版校保妒，就特基于封其內容的原創性進揮和編排而相成智力創作的紅編排除在版杖保妒范間之

外，几乎不是一神合乎情理的做法。且然它們因不會有文掌和2朮作品而不能根措第2奈第(5)款受保妒，

但必須依照咳奈第(1)款封它們錯予保妒，因方依熙攘款，文掌和主朮領域內的一切成果一一所有原創性的

創作一一均必續作方作品受到保妒。正因方如此， WCT第5奈和四IPS枷定第10余第2款的規定座被看作佼
佼是在闡明同祥特述神在編(~[集)作方作品給予保妒的文努。

BC-2.56. 同祥是根攝企釣第2奈第(1)款，才能還豈地回答座如何理解按奈第(5)款“造擇和編排"述一衰途

中的“和"字的問題。硝切地啡，逛一阿題是:n=編被承主人均受版杖保妒的作晶，是否要求商其內容的造擇

和編排均具有原創性。根揖第(1)款，任何成果(任何智力創作)均被承訊方受保妒的作品，不拾它具有原創

性的原因是什么。因此，在編只要仗囡財其內容的過捍或仗囡財其內容的編排而具有原創性，即是以使它

享有版校保妒。所以，在第(5)款中，“進擇和編排"述一衰述中的“和"字座被理解:JiJ“和(或)"。息管如此，

在WCT第5奈和四IPS協定第10余第2款中注是使用了“或"字，述祥表述就使奈文更加明磷了。

第(6)款:保軟件品以及其幸作者及其款利鍵承人的利益給予保串戶的又寄

BC-2.57. 第(1)款至第(5)款概述了文掌和草木作品的概念，并封它們避行了非祥息的列寧。第(6)款第一
句就迫些作品規定了有美文勢，即送些作品必須在伯示尼同盟所有成員固均受到保妒。

BC-占2.58. 且然i官衷款第一旬的含文不吉自明，但第三旬卸井非如此o ì演衷旬似乎要求回答商小基本肉題z

(仰1η)“作者"的概愈是什么:οω)堆座被承主試人3均b“杖利鑑承人"

BCι.丑2.59. 就“作者"的概念而言，皮考慮到第二旬的行文強惆了遁豈使用逛一概念的重要性，以求勻靠各

工作期間作方基咄通泣的象文和共祺(反映在目吹外交金斌的記是中)戶生的錯果相一致。之所以如此，是

因克里而易見，按照述一旬，并非任何人均能被承主人均“作者"，足有必須考慮的某些因素。否則，迫句活

可以荒謬地表述方 z “此神保妒系方圍內立法可能指明的任舟又及其杖利鑑承人的利益而行便。"

BC-2.60. 且然《伯均可尼公釣》第2奈第(1)款未明碼闡述述一息，但企釣中使用“作品"和“作者"述兩+彼

此密切相美的朮活的上下文表明，只有拘成智力創作的那些成果才被承試方作品，因此也只有其智力創作

活劫使述耕作品戶生的那些人才被承試方作者。由此得出，法人由于本身不具有智能，一般不在“作者"概

念的范疇內。正如上面所吋槍的，通注和修訂《伯品尼企釣》的朋吹外交金斌的記是可以反映出，合釣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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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奈第(1)款之所以設有明硝規定作品系智力創作，因而只有自然人才能成方作者，是國方作品概念和作者

概念的上述要素均被主人均是不言而喻的。上面注指出，息管如此，企釣釣文中有一赴同祥直接提到只有智

力創作才是作品z 即失于在繡的第2奈第(5)款， ì亥款強惆了作品概念的述一要素，}Á而強潤了作者概念的

逛一要素被主人均是合理的。

BC-2.61. 遍現《伯示尼兮的)) ，“作者"一祠的使用會文均符合上面粗略說明的概念(逛一席此第7奈第(1)

款美于保妒期限的基本規定來看尤其里看，最款〉恃作者的死亡肘向作方保妒期限的起算成)。企釣息管准

吽圍內法承主人除作者之外的法人或自然人均原始杖利所有人，卸投有提到“作者，'，而是使用了一神中性的

表述一一“版杖所有者"(參見第14奈之二)。

BC-2.62. 但需要指出的是，公釣第14奈之二第(1)款第二句閻明“屯影作品版杖所有者享有勻原作作者同

等的根利。"法句不但指出“版校所有者"勻“作者"未必是同一人，而且注明硝了一正是:在遠神情況下，版

校所有人享有的根利勻作者所享有的完全相間，即使官所有人是除作者之外的自然人或法人。因此，可能
F生的-1'-伺題是，如果特井非“作者"的原始版杖所有人(堵如可能聶于法人的制片人)經宜林1.J“作者，'，
其中是否硝宴挂有某手中安康性區別。如果同盟某成貝固的立法机拘封述一何題的回答是:投有任何安康性

區別，而且方便法律起草簡便起見，也承主人述祥一神法人均“作者，'，似乎勻《伯加尼企釣》沒有什么不一
致。

BC-2.63. 1967年斯德哥均可摩慘叮金放第一主要委員舍的掘告明硝了一息，即上一段中所作的粗略解釋足

是有道理的。 最掘告反映了一項提案z “英園提拔，.....朴充........一旬，大意是本月直在屁JinJ "1于是定是
否掙也著#品御伊"$揭才五帝才。" [強調部分用斜体宇衰示。]需要指出的是，遠里提拔的不是特往往

厲于法人的制作者視角原始版校所有人，而是特制作者視均作者。 16 掘告反映出就述一提案所述成的一致

意見:“美于英圓的提案 ， fHX月，雪亮須納入所提放的逛一旬，因1.J企鈞一貫是以若是黨I/fJtiXlI9才'~才是
Jf.掙睜著主幸存'.f!/-I-.遍承祉，而且述一情況格在新拙圾的第14奈之二中予以說明。" [強調部分用斜体字表
示。] 17 

BC-2.64. 息管如此，但承令人自然人1.J“作者"運是更加符合《伯示尼企釣》的精神，遠-~仍是胡切充疑
的。此外，考慮到公的釣文中草純的“版校所有者"勻“作者"之間的區別，遠祥做也更符合金釣的字面會文。

BC-2.65. 第三句闡明作者及其根利繼承人均可以此企鉤的保妒中受益，似乎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因:Jg即
使設有就連一店明硝作出規定，只要考慮到其它某些規定，也不能不按述祥的方式去理解。就是說，特別

是此第6奈之二第(2)款的行文來看，作者的經濟杖利在其生前星然是可以特移的。公釣第7奈第(1)款和第7
奈之二(以及第6奈之二第ο)款)就作者死后的保妒期限作了規定，由此也可以說方，控排杖利和精神杖利
均可因作者死亡而特移。因此，杖利繼承人既包括受吐人也包括后關或其它鑑承人。

BC-2.66. 一般可以說，除非此釣文和某些特別規定(如美于精神杖利的第6奈之三)的上下文得出相反錯
拾，合釣中凡提到“作者，'，除了指F格意文上的作者本人之外，也指作者的根利權承人:而在原始杖利所

有人是并非作者的法人或自然人的情況下，尪指遠些法人或自然人及其根利鑑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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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7)款:宴用乞求作品(工企品外現最封)

BC-2.67. 安用盡朮作品有兩重性z 它們可以被看作是主朮作品，但封它們的利用和使用不是在特定的文

化市場而是在多用途F品市場上友生的。遠就使~用乞求作品赴于版板和工~rz:校的交界領域內。正因方

如此，且然第(1)款在財作品的非祥思列幸中提到安用主木作品，但第(7)款卸在如何保妒述一室主智領域內

的追些戶品方面留蛤同盟各成員團相~}泛的自由。

BC-2.68. 由同盟各成員圓的立法“規定其法律在何科程度上通用于安用乞求作品以及工~晶平面和立件

投汁，以及此耕作品和平面勻立体世汁受保妒的象件"有兩屋舍文z 錯予這神迫據成果版校保妒或特定的

工~品外現設計保妒的自由(后一神保妒途徑准祥同盟各成員國忽略公釣規定的某些最傀保妒要素);以及

在給予版校保妒的情況下，萌定版杖保妒的學件的自由。

BC-2.69. 息管如此，第(7)款証是規定了在蛤予版杖保妒的情況下爾達科自由的某科限制。且然投有要

求規定勻一般文掌和古朮作品相同的保妒期限，但述一期限不得短于全釣第7象第(4)款規定的期限(自作品

完成之肘起25年)。

BC-2.70. JA准t午{足滑述神成果提供外現設計保妒可以看出，在述一方面財團民待遇原則加以限制被主人均

是合乎情理的。逛一店在法款第二句中作了規定。述一句中最后的短潛在1967年斯德哥加摩修叮舍坡上被

納入全鉤，以解抉財同一成果某一成員回仗蛤予外~j!i是汁保妒而另一成員圍仗給予版杖保妒的特殊伺題

(在遠祥一神情況下，固民待過原則被重新采用)。

第(8)款:日常新聞或社全新詞(羊拖拉刊講，韌不受鼠叔保串戶

BC-2.71. 解釋第(8)款規定的會文的最佳方式，就是引用1976年斯德哥均可摩修叮含混第一主要委員舍的
根告。述一規定的奈丈此前被納入舍的的布魯塞想文本第9奈第(3)款中。修訂合拔的“方案"建故特述一規

定移入第2象作方第(2)款，而不作安廳性慘改(仗在措辭上略作改劫)。第一主要委員舍的擺告財法“方案"
作了述一引述z “根揖美于才糊糊， ì亥款的會又是:告釣不保妒屑于草鈍掘刊消息的日常新聞或社金

新聞，因~)主些材料不具有拘成作品所需的厲性。遠就更充分地表明新聞本身是不受保妒的。另一方面，

記者的文章或報道肘事的“新聞"作品在拘成文掌或乞求作品的情況下受到保妒。似乎完頓就達一成財企釣

釣文加以澄清。，，18披告反映出外交金改因遠-ÌÁi，R而遠成的一致意見，指出納入法“方案"的各項提案已嶽
適述，并指出在仗有某些非宴廣性文字改功的情況下，布魯塞均可文本已按提坡道行了特換。 19

BC-2.72. 需要指出的是，第(8)款仗涉及草租的新聞。如果財它們避行原創性地追擇和(或)編拌，如同美

于第(5)款的說明中所付拾的，它們的在編可享有第(1)款規定的保妒。

BC-2.73. 需要指出的是，第(8)款并非完全准祥同盟各成員固自行特遠神新聞排除在版杖保妒之外， i宴

款本身只是明硝一車z 合釣規定的保妒不造用于它們。在企鉤的特定成員園，新聞采集、核寞和報道的投

贊仍有可能基于除版杖之外的其它法律制度(如保妒數揖庫及其內容的特殊制度或反不正對竟爭法)受到保

妒。第(8)款也就達祥一神情況闡明，錯予固民特過的文各不遁用遠神保妒，因均保妒的客体不在企鉤的涵

蓋蒞間內。

第2拳之二
[持某些作品的保是戶可能進行的限制: 1.某些話實現和言洽" 2.吋滸謀和讀氓的某些使用; 3. i'L搗這些作品的

社相

1. 政治續視和訴法注程中鐘表的書啥是否全部或部分地排除于上各提怯的保妒之外，厲于本岡盟各

成員園園內立譜的蒞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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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卉袋衰的都課、演說或其它間美性盾的作品，如方新聞掘道的目前有此需要，在什~每件下可

由振刊登載，進行尸捕或向公余榜擒，以及以第十一奈之二第一載的方式合卉轉播，也屑于本間
盟各成員圓圓內立法的蒞固.

3. 然而，作者享有格上兩敢提到的作品在翰的寺有根利.

第(1)款和第一(3)款:持某些壞混和言洽排除在保伊范圈之外的自由

BC-2之二1. 口述作品送一笑(“滸課、演游、拼道和其它同美性廣作品可被納入第2奈第(1)款的非佯思列

主書中。但1928年9耳修叮金放在公釣中增加的第2奈之二第(1)款，准i午同盟各成員固特某些演視和言拾“排

除在前一奈規定的保妒范圓之外，'，以便特它們自由地用于新聞掘道目的。遠里提到的“前一奈"盎然是指

第2奈第(1)款和第(6)款第一句(后者規定第2奈提到的作品必須在同盟所有成員固享有保妒)。可以特送些演

說和吉拾完全排除在保妒范圍之外，似乎特辱致毫元版杖保妒可言，也就是說，既不享有詮濟杖利也不享

有精神杖利。有些評治家非常正碘地指出，息管新聞扳道目的鴨宴可以ilE宴否拭鎧2年杖利的合理性，但滑

于精神杖利部并非如此(就后一美杖利而言，新聞掘道目的不需要任何限制:恰恰相反，精神杖利完全符

合新聞掘道目的，因1'1精神杖利硝保演說和言拾的真~性和造過指明其出赴)。迋可以作出另一小合理的

解釋，根錯述一解釋，第(2)款不准吽否主人追神演說和吉槍的作者的精神杖利，因克思管第(1)款規定了特

進些材料完全排除在保妒范圓之外的可能性，但第2奈之二半竟仍然要求同盟成員固至少在一令方面(即滑

達科吉拾遊行証編)錯予它們保妒，因此也在遠一奈的奈文和上下文中反映出的明星意團佼佼是准件均新
聞掘道目的而遭行自由使用。 20

BC-2之二.2. 1948年布魯塞jj\{~叮舍斌在企釣釣文中增加了第(3)載，遠是承主人以下事寞的符合還緝的結
果z 即准許同盟成員固特政治演說和在訴訟垃程中友衰的吉槍排除在保妒蒞圍之外的目的，就是便有失達

些演說和吉拾的新聞能移迅速和順陽地持播。

第(2)款和第(3)載:就公芳是表的講課、讀視和其它向美a注潰的作品自由礦定案施某些每版叔有美的行方

的余件

BC-2之二3. 第(1)款涵蓋的演說及吉捨勻第(2)款涵蓋的其它口述作品在版杖地位上以及在可以排除或

限制財它們的保伊的方式上均具有相同克和不同戚。

BC-2之二.4. 第(2)款也被ÌÀ1'1座符合新聞提道目的，述兩款規定的區別之一正是源于進一目的。息管一
般而吉， 3句述科目的而自由提拱政治演說和在訴訟垃程中友表的吉拾的內容是合理的，但在第(2)款涵蓋的

口述作品中仍然存在勻垃-~J\!ß的重要區別。遠正是第(2)款明硝指出只有在使用被新聞擺道目的直要方合

理的情況下法款才遁用的原因。不會有筒短的新聞掘道性內容的口述作品不在第(2)款的涵蓋范圍內，正是

出于述一原因，公釣先前的文本中注提到的吽道在第(2)款的奈文中被刪除了。

BC-2之二.5. 一小非常本麗的區別是:息管第(1)款准許特它提到的演說和吉拾排除在保妒范聞之外(附

帶上面i寸槍的限制)，但第(2)款仗規定了同盟成員圍硝定“在什么奈件下"可以就i宴款所涵蓋的口述作品宴

施某些帶思列幸的行方的可能性。遠些行方包括:披刊登載、尸播、以有錢方式向企余持播和“以第11奈

之三第(1)款的方式告卉倩播"。送些行均受第9奈第(1)款(軍制)、第11奈之三第(1)款(ii)(以有錢方式向公卉
持播文學作品的朗埔)和第11奈之二第(1)款(尸播和其它有失措播行方)規定的根利所控制。硝定遠神“奈件"

的自由不延及其它控告存杖利和任何精神杖利。

BC-2之二6. 第(3)款也造用于財第(2)款提到的口述作品的紅鋪。但需要指出的是，述一規定封送些口述

作品不像肘演說和言拾那祥必要。其理由如下z 其一，第(2)款提到的使用似乎勻在編述些口述作品投有什

么美戰(掘刊登載元疑仗涉及具有肘事新聞掘道份值的特定口述作品，而且特整部演說和吉尬的t[鏽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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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常目的宴時可能性也傲乎其傲);其二，即便上述使用在一定程度延伸至達科口述作品的在編，第(2)

款也明碼指出，即使述祥一神使用被新聞掘道目的正察方合理，同盟成員圈可以喃定的奈件也仗涉及官款

提到的使用，而JA性廣上看，此后封口述作品避行芷鏽昆然超出了述祥一科目的。

第 3 各

f是#霍伊芳♂醫師斯拉: 1.伊";Íf#l1l/l; 帶回旱#tl:J/Æ站; 2.伊";Íf#Ji雪原~. 3. “己 tI:屁俘Jfr"; 4. “月Httl:成"#ft

品l

1. 根揖本金鉤，

叫作者均本岡盟任何成員圓的固民者，其作晶亮啥是否已銓出版，都受到保妒z

(b)作者均非本時盟任何成員圓的國民者，其作品首披在本岡盟一+成員圍出版，或在_"I阿拉

本間盟成員固和一+間盟成員團岡肘出版的都受到保妒z

2. 非本同盟任何成員圓的圖民但其慣常住所在一小成員團圍內的作者，方呂定施本企釣享有混成員
圓圓民的轉過，

3. “已出版作品"一呵摘得到作者同意后出版的作品，而不施其震制件的制作方式如何，只要JA述

部作品的性盾未看，軍制件的盟主行方式能浦足合余的合理需要o~閩、音康藏別或屯學作品的

衰潰，音原作品的讀賽，文學作品的合卉朗誦，文學讀乞求作品的有錢倩措或「捕，美朮作品

的展出和建鏡作品的建造不相成出版.

4. 一+作品在首拔出版后三十天內在南-t-或商+以上團家內出版，則讀作品盛極措岡吋在几+固
家內出版.

第(1)產主制和第(2)載:基于囡義和慣常居穌的受保串戶資格

BC-3.1. 合釣第3奈硝定了文學和主朮作品受保妒賀格的林准(或使用另一神表述一一“連接鼠")。第3奈規

定了比較常規的林准，而第4奈則規定了一些輔助綜准。

BC-3.2. 在公釣1967年斯德哥示摩文本戶生之前，固籍粽准仗造用于未出版作品(未出版作品在作者屑于
同盟某成員圓圓民的情況下受保妒)。自出版之吋起，作品仗在出版于同盟某成員圓的情況下才有質格受

到保妒。遠神做法在理治上金辱致一神荒謬結果z 在出版之前受到保妒的“伯示尼園民"的作品，在某一非

同盟成員圖出版之后竟然失去了保妒(逛一結果仗但是理治上的，因均在一般情現下，作者三自然舍十分慎

重地避免述神事情友生)。在斯德哥茄摩慘訂合坡上，適迂使自籍成均受保妒龔格的基本棕准(河于非同盟

成員囡囡民，出版地成方唯一的連接店、)，消除了戶生述科荒謬錯果的可能性。同祥是在斯德哥示摩修叮

金坡上，由于第(2)款的通道，并非同盟成員圓圓民但其慣常居所在同盟某成員團境內的作者被視同改成貝

固園民(注涉及非同盟成員固固民和完固籍人士)。

BC-3 .3. 皇然，在作者調有項重或多重固籍的情況下，只要其中一令固籍使他勻同盟某成員團相朕系就

略了。但如果作者改斐固籍，如何造用固籍粽准的伺題就比較隻索了。改斐慣常居所也金出現同祥的伺題，

對然，達科可能性甚至大于改斐園籍的情況。此作者創作的作品的受保妒費格逛一角度來看，哪一+后束

的固籍或慣常居所座視方袂定性的，述一向題的答案取抉于吋問因蒙z 萌定遠一棕准吋考慮作品創作完成

的肘肉、以任何方式提供作品的肘間、出版肘問起是要求捨予保妒的吋間(宰你指作品被使用的肘間)。普

遍贊同的現正試試舟，相美肘間的硝定起取抉于故作品是否已出版。不治涉及己出版作品迪是未出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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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哪一小肘向成座視角抉定性的阿題上均存在意見分歧。但1967年斯德哥示摩修叮含混氾汞迪是以某

些解釋性青明的形式提供了某科引辱。

BC-3.4. 第一主要委員舍的根告指出，就已出版作品而盲，外交金改試方硝定哪一+改查的固籍或慣常

居所具有決定意文的相美肘間是出版吋惘。 21

BC-3 .5. 失于未出版作品，第一主要委員舍的掘告就造揮作方硝定因籍或慣常居所的根掘的肘間表述了

美似傾向，即(以全卉表演或「播等不拘成出版的方式)首坎特作品全之于余的肘惘。 22

第(1)款制和第(4)教:基于首次自鼠池的受保爭資格

BC-3.6. 第(1)款(b)和第(4)數是不言自明的，它們似乎不舍戶生任何解釋伺題。如果作者并非同盟成員固
園民，甚至在成員回也設有慣常居所，首吹出版地即可作方受保妒費格的根掘。“首吹出版"的概念也涵蓋

“同肘出版"，第(4)款略撤寬、泛地界定了后一+概念，即指在30天期限內在不同固家的“同時，出版。

第(3)載:“已出鼠作品"的定又

BC-3.7. 第(3)款第一句界定了“己出版作品，'，第二旬則以避一步闡明的形式列宰了某些受銓濟杖利控制
但并不便有美作品斐成“已出版作品"的行方。

BC-3.8. “已出版作品"的定又是在1896年巴黎文本(在其解釋性青明第2克)中首吹納入公鉤的。它包含
1971年巴黎文本第3奈第(3)款的同一神正反錯拘，但其行文(特別是具有抉定性的第一句)比較簡草，而且
某些肉題并未解抉。它這祥闡述:“己tI:庭作品(由uvres publiées)逛一表述是指其隻制品已在同盟某成員固

公之于余的作品(包:uvres éditées)0 "1908年柏林修叮金故未封這一句作任何安廣性慘故，它只是特解釋性青

明中的“出版"定又移入公釣的正文中。但1948年布魯塞均可修叮金放在遠一意叉上闡明了提供寞制品的概
念，即指明ÞÅ足侈品壁畫提供是一+奈件。此外，其才逛一定文注朴充了“而不拾其軍制件的制作方式如何"述

一衰述， h人而消除了其它可能的疑慮。

BC-3.9. 述一概念在1967年斯德哥均可摩文本中有了現在的形式，其中闡明提供夏制品只有“得到作者同

意"才能被胡說方“出版"(按奈件在述一闡述之前始鑄基于封祭文的解釋而存在)，除此以外，第一句中具有
抉定性的第二部分以逛一方式得以完善z “只要航速部作品的性廣東看，軍制件的友行方式能漏足合成的

合理需要。"逛商令新要素(特必須提供的數量磷定方浦足“合余的合理需要"以及“JA述部作品的性廣來看"

的文各)被納入定文具有兩科作用 z 第一，過一步闡明了“出版"的概念:第二，方財逛一概念(宰你上因此
成方一+尸文的概念)避行更寬泛的解釋萌立了依掘。第一主要委員金的掘告指出:“述一比較寬泛的新定

文特別意昧著友行包括屯視片在內的屯影作品的新裝件。，，23送些新裝件明嚼了述-2: 即使全余成員通
常不古有重制品，作品也座看作已投行(諸如方屯影院放映而投行咆影拷貝，或:k管弦原因肉企余演奏音

原作品而提棋眾稽的愛制品)。里然，草鈍是#也是重要因寰。側如在唱店鋪售祖籍，即使元人胸要，最

作品仍然可以被輔以方己出版。

BC-3.10. 第(3)款第二旬完全胡說了第一句中“出版"的正面定叉，強調指出以井元多件夏制品流通的方式

特作品舍之于余的行均不是“出版九勾畫制晶亮夫的使用就里然屑于遠神情缸，諸如“竟是劇、音示或風或

屯影作品的表演，音原作品的演奏，文掌作品的合卉朗桶，文學或乞求作品的有錢倩播或「擂。"就“美朮

作品的展出和建鏡作品的建造"而言，不可否弘達里涉及的是作品的原件或隻制品，但這些行方并不符合

“己出版作品"的正面定文，因均達里涉及的是可被某人占有的有失作品的小別原件或寞制品，但它們在佼

佼展出或建造的情況下，三E展不能以畫制品的形式向大多數合成提供。一般而盲，合余成員的做法察隊上

也金像宴施上述勻隻制品完美的行均一祥，即他們可以現看遠些作品，但通常不能古有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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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3.1 1.在1996年通社WCT和WPPT( <<世界知俱F校組訊表演和是音制品各釣)))的外交金坡上，均使“己

出版作品"的概念迢于數字岡結那境而作出了努力。 WCT草案第3象中包含以下規定:

“ (1) 在以有錢或元錢方式向全余提供文掌或主朮作品，使企余中的成貝在其+人所造定的地店和

肘間可謀得遠些作品，以便提供述些作品的隻制品的情況下，締釣方座依照《伯示尼企釣》第3奈第

(3)款規定的奈件格達些作品祖均已出版作品。

“ (2) 在造用《伯示尼企釣》第5奈第(4)款的情況下，諦釣各方座特本奈第(1)款提到的作品視均在

已速成必要i9J放以使全余中的成員可挨得遠些作品的錯釣方境內出版。，，24

BC-3.12. 遠些奈款草案先前曾在道行第各工作的委員舍中i寸治迫。在外交金坡上，封述些草案的回座不

息相同，倒賣日美團代表國支持述些提案，而歐共体代表團則持反封意見。在某科意文上，述一肉題涉及在

數字交互性恃翰的法律特征描述方面存在的比較重大的意見分歧，它最龔適迫在后面美于WCT第8奈的說

明中i寸拾的“且括解抉方案"得以解抉(考慮到拙故奈款及其說明方美園等國家的代表困提供了十分有力的

理由，它們的立場是可以理解的， i主些代表國贊成通用友行校的親戚則是歐共体等其它代表困所反珊的)。
第一主要委員金主席著重分析了意見分歧，并建放在“主人定明嘯的任擇方案之前"不再避行辦拾。 2S 但即使
在非正式磋商期間，現方的立場也未彼此接近，新的捌放奈款后來被“遺忘"。因此， <<伯%J\尼告釣》中(此

而依照WCT)界定的出版概念始與設有斐吏。

BC-3.13. 令人美注的是，在1967年斯德哥加摩修叮舍坎上，“已出版作品"的概念挂蜂改后斐得更方造道:

而在同一金坡上，受保妒質格的出版地掠准或劇性地失去了其重要性，因方它JA主要掠准斐成吹要赫准(固

籍和慣常居所棕准斐成主要梅准)。隨著伯想尼同盟成員園數量的持續增長，述一赫准的重要性也在不斷

下降。之所以如此，是因方隨著造用合釣第3奈規定的成員圓數目的增長，越來越多的情況是仗梅園籍或

慣常居所作方受保妒賢格的梅准就瞥了。

實 4 盔
{屯影作品、建義作品和某些乞求作品受保串戶資格的赫准]

下列作者，即使不具各第三學規定的學件，仍然遁用本金鉤的保妒s

(吋 制片人的且都或慣常住所在本同盟某成員圍內的屯，學作品的作者z

(b) 直追在本岡盟某成員圍內的建鏡作品或掏成本同盟某成員圍內建鏡喝一部分的平面和立体莒
朮作品的作者.

BC-4.l.第4奈規定的述些受保妒費格的輔助掠准是在1967年斯德哥想摩修叮金坡上提出的。

BC-4.2. (吋項規定的輔助掠准一一屯影作品制作者(通常是法人，遠也是始興未考慮因籍赫准的原因，因
均速一棕准述且很禮遇用)的且部或慣常居昕一一只有在咆影作者不是同盟成員圓圓民或在同盟成員園投

有慣常居所，而且按作品尚未在遠祥一小固家出版的情況下才可遁用。在視昕行~，共同制片是十分頻繁

的情況。第一主要委員舍的撮告闡明 z “共同制作的屯影作品，只要共同制作者之一在同盟某成員圓設有

他的，且部(考慮到安廊上校典型的情血是制作者屑于法人，因而朴充6它的，才是比較遁宜的做法)，即可在

本同盟受到保妒。，，26

BC-4.3. (b)項規定的另一輔助掠准一一建鏡作品的建造地或勻建統物或其它拘鏡物合成一件的其它莒朮
作品的所在地一一只有在作品的作者不是同盟成員囡囡民或慣常居住者，而且故作品尚未在遠祥一+因家

出版的情況下才造用(宰除上，就同祥勾建鏡物或其它拘鏡物合成一体的美朮作品而吉，出版倒可能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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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主要委員舍的掘告足以放定青明的形式財述一輔助棕准作了如下闡述z “金改抉定本提告區間明，建

鏡作品和其它莒朮作品在同盟某成員圓的位置棕准仗封原件通用。如果原件仍位于非同盟成員園墳內，則

不能仗就位于同盟某成員固境內的故作品的重制品要求給予《伯均可尼公釣》規定的保妒。，，27

第 5 各

{受保障的叔利> 1.和'2.在起講爵丹; 3.在起囂圈內; 4. “起草草囡'1

1. 就享有本企釣保妒的作品而洽，作者在作品起源圖以外的本岡盟成員園中享有各t藍圖法律現在

錯予和今后可能錯予其固民的根利，以及本企釣特別授予的根利。

2. 享有和行使送些根利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續，也不槍作品起源團是否存在保妒.因此，除本企釣

余款外，保妒的程度以及海保妒作者根利而向其提棋的朴救方怯完全由彼要求蛤以保妒的回家

的怯律規定.

3. 起頭圓的保妒由t藍圖怯律規定.如作者不是起源圓的園民，但其作品受企釣保妒，讓作者在讀

圓的享有同本團作者相同的根利。

4. 起源固捕的是=

(吋 財于首吹在本同盟某成員回出版的作晶，以t員回家均起海固;X'J"于在分別錯予不間保妒期

的几+本同盟成員國岡肘出版的作品，以立法錯予最短保妒期的團家指起源固z

(b) 封于罔肘在非本間盟成員固和本間盟成員團出版的作品，以后者均起頭固z

(吋 對于未出版的作晶或首吹在非本同盟成員團出版而未同吋在本間盟戲民圍出版的作晶，以

作者均其固民的本同盟成員園角起源固，然而

(1) 財于制片人且都或慣常住所在本岡盟一成員圍內的咆影作品，臥法園角起草草園.

(2) 財于建造在本同盟一成員間內的建鏡作品或樹成本間盟某成貝固建鏡樹一部分的平
面和立体乞求作品，以讓園角起頭固.

第(1)款:以公為鈍定的最抵保串戶均前提的困氏待遇原則

BC-5. 1. 第(1)款包含企釣中一+最基本的象款。它規定了就根揖公釣受到保妒的作品捨予“園民待遇"的

又各。“園民待過"是指在除作品起源固(在第(4)款中界定)之外的其它成員固，根揖合釣第 3 奈和第 4 奈而

具有受保妒費格的作品，其作者被iÁ~座享有遠些成員固固民所享有的相同杖利(盎然也附帶相同的例外)。

“杖利"則是指授板的寺有校或草繩的表得掘酬杖。

BC-5.2. 但里而易見，如果同盟成員園之間的園民待過缺乏合理程度的一致化，就舍造成美系失衡，以

致比較慷慨的成員回不得不承受草迪負扭。正是出于述一原因，如同第(1)款所規定的，具有受保妒資格的

作品的作者必讀至少享有舍的明喃授予的根利，換言之，享有企釣規定的最低保妒(~支隊上，合鉤的大多

數奈款均具有硝定遠祥一神一致化的最他保妒的目的)。

BC-5.3. 合釣就倍于國民待遇的文各規定了四科例外(只有在遠些情況下才可以拒絕給予園民待遇):

(1) #JfJ z:;在伊品如果它們在起源固仗作方工~品外現ìi汁受到保妒，那么既依照版杖法保妒(“安

用草木作品、又依照主主lk品外那設計法保妒(“工~品外現投汁")的成員圈可以拒絕依照版杖法

(但仍頌依照工~品外現世汁法)給予保妒(第2奈第(7)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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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且成站r苟且才至~.tpjf#-~1t品出版目可以根掘第6奈第(1)款規定的余件限制肘述神作

品的保妒(仗享有所謂的“斐適保妒");如果i衰成員回述祥傲，那么同盟其它成員自給予追神作晶

的保妒充須尸于首吹出版固給予它們的保妒:

(3) 張.tp1ÞJffl_~站在:如果某成員圓規定的保妒期限長于《伯是吉尼企釣》規定的最短保妒期限，而

作品起源圓規定的保妒期限短于改成員圓規定的保妒期限，那么i衰成員圓滑規定較短保妒期限

的起源圓的作品可以造用上述較短保妒期限(第7奈第(8)款)0 (美于翻譯杖保妒期限的第30余第(2)
款包含具体的例外規定，但察時上意又不是很大)。

(4) 逆jJ.成:某一承主人追縷枝的成員園被准吽仗滑作:tJ同祥承弘達一根利的另一成員園固民的作者

的作品遁用法杖利(第14奈之三第ο)款)。

第(2)款:.Æ手摟保串戶原則和控立保是戶原則

BC-5 .4. 第(2)款包含兩現在一定意叉上相互尖酸的原則:第一，玉手續(或“自功可保妒原則(之所以現“自
劫"，是因均在不歷行任何手續的情況下，作品的創作和必要的固定可以直接、“自劫"使版校保妒卉始生

效);第二，狙立保妒原則。

BC-5.5. 最初的 1886 年伯示尼文本和 1896 年巴黎文本尚未禁止特履行手摟作方保伊文掌和乞求作品的
象件:相反，逛商+文本包含一些有美履行手續的結果的規定。現在的第 5 奈第(2)款是在 1908 年柏林慘
訂合坡上納入公鉤的，自那吋至今設有任何受劫(只是在柏林文本中仍作方第 4奈第(2)款)。

BC-5.6. 第(2)款第一旬的第一部分萌定了玉手續保妒原則:“享有和行使述些杖利[即第(1)款規定的依
照合鉤的園民持過原則和最低保妒所授予的根利]不需要履行任何手摟"。

BC-5.7. 手縷是指如不履行則〉侮辱致作品不受保妒或失去保妒的任何奈件或措施。它們勻涉及作品的創

作的奈件或措施完美(清如成果被硝訊方受保妒的作品必須具有原創性遠神宴廣性奈件)，也勻涉及作品的

固定的奈件或措施充美(遠是因內法規定的一+奈件)。登氾、交存原件或隻制品以及加注版杖輯記都是最

典型的倒子。不泣，如果這些措施和可能的美似措施是享有和(或)行使杖利的象件，它們就只能被視方合

釣禁止要求履行的手縷。如果登記但具有一神可予推翻的推定效力以推定登記事項厲宴，就不屑于遠神手

續(除非由于某科原因，例如法庭仗在出示登氾直有的情況下才受理侵杖案件，息管法律規定的本意并非

如此，但它仍然作方一神事宴上的手縷來履行)。此外，如果交存繩厲行政性文婆子(如旨在維持固立囡拍檔
或檔案倍封己出版作品的遁~收藏)，且然不履行文勢者受到某些行政赴罰，但不影吶版校的享有和行便，

就不通背充手續保妒原則。同祥，加注指明出版年份和版校所有人的版杖輯記，可能是一神有用的信息未

源，也便于杖利的享有和行使:只要不持它作方保妒和(或)行使杖利的一小奈件，就不是一科被禁止要求

履行的手嘍。

BC-5.8. 需要指出的是，不治在校利的享有(杖利的存在和道用)方面迪是行使方面，均禁止要求履行手

摟。根利的行使起包括杖利的執行。因此，如果某些扑救措施但在履行某些手續的情況下才能眾取(如提
起侵杖訴訟之前必須登氾)，就違背了充手續保妒原則。

BC-5.9. 第(2)款第一旬第二部分規定了祖立保妒原則J: “.........也不治作品起源因是否存在保妒九逛一原

則勾充手接保妒原則之間的美系十分密切，用一+非常宰你的例子來說明z 一件作品在起源固不受保妒，

甜可能在被要求保妒固受到保妒，因方起源固特履行手續作方一耕保妒奈件(述神情況并非設有可能，因

:JJ"P.日同下面涉及第(3)款肘所i寸拾的，特合釣遁用于圍內作品不是起源圓的一項又空子，因而它可以規定就送

些作品履行手接)，而在被要求保妒固不存在任何手續要求(因均在接圈，合釣是按照亮手續保妒原則來安

施的)。另一+可能的要倒是: 50 年的最短保妒期限在起源園己屆漏，而在被要求保妒園，更長的保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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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尚未屆精:在遠神情況下，合釣准i午又才園民待過原則作出限制，作出遠神限制正是基于考慮到保妒期限

在起源圓己屆捕的事裳。

BC-5.10. 第(2)款第二旬規定:“因此，除本金釣奈款外，保妒的程度以及方保妒作者根利而向其提供的扑
救方法完全由被要求倍以保妒的因家的法律規定。"遠是封狙立保妒在某科意文上的硝帆，并強調在追些

方面不遁用起源圓的法律。

BC-5.1 1.逛一款仗涉及“保妒的程度"和“朴救方法"。需要指出的是，渚如枝利的特址和坪可及相美問題(如

合同期限、付酬方法和數額)不在“保妒程度"和“朴救方法"涵蓋范圍內。在這神情況下，特別是有美對事人
如果在合同中述祥釣定，就有可能造用起源圓的法律，甚至根措圓豚私法原則而造用第三圓的法律。 28

第(3)款:在起據爵冉的隸主戶

BC-5.l 2. 第(3)款胡說起源園的保妒由其園內法規定(第(4)款肘起源固作出界定)，換盲之，達意昧著封于
特定成員園是起源固的作品，合釣規定的最低保妒不是強制性的(至于歧視述耕作品的做法并不“忱雅"則

是另一+伺題)。遠是一+符合還輯的原則，因均告釣仗規定因距拉美系中的文勞而不涉及特定成員固固內

的文勢。

BC-5.13. 但逛一款第三旬規定，滑于并非有美成員固園民的作者直通用園民待遇，他們鹿享有法圓圓民

所享有的相同的杖利。察隊上述且是指在特定成員固首吹出版其作品的非園民作者(因方依照第(4)款，如

果他們在同盟另一成員團首吹出版其作品， i亥成員園即起、源固)。

第(4)款:起講爵的定又

BC-5.14. 第(4)款包含美于起源圓的不同情況的定火。它十分清楚，而且是不言自明的，一般充頭禪細說

明。

BC-5.15. 息管如此，仍可能提出的一+問題是: (c)項中均什么輸入述兩令例外。答案十分筒草。屯影作

品制作者的且部或慣常居所的所在地(通常也是屯影的制作地)和建銳作品的建造地，元疑至少像首吹出版

地一祥勻有美成員固有密切美系。因而，在以首吹出版地作方最具抉定性因賽的規定中，首造述兩+各造
棕准而不是作者固籍也是符合還輯的。

第 6 盔

[持非同盟成員茵茵氏的某些作品所受保是戶可能進行的限制: 1.在首次也起麗和其它員家; 2.元追溯效力;

3.通知]

1. 任何非本間盟成員固如未能充分保妒本間盟某成員園園民作者的作品，成員固可財首拔出版肘系
最非同盟成員固閏民而又不在成員圍內有慣常住所的作者的作晶的保妒加以限制.如首吹出版固

利用途神根利，則本同盟其它成員圓滑由此而受到特殊待過的作品也完須錯予比首拔出版圍所錯

予的更「涯的保妒，

2. 前數所規定的任何限制均不影哺在此神限制宴施之前作者在本同盟任一成員圈出版的作品已銓

義縛的根利.

3. 根揖本奈爾版根之保妒施加限制的本岡盟成員國直以拍面實明適姐世界知iRr:扭扭叡且干事(以

下赫拉干事)，說明保妒受到限制的固家以及迫些回家園民的作者的根利所受的限制，且干事座
立即向本同盟所有成員回過撤旗項F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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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6.1. 逛一奈的目的在于防止并非同盟成員圓的因家以“寄生"方式利用“斐通保妒"的可能性。送些因
家的園民可以基于首吹出版掠准享有保妒，而遠些圍家部不錯予同盟成員囡囡民造造的保妒。第(1)款包

含笑于首吹出版固可能封非同盟成員固果取掘隻措施的基本規定。隨著述神掘寞而戶生的一科必然結果

是，其它同盟成員固可以像首吹出版固一祥拒絕捨予園民待過和降侃保妒水平。第ο)款規定了社渡性措

施，第(3)款則就通知制度作了規定。

BC-6.2. 肘述一裝完須作出津細說明，因3句: (1) 其內容是不言自明的; (2) 其重要性隨著伯示尼同盟成
員固數目的不斷增長而日益降低(作方受保妒贊格的綜准的首吹出版，其重要，性也由此逐漸喪失); (3) 它

在安踐中并未造用。

第6益之二
[精神社科: 1.主義作者身份;反持某些吏鼓和其它按害行方; 2. 作者吏，后" 3. 扑救方法]

1. 不受作者鎧濟拉利的影咱，甚至在上述經濟技利特吐之后，作者仍保有要求其作品作者身份的

校利，井有根反封封其作品的任何有損其責脊的歪曲、割裂或其它更故，或其它損害行均.

2. 根揖以上第一數錯手作者的根利，在其死后直至少保留到作者鎧濟技利期漏均止，并由被求給

予保妒的固家本團怯所授扭的人或机梢行使之.但在批准或加入本金釣文本吋其法律中未包括
有保証在作者死后保妒以上第一載承誠的全部根利的各園，有根規定封遠些故利中某些根利在

作者死后不予保留.

3. 均保障本學所承斌的報利而栗取的朴數方誰由極要求錯予保妒的團家的法律規定。

第(1)載:精神款利

BC-6之三.1.第(1)款的規定是在1928年9耳修叮金坎上被輸入企鉤的，自那肘至今，除在1吵94牠8年布魯塞
均京=修叮金汶上作出一赴不很重要的改劫外(下面提到)，始龔錐持原祥。 i迋主一款授予了兩神“精神杖利"九z 所
i涓冒的“作者贊格杖"嘲和“完整性杖呵或“受尊重枝"勻)

BCι-6之二二.2. “作者實格校"是作者“主張作者身份"的杖利。通常，作者金逼迫在其作品的隻制品上或在財

其作品的勾畫制晶亮共的使用中指明他是作者來“主張"其作品的作者身份。基于“作者身份杖，'，作者有

校里持要求以述一方式萌趴其身份(寞時上述祥傲是可行的，而且在特定情況下，此某神意文上許也是合

理的)。不娃，作者同祥可以抉定以不具名方式或用化名度表其作品。

BC-6之二.3. “完整性杖"在~耳文本中最初是述祥規定的: [有根]“反封封其作品的任何有損其背書的歪

曲、割裂或其它更故。"在1948年布魯塞眾修訂金坎上，它在某科程度上以下述方法得到完善: [有杖]“反
滑討其作品的任何有損其背書的歪曲、割裂或其它更改， A::J字官'JJí~..ff_;管'''[新增加的短活用斜体字表示]。

BC-6之二.4. 需要指出的是，連一根利不延及財作品的所有改劫，而只涉及那些因其性腫、方式和被最
主人均作者所渴而可能損害作者再苦的改劫。;時育苦的概愈指明均達一根利所保妒的基本份值的一+原因

是，通迂述祥傲，使遵循普通法持統的固家也有可能造用途一杖利(送些固家似乎只愿意基于甫一般人格

校的保妒、防止啡濟的保妒和防止不正豈竟爭的保妒等現行法律制度乘保妒述一根利)。

BC-6之二5. 1948年布魯塞均可修訂舍坎上闡明，封育替的保妒不仗座延及作者作方作者的黃醬(每其作品

本身的品廣密切相夫)，而且皮延及作者作方人的背書(也可能涉及作品的使用耳墳等方面，如政治上可

能引起激烈反庄的耳境)。金坎上強調，在合釣中輸入新短活的原因之一是要突出逛一要素。金說就達一

串通述了以下F哲明:“作者持有杖就任何損害其F苦的行均提起訴訟，金說吋治表明，作者不但函、頓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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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身掛受到保妒，而且必須以其文掌舞台角色受到保妒:正是基于述一理由才朴充規定他可以反封任
何損害行方，它被理解:h逼迫歪曲其作品而可能有損其人格的任何行舟。，，29

第(1)數:挂存款利句精神款利的相互發立成及經濟款利的可特益，挂

BC-6之二.6. 值得注意的是，息管遠不是第(1)款的主題，但它硝說了《伯均可尼合釣》的兩項重要的原則。

第一，控告井杖利和精神杖利相互狙立(它里然來自接款的第一丹、短悟:“不受作者詮濟杖利的影咱......'，)，

速反垃來又表明告釣遵循的是“二元洽"原則(而不是“一元培"原則，因方依照后一原則，述兩英杖利金被

看作是一+不可分割的根利整体)。第二，根掘公釣，控濟杖利被解釋均可以特吐的杖利(但遠并不妨磚

同盟成員固在某些情況下限制鎧研杖利的可特吐性，迫神限制的基本目的是保妒在勻其作品的某些使用

者的合同美系中被視方弱勢方的作者)。

第(2)款:作者死后的精神款利的保串戶

BC-6之二1 在1967年斯德哥想摩修叮舍坡上，第(2)款是以達科方式通泣的。 1928年9司文本和1948年
布魯暴力之文本就作者死后的精神杖利的保妒甚至捨予了成員固更大的自由度。

BC-6之二8. 第ο)款第一句原則上要求同盟成員固保妒精神杖利“至少"至鎧濟杖利保妒期限眉摘。“至

少"一尚是指寞時上某些固家宣林的“永久"保妒遠些杖利的可能性。間盟成員固可以自行抉定由哪一+人

或机拘在作者死后行使精神杖利。

BC品之二9. 不泣，述一款第二甸的規定削弱了述一文努:“但在批准或加入本企釣文本肘其法律中未包
括有保証E在作者死后保妒以上第一款承弘的全部杖利的各園，有校規定滑送些杖利中某些杖利在作者死

后不予保留。"述一規定是方了便于遵循普通法情銳的因家造用精神杖利而作出的又一妥協的錯果(它們

准各基于防止排磅的保妒未履行保妒“完整性板"的文各，但遠些規范通常在相美小人死后是不遁用的)。

第(3)款:有美保障精神款利的朴義方法的自由

BC-6之二 10. 同盟成員圍可以自由進擇履行《伯示尼企釣》要求它們履行的又各的方式，遠是一項且

原則。第(3)款(自 1928年9耳文本起至今始鑄未作任何修改)就它提到的扑救方法強調了逛一自由，逛一
事案似乎向遵循普通法倩銳的圍家避一步輛私，它們可以通迂清如上述的某些現行法律制度來履行它們

的文勢。

黨 7 各

[保去戶期限: 1. 一般，請乳; 2. 屯影作品; 3. 不具名作品和化名作品; 4.接影作品和察用乞求作品; 5‘起算自;

6.校長的保串戶期限; 7.較蠱的隸主戶期限; 8.准語是;保#期限的“比較可

1. 本企釣蛤予保妒的期限均作者有生之年及其死后五十年內，

2. 但就也:5作晶而奮，本岡盟成員固有根規定保妒期在作者間意下自作品舍之于余后五十年期漏，
如自作品完成后五十年內尚未舍之于余，則自作品完成后五十年期浦.

3. 至于不具名作晶和個名作品，本螢的錯予的保妒期自其合法合之于余之日起五十年內有敷.但

根揖作者果用的個名可臥毫免費E何地硝定作者身份肘， ;;黨保妒期則方第一數所規定的期限.如
不具名作品或假名作品的作者在上述期間內企卉其身錯，所造用的保妒期均第一數所規定的保

妒期限，本間盟成員固設有文易保妒有充合理由推定其作者已死去五十年的不具名作品或偎名
作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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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攝影作品和作均乞求作品保妒的宴用~朮作品的保妒期限由本間盟各成員圓的怯律規定z 但逛

一期限不Ñi少于自旗作品完成之后算起的二十五年.

s. 作者死后的保妒期和斟上第二、三、四數所規定的期限JA其死亡或上述各數提及事件食生之肘
卉始，但遠神期限鹿JA死亡或所述事件食生之后改年的一月一曰:卉蜻汁算.

6. 本岡盟成員固有根錯予比前述各歡規定更長的保妒期，

7. 受本金釣J9耳文本釣東并在此公釣文本盤署肘有殼的本固法律中規定了短于前述各歡期限的保
妒期的本同盟成員固，有根在加入或批准此兮的文本肘維持遠神期限，

8. ~浩如何，期限特由極要求錯予保妒的因家的怯樟加以規定:但是，除旗固家的活律另有規定
者外，遠神期限不得起述作晶起海固規定的期限.

第(1)款:一般保妒期限

BC-7.1. 述一款包含公釣規定的有失“保妒期限"的基本規則。“保妒期限"的概念(即在其屆捕后保妒不

靈存在的一段持縷期間)需要解釋。版枝在“知ìJUn:根"概念的涵蓋蒞間內，因而理所三百然地金戶生述祥的

伺題:方什么遠一根利在某一期間結束后必須與止:在述一財戶校的客体尪存在的情況下，克什么逛一

根利不能被后代鑑承:方什么逛一根利不像土地或安物等其它(恃鏡)財戶的所有枝一祥是永久性的。

BC-7.2. 肘版校保妒加以限制的一耕原因被解釋方:隨著肘間的推移，杖利鑑承人金越來越雄以鴨私人:
隨著子再后代的延揍，各科杖利金斐得支商破碎。但遠本身似乎不是一↑抉定性的原因。找到某些古典

作品的作者的后人固然是不可能的或至少是非常困堆的，但盤于計算机技朮提供的根大可能性，方較新

的作品建立一神登氾制度(具有可予推翻的推定致力)未解抉硝弘杖利繼承人的伺題，特別在今天座是設

有任何障磚的。

BC-7.3. 然而起有一些更方宴JJt性的原因。它們基本上均涉及一+事妾，即遠里涉及的是知棋戶杖，
而不是諸如土地或安物的倩鏡財戶杖。述科持統財tc杖的客体一般仗由數量有限且通常比較易于喃定身

掛的人所古有、抽有和使用。作方知現F枝的版杖的客体一一文學和乞求作品一一部可以毫充限制地宣

制和友行，隻制品可以被余多的人占有，而且通垃日益友展的通信阿繕，一件或几件笙制晶就可以被余

多的人同肘使用。此外，送些作品和隻制品起可用于教育、研究、信息、娛昂等重要的社舍目的。最有

研值和生命力的作品金成方一+民族或全人獎的共同遁戶。出于遠些原因，作品勾有可能被稱說的根利

鑑承人之間的美系隨著肘間的推移而日益淡化就具有特殊的意文。一代、兩代甚至三代后人仍可能勻作

者及其文學和(或)重木遺戶保持某科特定的內在美系。然而，其才再晚的后人而言，達科特定美系就金淚

化和消失，留錯他們的基本上是其祖先(在他們出生前已逝去)的名字，他們封先人的尊崇勻緬杯勾其它
世人設有什么不同。對達科特定美系淚化到遠科程度肘，杖利鑑承人的私杖理所三自然地不靈存在，因均

有美作品已過入舍有領域，成方全人獎的共同遺戶。

BC-7.4. 封版杖保妒期限的限制可以看作是普通法系的一小合理要素，版杖保妒被概念化克服各于明

喃目棕(~作品的創作和向全余持播提供遁三目的激勵)的法律手竄。按照版校的述一概念，它所涉及的就

不是一耕自然杖利，而是創作者勻社舍之間美似于工~tc校領域中非常典型(如涉及寺利肘)的一科交易

一一一項社舍契鈞。由此得出逛一錯~:只有捨予安現上述社金目掠所必需的期限的版校保妒才是合理

的。察隊上在普通法系固家，垃去的版杖保妒期限比吽多大陪法系固家的要短，遠勻准許適垃縷展登記

而延長保妒期限的登氾制度密切相美，遠是涉及某些工~F枝的情況吋十分典型的特征。然而，大陪法

系(“作者根利"体系)自卉始保妒版校以來，也始興承主人必頓在胡說文掌和草木作品創作者的追過短濟杖

利和精神杖利逛一合共利益勻其它更尸泛的合共利益之間?k現一科平街。遠不但体現方規定鎧濟杖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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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倒外，而且体現:t.J封保妒期限的限制。盤于遠一法系的自然法基拙，送科限制也被看作是財作者杖

利的限制是十分合乎還輯的。

BC-7.5. 合釣最初的1886年文本設有磷定任何赫准(最短)保妒期限。述一問題被留錯圍內立法自行袂

定，而且保妒期限也未納入錯予園民待過的31...努范圍。作方現在第7奈第(1)款的1971年巴黎文本中述一

規定首吹出現在1908年柏林文本中，但直到1948年布魯塞加文本戶生，它的造用才具有強制性。~公釣

最初的文本在伯想尼迪垃肘，只有三1'-國家(法固、比利肘和突尼斯)遵循同一版杖恃撓，送些園家采用

了作者死后50年的保妒期限(其它因家則規定了較短的保妒期限，但西班牙例外，規定了作者死后80年的
保妒期限)。作者死后50年的保妒期限后來成方一科日漸普遍果用的拓准，以至有可能在布魯塞加文本中

原則上轉它規定方強制性的最短保妒期限(“原則上"述一短培涉及第(7)款中規定了社渡性例外的不湖既

往奈款)。

BC-7.6. 作者死后50年的保妒期限成方圓跡棕准的原因有兩↑。其一，息可能方固除一致化進擇一神

上升趙勢而不是下降趙勢被主人均是有利的，而且也符合金釣序言中提出的目拓。其二，更重要的是，考

慮到對吋的人的平均預期壽命(比現在短得多)，述一持續期間看來符合上面BC-7.3.一農中提到的林准(即

符合碘定一神至少保障作者的最近奈厲能享受其創作成果的最短期限述一現念)。

BC-7.7. 作者死后50年的保妒期限自 1948年布魯塞示修叮以來始興被追作一神園時掠准，它不仗在合

釣最后的(1971年)文本中而且在四1Psim-定和WCT中得到遠祥的硝帆。息管如此，近年來，考慮到某些

新的投展(特別是人的平均預期壽命至少在很多周家大大延長)，有了封造用上述輯推避行重新評估的必

要，而且出現了果用作者死后70年述一棕准的新趨勢。

BC-7.8. 如果只龍第(1)款，它可能被理解均不仗硬性規定了最短保妒期限，而且硬性規定了最長保妒

期限。但通懷遠一奈第(2)款至第(8)款(下面作出現明)，可以友現原未情況井非如此。述些規定准祥在某
些情況下遁用較短的保妒期限，而且如同剛剛提到的，它們注闡明逛一奈第(1)敦和其它各款所規定的只
是最短保妒期限。

第(2)款:屯影作品的保#期限

BC-7.9. 第(2)款看起呆似乎是方第(1)款規定的保妒期限提供了一+各造方案(因方第(1)款的行文被理
解方涉及一神文勢，而依照第(2)款，同盟成員固但“有杖"按法款規定行事:此外，第(2)款卉端的“但"字
也使逛一規定作方一神后按內容直接勻第(1)款朕系起來)。但~~上，述里涉及的是合釣第7奈之二規定
的合作作品保妒期限的一+各造方案，因方屯影作品通常屑于合作作品。

BC﹒7.10. 息管就一般丈掌和主朮作品而盲，作者死后50年的保妒期限成方1948年布魯塞京文本規定的

一神最低文勢，但屯影作品的保妒期限仍然是由圍內立法自行解抉的伺題。正是在1967年斯德哥均可摩文
本中才硝定了遠方面的最低梅准。它是在遵循大陪法倩統的困家勻遵循普通法恃饒的因家之間造成的軍

眾的妥枷方案框架內硝定的(在下面有美第14奈和第14奈之二的說明中避一步作祥細吋拾)。滑后一笑園

家眾說，由于“屯影版杖"是由遠耕作品的制片人(通常也是原始杖利所有人，甚至也是“作者")造用的，作

者死后50年的保妒期限椒乎投有意文。

BC-7.1 1.第(2)款規定的各遍保妒期限沿用了50年的最偏赫准，但它并不是JA作者死亡肘而是此作品“台

之于余"肘起汁算:如果作品投有企之于余，則b人作品創作完成吋起計算(述祥汁算出的保妒期限通常要

短于第7奈之二規定的保妒期限)。需要指出的是，“金之于余"的概念比合釣第3奈第(3)款界定的“出版"
概念要寬泛z 除逼迫友行軍制品(在“出版"的情況下友生)而告之于余外，述一概念起延伸至企卉衰演、

尸播和以有錢方式向公余倩插等行舟，即充須制作和友行寞制品而提供作品的行舟。同祥，不用說，它

也涵蓋WCT第8奈規定的作品的交互性提供(如同在后面美于按奈的說明中所吋槍的，作品的使用在勾畫

制品有美以及勾畫制品完美兩+方面的要素可能更方隻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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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7.12. 美于“金之于政"的概念做乎起需要朴充商品。其一，在第(2)款的上下文中，相美因素星然是
作品的首吹舍之T余。否則，此后任何一吹提供行方(即投行寞制品，或不詮寞制和投行而通社公卉表演、

「播、有讀方式的向全余恃播或WCT第8奈規定的交互性“提供"乘公之于余)，均可視角50年保妒期限的
新起正是，迪里然不是三5年外交含混過追述一款規定的初衷。其三，只有“在作者同意下，'，特屯影作品告

之于余才能用作第ο)款規定的各進保妒期限的起算品。同祥，遠里提到的作者直被理解方上面美于第2
奈第(6)款的現明中i寸尬的一般版杖所有人。就有美屯影作品的規定指出述一品非常重要，因均告釣第14

奈之二第(2)款(吋就達耕作品規定，由被要求保妒園的圍內立法自行決定權庫被承令人均原始版校所有人
(述暗示了持原始版杖授予追耕作品的制作者一一制片人一一的可能性)。

BC﹒7.13. 遵循大陪法恃撓的園家也承試，由于財屯影作品的戶生作出創作性貢獻的人有吋太多，保妒
期限按作者死后汁算根方困雄。 i主祥，第(2)款的規定也可以方它們提棋一神比較簡草的解抉亦拾。但它
們未必利用解抉屯影作品合作作者人數垃多達一伺題的可能性，它們只是在汁算保妒期限肘縮小可能被

考慮的那些合作作者的蒞園。

BC-7.14. WCT通述其第1奈第(4)款以及《伯均可尼合釣》的安康性奈款(第1奈至第21奈和附件)，要求緝
的方遵守法合釣第7奈:進祥，各締釣方三自然也可以通用咳奈第(2)款。

BC-7.15. 四IPsiro-定有美汁算屯影作品保妒期限的制度略有不同。它的第12奈規定=“除接影作品或宴

用草木作品外，只要一作品的保妒期限不以自然人的生命方基咄計算，則按期限自作品詮授校出版的日

眉年年底計算即不得少于50年，或如果按作品在創作后50年內未經授杖出版，則19 自作品完成的日JJj年
年底起計算的50年。"主要是屯影作品的保妒期限有可能不按自然人(作者)的態身汁算。但正如上面所吋

拾的，“出版"的概念比“金之于政"要窄。由此可以主人舟，在某些情混下，四IPS協定規定的最短保妒期限
要長于《伯示尼企釣》的規定，遠是指屯影作品不是通道出版而是以另一神方式(如金卉表演)首吹合法

告之于余的情血。在遠祥一神情況下， <<伯力吉尼企釣》規定的50年保妒期限已卉始計算，而TRIPS枷定
規定的保妒期限尚未卉始。依照后者的規定，保妒期限只有在作品最與控授板出版肘才卉始計算，因此

其屆精吋間要晚。在其它情況下(息管不很典型)， <<伯示尼企釣》規定的保妒期限要長于四IPsiro-定規定
的保妒期限，遠是指屯影作品JA完成之年年興起50年內未授板出版，但在逛一期間屋作者同意而以另一

神形式(如金卉表演)合之于余的情況。在遠祥一神情揖下，依照四IPsiro-定，只要JA作品完成肘起50年近
去， 50年保妒期限隨之屆漏:而依照《伯加尼合釣)) ，保妒期限的屆浦肘何要晚得多，相盪于作品此完
成到銓作者同意而以不同于出版的另一形式合之于余的述一期間。

BC-7.16. 遠意昧著， WTO某成員如果同肘屑于《伯永尼企釣》成員固和(或)WCT諦釣方，它只有就屯
影作品作出以下規定，才能使其立法既完全符合四IPS協定，又完全符合《伯想尼企釣》和WCT: (1)保

妒期限是此作品銓授枝而首吹出版之年年興起計算的50年(或圍內法磷定的更長期限); (2)如果作品JA完

成之年年興起汁算的50年肉末以上述方式出版，保妒期限是A人作品鎧作者同意而以其它任何方式首吹舍

之于余之年年雙起汁算的50年; (3)如果作品狀完成之年年興起計算的50年肉末以上述方式出版和全之于
余，保妒期限是JA作品完成之年年興起計算的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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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款:不具名作品和化名作品的保妒期限

BC-7.l 7. 全釣1928年9耳文本中納入了美于不具名作品和化名作品的特別規定。豈吋， 50年保妒期限
仍JA出版之肘起計算。在1967年斯德哥怨摩修叮舍坡上，采用了相同的制度作均屯影作品保妒期限的基

本各遞方案，即述耕作品的50年保妒期限可以此它們“金之于政n肘起計算。失于“合之于余"的概念，參
見上面BC-7.1 1.一段中的說明。

BC-7.18. 需要指出的是，息管第(2)款就屯影作品保妒期限規定了可能的各進方案，但第(3)款的規定并

不具有任擇性。它就不具名作品和化名作品規定了最低文努。之所以如此，是因方規定遠科特別保妒期
限的理由不同于規定屯影作品的特別各造保妒期限的理由。逛一理由在于以下事安:就不具名作品和化

名作品而吉，由于作者不明，根本克法通用紙作者死后計算的保妒期限。

BC. 7.19. h人規定遠一特別保妒期的理由可以得知，如果作者身份被披露，或在其它情況下作者身份磷

定元疑，就沒有理由再造用述一保妒期限。肘于追神情況，第二甸和第三句重新提到達一奈第(1)款中的

一般規則。但里然，遠里提到一般規則座在某科意叉上理解~:如果它友生在合作作品的情況下，作者
死后的保妒期限必續按合釣第7奈之二的規定未計算。同祥，第(4)款(規定了攝影作品和安用主朮作品的

特別保妒期限)在送些作品不具名或署化名的情況下星然也造用，因均速一較短的保妒期限不是狀作者死

后計算的。可能戶生的阿題是，方什么沒有重新提到第(2)款。可以說方它有兩成原因。其一，以不具名
或化名方式制作屯影作品并告之于余的可能性微乎其徹:3走廊上，座考慮到某些被端的例于，想象遠神

情況完全可能友生。其二，第(2)款和第(3)款規定的計算保妒期限的基本規則相同。唯一不同之赴是，依
照第(2)款，如果屯影作品JA完成肘起50年內未舍之于余，屯影作品的各進保妒期限是JAì;裝作品完成肘起

的50年。屯影作品餵妒期限的述一不同的各遞方案具有勻第(3)款最后一句相同的作用(在下一段中說明)，

即方避免出現不可取的永久保妒情況。因而，財于可以想象的不具名和化名屯影作品的例外情況， (在已

逾捍第(2)款規定的各造保妒期限的固家)比照遁用述一不同的各造方案而不是造用第(3)款最后一句看來

是合乎情理的，因均在不果用作者死后保妒期限的固家，后一耕遍擇:悔是一神不合遐緝的、荒謬的做法。

BC-7.20. 上一段中提到，第(3)款最后一句封避免出現永久保妒的情況是必要的。投有述一旬，第(3)款
的遁用就金辱致一神荒謬的情形z 作者不明的(可能是几E年前創作的)作品不能出版和使用。逛一句座

勻企釣第15奈第(4)款避行比較。如同在美于改奈的說明中所付槍的，作出述一規定的意因是捨予民間文
掌草木創作某科版杖保妒，但它們被串串:k“作者的身掛不明但有充分理由推定故作者是本同盟某成員囡囡

民的未出版的作品。"遠是一笑特殊的不具名作品，就達美作品而言，且然可以推定作者死亡已有50年或

更長肘間，但原則上不排除根揖合鉤的最款規定財它們捨予保妒(美于使用“原則上"一向的理由，參見下

面美于第15奈第(4)款的說明)。

BC-7.21.且熱第(2)款提到特屯影作品舍之于余要“在作者同意下，'，第(3)款部提到作品的“合法告之于

余"。措辭上的述一區別并非偶然。斯德哥忽摩修叮含混iÀ:k在后一款中需要使用“合法公之于余"而不是

“在作者同意下"告之于余的概念，它所根掘的理由是z 依照第15奈第(4)款，民間文掌主朮座被承試方一
英特殊的不具名作品，它們的版故不是由它們的作者或其它版校所有人而是可以由“主管道局"未行使和

執行(因此，在i主神情況下仗以“中性"方式提及“合之于余"的合法性被主人均更方造三百)。然而，有美第(3)
款措辭上存在遠耕“求全思想"的理由，似乎基于財第7奈第(2)款和第(3)款中的“全之于政"遠一概念的一
神不造過的解釋，因角上面吋洽泣，述一概念佼佼而且完全是指作品的首吹舍之于余，而民間文掌草木

按定Jl..解釋屑于已全之于余的作品。察隊上，它們作方一+民族或另一尸泛的群件的公共遺F而存在井
始興可被告余裝得。“主管虫局"甚至法律本身可以被賦予授枝特民間文掌重朮創作舍之于余的根力，但

JA“民間文掌草木"的概念未看，它們的遠神“合之于余"絕不可能是一特首吹舍之于余的行方。

BC-7.22. 由于第(3)款規定的汁算不具名作品和化名作品保妒期限的基本規則，勻第(2)款規定的汁算屯

影作品保妒期限的基本原則相同，因而在比照章叉上， BC-7.14.至BC-7.16.三段中的說明在遠里也具有重
要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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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款:提影作品和宴用乞求作品蜻揉造戶期限

BC-7.23. 逛一款就接影作品和安用乞求作品規定了相同的較短保妒期限(此作品完成肘起的25年)，并包
含一+涉及述兩獎作品的附加各件“作方古朮作品保妒"。但就述兩獎作品而吉，通用途些特別規蒞的原

因并不相同。

BC-7.24. 就攝影作品而言，原因是在很長肘向內始興未能抉定它們是否值得捨予相同的保妒，如果值

得，是否像在其它吉朮作品的相同奈件下倍于保妒。攝影作品被視同乞求作品短扇了漫長的注程，在上

面美于公約第2奈第(1)款的說明中和下面美于WCT第9奈的說明中均財此作了描述。正如在美于后一奈的
說明中所i寸治的，逛一規同垃程是由WCT第9奈結束的(体現在按奈規定《伯忽尼企釣》第7奈第(4)款一一
合釣中規定攝影作品保妒水平他于一般盡朮作品保妒水平的最后一+余款一一的文勢不再造用)。

BC-7.25. 就安用草木作品而盲，企釣滑它們造用特別保妒制度的原因，在美于第2奈、特別是美于其第
(7)款的說明中作了吋拾。 JA述些原因、特別是JA避免特定文化市場每一般多用途戶晶市場之間不造過的

沖突述一意圈可以得知，其才逗笑作品遁用較短的保妒期限是合理的。遠些原因仍然成立，因而WCTX才安

用草木作品設有采取勻在攝影作品方面相同的措施。

第(5)教:保妒期限的起算自

BC-7.26. 第(5)款的規定不吉自明，几乎完類特別加以說明。

第(6)款:規定校長保拳頭垠的可能性

BC-7.27. 既然合釣第19奈闡明，一般而言，同盟成員固可以超出企釣所要求的最侃水平而錯予更尸泛

的保妒，可以說克第(6)款察隊上是不需要的。但由于可能提出的理由是校長期限的保妒未必相豈于更「

泛的保妒，達一款看來仍然是一科有益的澄清。

第(7)款:規定較短保#期限的可能性

BC-7.28. 第(7)款的規定完全是不言自明的，由于它逐漸成方一神草繩的朋史遺娃，充須特別加以說明。

第(8)款:准捶法;“保爭期限的比較"

BC-7.29. 在保妒期限方面，第(8)款第一+短培萌令人了第5奈第(2)款闡述的一般原則:根揖逛一原則，保
妒的程度由被要求保妒圓的法律規定。

BC﹒7.30. 第二旬短培就捨予園民待遇的文努規定了最重要的例外。它所根掘的原則即所惰的“保妒期限

的比較"。它意昧著任何成員固均元文努規定長于作品起源固所規定的保妒期限(逛一封固民符遍的限制

通常可以由那些保妒期限長于公釣所規定的最短保妒期限的固家造用，因方最短保妒期限才是強制性

的)。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某一成員固准各造用“保妒期限的比較"原則，合釣甚至不要求其圍內法中作出

明硝規定，因方根掘第(8)款，除非有失成員固的立法男有規定，述一原則就是還用的。

第74:之二
[合作作品的揉造戶期間

前奈的規定用祥遁用于版根方合作作者共有的作品，但作者死后的保妒期鹿JA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肘算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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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7之二.1. 述一奈封合作作品(其定文由同盟成員固自行規定，但它充疑是一神共同創作活功的成果)

作了必要的說明。它就達神作品的保妒期限規定了唯一符合還輯的計算方法:如果保妒期限座按第7奈此

作者死亡吋起計算，就合作作品而育， ep皮紙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肘起汁算。

.84 
i翻譯款3

受本舍的保妒的文學乞求作品的作者，在財原作享有扭利的聲1'-保妒期內，享有翻譯和扭扭翻譯其作晶

的旁有根利.

BC-8.1. 翻譯板是合釣所承主人的第一科杖利，遠-ß非常容屬理解，因均在翻譯中使用其它園家的作

品是因距拉夫系中最突出的問題。因而，早在公釣最初的1886年文本中就包含了有美述神杖利的規定。伯

承尼文本第5奈規定，翻譯校的保妒期限是航原作出版吋起的10年。遠是銷出口園勾銷遊口園之間站成的

一神妥協:前者贊成最大限度地保妒翻譯杖:后者則要求恩可能地維持財外圍作晶的自由衷取。第5奈在

1896年巴黎修叮舍坡上作了修改，翻譯校的保妒期限被視同于同盟成員圍內規定的一般保妒期限(且然豈

肘合釣尚未規定一科強制性的最短保妒期限)，但述一祖間的奈件是，畫E授杖的翻譯必鑽在A人原作首吹出

版肘起的10年內以有美培吉出版。 1886年文本(出于下述原因，即使在台釣1971年巴黎文本中它也仍然起
作用)規定z “作方本同盟任何成員圓圓民的作者或其根利鑑承人，在河原作享有杖利的整+保妒期內，

在其它成員國享有翻譯或授杖翻譯其作品的寺有杖利。但如果作者在挑原作首吹出版之日起十年期間未

在本同盟某成員固援用途一杖利，即未以被要求給予保妒的培文出版譯本或使之出版，則翻譯寺有杖;悔

不靈存在。"

BC-8.2. 在以后的修叮含混上，有失翻譯枝的各款得到逐步修改。第8祟的一般規定在1948年布魯塞示

修叮金坡上磷定了其最后形式， h人那以后按奈再也沒有任何改斐。但伯承尼文本第25奈第(2)款准吽滑逛
一規定作出保留，指出新加入舍的的固家可以用上面引述的1896年巴黎文本第5奈的規定“至少暫肘"替代

第8奈(奈件是述一替代座位延伸至譯成有美固家的培吉的翻擇)。准吽作出遠神保留的逛一規定的安康內

容起可以在1971年巴黎文本(第30余)中見到(但形式有所不同)，其部分原因在于法奈結合了企釣附件規定

的一+可能性:即根措附件規定的畫祟祟件，在友展中固家通迂強制i午可制度財翻譯杖加以限制。送些

封寺有翻譯校的限制在下面i寸拾。

翻譯軾的默詐制外

BC-8.3. 在1967年斯德哥永摩修叮金坡上，美于是否存在翻埠校的默i午例外的何題戶生了激烈的辦始。
第一主要委員金的報告遠祥反映了述一辦拾的結果z “美于在可不鎧作者同意而根揖合釣合法使用作品的

情況下的翻埠杖，委員合過行了熱烈的吋拾，并引出某些美于解釋的一般原則的闡述。息管金坡上普遍

同意z 第2奈之二第(2)裁、第9奈第(2)款、第10奈第(1)款和第(2)款、第10奈之二第(1)款和第(2)款宴廊上
默拌了一神可能性，即不但以原作形式而且以翻譯形式使用作品，只須符合相同的各件，特別是達科使

用符合合理慣例，而且像在所有使用作品的情沮下一祥，第6奈之二授予作者的杖利(精神杖利)得到保留，

但美于第11奈之二和第13奈規定的合法使用，含混上的然表述了不同意見。一些代表固執均在符合上述

各件的情況下，這些象款也造用于翻譯。其它代表國(包括比利肘、法固和意大利代表因)則說舟，在斯

德哥示庫文本中，遠些奈款的行文井未准件作出逛一解釋，即不詮作者同意而使用作品的可能性在遠些

情況下也包括翻譯它的可能性。，，30

BC-8.4. 在企釣規定的限制和例外也可以造用于翻埠方面，遠些闡述非常明桶。銓睛說唯一可能戶生不
同解釋的是第11奈之三(三自然是指按奈第(2)款和第(3)款)以及第13奈的規定。委員舍的攝告描述了述兩神

可能的解釋而投有表現任何傾向性，遠似乎強調了同盟成員國有此中作出過擇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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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4
i支制板: 1. 一般情況; 2. 可能的制外; 3.承者和承f翱

1. 受本金釣保妒的文學意朮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根以任何方式和果取任何形式寞制述些作晶的寺

有根利.

2. 本岡盟成員固法律得允件在某些特殊情視下室樹上述作晶，只要追神靈制不揖書作品的正常使

用也不致x故侵害作者的合接利益。

3. 所有最音或最偉均鹿祖方本企釣所捕的軍制.

BC-9.1. 在1967年斯德哥均可摩文本伺世以前， <<伯$尼企釣》中設有美于隻制校的明文規定。但先前的
各文本商逛一根利是默主人的。逛一推斷一部分來源于某些規定間接提到隻制枝的存在，一部分來源于因

存在寞制校的例外而造用反向解釋原則。

BC-9.2. 在1948年布魯塞示修訂合攻上，奧地利和法囡代表國提放在《伯示尼企釣》釣文中明磷承主人一
神尸文的隻制杖和靈制品的友行(“投放流通、扭。 31 法固代表團強調指出，合釣己室主在翻擇、机械隻制
和屯影靈制方面規定了某些根利，而遠些杖利恰恰是“)Ä基本的軍制校派生出的"。 32 述兩小提案沒有得

到充分支持，因而被逛商小代表固撤回。 33 但財送些提案的悴疑和反封并不涉及草繩承說隻制杖，而是
計封一并提拔承弘友行板:此外，就法園提案而盲，悴漿和反財運涉及提坎特完整的寺有重制杖(和必然

伴隨的投行杖)延伸至根刊文章，而在逛一方面，企釣第9奈是准i午(至今仍然准i午)遁用倒外的。 34

第(1)設和第(3)款:財主制耘的明磷承吾人

BC-9.3. 起草《伯均可尼合釣》斯德哥怨摩修訂草案的研究小姐再改提拔明碗承令人寞制杖。逛一提拔承弘
一般畫制校的提案)Ä一卉始就勻提說就述一枝利規定可准祥的普遍倒外的平行提案相碟系。在第各工作

期間和外交金坡上，有美規定遠一根利的尸泛辦拾根本不涉及財逛一根利本身的承說，而完全集中在如

何萌定遠一根利可准祥的倒外問題上。

BC-9.4. 第9奈第(1)款明喃承主人了隻制杖。第(1)款規定了笙制校的完全涵蓋蒞圈，它延及“以任何方式和
采取任何形式"的軍制。所以按定文解釋，其內涵沒有任何延伸的余地。如果某一行方屑于寞制，它必然

在第9祟的通用范圍內。至于如果符合第(2)款硝定的奈件即准吽造用愛制校的倒外，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BC-9.5. 由于規定了隻制枝的完全涵蓋蒞圈，可能戶生的伺題是，克什么汪必續在第9奈第(3)款中閻明
作品的最音或是像也是軍制。遠一問題座述祥來看，即在逛一奈中納入第(3)款具有勻企鉤的文的友展相

美的特殊原因。合鉤的布魯塞力支文本中注包含失于音~作品的机城宣制和作品的屯影寞制的具体規定。

35 既然公釣釣文中已室主遮祥規定，保留遠神規定被說均是比較妥量的(考慮到筒草地予以刪除可能引出一
些最解和不通道的解釋)，但同吋庫特述神規定納入美于寞制枝的述一舉中。 36需要扑充說明的是，在逛
一奈中納入第(3)款可能也有助于站到另一目的z 即防止斷盲任何軍制必然戶生可借以芷若毒品.知作品的靈

制品，而又才畫制概念作出任何限制性解釋。

剎車求是，公為華規定的主制概念

BC-9.6. <<伯示尼合釣》釣文中沒有失于“隻制"的完整而明嘯的定文，但軍制概念中的某些要素仍然可

以硝試。第9奈第(3)款所作的闡述(如上面所付拾的)就是一小不錯的例于，述一闡述明喃了一成z 就靈制
而言，作品的可被直接感知的寞制品不是一+奈件，只要被寞制的作品可以通迢迢君的故各而被感知就

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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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9.7. 在1凹96切7年的斯德哥力加=摩修L叮丁舍放上，奧地利代衰困提交了一項界定“隻帝制U"的提案，案文是z “隻

制体現3均fg Y.Xχ(..4身F乎芬f宇￠逆哇 f之 JI坪可品揖華l均命d也公a公、4次走fli"á9~γ試tx:j-.于#宇回品耳 úf;!/I;$犀定
是定J又足草案的宴蹟內容]0。它主要通垃印刷、捨面、雕刻、攝影、模塑和一切平面和造型草木的方法以及

通社机椒、屯影攝制或磁是制方式朱熹現。就建說作品而言，隻制起体現方滑坡計園或棕准草圍的重隻

宴施。，，37 在金說ìSjZ槍中財述一提案作出的朴充是，在定文中起特明嘯的是“借助是音和是像世各避行最
制拘成一神靈制形式。"

BC-9.8. 在斯德哥均可摩修叮全放第一主要委員金金坡上，奧地利代表因意棋到接提案不舍得到足略的支

持，于是撤消了最提案，奈件(被委員金接受)是至少在撮告中反映出 z 第一，寞制概念不包括口生啡課

或合汗表演(即物廣形式的固定是一+要求);第二，它涵蓋最音和最像方式的宣制。 38 重要的是指出其它

代表固和委員金主席反封在全釣中納入奧地利政府提出的定叉的原因，以及表示贊同法提案的安康內容

或至少贊同其基本要素的那些隊述。之所以如此，是因方對肘投有任何代表圍廣疑奧地利提案列幸的行

均不屑于笙制概念的蒞疇。若干代表圓的然反封在企釣中列幸被視角畫制的行舟，原因或是它們說方投

有必要送祥做，因:h基咄提案中有失靈制校的奈款草案延及“以任何方式或采取任何形式"的重制，或是

它們意浪到肘寞制行方的祥思列牟具有一神可能削弱版校保妒的潛在危陸(逼迫在某些行均未被明磷列

幸的情況下滑隻制校的涵蓋范圍提出廣疑)0 39 更令人美注的是，一些代衰國反封奧地利的提案是因均它
們說方“重制"逛一朮梧的會文是不吉自明的， 40 或至少是不合引起、混淆的。 41

BC-9.9. 因此，看來沒有任何代表圓反滑奧地利的提案的基本要素，根揖逛一提案，愛制被界定方“d
fi'f#iiJ~ [之/坪'Jj.，命公次帶1#d9%fl;#1tø早d9!/1;$犀定."同祥重要的是指出，仍有一+代表困在愛制

座被視方一神固定遠一版上表示贊同奧地利的提案，但法代表固也提到基于震耳定辦逆一步W伊主辦品
á9可「諧，崖，并建放在掘告中反映出遠一說氓。祖委員金主席在其且錯友吉(未引起任何代表圓的爭說)中
張可見可藍色，持友會j界定方作品可惜以前接向公~，持播的一特胃定t作品在某特意丈上的一特充分毒草定的故

志，即它不是詩作品的羊鈍“表琨義棄義乃是不摯的，迋益考慮和表達的是，基于留定輯可以進一步稱作

主辦品(他起提到通道清如影印方法避行的畫制)0 A聽后'.i:.JI府撐晏.Jf至今#并成: -d.更概是伊Jff;./Æ草-;f;.)史
上的一特雷定可把

BC-9.10. 可以說，根揖上面吋拾的斯德哥想摩修ì.J金說第一主要委員金的辦拾和委員金主席的忌錯，可

以磷定委員金所考慮的靈制的概念(委員舍寞時上制定并通述了《伯均可尼企釣》第9奈的象文)。按照述+

報告忌，主制是作品可惜試問接向公~.持播式進一步主制(重的的一特商定。

華(2)款:劑外和限制的“三步接疆"

BC-9.1 1.第(2)款符合斯德哥怨摩修叮含混的第各工作初期盼段提出的和在金改期間一直考慮的要求，即
承弘一般隻制杖必讀同肘就通用述一根利的例外的蒞固和奈件作出一般規定。 i主科例外的范圍和奈件是
以所滑“三步撞撞"的形式在第(2)款中規定的。

BC-9.12. “三步撞撞"述一表述最早見于斯特哥示摩修訂合攻第一主要委員舍的根告失于如何道用第(2)
款的描述中。故撤告的相夫部分內容闡述z “如果主人均隻制損害作品的正常使用，寞制是根本不允祥的。

如果主人均隻制不損害作品的正常使用，下一步特是考慮隻制是否不合理地優害作者的合法利益。只有在

不友生述科侵書肘，才可以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采用強制許可或規定不付酬使用。"抖

BC-9.13. 需要指出的是，自 1967年以來，讓扳告中造揮作方示側的影印隻制的技朮狀況、性盾和影吶

均友生了根本性的斐化，因此送些例于在今天的情況下未必迋能成立。然而，提告中美于如何遁用第(2)
款的描述財于指出它所規定的撞撞#再一一‘三步磕磕"一一迋是有效的。航速+角度來看，座強調一息:

息管在描述的結尾提到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允吽遁用倒外述一奈件，但要廊上，遠只是有待拉查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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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件。遮不但因方它是i宴款奈文中提到的第一小，而且因方只要提出的某一例外的范圍被扎克超出某

一特殊情況，星然就完須再考慮其它兩+奈件，因均在遠神情況下，全釣不准i午遁用該例外。

第一步:“特殊，情況J'的合又

BC-9.14. 息管合釣釣文和1967年斯德哥海之摩修訂合攻第一主要委員金的根告均未萌切限定哪些情況

可被看作是“特殊"的，但斯德哥然摩金說氾是中反映的有美寞制校的限制和側外的提案和辦拾以及合釣

本身的上下文(特別是有失靈制板的例外的特別規定)，在遠方面均可以起到充分的引早作用。

BC-9.15. 基于送些解釋的來源，可以現“特殊情況"的概念包含兩+方面z 第一，任何例外或限制必頌

限定在它固有的范間內，不准i午存在任何具有普遍影哨的尸泛例外和限制:第二，它注必須在某科意文
上是特殊的，即它的采用必須有一些明萌和充分的法律或政治理由。的第一↑方面容易理解，很准以任

何理由封它提出廣疑。第二+方面則需要加以說明。

BC-9.16. 美于軍制杖及其它杖利的例外的特殊情況， <<伯示尼公釣》的現行規定的象文清楚地表明，
修叮金說始態是基于某些可明硝辨主人的合共政策理由采用倒外的。在提交錯斯德哥均可摩慘訂合坡的基咄

提案中，考慮到“各科舍共和文化利益，'，在提到研究小姐的建改肘強調了逛一品。 46

BC-9.17. 全釣釣文和談判肪史表明，某些特定的合共和文化政策因素不但作方采用有美例外的各款的

根掘，而且在遁用送些奈款肘也必須始興牢氾述些因素。一些相美的示側有z

一 第10奈第(1)款(美于引用的倒外)特別規定只有“4涉足.i!/n If9If9正是fí :t":嘉/é;Ø/坤"才可以自
由避行引用[強調部分用斜体字表示]。遠里提到的目的是保障掌司、批評和言拾自由遠一

明嘯的合共政策目的。

一 第10余第(2)款准件“適述出版物、元錢屯尸播或是音是像使用文掌重朮作品作方教掌的解
說......只要是正敢站.i!}n If9If9正 i!f :t":嘉)'~Ø/f會使用，并符合合理使用"[強調部分用斜件字

表示]。在遠里，方教掌的解說目的(以及在更尸的方面，通述一些合理的例外促過教育)就

厲于企共政策目的。

一 公共信息是第2奈第(4)款以及第10奈之二第(1)款和第ο)款的明摘自的。前一奈准許排除滑
立法、行政和司法性庚的宮方文件及其正式譯本的保妒:后一奈則准祥這用某些例外，即

在某些每件下，過迂掘刊、尸播或以有錢方式向企余倩播來隻制掘刊己投衰的有美岩前銓

詐、政治或宗教伺題的文章和已被尸播的相同性盾的作品，以及方披道肘事而通垃攝影、

屯影攝制、尸播或以有錢方式向全余持播來重制和向企余提供在事件投生迂程中看到或昕

到的作品。就第10奈之二第(2)款而吉，被明硝闡述的是，只有“正敢提逗n#正 i!f :t".妥Z
E神"才准吽造用上述倒外[強調部分用斜体字表示]。

滑《伯均可尼告釣》規定的倒外所涵蓋的全部特殊情況有可能繼縷作出祥細分析。在所有遠些情沮下，同

祥有可能硝主人作方采用遠些倒外的根掘的某些特定的合共和(或)文化政策目的。

BC-9.18. 勻抉策者想要安現的任何一笑政治目掠相比，送些目的的合共政策基拙作方公釣規定的倒外
和限制所涵蓋的特殊情血的根掘，似乎要求具有更多的正對理由。需要有明硝和充分的政拾理由，渚如

言槍自由、合共信息或合共教育:作者的根利不能被任意剝寺。(有一神理由是，在硝定“某些特殊情況"

肘不涉及企共政策因素，送些因景是作方遁用三步撞撞中后闊步的要景被預見到的。然而，后兩步仗間

接暗示了公共政策因景，因方失于它們的祭文側重于側外和限制財杖利所有人的利益的影吶。如同下面
有美述一撞撞第三步的說明中所討槍的，在那一方面合共政策要素也要通用，但遠佼佼意昧著，不站是

在哪些領城采用限制和例外的問題上，益是在社金特方其它獎剔的合民利益而允吽吐某些美剔的全民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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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哪些特殊負扭的伺題上，都需要告共政策理由。因此，只靠后兩步是免法充分保障作者的根利不舍被

任意剝寺的。)

第二步: "[損害… ...J正常使用"的合又

BC-9.19. “使用"一祠的意思似乎非常清楚:它是指版校所有人均}À其授杖隻制其作品的寺有校中蓮英取

掛值而利用述一杖利的浩劫。在這一上下文中需要解釋的其要是“正常"一呵。它可以按兩神不同方法理

解:或是指根揖在特定背景下或特定群伴中具有普遍性而竟經瞪得出的一神錯拾，或是指一神規蒞性綜

准。斯德哥示摩修叮金說氾棄其才于搞清算各工作期間和合披上考慮、了其中哪一神會又可以提快通過的幫

助。

BC-9.20. 正如提交修叮舍坡的附有說明的基咄提案(文件S/I)中所提到的，方靠各修叮《伯均可尼企釣》

而成立的研究小姐的1964年掘告中所包含的內容尤其重要。政府寺家委員金根揖基拙提案(其中己包含

“不損害作品的正常使用"逛一舉件)于1965年過述了第9奈的祭文草案，它的i寸治是基于上述研究小姐的

撮告避行的。根揖封基咄提案的說明，“研究小姐私人均.....l1li封作品避行的蹄子f"f!J式;19己~.J!.-1ïA才諧反存
重嘉t2i;許其;$馬青~;J(S9型建房里然必須原則上由作者保留:在送些方面可能限制作者面滑的可能性的那些

倒外是完法接受的"[強調部分用斜体宇表示]0 47滑基耐提案的說明引用了研究小姐提訊采用的余文，其

中第9奈第(2)款最初的行文是:“本同盟成貝固法律得于廟及本金釣奈款的同肘，方特定目的并以送些目
的~..!.寄送至#品丈.4.1.安排君手均每件，兩承試和行使(寞制枚)予以限制。"[強惆部分用斜体字表示。 ]48

BC-9.21. 基硝提案的上下文表明，其中包含的面向使用(“不損害作品的正常使用可奈件(后來成方合釣

第9奈第(2)款最后奈文的組成部分)來源于上面引用的研究小姐所提拔的面向使用奈件，而且察隊上勻后

者具有相同的目赫。慘叮金說氾是中投有指出勻之相反的奈件。由此可以私人舟，在第9奈第(2)款中，“正
常使用"連一朮培指的并非根揖杖利所有人通常如何使用其作品(及其作品中的杖利)而兌銓撞得出的一

些錯尬，而是指一科規范性余件:某一例外如果包含任何形式的己詮具有或可能荻得重要意文的使用，

而早致使用者勻作者根利的行使投生鎧濟竟爭，即“損害......正常使用"(換言之，遠神使用可能損害作者

或其根利盤承人在市場上滑故作品的使用)。

BC-9.22. 尪有一+原因也表明“正常"一洞里然不是指草純描述性和控瞌性的，而是指規范性的。逛一

原因是，隨著技朮的投展，新的宣制方法和形式不斷浦現，而在卉始昕段首吹座用它們肘，盎然很堆在

先詮麓的意文上提到可以被描述方一神“通常"、“典型"或“普通"的使用形式。勻此同肘，進些新的重制

形式又可能財版校所有人}À其作品的軍制杖中接取市場份值非常重要，由于它們可能取代其它一些比較

持銳的使用形式，就更是如此。附有現明的基耐提案中提到的上述原則也強調了述一事宴，即不得損害

作品的正常使用途一要求同祥涵蓋送些新出現的愛制形式，按原則提出 z “文才作品過行的所有形式的已經

具有或可諾諾存:t-#JÆ持其~$/fft;吉泛的使用必須由作者保留"[強調部卦用斜体字表示] 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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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元故侵害作者的合法科益"的合丈

BC-9.23. 不站是全釣釣丈迪是1967年斯德哥均可摩修訂全放氾景，均未就述一概念提供任何直接和明嘯

的引辱。

BC-9.24. 如果取詞典上的定文作方基抽(迫祥做盎然要十分慎重，而且受到校方直接的解釋依掘的制

釣)，可以看出“合法"(在述一衰途中似乎具有美鍵性)一向被普遍界定方: (1)符合法律或原則的、被法律

准吽或被原則說可的:法定的:正貴的、造貴的; (2)正常的、規蒞的:符合被主人可笑型的。 50迪里，具

有意文的似乎是第(1)品中第一小定文。但又才i袁定文注可以按兩神不同的方式理解。如果以“符合法律的、

被法律准祥的:法定的"述一會文:k基拙，那么在第9奈第(2)款的上下文中它就暗示一神“法定利益，'，即

版杖所有人最充分地享有和行使同一奈第(1)款規定的軍制校的利益。如果可以考慮述一會文，那么限制

和例外的唯一可能的根揖是，息管杖利所有人享有進祥一科合浩利益，但只要損害未送到不合理的程度，

它仍然可以被忽略。但如果茉納“符合原則的、被原則試可的:正盟的、造三目的"逛一會文，那么“合法利

益"述一朮培可被理解方仗指被社金規蒞和有美金共政策支持的那些“正盟"利益。(遠就是“合法"一祠的

意文，它鎧常出現在“某人投有述祥傲的任何合法利益"一笑隊途中。)

BC-9.25. 政府寺家委員金于1965年(在靠各1967年斯德哥示摩修訂金說垃程中)提交的基拙提案中包含
的一令各件一一〈例外或限制涉及的)重制行方“[不得]連背作者的合法利益" 51 一一是比較符合美于“合

法"的上述第二神非法律的規蒞性會文的。但英固代表因似乎起是以第一神會文(草純的“法定利益"))每基

拙，遠似乎也是讓代表困建放增加“不致元故"一梧的原因。 52 隨著增加速一短唔，“合法利益"逛一朮活
的會文也特化了:在附帶述一短梧的情況下，它宴廊上只能指“法定利益"而不可能再有其它任何合理的

理解方式。不泣，逛一奈件并未因附帶“不致x故"述一限制性短培而辱致其會叉的宴廣改吏。

BC-9.26. 作出述一解釋的理由如下z 在基咄提案中，“堇制不適背作者的合法利益"述一奈件被佼佼用

來指作者最充分地享有和行使其根利的“法定利益"是十分重要的，因:k在遠神情況下，側外和限制几乎

是不可能的。基拙提案的案文只有按“合法利益"的上述第一神非法律含又來理解，就是說，述一朮培只

有被理解均作者的法定利益勻其它某些血予考慮的合理的、正虫的利益之間的一神平衡手陵，才有可能

說方逛一案文是有意文的。英固代表固的理由反而表現出一神忱慮，即“合法利益"的可能被解釋方草繩

的法定利益，遠似乎是讓代表國斌圈防止可能引入一神平衡概念的原因，根描述一概念，只要財作者的
合法利益的損害未注到不合理的程度，他就必須接受迫神損害。在指出達科平衡的預期結果肘，基抽提

案贊同地提到研究小姐1964年制叮的原則:“其才作品避行的所有形式的己控具有或可能裝得重要蛙濟或宰

你意叉的使用必須由作者保留。，，53

BC-9.27. 述一規定的法文本遁蓋地反映出，不得五故侵書的要求是指損害必須(被造宜的合共政策因素

誼E~)是充分正章的。第一主要委員舍的掘告述祥提到逛一成z “工作小姐決定采用英固提出的慘改建圾，

財英文本稍作改劫........方‘不致元故侵害，尋找一神通宜的法丈母文被旺寞是非常困雄的。本委貝金最后

決定使用ne causep船 un prejudice injustifié(不致造成不正曳的損害)述一表述。就是說，“不正雪，作方“元
故"的同3(向而被果鍋。 54

BC-9.28. 所有遠些意昧著，由于在劫向“侵害"的前面采用了“不致充故"一悟，有美限制作者的合理利

益的“正對理由"撞撞(勻美于“合法"的上述第二科非法律的規范性會文一致)，特完全在“三步撞撞"的述一

句利益有美的第三小每件中重寞避行。追星然不可能是斯德哥均可摩金拔的初衷。遠也是克什么逼迫增加

上述短唔，“合法利益"的概念自劫懷寞方“合法"的第一神法律的規蒞性會叉，而由于逛一斐化，逛一會

又似乎已成方法規定上下文中唯一遁宜的解釋，遠也是按規定的會又安隊上并投有因新的行文而有所改

斐的原因。

BC-9.29. 修叮含混按“法定利益"的意3(束考慮“合法利益"逛一木唔，而且正是“不致充故"逛一短龍被

用來提供一神遁宜的根揖以鴨定可准悴的倒外蒞圈，述一事安也在第一主要委員金主席未受廣疑的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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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吉中反映出來:“由于軍制枝的任何例外必然金損害作者的利益，工作小姐斌團通社采用‘五故，逛

一朮培來限制遠神損害。，，55

第 10 4-
i作品的某些自由使用: 1. 引用; 2.用于教季的解混，" 3. 混明出赴和作者1

1. JA一部合法舍之于余的作品中捕出引文，包括以振刊提要形式引用撮紙期刊的文章，只要符合
合理使用，在方追到目的的正~需要蒞固肉，就厲合法.

2. 本同盟成員回怯律以及成員固之間現有或轉要盤官的特別掛混得規定，可以合法地逼迫出版甜、

x鐵也f措或最青最像使用文學童*作品作均數學的解說的根利，只要是在均速到目前的正虫
需要蒞園內使用，井符合合理使用.

3. 前面各款提到的摘引和使用血混明出娃，如原出赴有作者姓名，也盛開肘混明，

第(1)款和第(3)款:方引用爵的的自由使用

BC-I0. 1. 一直到1948年布魯塞均可修叮金說，公釣釣文中才納入有失引用的特剃規定，但述神使用自此

伯均可尼外交金放以來就被默說是准祥的。在1885年金坡上，對付捨美于均教育和科掌出版目的准呼“自由
摘蒙"作品的第8奈草案肘，速成了一致意見z 根揖述一規定，也准i午避行引用。 56 在1928年9耳修訂金
坎上，吋拾了一項納入美于引用的特別規定的提案，但代表國未能就某些細帝遠成一致，因而設有采用

遠神規定。 1948年布魯塞原文本第10奈第(1)款是第一+失于引用的明文規定，但蒞圍同祥有限，該款規
定z “在本同盟所有成員固允祥JA掘紙期刊的文章中摘出短小引文，以及特它們收入掘刊提要中。"在最

后文本(合釣1971年巴黎文本)中出現的第(1)款的象文，是在1967年斯德哥示摩修訂金坎上采用的。

BC-I0.2. 如果《伯京尼企釣》准吽自由使用和非自愿i午可，一般的做法是格達一伺題留交伯示尼同盟

成員固立法自行赴理，不治成員園是否接用途一便利。有失例外和限制的其它各款一般規定‘，法律得

允許.. .... .. iIII ..";勻此相滑照，第10余第(1)款仗仗規定了A妒‘摘出引文"。因此，可能戶生一科現Ë: 述一倒
外財于園內立法座視方強制性的，此公鉤的法文本來看尤其如此，因克思管英文本中“可允吽"一向可以

理解1.1仗指可以允吽(而不是直接允件)某科行方，而第 10余第 (1)款的法文本‘Sont licites les 
ci個世omuu--'(‘，摘出引文.......就肩合法")似乎更明喃地指出，只要符合述一奈款萌定的余件，就可以

自由引用。

BC-I0.3. 第(1)款鴨宴在一小方面每其它有美例外和限制的規定不同z 即在《伯均可尼企釣》一笑奈釣根

揖其亮浩而具有自劫執行性的成員圍， ì衷款可以直接通用。其它有美例外和限制的規定則需要圍內立法

的介入，因方它們仗規定了在某些每件下允許宴施某些行方的可能性。但遠在原則上并不意昧著允許遮
神自由使用是伯均可尼同盟成員圓的一項宰你正茅。 狀告鉤的若干規定可以得知，合釣不允祥同盟各成員

固給予公釣規定的受益人的保妒低于它所規定的水平。但企釣并設有禁止作出錯予較高水平保扣的規定。
恰恰相反，全釣中至少有三小規定提到成員團享有遠方面的自由(參見美于固民待遇的第5奈第(1)款，直

接提到“本同盟成員圓的本園法律提供更「泛的保伊"的可能性的第19奈，以及美于錯予較高水平保妒的
特別ib斌的第20奈)。因此， 4畫展jl!/_丘，規定遠祥一神例外并不是強制性的。 57

B巳10.4. 上一段提到公釣沒有規定必窺允吽第(1)款中的自由使用的察隊又各肘，強調了“原則上"一

詞。遠神強潤滑于指明一品是必要的z 即且然逛一規定井不代表最低保妒原則的一科例外，但宴廊上，

此一科基本的人美自由一一吉始和批評的自由一一可以引申出，在造宜情況下允吽自由引用是不可或缺

的。

46 



BC-I0.5. 第(1)款是合釣中少數持“公之于改"而不是“出版"作方一+奈件的規定之一。使用逛一概念的
結果是具有更大的東活性和更尸泛的遁用性。引用不但可以肘己合法ti:Ji.革 19ft品(適迂0:.行寞制品而告之

于余)避行，而且可以封那些迢迢J會主辦品'Æ3起#才A(如通社合卉表演或合卉朗爾)公之于役的作品避行。

迫使得可能被引用的作品的范閏斐得十分尸泛，由于第(1)款沒有限制有美作品的神槳，就更是如此。同

祥， ì宴款也設有就包含引用內容的作品規定任何限制。不述，引用必須符合第(1)款規定的余件。

BC-I0.6. 依照第(1)款，引用4妨存。μ手E逆舟"0 1967年斯德哥是可摩修叮金說記是設有特別提到什么

慣例可以看作是“合理"的。息管如此，合釣釣文仍可以起到引早作用。在逛一修叮金坡上被納入第9奈第

(2)款中可允許的例外的棕准f‘三步噓噓")似乎在遠里也可以造用 z 里而易見，凡是每作品的正常利用相

沖突或不合理地損書了根利所有人的合法利益的“引用，'，都是不合理的。引用不得超出均速到目的的正

三百需要范圍述一掠准以及“引用"的概念(其本身涉及限制達科自由使用的蒞圓的某些因素)可以起到避一

步的引早作用。

BC-I0.7. 前一段中提到，引用_:r;.存老ti:_;管道J!/ /Q 11919正正需嘉活庫，而且引用必須符合合理慣例，逛

商+每件相互失朕:在根掘目的積定行均是否正對肘，合理慣倒可以起引辱作用:引用如果超出其目的

蒞圓，也可以清楚地表明它不符合合理慣例。

BC-I0.8. 需要指出的是，企釣中足有其它余款允坪自由使用，它們也包含“方注目的的正對需要"述一

表述。不迫在遠些規定中，目的是被明碼指出的，即在第10奈第(2)款中“作方教字的解說......使用"以及

在第10奈之二第(2)款中“均提道目的"“報道肘事新聞九勻此相財照，初看上去，第10奈第(1)款似乎沒有
指定任何明嘯的目的。那么只有在“均速到目的的正直需要"蒞圍內才可以自由引用又是指什么呢?不拾

方任何目的(只要遵守合理慣例每件)都可以避行引用呵?如果情況真是如此，那么勻目的相尖的象件似

乎就毫克意JI..了，因均速祥一未，它本身;悔不涉及財逛一自由使用的真正限制，只有符合合理慣倒的要

求才涉及。

BC-I0.9. 如果述科自由使用的目的勾引用的概念本身相矢，似乎可以找到更加合理的解釋。有充分的

理由說，裝廠長上這里涉及一神形式目的和某些可能的安康目的。形式目的是引用，宴盾目的是來源于逛

一概念本身的那些通常的引用目的，如官F拾、政治辦槍或學朮辦槍、解說等等。這一解釋賦予了按奈丈

遁宜的會叉，也使第(1)款勻上述含有勻目的相夫的美似奈件的其它兩+規定的錯相和性康保持一致。 58

BC-I0.I0. 第(1)款提到一科特別的“引用"，即“以根刊提要形式引用掘紙期刊的文章"。“提要"本身星然

不是一神引文，因方文才所引用的文字內容的忠宴畫畫是引用概念不可或缺的要素。方了避免可能出現一

科自相矛盾的解釋(根措達科解釋，引文可能表現均提要形式)，遠里注可以采用另一科更加合理的解釋:

在遠神情況下，句上述正豈目的相一致的引文可以是遠科提耍的一部分(而不是提要本身)。

BC-I0.l l. 第(3)款規定的又各(指明出赴和其中可能包含的作者姓名)勻第(1)款和第(2)款均有美系。它可

以看作是由美于精神杖利的第6奈之二戶生的一神文勢。

第(2)敦和第(3)款:均教芋目的的自由使用

BC-I0.12. 在1884年第一吹和1885年第二吹伯京尼金坡上，美于台釣座納入哪一神涉及教育例外的規定
曾有迂長吋間的辦治。但由于未能就規定遠祥一神限制的象件足成要嚴性的一致意見，這一阿題被留錯

同盟成員圓圈內法和成員圍之間的特別掛說來解抉。全釣最初的1886年文本中被納入逛一規定:“封于特

文掌或重朮作品的摘是收入有教掌和科掌目的的出版物或用于編造文集的自由，本同盟成員固法律以及

成員因之間現有或特要笠訂的特別掛坡的致力不受本企鉤的影吶。 "1885年金說安隊上批准了企釣1886

年原始釣文，上面引述的釣文中閻明，“教學"延及初等和高等教育，而“有......科學目的的出版物"也包

括自掌出版物。"在1908年柏林、 1928年9耳和1948年布魯塞眾修訂舍放上，均i寸洽了美于悔改i衷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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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提案，但直到在布魯塞怨金坎上，法釣文才略作修改， llP在法款奈文中朴充了一小新裝件z “在方
站到目的的正對需要蒞圍內。"

BC-I0.13. 第(2)載的最后奈文是在1967年斯德哥想摩修叮金坡上過述的。述一規定的先前版本中有兩令
要景被保留下來z 其一，這神自由使用的遁用由“本同盟成員回法律以及成員圍之間現有或特要笠訂的特

別1m-坎"規定:其三，述神使用仗“在方送到目的的正對需要蒞圍內"才是允祥的。勻此同肘，起作了述祥

几赴修改: (1)以“使用"一向代替了“摘是收入"達一表述; (2)但其中包含一小余件，即遠神使用只有“作

~......解說"才可以自由避行; (3)例外的通用范圍JA出版物延伸至尸播哲目和是音是像; (4)另一方面，

滑述一特定自由使用的造用蒞團赴行了限制:即它現在位遁用于教芋，而不遁用于“具有科掌性的"出版

物(或其它“使用方(但遠并不意味著不得允吽使用先前途方面涉及的作品，正如主管工作小姐所指出的，

目前途一伺題要看“寞制枝的例外已被納入企釣的數量"而定);的 (5)不再提編造文集(但遠并未完全改斐

有美法律狀況，因均在很多情況下，新的規定完全可以涵蓋作品在文集中作方解說來使用); (6)依照增加
的一+限制性余款，只有在“使用........符合合理使用"的情況下才能造用例外。

BC-I0.14. “伊涉......'"話... ... ~JfJ"送一新的表述方式，似乎在某科意叉上比先前的“摘是收入"的限制性
小一些，即前者的合文可能延及其才整件作品的使用，只要它不超出教掌“解說"的概念。勻此同肘，需要

指出的是，整件作品只能是篇幅較短的作品，因~X才篇幅較長的作品避行達科自由使用不符合草繩解說

的概念，并且也特勻兩小限制性奈件相抵蝕z 第一，只有“在方站到目的的正當需要范間內"才能造行自

由使用:第二，它必須“符合合理使用。"

BC-I0.15. 合釣1971年巴黎文本封“在爭，會文的界定比先前各文本更加准碼。 1967年斯德哥均可摩修訂金
說第一主要委員舍的掘告包含一神說定再明形式的“教掌"定Jl..:“金說表述了逛一意愿z 本掘告中座明嘯，

“教掌"一河座包括所有各級教學一一教育机拘和大掌、市立和固立學校以及私立竿校的教掌。遠些机拘
以外的教育(如向企余提供的不屑于上述獎剔的普通教掌)座排除在外。，，61

BC-I0.16. 看來遠是一+全面而准嘯的定文。不述，提到一位金釣的評治家財述一定叉的坪述也是有道

理的z “遠是一+限制性解釋，因方它星然排除了在坪多國家十分普遍的成人教育課程中肘作品的使用。
在友展中固家，它注;時成人扭盲這劫排除在外，息管巴黎文本附件的規定可以涵蓋述神使用。最后一小

問題是，‘教芋，一詞是位限于真正的課堂教掌，注是也可以延伸至掌生完需接受教師面肘面授課的函授

課程。述神課程在件多園家十分非常重要，因而它們被主人均投有理由排除在第10奈第(2)款的‘教芋，定文

之外。 "62 述-ì-f述中提出的現鼠，封基于數字技朮和屯信度展、特別是基于互朕岡卉辟的各科新的可能
性而日益普遍的“道程教育"方法具有重要意文。

BC-I0.17. 在#4t苦苦此再逆去rr，耕甘情況下，如果不采取一些道宜措施就可能出現一些特殊伺題，因方

尸播哲目不仗可以被迫些机拘接l&到，而且理治上可以被位于「播覆蓋區域內的任何合余成員接收到。

1967年在斯德哥想摩適迂第(2)款肘， x才修訂金坡的勻金者宋世只有兩神可能性:或是遁用一神限制性板

強的“尸播"概念(呂定廊上限定方校內的“窄播")，并由此拒絕了均教掌目的充分利用「播的可能性:或是一

般准件“均教芋"的尸播(述一可能性被追擇)。但在三目前的數字和通信技朮的奈件下，一方面，如果商追
神尸播令目的接收不加限制，就更容易炭生每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沖突或以其它方式不合理地損害杖利人

的合法利益的情況:另一方面，通垃追過地皮用新技朮(情如加密技朮)，有可能在充分遵守一般限制性

每件的意文上減少述神自由使用的消板影吶。

BC-I0.18. 只有“正最近.#1}n ÚI;~正 i!f~:嘉jt/ll rJtJ"才能避行第(2)款規定的自由使用。第(2)款的象文清楚

地硝定了述一自由使用的目的z “作方教掌的解說.......使用"。它指出奈件井非只是述神使用座在教掌机

拘中遊行，它遲座均教掌目的(盎然，教學注需要具有通常的教育功能)而不是均每教學活劫完美的草繩

娛尿等目的服勢。“作方........解說"述一衰述注具有一科限制因素。它反映出一神要求，即使用必須有机

地納入教掌汁划中，而解說必須勻遮神汁划相一致井均達神計划目的服各:如果它屑于教育机拘肉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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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迫地區的某科一般“文化"計到的一部分，就不足以准許述神使用。“解說"似乎有兩+基本會文:其一，

通述宴例、團片等滑某一事物加以解釋:其三，均有籍、游課等提供困片、囡解等。逛一概念起指在被

解說的內容勻解說本身之間直有一↑造盟的比例。因此，由述一概念來看，就需要封可允呼的目的和追

神自由使用的蒞園避行某些限制。

BC-10.19. 就符合“至今E按紹."的要求而言，美于逛一奈件可以說明的勻方引用目的的自由使用情說大致

相同。 1967年斯德哥永摩修訂金說坦是未包含任何美于合理慣例概念的特別提示。不泣，在遠神情況下，

舍的第9各第(2)款仍然是硝定遠耕自由使用范圍的可靠根掘。此外，同祥在進神情況下，述一奈件勾使

用不得超出方送到目的的正豈需要蒞圍內逛一要求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相互失系。因均達科自由使用的目

的如果不厲于正對需要蒞固，就不舍被視角是合理的:反迢來，合理的概念在硝定使用蒞團仍然可以屑

于正對肘也完疑具有作用。

BC-10.20. 如同上面涉及第(1)款肘提到的，第(3)款滑第(2)款也同祥遁用。

實10奈之二
[詩作品可能進行的其它自由使用: 1.某些文章和被f播的作品; 2.看到武呀到的每時事持美的作品]

1. 本岡盟各成員圓的法律得允吽通道報刊、「播或財企余有鐵倩擂，隻制農衰在撤紙、期刊上的

i寸槍經濟、政治或宗教的肘事性文章，或具有間祥性盾的己畫畫「擋的作品，但以對違神靈制、

「捕或有錢持播井未明硝予以保留的角限，然而，均座明胡說明出娃;~遍反迫-JI..勢的怯律

責任由按要求錯予保妒的固家的法律萌定.

2. 在用擾影或也影手鹿，或逼迫「措或對企余有錢倩擂擺道肘事新聞肘，在事件述程中看到或昕
到的文學金朮作晶在均報道目的iE~需要蒞園內予以軍制租金之于余的各件，也由本同盟各成

員圍的活律規定.

第(1)載:某些文章和社f播的作品的自由使用

BC-10之二1.企釣最初的1886年文本己考慮到第(1)款中反映的特定新聞掘道目的。 i表文本第7奈規定，
除非作者或出版者明喃禁止，己君主衰的掘紙期刊文章可以自由使用。但政治吋捨文章以及日常新聞和社

金新聞不遁用遠神禁止。 1908年柏林文本向取消政治i寸地文章的絕封隻制自由述一目掠垣出了一步。該

文本在第9奈第(2)款中采用了一項新規范，依照這一規蒞，除連載小視和短篇小說之外(它們同其它任何

文掌作品一祥受到保妒)，任何振紙文章均被允詐由另一掘紙特載:但如果版杖所有人禁止遠科特載，的
不允祥自由使用。 1928年9耳慘叮含混作出避一步的修改，便對吋仍在第9奈第(2)款中的有美規定每它
現在的形式更加接近z 它格達一例外的蒞閏縮小至有失豈前短2年、政治或宗教伺題的文章，井以此明硝

i亥例外的目的是便于通迂掘道某些重要的社金性問題來伶播信息。

BC-10之三.2. 第(1)款在1967年斯德哥示摩修叮金披上硝定了其最后形式(在全坎上被重新編哥克第10奈
之二第(1)款)。述一例外特作品的涵蓋范圍再改伊大，但并未恢寞:tJ涵蓋所有神獎的報紙文章(不治其吋

事信息意文如何)，而是把握了述一規定的真正作用，即便利述神肘事信息的自由流劫。被允i午的涉及至目
前控告井、政治和宗教伺趣的作品的例外不仗延及披紙文章的重制，而且延伸至“通垃掘刊、尸播或封公余

有錢恃播，重制度表在提紙期刊上的吋治控詐、政治或宗教的肘事性文章，或具有同祥性盾的己鎧尸播

的作品...

BC-10之二.3. 根揖第(1)款，圍內法可以准i午以i宴款規定的方式自由使用法款提到的文章和被尸播的作
品，除非杖利所有人就它們的使用作出明萌保留。換吉之，根利人只有正式且明碗地表示保留其根利，

才能滑述耕作品享有某些杖利。毋庸否私的是，遠是手縷的一神要素，考慮到勻信息相美的遠些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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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盾，座主人均速一元手縷保妒原則的唯一例外是微不足道、容易理解也是不引起損害的。(根揖它在企釣

最初的文本中的來源可以看出，它是在手縷的被告釣所接受之吋通泣的。)

BC﹒10之二4. 第(1)款第三甸的卉端規定，凡遊行述神自由使用“均座明胡說明出娃"，達科行文便說明出

赴似乎成方一科強于第10奈第(3)款所規定的火勢，但它后面又朴充，“封造反述一文券的法律責任由被
要求蛤予保妒的固家的法律萌定。"同肘需要指出的是，第10奈第(3)款的“如原出赴有作者姓名，也庇岡

肘說明"的規定部設有在述一奈第(1)款中出現。

BC-10之二5. 在其它情況下達反企釣規定的文各的法律后果，被令人均也座由被要求保妒圓的立法萌定，
全釣仗例外地規定某些必須通用的要素(察隊上，只有扣押侵杖寞制品的文勢是遠神情況的唯一盛著例

証:參見第16奈)。因而，第(1)款第二句中美于逛一店的規定似乎是多余的。息管如此，如果遠里納入述
一規定仍可以說方合乎情理并具有特定意文，也是由于說明“出娃"逛一文各的性廣所致。出赴在迪里充

疑不草指作品的棕題，至少同祥也指作方作品來源的掘紙期刊或尸播哲目。扳紙本身在不同固家的版杖

地位也有所不IPJ: 在一些因家，披紙被看作是享有版杖保耕的集体作品:但在其它一些因家，它們仗受

到反不合平竟爭或基于新聞媒件法律的保妒。 i主似乎就是特法律后果的缺捍杖交錯被要求保妒固立法的

原由。但某科后果“由......硝定"就是“須由........碗定"的意思(因均告釣在遠里并未使用留有較充分的自由

的通常表述z “本同盟各成員園的法律得..........勻。

BC-10之三6. 述一規定中并未直接提到也要指明文章上出現的作者姓名的文努，但述并不意昧著設有遠

神文各。遠里不仗涉及使用作品的某些常表(第10奈第(1)款和第(2)款規定的就是遠神情況，它直~第(3)

款闡明即使在遠神情配下也必須指出作者姓名是合理的)，而且涉及使用整件作品。由于遠是一小重要區

別，似乎設有合理的根揖扎克 ， h人第10奈之二第(1)款井未提到指明作者姓名的文努述一事裳，可以(基于
反向解釋原則)得出不存在遠耕火勢的結拾。依照第6奈之二中央于精神杖利的一般規定，遠神文努是存

在的。

第(2)款:方報道時事新聞而詩作品的自由使用(或可能的非自愿件可使用)

BC-10之二1 正是1948年布魯塞示修訂合坎特有失達神使用的以下規定納入企釣第10奈之二的(當肘仍
作方草狙一款):“在用攝影或屯影手段掘道肘事新聞肘，文學或莒朮作品的短小摘景予以是制、隻制和

向全余恃播的奈件，由本同盟各成員園的法律規定。 "1948年布魯塞示修訂金坡的且根告強惆指出，遠是

“財新聞自由的一科妥跡。"的扭告注強調了達科自由使用的有限性z “對我們說仗涉及短小片段肘，我們

鴨信是在封含混品的看法避行解釋......因方借用遠些片段肘于准嘯扳道肘事新聞做乎是根方重要的。"“

BC-I0之二.8. 1967年斯德哥示摩修叮金說滑述一規定避行了修改，并特它重新編哥克第10奈之二第ο)
款。第各速改金坡的1963年研究小姐指出，自由使用仗允祥用于“但播送某一事件的几↑片段的那神吋事

要問常目，因方明文規定只能使用短小摘柔。'， 65 研究小姐述指出 z “述一規則但通用于在真宴事件投生

“ 垃程中可以看到或昕到的作品，因此不延及每新聞片一起使用的后續音眾合成。" 勻此同肘，研究小姐

說方朮語“短小摘棄"所表述的奈件并不完全遁合封美朮作品的靈制。由于有遠祥一神理由提出:“合釣制

定者的意囡几乎不可能是仗允吽堇制美朮作品的一部分，這神行均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涉及損害美朮家的

精神利益，'， 67 所以研究小姐說均有必要完善有失奈文，以明晴在上述情況下是允祥隻制整件美朮作品的。
研究小組于是建說，除“文學或盡朮作品的短小摘柔"外，特允t午達科自由使用的可能性也延伸至“建筑作

品、草祖的平面、造型或安用吉朮作品以及草拙的攝影作品。 "681963年寺家委員金贊同研究小姐的現鼠，
但建說z “不使用‘短小摘景，和6草油的作品，遠些表述未硝定被允i午的自由限度，而座:梅‘在均提道目的正

曳需要蒞圍內，遠神一般概念有入釣文中。 "69 逛一建設被接受，金說過述了現在述一規定。

BC-I0之二9. 第ο)款留交同盟各成員回立法自行解抉的是“規定"某些行均可以~施的“象件"，而不是像

在述一奈第(1)款中佼佼“允悔"。正如一些ì-.if~家所指出的，遠神行文可以看作是指規定非自愿祥可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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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因方“每件"之一可能是:息管某些行均可以不詮授杖而安施，但仍須支付披酬。神不泣，就這些
科獎的使用而盲，必須付酬的學件似乎只是一科抽象的可能性，而不是修叮金攻打算規定的一神正規的、

通常的要求。鑒于遠才是金仗的意團(如同就第11奈之二第(2)款和第13奈第(1)款而言)，兮的明嘯指出遠
些“每件"的通用“不座有損于[作者]藐得合理掘酬[的根利]九看呆在遠神情況下，自由使用才更符合布

魯塞氛和斯德哥示摩修叮金放過垃逛一規定吋作方根掘的考慮。逛一成特別体現方逛一規定是以“新聞自

由"的名3(提出的， 71 述表明被主人均存在的問題井不是市場失吏(在遠神情配下，非自愿許可通常被主人均
是正貴的)，而是要承主人尊重一項基本自由的必要性。圍內法一般均承試述一必要性，允許在遠神情況下

避行自由使用。

第 11 各

[或創作品和音惡作品的某些款利: 1.公升表演款和向公立持播表潰的款利~. 2.美于譯作]

L 竟是創作品、音*Xit創作晶和音原作品的作者享有下列寺有根利z

(1) 授根舍卉表演和讀賽其作品，包括用各科手鹿和方式告卉衰讀和讀賽z

(2) 扭扭用各科手農舍卉播送其作品的表演和演奏.

2. xit勵作品或音眾xit風作品的作者，在享有財其原作的根利的聲1'-期間鹿享有財其作品的譯作的

間等根利.

第(1)嘉史料和第(2)款:我尉作品、音系尉作品和音惡作品的~\.芳表演叔

BC-l 1.l. 依照《伯示尼企釣)) ，“金卉表演"(合釣早在其最初的1886年文本中就在某些象件下承挑了企
卉表演的某些杖利，見i表文本第9奈第(1)款)里然是指在企余面前或至少在向全余卉放的地慮過行的財作

品的表演。有失戒創作品、音法創作品和音原作品企卉表演校的規定，以大体獎似于現在第(1)款(i)中的

形式首吹出現在金釣1948年布魯塞原文本中(同肘出現的挂有在某些方面被現在第11奈第(1)款。。所涵蓋

的向公余恃播送神作品的表演的杖利)。過肘第(1)款。但規定了送些作品的作者授枚“金卉表演和演奏其

作品"的考有杖。根揖第(1)款第三旬，封第11奈之三和第13奈的造用是有所“保留"的。第11奈之二(在法

文本中己)規定了尸播校和其它勻恃播有美的杖利，因此河道用法奈的“保留"但涉及下面吋槍的第(1)款
(ii)。但滑遁用第13奈的“保留"意昧著音原作品的机械寞制品的全卉衰演被法象所涵蓋，因方法奈第(1)

款(ii)規定了遠祥一科杖利。

BC-ll.2. 1967年斯德哥加摩慘叮金說完全是在后一方面又才有央企卉表演校的象文避行修改的。它滑第

11奈第(1)款(i)朴充了“包括用各科手段和方式合卉衰演和演奏"述一短稽。“用各科手設和方式"避行表演

和演奏星然也指過迫使用設各避行的表演和演奏，渚如第13奈第(1)款(ii)中提到的情況。盎然，勻此同肘，

有美金卉表演的規定己JA完全改斐的第13象中刪除。

BC-l 1.3. 第(2)款闡明了另外也可以由翻譯杖戶生的一神杖利，即第(1)款(指法款的兩項)規定的根利也

延及有美作品的翻譯，只要咳揮作的保妒期限尚未屆識。(需要朴充的是，譯者享有公釣第2奈第(3)款規

定的另外汁算保妒期限的草狙版杖保妒，只要翻譯具有原創性，情況通常也是如此。)

BC-l 1.4. 全釣既未界定“金卉"(作方形容河)，也沒有美于“金余"(作方名詞)的定文。但它們的會又是單

而易見的。就“合卉"而盲，它是形容河“私下"的反文祠，因而，凡不能被描述方“私下，呀!益主人均可以看

作是“金卉"。就“合成"而言，它同祥可以看作句“私人圈子"相珊，也就是使用者的私人圈子以外的人。“公
卉"或“全余"在制定法或法院判抉中的定叉，原則上留捨同盟各成員團自行硝定。其才剛才美于“合卉"和“私

下"遠-x才反文祠的吋洽必頸加以考慮，里然不准吽人:ÆJ地或隨意地縮小“合卉"或“金余"概念的蒞疇， h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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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縮小以“合卉"或“合余"方抉定性因寰的那些杖利的涵蓋范圍 0 元浩如何，主辱意見看束是z 所有在家

庭及其最密切的社金失系蒞園以外的使用和所有面“向企余"吶的行;方句均座視;均b“企卉"

BC-ll.5. 合卉表演杖并非延伸至所有神吏的作品，但呂定障上在避行最后修訂肘，遠神使用似乎兩所有

神獎的作品都是可能的。美于述一根利的其它規定有: (1)第 11奈之三第(1)款(i)，有失文掌作品的作者授

杖“用各科手段或方式合卉朗福"的寺有根(且不被林均告卉表演杖，但里然是由逛一根利斐化而來的); (2) 
第14奈第(1)數(i)，有美任何文字或乞求作品的作者主要授杖公卉表演已成方屯影改編和(或)屯影隻制封

象的作品(因而也包括音原作品)的寺有根; (3)第 14奈之二第(1)款， ì亥款規定，“屯影作品版杖所有者享有

勻原作作者同等的根利，包括前一奈[即第14奈]提到的杖利。"

BC-l 1.6. 值得世明的是，就《伯均可尼合釣》而言，“金卉表演"的概念不延伸至有錢或尸播方式的向企

余持擂，因方逛商神行方均涉及向一批示在恃道現場(勻“金卉表演"相財照)的合余待送作品。此外，起

需要指出，就公卉衰演根和全卉朗浦校所控制的行均而言，合釣設有使用“向全余恃播"述一木唔，息管

全釣本東可以像在1928年9耳文本中封尸播那祥使用同一衰述。遠祥說的意思是:~耳文本第11奈之二
第(1)款使用了“適垃元錢屯恃輸向公余恃播"逛一朮培[若肘遠是“尸擂"的同又活]，因而，全釣本來是可

以使用“適述表演向企余恃播"逛一木梧的。

BC-l 1.7. 企釣對肘設有(而且始興也投有)使用最朮梧的事要本身不可能完全排除一神可能性:即基于

一神根方尸泛的“持播"概念，特合卉表演看作是一科向合成倍播。但有一項原則遠里也庇造用，即在解

釋法律象文肘，采用不同朮活的重要性是不能也絕不允許被忽略的。看來告釣有美規定的起草者有意區

分逛商科行-jg: 在合余面前表演作品的行均勻向一批不在倩播現場的公余恃播作品(或其表演或朗埔)的

行方。遠意昧著公釣在某神童文上使用了接叉的特播概念，即JA某地(此持播炭生地)向不同于持播友生
地的某地持播。前面辱盲部分提到的“有指旱的友展昕段"中指明了送一誤叉的持播。它在WCT的釣文中

也有所反映，其第8奈的赫題方“向全余恃播的杖利，'，按每所涵蓋的宴廊上是仗有可能的兩神狀一地向另

一地的待播形式，兩神形式相互扑克，因均持播可以通述有錢方式或元錢方式或同吋通述兩神方式避行。

第(1)款~(ii)和第(2)款:向公立持播一一包括以有錢方式(在“原始有我哲囡"中)持播但不包括f播一一或尉
作品、膏系尉作品和音惡作品的款利

BC-l1.8. 在1948年布魯塞均可修訂合坡上，第(1)款。均被納入全釣釣文。自那肘起，公釣釣文在遠方面
投有友生改斐。根揖i衷項規定，“就刷作品、音至長戒勵作品和音*作品的作者享有下列寺有根利.... ..(ii) 
授杖用各科手段合卉播送其作品的表演和演奏。"這是指除尸播以外的任何持播，因方「播被第11奈之二

所涵蓋(如上所述，在布魯塞均可文本第(1)款。。中的然有第二旬，它封特別是第11奈之二的造用作出“保

留九在1967年斯德哥京摩修叮金坡上述一句被刪除，但遠井未改斐一令事宴z 即失于向全班恃播的某些

特殊形式的第11奈之二作方特別法，財它的遁用仍然可以作出“保留九)

BC-l 1.9. 除尸播及有美恃播以外的任何向企余持捕，是指通過拐戶器向例如一丹、相都房間倩播表演，

但最典型而且最重要的，它是指在常自己不是「播常目的情況下(在所晴的“原始有錢常目"中)以有錢方

式(通垃屯纜)向全余倩播。如同下面所付尬的，以有錢方式恃播被尸播的作品被第11奈之二第(1)款。i)所
涵蓋。

BC-l 1.10. 上面錯合第(1)款(i)ì寸拾了“全汗"和“向企余"的概念。迪里起需要強調，安綜上，合余成員在
場或合余成員看表演和(或)昕演奏井不是一令不可缺少的各件。只要表演在向企余汗放的地品避行或表

演被向企余持播(以第(1)款(ii)所述方式向企余提供)就瞥了。

BC-l 1.1 1. 如同上面所指出的，第ο)款中就有美作品的作者封其作品的翻譯享有的根利所作的闡述，財

第(1)款(ii)規定的根利也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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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芳表演款和其它某些款利的默詐-v1丹(“較小保留''):全談起柔中的戶明

BC.11.12. 財于第11毒品規定的合卉表演杖和向全余持播表演的根利，企釣投有規定例外和限制。不泣，

下述故定青明被納入了 1948年布魯塞均可慘汀金坡的且掘告z “且掘告人閹下已被委托現明園內立法有作出

通林的較小保留的可能性。挪JJ1G、瑞典、丹愛和芬主代表、瑞士代表以及匈牙利代表均提及方宗教位式、
草原因以及JL童和成人教育需求所允祥的遠些有限的又各免除。 i主些例外措施造用于第11奈之三、第11
奈之三、第13奈和第14奈。可以理解，方避免損害法杖利所体現的原則，提到的送些例外在此赴仗用輯

室直輕輕穹入。 "72

BC-l 1.13. 需要指出，逛一放定青明是在美于全釣的新第11祟的框架內作出的，因而皇而易見，“遠些

例外措施遁用于第11奈之二、第11奈之三、第13奈和第14奈"一句安隊上座看作是“除通用于第11奈外，
進些例外措施汪道用于第11奈之三、第11奈之三、第13奈和第14奈。"運值得一提的是，座就述些“例外
措施"或“較小保留"作出青明的意見是由負責第11奈和第11奈之三的合攻小組委員金提出的。小組委員全

封其有美第11奈第(1)款的提案作出朴充的掘告闡明 z “小組委員合各代表固正式宣布，它們贊同咳案文

井由此遠成一致的各件是特下違背明納入且撮告z ‘盤于本|司盟某些成員園就明硝限定的若干情況所承主人

的某些側外尚未被園時說可，第11奈第(1)款現在采用的行文未滑坡案文在《伯想尼公釣》中按柏林和~

Z主修訂案萌定的會文作安廣性修改。"， 73 上面引述的忌披告中的青明且然文字和帶細程度勻咳提案有所
不同，但本廣上勻它是一致的。

BC.11.14. 布魯塞示金放全体委員舍的氾豈是就代表們按述些例外的概念所作的解釋過一步指出:“多數
代表美注的是，~耳文本失于特同盟成員園的作者視同園內作者的規定被一神寺有的、常規的根利取代

后，法律狀況不友生安康性改斐。方取得遠祥一科錯果，金說只要明積達神奇有杖勻園內法規定的某些

例外并非不相容就瞥了，它們厲于~司文本己允t芹的方宗教、文化或賣固目的的例外。金故勻某些固家
的立場一致，宣林又才此持贊成志度。特別是瑞典代表固表述了一神魂ß: 挑:Jg述些例外座延伸至第11奈

之二、第13奈和第14奈，以及第11奈和第11奈之三，井以北歐各固政府的名又要求特述一衰志輸入拉擺
告中。但美于小組委員金掘告人......的提案，合攻指出 z 述些例外座具有局限性，特別是方了便改行均
不受作者述一寺有校的控制，表演或朗浦仗方‘非蕾利，性是不略的。考慮到逛一鼠，特別是瑞典代表團

所表遁的意見，美于如何解釋企釣的文，金波說:Jg直在且掘告中提及逛一問題。，，74

BC-l l. I5. “較小保留"的問題在1967年斯德哥忽摩修叮舍坡的靠各工作期間投有提出，在全放的計划中

也投有提到它們。不迫在第一主要委員舍的一吹金坡上，瑞典代表固再度代表北歐各固提放在委員舍的

掘告中加入一旬，大意方z “布魯塞航含混的且披告中提出的就第11奈和第11奈之三規定的寺有根作出較

小保留的可能性仍然有殼。"背迋項提案謀得通泣，第一主要委員舍的掘告中納入以下寅明z “本委員全
似充意阻止各成員固在其圍內立法中保留基于布魯塞均可金說且扳告中的宜林所作出的規定。因此，如同

涉及第8奈肘所指出的，看來有必要對述些‘較小保留，造用方翻譯校的側外所保留的原則(參見1Il告第205

段)0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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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于“較小保留"的戶曉的法律性屢:美于較小制外的說定戶明

BC-l 1.16. 上面引述的青明被納入布魯塞氛和斯德哥想摩修訂合攻氾棄的背景，清楚地表明它們厲于
“放定寅明"，迫神戶明是封合釣作出解釋的合法朴充來源。提出、吋拾和通站送些故定F哲明的方式以及

所有逛一切在金改記最中的反映方式均明鴨了一鼠，即它們是代表們就有失杖利及其可能的例外所適述
的青明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此，財企釣作出善意解釋需要充分考慮送些青明。

BC-l l. I7. 修叮金放氾是提到“較小保留，'，但寞時上其中涉及的星然是可能的較小例外。那些希望封杖
利造用途些神美限制的團家元須作出任何正式保留。

被允詐作出“較小保留"的款利的范萬

BC-l l. I8. 如同上面所吋槍的，被納入布魯塞京金放且披告的說定再明涵蓋全釣(布魯塞均可文本)第11奈、

第11奈之三、第11奈之三、第13奈和第14奈規定的根利。遠些杖利是:

第11奈第(1)款2 “，.......寺有杖利: (i)授杖合卉表演和演奏[就閥、音法或制和音示]作品..... . (ii)授杖
用各科手段企卉播送[送些神美]作品的表演和演奏" ; 

第11奈之二第(1)款2 “......寺有杖利: (i)授杖「播.......作品或以其它元錢待送符哥、青音或閻像的
方法向全余伶播.......作品 ;(ii)授杖由原尸播机拘以外的另一机相通垃有錢伶播或特播的方式向公余

恃播「播的作品; (iii)授杖適迂f音器或其它任何待送符哥、 FS音或團像的笑傲工具向公余持播尸

播的作品"(但第(2)數規定了可能的非自愿件可，第(3)款規定了方尸播目的避行I描吋丟在制的自由使用

和非自愿坪可);

第11奈之三:“......寺有根利......授枚金卉朗誦......作品";

第13奈第(1)款2 “......寺有根利: (i)授杖適迂能略過行机械寞制的故各是制[音示]作品; (ii)授杖適

迂述科設各公卉表演鎧述如此是制的作品"(但第(2)款規定了上面吋拾的遁用非自愿t午可的可能

性);

第14奈第(1)款2 “.......寺有杖利: (i)授枝特......作品改編和宣制成屯影以及投行徑泣如此改編或隻

制的作品; (ii)授杖企卉表演銓泣如此改編和宣制的作品。"

BC-l l. I9. 如同上面所引述的，斯德哥均可摩修叮金坡的披告闡明了代表國鑑縷遁用“較小保留"的意向。
且然在上面同一段中引述的瑞典代表固的盟主盲仗提到合釣第11奈和第11奈之三，但作方掘告的一部分適

泣的青明述是提到“基于布魯塞均可金放且提告中的宜林所作出的規定。"

BC-l1.20. 運需要考慮的是，在布魯塞均可通垃的故定青明所提到的一些規定已被慘改，即第13奈第(1)

款被刪除:同肘: (一)財音原作品的是制被告釣的新第9奈第(3)款明喃承訊方一神靈制行方; (二)第11奈

第(1)款和第11奈之三(按各成方新的一奈的第(1)款，鏽哥不斐)闡明，授杖封遠些規定所涵蓋的作品避行
合卉表演和朗滴的寺有校也控制“用各科手段或方式遊行的這科舍卉[表演][朗誦]0 "此外，相過于第11象

(ii)的新(ii)項被納入第11奈之三第(1)款，指出授校的寺有校也延伸至“授杖用各科手段企卉播送....".作品

的朗滴。"

BC-l 1.21. 斯德哥想摩修訂金放在遠方面過行的修改，看來主要在于封杖利的重新描述。滑音原作品的
是制被明磷承主人均一神靈制行舟，因而就授杖宴施述祥一耕行方的杖利而言，被允件的例外和限制就要

接受“三步撞撞"。作方述一修改的結果，第13祟的提及不再成立(因方它現在仗包含有失非自愿件可的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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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ll.22. 布魯塞京金說且娘告的故定戶明中提到企釣第14奈，值得寺叮予以考慮。如同上面所引述的，

法象在某科意叉上勻涉及草繩的勾畫制晶亮美的根利(第11奈、第11奈之二和第11奈之三)的規定是一致
的， I!Pì衷款第(1)款(ii)中也規定了授杖滑已成方也影改編滑象的作品避行全卉衰潰的寺有杖。在斯德哥怨

摩，按奈第(1)款(ii)中另外承主人了一科勻隻制晶亮笑的根利， I!P授校以有錢方式向全余持播銓遠祥改編或
夏制的作品的杖利。但第14奈第(1)款仰中規定的根利不同于迄今提到的勾畫制晶亮夫的根利，因:Jg它是

特換板和基本的勻隻制品有美的根利的一神措合，即授杖滑作品避行屯影改編和愛制的根利。可以說，

封“較小保留"的道用不延及第14奈第(1)款(i)，而延伸至按奈第(1)款(ii)。就愛制而言，是第9奈第(2)數規

定了哪些例外和限制是允祥的。

BC-l 1.23. }À“較小保留"的遁用范間未看， 1967年斯德哥怨摩~叮金放在公釣中加入新的第14奈之二具
有重要失系，按每第(1)款規定z “在不損書已被改編或隻制作品的版校的，情況下，屯影作品座作均原作

受到性手電屯影作品鼠款后才有者享有持原作作者同等的款利，包括前一奈弋海軍14~J 提到的扶手'1' [~; 

惆部分用斜体字表示]。注意味著逼迫T大第14奈的遁用范圍，上面指明的勻寞制品元美的杖利根掘第

14奈之二第(1)款也可以造用。

BC-l 1.24. 因而，可以追祥概括z 就告釣1971年巴黎文本而言，在布魯塞京通迂井在斯德哥示摩硝弘的

故定青明所提及的“較小保留"的任揮方案，涵蓋第11奈第(1)款、第11奈之二第(1)款、第11奈之三第(1)
款和第14奈之二第(1)款規定的所有勾畫制品完美的杖利，而且仗涵蓋送些根利。

件均“較小保留"的依扭的法律不甘校讀事原則;可能涵益的行方的商益，挂式非商益，挂作用

BC-l 1.25. 1948年布魯塞均可修叮含混吋拾了一+納入有美例外的規定的設想，并就允祥述些倒外速成一
致，但金說抉定適述一項草鈍的故定F明來解抉述一伺題。 i衷F明本身指出，在逛一方面造用一般的法

律不汁較瑣事原則。上面BC-l l. 12. 一段中引述的故定青明本身的案文強調了述一鼠，因方

它談到“在d、保留"[強調部分用斜体字表示]，它注指出“提及的追些例外仗用錯嘻扭扭苟入。"

BC-ll.26. 布魯塞均可合攻記是中反寞提到，仗允i午某些較小例外述一事宴以及改定F明中提到的示個本
身清楚地表明，商于方商jk性、曹利性目的宴施的行舟， :i主神例外是不允悴的。但全体委員舍的掘告注

提到合放在遠方面的共lJ{:“金說指出:這些例外座具有局限性，特別是方了使法行均不受作者逛一寺有

枝的控制，是d才~þji$1X._;吹#膏;#'1'1居~~'!Ié9.. "[強惆部分用斜体字表示] 0 77 因而，合放在適迫放定
青明肘造成的共i只是::Jg蕾利性、商jk性目~施的行方元疑不得納入任何“較小保留"的涵蓋蒞園，而且

即使符合非曹利性每件仍是不略的，因:Jg同祥在非蕾利活劫中，依照法律不汁較瑣事原則，在遠一背景

下也只有那些萌寞不具有較大意文的活功可被免除文勢。

持“較小保留"的到萃的祥本e挂式非祥本性

BC-ll.27. 在BC-l l. I2.一段中引述的說定資明作方示例提到可允祥的“較小保留"所涵蓋的行方: (1)在宗
教仗式蒞圍內安施的; (2)軍法國安施的; (3)方JL童和成人教育安施的。阿題在于， :i主可以看作是一神祥
息的列拳(}À而成方一神承令人某些已有較小例外的“不追湖"1哲明)尪是一科非祥厚的列主害。看來答案直是z

它不能看作是一神完全、 F格固定的列卒，但它嘯宴:Jg可允i芹的“較小例外"划出了大致的界限和范間，

可以逼迫合理、善意地道用英推的法律技巧來指明其它某些例外(例如，圍內法不仗允拌均宗教仗式而且

允許:Jg其它某些美似伙式一一如正式的固家仗式一一造用例外，可以不被說均勻合釣相íIf蝕)。勻此同肘，
同祥必須強調的是，同祥在故定青明提到的情況下，只有在遠些活功是方非膏利目的避行而且在其它方

面符合“較小保留"概念所依掘的法律不汁較瑣事原則肘，才允吽遁用送些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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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益之二
[;播款和有美款利~. 1.;播和其它元錢持播;以有錢式特播方式公芳持播放f播的亨氏逼迫揚戶器式
吳似裝置公芳持播放f播的作品; 2. 強制件可~. 3. 柔制;牆時汞制品]

1.文學童朮作品的作者享有下列寺有根利z

(1) 授根「播其作品或以任何其它充錯特邀符寺、青音或團像的方法向企余轉播其作品z

(2) 授根由原尸播机拘以外的另一机拘過近有錢持播或轉播的方式向企余倩措f捕的作品5

(3) 授根通述f音器或其它任何特送符哥、青音或團悔的笑傲工具向企余倩措「捕的作品.

2. 行使斟上第一款所捕的根利的各件由本岡盟成員圓的法律規定，但遠些每件的效力F格限于財

此作出規定的回家.在任何情況下，述些學件均不底有損于作者的精神根利，也不區有損于作
者裝得合理掘酬的故利， i實根酬在設有協說情配下鹿由主管當局規定，

3. 除另有規定外，根揖本各第一載的授杖，不意昧著扭扭利用是音或最偉\i各是制「擋的作晶.

但本岡盟成員固怯律得喃定-，播机拘使用自己的\i各井均自己播送之用而起行l描肘是制的規

章，本伺盟成員固怯律也可以由于送些最制品具有特殊文獻性Jl而批准由回家檔案傭保存.

說定f播叔和書美款利的沿革

BC-11之三.1.美于尸播叔的一奈新規定(第11奈之三)是在1928年9耳修訂金坡上被納入公釣的。 i真象第
(1)款規定:“文學童朮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杖通社尸攝的方式向公余持播其作品的寺有根利。"按奈第(2)

款涉及可以就行使述一根利規定的某些“象件"， ì宴款在下面避行分析。在1948年布魯塞均可慘叮金坡上，
第11奈之二第(1)款在兩+方面作了修改z 其一，其才逛一有失尸播校的基本規定的奈文(息管不是其宴廣部

分)作了修改:其三，承主人了某些勻「播有夫的新的“吹要"根利。按款祭文宰你上在1967年斯德哥均可摩和
1971年巴黎慘訂合坡上均維持了原祥。

基本f播款和抗技求是展現志未看時f播撓念

BC-11之二2. 美于基本尸播枝的規定是:“(1)文掌乞朮作品的作者享有下列寺有杖利: (i)授杖尸播其作
品或以任何其它元錢持送符哥、再音或圈像的方法向企余持播其作品。"短培“通社尸播的方式向全余持

播"被改方“尸播.......或以任何其它元錢恃送符哥、青音或圈像的方法向企余倩插.......九但1948年布魯塞

眉之修叮金說記是表明迫并非原先想要避行的安康性慘改，恰恰相反，記是中明硝指出作者“授杖通迂充錢

屯倩瑜的方式向企余恃播其作品"的寺有根底保持不斐。簡草說來，含混主人均尸播的概念己恩人皆知，因

而沒有必要再提供一+尸播的定艾。此外，金故主人均仗使用“「播"逛一表述有便利之娃，因方它強調了
投射行均是決定性的z 就「播的完成而盲，常目的接收不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78

BC-11之二.3. 在“有指辱的投展"所段，美于五星尸播曾有迂十分熱烈的蹄地。辯槍的原因并非在「播板
是否控制直播E星持翰的問題上戶生了提祠，而是因這科跨團界持翰的影哨而戶生了美于造用哪↑或哪

些因家法律的新阿題。逛一伺題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抉于在遠神背景下滑「播概念的解釋。

BC-11之二4. 述一伺題是1985年3月世界知i:Rrr杖組餌何IPO)和戰合園教科文組主貝加NESCO)在巴黎本
行的E星直播版杖伺題寺家小姐金坡上首改提出的。金放上因存在兩神解釋而使混成出現南極分化z 一

神現嘉誠方E星直播是一神草純的投射行舟，堅持仗造用投射地法:另一神現成則試均達科尸播是一+

始于友射的社程，它也包括“上行"和“下行"所跤，井只有在提供哲目(不要求一定在E星信哥覆蓋區域接

收到)的情況下才完成。持后一神耳目店的代表固傾向于考慮遁用E星信哥覆蓋區域內所有因家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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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ll之二.5. WIPO團隊局在考慮了含混上提出的各科理由井避一步研究了有美阿題后，提出了一神新

的折衷“字說"一一“持播況"。述一掌現在1986年5月WIPO和UNESCO失于視昕作品和是音制品的政府寺

家委員金、 1988年7月WIPO和UNESCO失于樺樹和綜合各美作品原則的政府寺家委員金含混上提出井吋

槍，隨后又被列入WIPO版校領域立法示蒞奈款寺家委員金的故程。在方1990年7月WIPO版校領域立法
示蒞奈款寺家委員金第三吹金放編制的工作文件中，提快了有美i表“掌混"勻相反的“投射視"辦桔的概述。

在向法委貝金提交的示范奈款的第三稿(最后一稿)第1奈第(1)款(iii)中包含逛一“「播"定又=‘“尸播，是通

道元錢恃輸方式向公裁措播作品 .........t ‘特擂，是尸播被尸播的作品。在尸播是通道E星避行的情現下，

恃播包括恃翰的上行和下行昕殷，并被視均在向全余提供作品肘完成，合成的安時接收則不相干。 "79

BC-ll之二.6. 美于「播的述一定文，金坡上作出下述坪洽z “《伯示尼告釣》第11奈之三第(1)款(i)規定
作者享有授杖‘「播其作品或以任何其它元錢待送符哥、 ya音或圈像的方法向企余倩播其作品'的寺有杖。

遠一規定的第二部分‘或以任何其它元錢持送......向合成恃播[其作品]'明硝指出， <<伯示尼合釣》規定尸

播是一';(rfA5_t:t.1乎正主~，式x最典型的方式)491命也~#，撐，每此相美的起有可f諧J:X-Jt. 宮尤為.掙工運~，式，逆ITS9

J軍官4乎是s9障公次于學虜。‘ I'ÄA5.i車三t.st l命公正走#11掙回旱'，遠是《伯示尼合釣》規定的尸播定文的本盾。
作方一+法律定文，它是完整的也是可行的。投有必要JA園時屯信朕盟《元錢屯規則》等固豚文有中借

用任何法律定叉，因方它的主題不是知怎Rtz:杖。 "so

BC-ll之二7. 金說結合“倩播說"和“投射稅"1:寸拾了以下理由 z “持播說"和“友射說"在解釋尸播概念

方面存在差昇:由于解釋上的不同，它們在准措法方面以及在下述伺題上也存在差昇，即如果杖利人在
E星信哥覆蓋固勾友射固不是同一人，那么哪↑或哪些杖利人有根授枝避行迫科「播。根攝“友射說，'，
尸播相對于草純的常目投射，它是在常自向耳星友射的地品友生的，因而座遁用投射圓的法律，而在法

國享有送些杖利的人座有可能授杖避行速科尸播。“持播說"基于「播是一科“向公余持播"的事裳，說~
“「播"概念座涵蓋向全余提供常目的聲+述程:它始于友射，但也包括向耳星友射的上行所段和向E星
信哥覆蓋區域倩送的下行附段;而且只有封信哥到站覆蓋區域的地面，此而向企余提供(持播)肘才算完

成(合余的宰你接收不被主人均是“尸播"概念的一小要薰)。因此，根揖i哀“學說弋炭射圓的法律和E星信哥
覆蓋區域的一小或几+固家的法律均座按以下方式加以考慮:通常，座適用友射圍的法律:但如果皮射

園不存在版杖保妒而覆蓋因存在，或哲目在投射固基于非自愿i午可避行「播，而在覆蓋因羞于寺有杖所

有人授杖避行尸播，即血還用覆蓋圓的法律。此外，如果覆蓋圓的根利人勻友射固的根利人不屆T同一
人，他的根利也座受到尊重。“持播說"似乎不仗更充分地符合《伯均可尼企釣》規定的“尸播"概念，而且
也更充分地符合E星「播的文化、社舍和控告存現裳。全釣規定的“「播"概念并未局限:Jg常目的草鈍投射

(“投射"一向甚至未在合的釣文中出現)，而且被限定方一神向公余倩擂。遠手中「播的現察就是作品得到

安時“使用，'，就是說，向企余恃播作品(如屯影)附帶蓮英得追過控告存等值的愿望的可能性在覆蓋因得到具

体的安現，而且因均告余主要財尚未看迫或昕泣的事物感共趣，而在某耕意文上得到最充分的宴瑰。所

以，“待播說"的反封者持反封現品通常并非出于滑它的理槍基拙和法律基拙的杯疑，而是由于改“掌圾"
的安隊座用垃程中可能戶生某些所謂的伺題。

BC-ll之二8. 美于“倩播說"和“投射混"的現成仍然存在很大分歧。里然，可以提出的更多法律理由和安
隊理由似乎支持前者而不是后者。}Á判例法上看，若干判抉表明它們所接受的是“倩播說"而不是“投射

說九在立法領域，歐共件E星「播和有錯特播指令的有失規定引起了板大夫注，有一神說法暗示咳指令

否定了“持播氓"。不泣，在i哀指令勻“持播說"之間井不存在真正的沖突，因3句: (1)按指令其才E星尸播的

界定勻“持播說"所提出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似的zsl(2)單然法指令預見了造用“投射"圓的法律，位
但它特述一原則的造用限制~}Á歐共体某一成員固境內“投射"的E星哲目， 83 息管接指令排除了可能根

攝“持播說"來旺宴造用覆蓋園法律具有合理性的任何情況(包括通用非自愿件可的可能性); 84 (3)讀指令

甚至承帆，在各覆蓋圈，至少在指令規定的通垃造宜的合同安排末消除送些差昇的迂渡期間，根利所有

人可以有所不同，但述些地域杖利必須受到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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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ll之二9. 看來現在“持播說"在某科意JI..上被普遍接受，即尸播是向全余侍播的一神形式不再受到

廣疑，所以，就E星尸播而盲，整+恃播主t程巨星被看作是一神向合成千春播的靈崇行方，在E星尸播情況

下，遠神行方只有豈可雪白察隊上向企余提供肘才算完成(但接收不是遠神行:tJ完成的一+奈件)。逛一戚

在某科程度上在1996年適述了WCT和WPPT的外交金坡上得到萌帆。 WCT中沒有美于尸攝的定文，但
WPPT中有，設有理由相信外交金說金主人均i袁定又不遁用于版杖領域的尸播。 WPPT第2奈(f)規定:

播，系指以元錢方式的播送，使企余能接收育音、或團像和青膏、或團像和青音表現物:過垃E星遊行的

此神播送亦:tJ‘尸播，:播送密問信哥，如果尸播組飯或控其同意向企余提供了解闊的手段，則是已尸播'。"
需要指出的是，法定又沒有提到友射，而是提到持輸(即并非但提到投射信哥達科仗在投射地蔚、友生的行

舟，而是提到倩輸信哥遠神涉及JA某地恃向男一地的概念的行舟，即提到一神社程一一在遠神情況下是

一科恃播迂程一一它始于持輸地息，但直至信哥到垃所持向的地店或地區肘才完成)。

BC-ll之二 10. 上面引述的WPPT中“「播"的定文，在另一小方面更新了“「播"的概念:它闡明了在何神
奈件下加密信哥的持輸可以視角“尸播"，就是說，如果“尸"播的象件得到保障，即只要解密手段造車地

向全余提供(否則涉及的就是一神可能秘密避行的品封底倩播或其它某科形式的“牢"播)。

道一步持播放f播的作品的款利

BC-ll之二11.在1948年布魯塞示修叮金披上，勻以前的1928年9耳文本相比，第11奈之二第(1)款中又
增加了兩+新項(自那吋起一直沒有改斐，并成:tJ公釣巴黎文本的組成部分)。它們規定:“[(1)文字畫朮
作品的作者享有下列寺有根罪U: ]..... .(ü)授杖由原尸播机拘以外的另一机拘過述有錢倩播或特播的方式
向全余倩播「擠的作品; (iii)授杖通道T音器或其它任何待送符哥、 F音或囡像的美似工具向台余持播尸

攝的作品。"

BC-ll之二.12. 就特播而言，其唯一特性就是其JA厲性，它里然是以同一「播概念方基拙的。“通道有

錢........方式向公余持措尸播的作品"(即有錯特播被尸捕的作品)的阿題在下面吋站(因方迪是過一步持播

被尸播的作品最典型、最重要的形式)。最后，就(iii)項中提到的行方(適迂揭F器或其它任何倩送符腎、

黃音或圈像的笑似裝置向企余持播被尸播作品)而言，它的性廣勻企卉表演相似，因方其中涉及的是在企

余面前或至少在向全余卉放的地肩接收并同肘提快被尸擠的作品。

被f播的作品的有金支持播

BC-ll之二.13. <<伯均可尼企釣》區分了兩神形式的有錢恃輸:尸播哲目的同步且充斐化的特播:原始有

錢可言目的持輸。息管后一神形式的有錢倩輸不在公釣第11奈之三第(1)款(ii)的涵蓋蒞圍內，部被第11奈第

(1)款(ii)、第 11奈之三第(1)數(ii)、第14奈第(1)款。。和第14奈之二第(1)款所涵蓋，因而在某些情況下簡短
地提到達神形式，以強調有錢哲目的述兩科基本形式的區別，也是合乎情理的。

BC-ll之二14. 第(1)款(ii)的祭文有一方面非常明輔。 ì表現規定的杖利涵蓋“由原尸播机拘以外的另一机

拘逼迫有錢恃播.......的方式向全余持播尸播的作品。"就是說，袂定性粽准是持播由原尸插机拘以外的另

一机梢避行:如果情沮是遠祥，作者或其它版校所有人就享有除授杖避行首播以外的另一神杖利。在企
釣釣文中找不到任何依捐來証宴滑某些掌說予以考慮是完全合理的:按照送些掌說，“任何"遠科特播在

某科章又上仗指“某些"倩播，即在“直接接收匪"或“服各匪"內十分頻繁避行的倩插不在逛一根利的涵蓋

蒞園內。

BC-l1之二.15. 美于分清什么行均被第(1)款。i)所涵蓋，什么行均可以看作是自由的，唯一的安隊伺題是:
方向某人或某一群人提供「播咕目而使用天鏡和屯纜，是硝宴屑于一神新的恃播行舟，運是因影哨十分

有限而未超出接收尸播常目的概念。上面討槍的“台卉"和“向合成"持攝的概念迪里似乎也是遁用的。如

果咕目是利用穿迂家庭房間里的內部有錢系統的天錢接收的，達科行方星然投有超出接肢的概念。如果

几小家庭同住一所相財較小的房屋，相互之間具有典型的相封密切的美系，也可以說方同祥屑于上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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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行舟。但如果令目以有錢(屯纜)方式向市內某一整体部分恃翰，持輸鏡纜遍布企共區域地下，甚至遍

布住漏成百上干相互設有私人失系的人群的各大街區企寓內，注視述仗仗厲于接收行方就十分荒謬了:

在遠祥一神情現下，第(1)款。i)所規定的杖利是可以造用的。

BC-11之二 16. 就某些神獎的作品的某些形式的使用(即戒劇作品、音尿刷作品、屯影作品的表演，音原

作品的演奏，文學作品的朗埔)而言，既有以有錢方式、“原始有錢哲目"形式向企余持攝的考有杖(根揖

企釣第11奈第(1)款(ii)、第11奈之三第(1)款(i)、第14奈第(1)款(組)和第14奈之二第(1)款)，也有以有錢方式
(通道屯鐵)向企余持播(有錢轉播)被尸播的作品的寺有根(因克第11奈之二第(1)款(ü)規定的遠祥一神杖

利涵蓋所有神獎的作品)。上面BC-1 1.8.-段中提到，第11奈之二是涉及它勻第11奈第(1)款(ii)之間的美系

的“特別法"，讓各封于它本身勻第11奈之三第(1)款(ii)、第14奈第(1)款。。和第14奈之三第(1)款之間的美
系也同祥是如此。就是說，第11奈之三第(1)款(ii)每上述的合釣其它規定之間是相互排斥的。指出述一成
很重要，因克思管依照第11奈第(1)款(ii)、第11奈之三第(1)款(ii)和第14奈之三第(1)款，授根的寺有根的
例外不得超出基于“較小保留"述一迪錄制度的非常有限的可能性，但就第11奈之三第(1)款。。所規定的寺

有杖而言，按每第(2)款是允i午遁用非自愿件可的。

BC-11之二17. 出于上一段所付拾的原因，指出一品很重要z 只有恃輸勻首播同步避行，而且在特播附

段未肘原尸播組頓所尸播的內容過行任何改功的情況，才可以看作是被尸播的作品的草鈍有錢(屯纜)特

播。如果被尸播的作品被表制下未井在以后的肘何以有錢方式(通迂屯纜)伶瑜，或被避行了改功，就不

再是原始唱目的特擂，而是以有錢方式(通迂屯纜)、以“原始有錢可言目"形式避行的一神全新的持播。

第(2)數:r播和有美行玲的非自愿詐可

BC-11之二 18. 在1928年9再修訂舍坡上，作者“授杖逼迫尸播的方式向台余恃播其作品"的寺有杖(在新

第11奈之三第(1)款中)首吹得到承說:此外，尸播小組委員金注提說增加第(2)款， ì衷款后來裝得通泣，
但有一些較小的起草修改，其祭文是z “本同盟各成員固園內立法座規定行使以上第一款所指的根利的象

件，但遠些余件的效力F格限于封此作出規定的固家。在任何情況下，述一致力均不座有損于作者的精
神杖利，也不座有損于作者蓮英得合理掘酬的根利， ì亥掘酬在沒有tJJ.說情況下皮由主管對局規定。"

BC-11之二 19. 小組委員金指出，在著重硝說第(1)款中逛一新近承主人的作者根利以后，在第(2)款中又特

行使達神杖利的“象件"留交圍內法來規定的原因，是承主人“鑒于改成員圓的一般企余利益，可以封版杖施

加限制。 "86 但委員金也指出述一共i:.R:“除非成員固本固銓瞌已表明有必要， i.裝成員固不得利用果取達
科限制的可能性。" 87 委員合起強調，它希望“使作者杖利勻咳成員目的一般告余利益一一特殊利益唯一

需要服紙的合余利益一一枷調一致。'， BS

BC-11之二.20. 1928年9耳修叮金坡的且掘告注閻明 z “通迂的案文代表兩神財立傾向之間的一科折衷:

一科特元錢屯尸播杖完全視同作者的其它寺有杖-，.，..，.，.另一科主人均達一問題取抉于政府對局方面均保妒勻
智力作品(特別是音原作品)的述一特殊新形式的尸泛倩攝相瞋系的文化勻社金利益的介入......九 89

BC-11之二21. ~耳金坡的且根告中提到的兩神文才立傾向在1948年布魯塞加修訂合坎上被再度提出，現

方各持己見，吋治之熱烈甚于20年前。金坡的計划提出了一奈折衷途徑，建坎特第11奈之二第(2)款的道

" 用蒞國縮小至“改要"使用，即有錢轉播和有錢倩道。 但尸播和机城設各小組委員金息管同意持造用非

自愿件可的可能性延伸至第11奈之三第(1)款的新(ii)頂和(iii)項所涵蓋的“改要使用，'，但堅持主張在第11

奈之二第(1)款。)規定的首播方面也座保留述神可能性。金說逼迫了述一提案。第11奈之二第ο)款奈文的
改斐看來并不重要，因jg除了一些較小措薛修改之外，真正的安廣性區別是“以上第一款所指"的“杖利"

由草教改方宣數:由于第(1)款的相座修改，“杖利"現在不但指尸播根本身，也指布魯塞均可文本中新承主人

的有美被尸播的作品的“改耍"使用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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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ll之二22. 第11奈之二第(2)款的奈文通常是不吉自明的。可能仍需要作出某些解釋的問題之一是:

可以規定行便有失杖利的“象件"是指什么。一般而言，遠被解釋方允i午果用非自愿件可，重要的是要指

出，成員回也可以規定其它一些各件，特別是可以維持授校的寺有杖，但以只能通迂集件管理姐俱來行

使均每件。

BC-ll之二.23. 不培是第(2)款的各文起是各吹修叮金說泊是，均未就失于何神振酬可視角“合理"提供任

何指辱。息管如此， i玄祠的平常會:x.足是可以提示掘酬必須是公平的和恰虫的述一要求。 i旱地家們正萌

地指出，遠意昧著負責規定撤酬的主管對局并不調有完全的自由抉定杖。基本上，只有過掘酬大体相豈

于作者在投有強制件可的情況下適垃掛商能移釣定的數額，它才可以看作是合理的。 91

第(3)款:被f播的作品的結吋汞制:自由使用武非自惡件可

BC-ll之二24. 方尸播目的制作是制品的伺題首吹出現在1948年布魯塞均可修叮金拔的日程上。對肘需要

解抉述一伺趣，是因方同盟成員園在授杖「播是否默示授校方己授校的尸播目的制作表制晶(即吏制品)

的伺題上存在意見分歧。

BC-ll之二25. 金坡的汁划提坎特下面的新第(3)款納入公釣第11奈之二:“除另有規定外，根掘第一款

的授杖，不附帶授杖利用能是音或是像的世各是制尸播的作品。 "92 述一提案沒有得到足略的支持。在辦
捨期間有若干困家提交了各遍提案，其中摩納哥的提案竟然提出完全相反的建說(即述神是制血可以自由

遊行且充續支付披酬)，其代表囝站在第一錢力促有利于尸播姐欽的思可能「泛的例外和限制得到公主人。

"由于各科妥協提案和有失它們的熱烈辯拾，金說最鑄通述了第11奈之三的新第(3)款，它在企釣1971年
巴黎文本中的維持原祥。

BC-ll之二.26. 不拾是合釣釣文足是各吹修ìT金說i已是，均未提供有失達一上下文中何神衰制品可視方

“l描肘"的明磷定文。息管如此，遠井不意昧著完全可以由固內法自由抉定。“!隘肘"本身的通常會文提示

它座是“很短的一段肘間，'，其同文祠方“短暫的弋“垃渡的"、“特瞬即逝的"、“目前的"、“短肘的"、“短

期的"、“一肘的"、“暫肘的"，它勻“永久的"相肘。在述一規定的上下文中，特別是根攝“方..........播送."'....
幅肘最制"述一表述，它充展表示述里座試方所允件的是方延肘尸播一一至多方在較短肘間內(元疑不超
述數月)間放一一而制作是制品。

BC-ll之二.27. 第 11奈之三第(3)款勻按奈第(2)款之間的區別在于它設有要求支付合理掘酬。但遠并不意
昧著同盟各成員固不得ÌÅ~: 有理由規定尸播組銀同祥有文勢就l描肘是制品支付遠神撤酬。付酬可以被

証寞是尤其合理的，甚至可以被視方符合“三步撞撞"的一小奈件，因均在允吽于一段校長肘間內保留“I惦
肘"隻制品以用于間放的情況下，付酬可以消除封版校所有人合法利益的損害，或至少使述神損書減小到

一神合理程度。

BC-ll之二詣，在根揖第11奈之二第ο)款允吽迢用非自愿許可的情況下，第11奈之二第(3)款的道用是十
分重要的，因方只要第11奈之二第(1)款規定的授杖「播的考有根維持不斐，版校所有人就可以在勻尸播
組主RìT立的合同中解抉l描肘最制品及其回放的可能性的伺題。

BC-ll之二29. 第11奈之二第(3)款最后一旬規定，固肉立法可以因追神是制品的“特殊丈敵性盾"而授枝

特它的保存在“團家椅案惜"肉。逛一規定需要作出三息說明。第一，很明星，不得特尸措組欽的輯案愴

視方“回家"的:述里所指的是一一例如一一固立相案倍或固立固有倍。第三，未詮版校所有人授杖，不

允坪特任何科獎的是制品保存在遠神輯案倌內，所允祥的只是那些(例如狀主朮史的角度來看)具有文獻
性的是制品，而且只有在遠神文獻性固有教理由(例如因素制品体現了有失主朮家的主要成就)而具有特

殊意文的情況下。可造用的立法就述神保存作出規定肘，遲座同時規定可以保障遵守送些限制的必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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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第三，格達神是制品放在固家組案f宮內的目的是保存(如:Jg研究目的)，因此，如果尸播組訊逼想再

坎使用遠神是制品，遠神后縷使用三自然需要室主版校所有人的攪杖。

第11聳立三
[文拳作品的某些叔利~. 1.公芳朗講款和向公支持播朗淆的叔利~. 2. 美于淨作]

1. 文學作品的作者享有下列會有根利z

(1) 授根舍卉朗誦其作品，包括用各神手鹿或方式合汗朗誦z

(2) 授根用各科手農舍卉播送其作品的朗滴.

2. 文學作品作者在財其原作享有根利的整+期間，塵封其作品的揮作享有同等的根利.

BC-ll之三.1. 述一奈勻第11象是兩+相滑庄的規定，它們均每同一神行方密切相夫，以至看未設有理

由特它們分卉。也可以說，第11奈之三是第11奈的比照版，因方兩者之間的唯一區別是逛一奈提到的不

是表演，而是文掌作品的胡埔。特它們分方兩奈的原因，似乎是功詞“表演"被言人均不完全遁于表現文學

作品(1軍管特表現博歌描述方一科“表演"，并不舍使劫謂“表演"具有社度延伸的會文。例如， WPP1第2

奈(a)中有失定叉的一神可能瑋法是z ‘“表演者，指演員.........以及........胡浦."....或以其它方式表演文學......

作品.，.，......的其它人民"，改項中的“朗滑"(declaim)勻第11奈之三中的“朗誦"(reci個.tion)是同文培)。

BC-l1之三.2. 在1948年布魯塞示慘叮舍坎上，第11奈之三銓垃很大程度的縮減后被納入企鉤的文。它
仗仗規定z “文掌~*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校公卉朗浦其作品的寺有根利。"述可以看作是含混的一小疏漏，

因均速一規定勻第11奈不一致，特別是有美向企余倩播丈掌和草木作品的胡爾以及有美翻譯的朗埔板的

規定未被鍋入逛一奈(息管如果上述朗誦杖被扎克滑~劇和音眾劇作品的翻譯是必要的一一在上面有美

第11奈的說明中所付站的一神不大可能的必要性一一那么不訊方它蔚文學作品也是同祥必要的，就不合

還輯了)。

BC-l1之三.3. 1967年斯德哥示摩修叮金改改正了前一吹慘叮金誠的積淚，使第11奈之三斐克第11祟的
一+完全比照版。遠也意昧著朗埔杖延伸至“用各科手段或方式公卉朗埔"，遠相對于斯特哥示摩金放在

第11奈第(1)款中使企卉表演校友生的美似延伸。

BC-l1之三4. 出于上述原因，美T第11祟的說明(包括有失“較小保留"的說明)可以比照地遁用于第11

奈之三。

第 12 各

[改鴿、音系改編和其它受毒者的扶手電

文學盡朮作品的作者享有扭扭滑其作品避行改編、音房改緒和其它斐劫的寺有根利

BC-12. 1. 改鋪板(按杖利在述一象中被頻繁提及)可以說拘束源于隻制杖。要你上，“授杖財其作品避行

改編、音*改編和其它斐劫"的杖利所軒甫的，是持有美作品的已有要素(它們在改編等成果中的使用在

某神意叉上可以棍方財述些要素的畫制)勻某些新要薰結合起眾的行舟，遠神結合通常可以F生一件新作

品。新作品是作方合釣第2奈第(3)款規定的源生作品受到保妒的。正如在最款規定中間祥闡明的，述一

保妒不損害原作的版杖:述神規定要防上是出于進一考慮作出的z 其才改編等成果避行任何使用，原作中

的已有要素均同祥被避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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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12.2. 改編等行均勻寞制的密切美系在《伯均可尼合約》前几+文本中表現得尤其明星z 未詮授校的
改編等成果被看作是間接優占物，相豈于未鎧授杖而制作的宣制品。但在改編等行JiJ拘成新派生作品的

創作的情況下引起某科混淆。遠神情況一直持續到1948年布魯塞示慘叮金說，現在的第12象取代丁先前

的規定，它的會JI..要明硝多了。

BC-12.3. “改編"的概念十分「泛，很雄完全列舉出述一概念所涵蓋的所有特換形式。但可以列羊一些
典型的例子，渚如小說的或間l化或相反一一裁制作品的小蛻化:將屯影片特化方尸播副:或JiJ短篇小說

創作“造耳區"版。但需要指出的是，作品的也影改編不在全釣第12象而在第14奈的涵蓋蒞圍內。“音法改

編"是指音'*作品的不同特換形式，渚如:悔其它'*曲改穹成管弦尿曲或方遁合特定尿器的演奏而創作原曲

的新版本。安隊上，“任何其它斐劫"的概念是最不明碗的。星而易見，它們座被主人均是作品的一神不屑
于“改編"或“-*曲改編"的特換形式，但仍然具有因達科特換而可以F生新派生作品的性盾，作品的縮穹

本就是一+例子。在述一方面足需要指出，有一耕作品符合“任何其它交劫"的情況，就是特作品}À一神

培吉翻譯成男一神悟吉。但翻譯杖被另一象一一第8象一一所涵蓋。

第 13 各

i持膏惡作品及其所含歌詞的汞fÞJ款可能進行的限制: 1. 強制祥可; 2.逕渡性措施; 3.未挂作者詐可的主制

品進口時的扣柄

1. 本間盟每一成員圈可就其本團情況財音原作品作者及允吽其歌伺勾音原作品一道最音的歌呵作

者授根xt上述音*作品以及有歌祠的音.SJÇ作品過行最音的寺有根利規定保留及各件z 但逗樂保

留及各件之致力F格限于x'l此作出規定的固家，而且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損害作者按得在設有

掛說情說下由主管道周規定的合理掘酬的根利.

2. 根揖 1928 年 6 月 2 日在!'司和 1948年 6 月 26 日在布魯塞$盤叮的合釣第十三奈第三歡在本間
盟成員圍內是制的音原作品的是膏，自讀團受本文本釣束之日起的兩年期限以肉，可以不鎧音

原作品的作者岡露在讀固避行.:制，

3. 根揖本各第一、二款制作的最音制品，如未室主有美方面批准避口，祖此神景音均侵放棄音制品

的國家，可予扣押。

第(1)載:汞輔音惡作品的強制祥可

BC-13.1. 上述形式的第13裝是在1967年斯德哥示摩慘叮金坡上適泣的，它是合釣先前几小文本中述方
宣染的一奈規定的“后權者，'，那一象在音原作品是制的若干方面均作了規定。最奈詮扇了先前的多吹修

改，但在1948年布魯塞想文本中，具有抉定性的前兩款仍然規定z

“ (1) 音眾作品的作者享有下列寺有杖利:

(i) 授扭過迂能慘遭行机城宣制的世各若是制述神作品:

(ii) 授杖逼迫述神世各企弄表演娃娃如此是制的作品。

“ (2) 有失造用前一款所指的根利的保留及各件可由本同盟每一成員圓的法律就其本固情況規定:

但遠業保留及每件之致力F格限于封此作出規定的園家，而且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損害作者

張得在設有掛說情況下由主管道局規定的合理扳酬的根利。"

BC-13.2. 在1967年斯德哥均可摩慘叮金坡上，勻布魯塞銘文本的按奈第(1)款中兩神杖利有夫的兩+規定

被移入它們理座蚵厲的象款中: (ii)現封第11奈第(1)款(i)中特別是音示作品的公卉衰演杖作了朴充: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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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第9奈第(1)款中明萌承主人了一般笙制杖， (i)現己設有必要:息管如此， ì表象第(3)款中迪是納入了一+

說明，以萌主人所有是音或最像均座視角靈制。

BC-13 .3. 但規定遁用強制吽可制度的第(2)款被保留(重新編哥克第(1)款)，但作了一些修改。第一赴慘

改十分重要:述一規定中提到的可能“保留"和“余件"的遁用蒞園被縮小至音示作品的是制(在布魯塞均可文

本中，提及的“前一款中各科杖利"一一對肘第(1)款規定的杖利一一仍同祥涵蓋法款規定的合卉表演根)。

可能的強制件可范間因另一娃的悔改而封是音也有所縮小，根揖述一赴修改，作者先前曾詮授杖滑坡作

品遊行是音成方一+奈件。第三赴修改可能被令人均具有某科f大強制件可的遁用范圍的效果，但宴廊上

它似乎不述是一耕現明，即在于指出述一規定也通用音原作品的“文字"一一即歌呵。

BC-13 .4. 第11奈之二第(2)款也規定了(就尸播和某些有夫的恃播行方)遁用強制吽可的可能性，其中包

含一+奈件:即“在任何情況下，遠些余件[強制許可]均不底有損于作者的精神杖利。"第13奈第(1)款中

并未提到逛一每件。但如果根揖述一事安一一基于造用反向解釋原則一一推斷i宴款中不遁用美似奈件，

里然沒有道理。宴院長上，第11奈之二第(2)款提到精神杖利不述是多余的，因方即使讀款沒有提到精神杖

利，}A第6奈之二也特得出同祥的錯尬。第6奈之二在第13奈涉及的情況下也是造用的。

BC-13.5. 有失“合理"報酬以及它可以由主管對周末規定的奈款，察隊上勾第11奈之二第(2)款的相座奈

款是相同的。因此，有美官款的說明遠里也可以通用。

第(2)款:追渡，挂奈款

BC-13.6. 有利于曾受先前文本釣束而新近加入巴黎文本的成員固的述一迂渡性奈數是不盲自明的，由

于它逐漸成方一神草繩的目史遺適，因而充須特別加以說明。

第(3)款:未鐘詐可為進口的主制品的扣押

BC-13.7. 遠是自企釣1908年柏林文本以來唯一未鎧任何其廣性修改而延續至今的奈款。其會又不言自

明，它在某科意文上是第(1)款中“逗笑保留及每件之效力F格限于財此作出規定的固家"述一每件在遲輯
上的必然錯果。

第 14 各

i屯影議會j款和有美款利: 1. 屯影鼓搗和支f#lJ; 支行;公卉表諸實浮宮以有錢方式向公~，待播握如此設蟻或主

制的作品; 2. 屯影嘻嘻品的改論; 3. 不這用強制祥可]

1. 文學童朮作品的作者享有下列寺有根利z

(1) 授根格達獎作品改編和軍制成屯影以及~行鐘述如此改蜻或踅制的作品z

(2) 授根舍卉衰讀、演奏以及向企余有錢持播娃娃如此改編或隻制的作品，

2. 根揖文學或意朮作晶制作的咆影作品以任何其它乞求形式改捕，在不如再咆影作品作者授根

的情況下，仍須鎧原作作者接根.

3. 第十三奈第一載的規定塵不遁用(于屯影)0

規定會j件和保串戶屯影作品的款利的話革

63 



BC-14. 1. 1908年柏林文本是最早納入有美屯影作品的規定的文本，航那肘起遠些規定的現重性"就存
在于《伯均可尼企釣》中。一方面，其中包含有美方創作送神作品而被使用(被改編)的原作的作者杖利規

蒞(在1971年巴黎文本第14奈中);另一方面，也包含有美屯影作品本身的杖利規蒞(在1971年巴黎文本第

14奈之三中)。

BC-14.2. 息管直到1948年布魯塞示修訂合說，屯影作品才被明硝地納入企釣第2奈第(1)款財作品的非

祥思列幸中，但1908年柏林文本中己銓包含斌囡封封肘新出現的屯影攝制現象作出反庄的規定。第14奈

第(1)款闡明授校以屯影攝制方式宣制其作品是~刷作品作者的一科杖利(它基本計封是制或劇演出的行

方)。更重要的是，第14奈第(2)款承主人某些屯影制品本身也值得受到保妒。倍于達科保妒的奈件是，“如
果作者逼迫財演出形式的編排或間惰的組合，使該作品具有小性和原創性。"

BC-14.3. 1908年柏林文本第14奈第(3)款豈吋包含一令令人感到意外的規范(至少fA回頗的角度來看)。

最款規定z “在不損害原作的版校的情況下，通垃屯影攝制的方法兩文掌、科掌或金朮作品的隻制座得到

勻原作同等的保妒。"述一規定之所以出人意料，是因方它所接及的并非封已有作品的安盾性改編，而大
体上只是一科技朮赴理，美似封作品的表演的是音，但述神最音在《伯均可尼合約》中A人未得到同祥的承

主人。特逛一規定納入金鉤的原因，可以狀承令人仗仗被赫均作品的屯影“畫制"具有兩+特店找到:其一，

遠神“隻制"不可能龔究只是一科机棋行舟，因方某些方面(清如進取不同拍攝角度、拍攝出演員的特寄

一一前景一一攬生，凡此神神)要取決于按“隻制品"的制作者:其二，遠科行方便作品的一神新的固定形

式戶生，它不再是原素的胡面形式的作品了。承私人逛商+特正是似乎促成1928年9耳外交金放在第14奈第
(1)款和第(3)數中均增加了“改編"的提法。

BC-14.4. 1928年9耳文本語滑第14奈第(2)款作了以下修改:“屯影制品凡由于作者賦予其原創性的，
座作方文學或主朮作品得到保妒。屯影制品如不具有述一性庚，腔作方接影作品享有保妒。"通泣刪除“演

出形式的編排或劇情的組合"的提法，逛一規定仗在硝主人屯影制品均作品方面保留了勻硝主人其它任何作品

相同的一般奈件，即原創性。

BC-14.5. 在承說被改編成屯影作品的原作的杖利以及屯影作品本身的杖利方面，布魯塞加修訂合攻又

向前逗避了一步。在企釣布魯塞京文本中，第14奈第(1)款的新裝文規定:

“ (1) 文掌草木作品的作者享有下列寺有杖利:

(i) 授枝特送藥作品改編和靈制成屯影以及J宣布詮泣如此改編或重制的伊品:

。。 授根舍卉表演、演奏以及向企余有錢恃播娃娃如此改編或隻制的作品。"[強調部分用斜

体字表示。]

BC-14.6. 第14各第(2)款規定z “在不損害被隻制或改繡的作品版校的情況下，屯影作品座得到勾原作

同等的保妒。"對肘斯德哥示摩修訂含混正是在逛一方面采用了一+更jg佯娟的規定。被納入布魯塞示文

本的第14奈第(2)款，在斯德哥均可摩金說上斐成了新第14奈之二第(1)款第一句。對肘i衷款第二旬規定:“屯
影作品版杖所有者享有勻原作作者同等的根利，包括前一奈提到的杖利。"[即第14奈， h人述一親戚東看，

上面引述了它的美鍵一款一一第(1)款(它在斯德哥均可摩文本和巴黎文本中沒有任何改斐)0 ] 

BC-14.7. 1967年斯德哥均可摩慘叮金說作出的另一書斌，是協調各成員園就屯影作品杖利的原始自層和

特吐遠些寞奈何題所造用的不同規則。有美述些伺題的新規定被納入第14奈之三的第(2)款和第(3)款，它
們在美于按奈的說明中加以討拾。

第(1)款:贅述每新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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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14.8. 第14奈第(1)款規定了已有文學和2朮作品的作者在其作品納入也影作品方面的兩神杖利。第

一，兮的就所有神獎的作品所萌主人的根利，因此，在述一上下文中封述些杖利的胡說不免使企釣釣文中
F生某科贅述:第二，合釣的其它象款仗就某些特別神獎的作品授予的根利，因此，方就屯影作品哺弘

達些杖利，在述一奈中另外作出規定是必不可少的。

BC-14.9. ì衷款。中的改編校和宣制杖似乎是多余的， (ii)項中的合卉表演校和以有錢方式向公余恃播的

杖利碗豆定是新要素。 (i)項中同吋規定的友行校的性廣另外i寸拾。

BC-14.10. 之所以說有美改編校和靈制校的規定多余，是因1-JJA第2奈第(3)款、第9奈和第12祟的一般規
定同祥可以推斷出遠些杖利的存在。第12奈規定了作者授杖封其作品過行改繡的寺有杖，即使第14奈第

(1)款(i)投有另外作出規定，第12象也特涵蓋咆影改編。第2奈第(3)款尤其明鞠了1.$..文學或古朮作品

的“改編.........座得到勻原作同等的保妒 ， {Æ~.存:tP!~).實1tú9A草成."[強惆部分用斜体字表示]，遠意昧著在
使用改繡的情況下，不但改編者的杖利座造用，原作作者的杖利也座遁用。反垃來，這也意昧著在使用

原作的改繡的情況下，就所有神獎(而不只是某些特別神笑)的作品承主人的所有杖利均必讀由原作作者享

有。全釣第9奈規定的靈制板就是遠祥一神杖利，因此，在第14奈第(1)款(i)中仍然提到笙制枚是多余的。
正如下面結合投行杖一起吋拾的，遠神情況有助史原因。令人美注的是:起有一神財于作品的屯影改編

更方重要的一般杖利，在第14奈第(1)款中部未提及， ep第11奈之二規定的尸播杖:毫充疑肉，述一根利
同祥遁用于屯影改編。

BC-14.11. 投有第(1)款。。的規定，企卉表演校和以有錢方式向企余待播的杖利就不存在，因均速些杖
利是仗就某些特別神獎的作品授予的(參見第11奈第(1)款(i)和第11奈之三第(1)款(i)) 。

第(1)嘉定:是行叔

BC-14.12. 就第14奈第(1)款ω中提到的友行杖而言，首先庄周明“投行"的會文。在述一方面，全鉤的英

文本和法文本之間存在著很大差昇。英文本中使用了distribution一祠，而法文本中則使用了mise en 
circu1ation(投放流通)。英文dis出.bution可以有兩神解釋方法z 或是仗指首故友行，或指所有后續投行行

舟。但法文mise en circu1ation似乎表明但具有首次投行的會文。考慮到全鉤第37奈第(1)款(c)的規定(“在
封不同培文文本的解釋友生爭說肘，以法文本方准")，法文本的會又具有決定性。述似乎意味看，最低
要求是規定一神隨有失靈制品首吹鼓行(投放疏通)而周恩的友行校(述一規定投有失于杖利用恩座扎克具

有園內效力迪是園時敷力的任何提示)。

BC-14.13. 此《伯均可尼告釣》中是否存在友行杖(至少是mise en circu1ation意叉上的首吹鼓行杖)的角度未
看，第14奈第(1)數(i)中有英友行校的規定具有特別的重要性。述一向題也可以達祥提出 z 述一規定(像有

美隻制校的規定一祥)也是多余的，注是指一神連同位滑屯影改編(以及一一根揖第14奈之二第(1)款中提

到第14奈第(1)款一一屯影作品本身)才存在的(首吹)投行校的新要素?只要有美炭行校的規定不同于有

失改編板和寞制枝的規定，法規定就不金被看成是多余的:根揖反向解釋原則，遠特意昧著企釣中不存

在其它神獎的作品的(首吹)投行杖。

BC-14.14. 但有充分的理由試方z 第(1)款(i)中有美友行校的規定勻該項中有美改編板和靈制校的規定同

祥都是多余的:而(首吹)投行杖作方宣制根的一~不可分割的必然結果在《伯均可尼企釣》中是胡安存在

的。其理由如下。

BC-14.15. 如上所述， <<伯怨尼告釣》第14奈第(1)款的規定最早是在1948年布魯塞右之外交金說上納入企
釣釣文的。第14奈第(1)款特別承令人了授杖財作品避行屯影改編和寞制以及財述祥改編和軍制的作品避行

丈行的寺有杖。如同上面BC-14.10.-段中所付拾的，述一規定封于改編棍和隻制杖是多余的。在逛一背

景下需要指出，員然布魯塞京文本第12象中己明萌承主人了改編杖，但就宣制杖而盲，情現挂不是述祥。

息管如此，在隻制校方面迪是存在贅吉:章肘企釣并未明硝規定隻制杖(直到1967年斯德哥海之摩修叮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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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通述了一+明鴨承執法杖利的規定， l1P新第9奈)。然而，設有人趴方，既然仗就被改編:Jg屯影的作品

胡說了愛制杖，而未就其它作品硝臥室制杖，財于其它作品就不存在隻制杖。第14奈第(1)款有失靈制杖

的規定因此旦得尤其多余。它之所以屑于一神贅述，是因方它闡述的是:就某些作品而盲，如同財于所

有作品一祥，存在一神已被承主人的杖利(息管未在兮的中闡明)。有充分的理由主人舟，第14奈第(1)款有美(首

吹)投行校的規定曾控(現在仍然)具有相同的性庚，就是說，它曾詮(現在仍然)是一+尤其多余的規定，

因均它只是就某些作品闡明了迂去就所有作品一向默說的某科杖利。

BC-14.16. 有充分理由主人均情況萌要如此，只要同祥考慮到寞制作方一神受控制的行克和作方利用作品

的一神基本形式的性廣。貫制板存在的理由和最龔目的是先作者和其它版校所有人提供一科控制杖，以
控制向企余提供作品的軍制品的行方，途就是作品基于隻制枝的正常利用的本廣。如果仗授板出版者笙

制作品，而未一井授杖向企余首吹友行宣制品，述神授枝特是毫充章文的(而遠神作方必然錯果的授杖}À

眾都是通注明示或默示捨予出版者的，通常同肘硝定遠耕友行的各件，特別是可以友行的地域)。如果財

堇制技作出迫于限制的解釋，以致作者或其它版杖所有人只能控制宣制品的制作，而不能控制寞制品的

首吹友行，寞制枝特不可能得到正常利用。遠祥，息管作者或遠神杖利的其它所有人享有授杖隻制其作

品的寺有杖，他部不能基于達科杖利利用其作品。

BC-14.17. 1967年斯德哥jj\摩修訂合攻拒絕了建說明萌承弘一神友行校的提案。但根掘掘告所反映的辦
治情混可以得知，金說所拒絕的里然不是一神合理的(首吹)投行杖(重制杖缺之即不具有它所必需的充分

掛值)，而是一神可能要求迂高的“流通根九撤告迋反映出，遠只是“因均提案迫退未到"而設有足移肘何

申斌的結果，而不是出于任何安盾性原因。 1967年斯德哥示摩外交合放所拒絕的是一神-:il:炭行杖，即
一科特超出首故友行蒞園的根利。速改金波設有申斌一項可能比較造度的提案，即所承主人的盟主行杖必須

仗涉及韋拉友行而不涵蓋任何后接投行。的

BC-14.18. 息管基于上述考慮因素可以得出錯洽: <<伯jj\尼合釣》中存在一耕作方承主人寞制校的必然結

果、勻它不可分割的首吹友行杖，但需要朴充說明的是，遠祥一科杖利不具有很大的宴時意文。靈制杖

所有人可以通垃合同釣定來控制首吹鼓行的各件，而且直至首吹銷售(或所有枝的其它方式的首坎特注)，

寞制品仍然屌于可能受制于述神的定的自然人或法人。息管可以此《伯怨尼告釣》來推斷存在一神首故

友行杖，但就一般炭行杖f‘流通叔")而言，情況部不是遠祥。<<伯均可尼公釣》設有規定成員固有3!..努承

弘一神涉及已由作者或其它根利所有人本人或控其明示或默示授杖舖售(或以其它方式特址所有杖)的寞
制品的友行杖。唯一例外是去釣第14奈之三規定的特售板(追縷枚)，故杖利遁用于作品的原件或手稿特

售的情況。但承主人特售杖不是一神最低文餐，而只是合釣規定的一神任捧方案。

第(2)數:屯學改緝的改輪

BC-14.19. 第(2)款規定z “根掘文學或主求作品制作的屯影作品以任何其它主朮形式改編，在不妨磚屯

影作品作者授校的情況下，仍須詮原作作者授杖。"考慮到第12奈規定的改編枚是一神涵蓋各獎作品的各

科改繡的一般杖利，以及第2奈第(3)款規定作者的根利延伸至其作品的改編，第14奈第(2)款的規定看來

也是多余的。

第(3)款:不逆耳張春11~午可

BC-14.20. 合釣第13奈第(1)款就音原作品的最音規定了遁用強制件耳的可能性。咆影作品和其它視昕作

品涉及il何是制。因而，似乎很清楚，第13象第(1)款几乎完法遁用于逗笑作晶和逗笑是制品。但充浩如

何，第(3)款防止了任何可能基于視昕是制按定文解釋也指是音逛一理由而造用第13奈第(1)款規定的想

在。

第14拳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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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于屯影作品的特別規定: 1.視罵“患"作; 2.版社的知真;持某些屯影制作參每者的某些款利的限制;

3.其它某些屯影制作參持者1

1. 在不損害己撞改鋪或畫制的作晶的版枝的情混下，屯影作品虛作方原作受到保妒。屯影作品

版根所有者享有句原作作者同等的根利，包括前一無提到的根利.

2. (吋 硝定咆影作品版根的所有者，屑于接要求錯予保妒的固家怯律規定的蒞園，

(b) 然而，在其語律承試參加屯影作品制作的作者座屑于版杖所有者的本同盟成員圍內，遠
些作者，如果鹿允參加此項工作，除非有相反或特別的規定，不能反封封屯影作品的畫

制、1t行、合弄衰讀、演奏、向企余有錢德播、尸播、合卉持捕、配制字幕和配音.

(c) 均遁用本車tb項，上面提到的虛允形式是否座是一項抽面會閱或一項相當的文嚼，逛一

伺趣座由屯影制片人且都或慣常住所所在的本岡盟成員圓的怯樟加以規定.然而被要求

錯予保妒的本間盟成員圓的法律得規定遠一直允直以有面會岡或相章的文祠的形式.告

律作出此神規定的國家直以相面戶明通知且干事，井由后者轉述-J哲明立即通知本岡盟

所有其它成員國.

(的 “相反或特別的蟬定"指句上述虛允有美的任何限制性每件.

3. 除非本園活律另有規定，本學第二款 b 頂之規定不遁用于均屯影作品創作的周本、台甸和青原

作品的作者，也不遁用于咆影作品的主要辱演.但本間盟成員園中其誰律井未規定財屯影早讀

遁用本各第二款 b 現者，底以有面肯明通知ä干事，且干事盧特此背明立即轉述本同胞所有其

它成員團.

第(1)款:屯影作品的款利

BC-14之二1. 上面美于第14奈的說明中，甘地了屯影作品的版扭地位是如何逐步被視同方一般文掌和

2朮作晶的，以及這一避程是如何因1971年巴黎文本第14奈之三第(1)款第一旬的規定而完成的。根掘述

第一旬，第三旬闡明了里見的錯果，即屯影作品的版杖所有人像(其它)原作作者一祥享有同等的根利。

第(2)款:(a): 鼠耘的與真

BC-14之二.2. 勻前面的合釣其它所有規定(遠些規定一直使用朮培“作者"來指明權是原始杖利所有人)

相滑照，述一奈第(1)款第三句首吹使用了“版校所有者"述一木罷。它已表明在下面第(2)款和第(3)款中舍

有什么結果。

BC-14之二3. 1967年斯德哥想摩修叮金攻武固解抉一+畫眾的問題，它已捨屯影作品的園時市場帶來
很多麻煩。遠就是在述獎作品的原始杖利蚵厲和根利特吐問題上存在不同的園內制度，渚如: (1)“屯影

版杖"制度:依照達科制度，屯影制片人(“制作者")被承試方原始版杖所有人; (2)“法定特吐"制度:依照

述科制度，版杖同祥被特吐錯制片人，但基于比較寞祟的法律錯拘(原則上，版杖由自然人創作者原始取

得，但被祖方隨即依法特址捨制片人); (3)“特吐推定"制度:依照達科制度，自然人創作者也是原始版校

所有人，但被推定均在他們參勾屯影制作肘就特其根利特址搶了制片人(但遠祥一耕推定也可能是可推翻

的)。

BC-14之二A 第(2)款(a)規定由被要求保妒固自行硝定權是屯影作品的原始版校所有人。伯示尼同盟各

成員團可以自由過捧上述各科制度，基本上，它們可以進擇持原始版杖授予作舟自然人創作者的作者享

有，或授予制片人享有，或授予作者和制片人共同享有。 96 逛一解抉方案息管是基于它符合固民待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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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的價定逼迫的，但即使在進一規定逼迫之肘做乎也不理想，因方它造成了一神困境:同一作品在不同

的成員圖存在不同的研#杖利所有人(M.ì衷制度的可預見性的角度看，述神狀況引友了一些伺題，并封法

律的喃定性和合同釣定的可靠性提出了戶童的Jjl疑)。在短濟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基耐設施日新月昇友展的

目前那境下， i主些問題己斐得更加突出了。

BC-14之二.5. 考慮到送些困雄，一些寺家和有美各界主人舟，原始杖利阻鳳(和杖利的可特吐性)由勻屯影

作品的創作和制作有最密切耳其系的因家來硝定更方合道，因:Jg所有的基本合同釣定都是在改固避行的，

而遠些釣定通常成方宣祟的一長串后接合同的基拙。述一解抉方案三自然只能句“權"的伺趣的答案有失，

而特“什么杖利"、“哪些側外和限制"、“什么奈件"、“多長肘惘"等伺題留錯被要求保妒固的法律未回答，

以及通迢迢用園民待過原則未解抉。但迄今在園時居面上，述些仗但是拉l說法上的設想。

第(2)款制:合法化推定

BC-14之二6. 第(2)款(b)座在作方自然人創作者的作者是屯影作品的原始杖利所有人的成員固遁用。它
在制片人f‘制作者可是原始杖利所有人的成員固則不造用(依照“咆影版杖"或“法定特吐"制度z 述一規定

之所以不遁用，是因均在那些成員回不需要美似措施宋保障行使杖利的合理奈件:迋些杖利“按定文解釋"

是由作方原始杖利所有人的制片人掌握的)。

BC-14之二7. 逛一規定中提到的制度以中性方式赫方“合法化推定，'，而不是“特吐推定，'，因方它仗側

重于所期待的成果，即上面提到的屯影作品制作的參勻者不能(“除非有相反或特別的規定")反封述一規

定中所列萃的行方。愚管可推翻的推定似乎是一神十分符合還輯的解抉亦法，但宴施述一規蒞的其它手

段也是可能的，如特定的合同方案等。

BC-14之二.8. 一旦上述參勻者滑屯影作品制作貢獻了力量，就可以造用途一推定。但需要指出的是，

述一推定封第(3)款涉及的某些基本參勻者不造用。

BC-14之二.9. 述一規定中所列幸的有美行方十分明嘯，遠里只需作一席說明。述一規定(連同《伯示尼

企釣》的其它所有宴廣性規蒞)依照WCT第1奈第(4)款通迂哥IYE而納入法奈鈞。在WCT的上下文中造用逛

一規定肘，兮的第14奈之二第(2)款(b)中的一小要景具有特別意文，即述一規定所涵蓋的多神行方之一是

其它任何方式的“金卉持播"。如果轉達一短培勻WCT第8奈結合起未壤，就可以推斷出 z 章第14奈之二

第(2)款(b)在WCT的上下文中通用肘，座考慮i衷奈釣第8奈規定的“向合成倩播"的概念，此而也涵蓋(交互

性)“向全余提供"。

第(2)款(c)和尚:庄允的形式

BC-14之二.10. 第(2)款(c)和(d)的規定十分清楚，而且是不盲自明的，五須作出特別說明。

第一(3)款:基本的屯影制作參持者

BC-14之二 1 1.第(3)數免除了同盟各成員園就它所提到的屯影作品制作的基本參勻者遁用“合法化推定"

制度的文努，即方屯影制片而創作劇本、台祠和音原作品的作者，以及一一有法款包含的附帶每件一一

主要辱演(后者宰你上通常被看作是逗笑作品的最具抉定性的創作者)。述一推定的然可以造用，但并非

強制性的。

第14岳之三

[美未作品和手瓏的追縷叔: 1. 分享特售利益的款利'; 2. 准捶法; 3.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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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財于重求作晶原作和作家每作曲家的手稿，作者或作者死后由團家怯律所扭扭的人或机拘事

有不可到寺的故利，在作者第一坎特址作品之后財作品避行的任何出售中分享利益，

2. 只有在作者本團法律承試述耕保妒的情說下，才可在本岡盟的成員固內要求上數所規定的保

妒，而且保妒的程度座限于極要求蛤予保妒的固家的法律所允祥的程度.

3. 分享利益之方式和比例由各固法律硝定.

BC-14之三1. 述一杖利是在 1948 年的布魯塞過三修訂金坡上提出的，如同逛一奈第(2)款所表明的，它具
有任擇性，并取決于?kJJ責性互惠。就?k廣性互惠而盲，它意昧著企釣第 5 奈第(1)款規定的錯予國民待過

又岳的一耕倒外。

BC-14之三.2. 在持統上，述一杖利在其它培吉中通常是以其法文形式(世oit de suite)來表述的，但它在
英文中被越來越頻繁地車拉克“特魯叔"。它的性庚、蒞固和受益人在第(1)款中規定得十分清楚。

BC-14之三3. 息管如此，美于述一根利的不可特吐性的值得稍加說明。正如上面BC-6之二.6.一段中所
付治的，詮濟杖利通常被解釋方合釣規定的可特吐的杖利。排除述一特售校的哥特吐性是按一般原則的

一神例外。不可特吐性似乎符合作者及其鍵承人的利益。如果沒有這一厲性，述一杖利特吐的等值就只

有原掛一神成分，作者及其鑑承人可以享受迫耕作品在以后各吹銷售中的增值的目括就完法安瑰。

BC-14之三A 考慮到法杖利的任擇性，第(3)款捨予成員圓的自由是可想而知的。園內立法不仗可以萌

定收益分成比例或數額，而且可以在以下方面作出規定: i主神收益座按特售俯格述是按前后兩坎銷售份

格差額計算:由權(要主足是英主)支付:座在何科特售情況下支付(私人之悶的不可控制的特售一一而不

是通垃耳R~中介的特售一一被排除在外);述一杖利是各自行使足是只能通道集件管理制度來行使。

第 15 .~ 
i受保是戶的款利的拉行社: 1.在指胡作者姓名式可根提化名嘴切克援地址定作者身份的情見下'; 2.材于屯影

作品; 3.材于不具名作品和化名作品; 4.材于某些作者不明的未tI:版作品]

1. 受本公的保妒的文學草木作品的作者，只要其名字以通常方式出現在旗作品上，在設有相反

iiE攝的情配下，即祖方議作品的作者井有根在本同盟成員園中財優犯其根利的人接起訴訟.

即使作者果用的是假名，只要根揖作者的假名可以毫亮麗何地萌定作者的身甜，本數也同祥

還用.

2. 以通常方式在屯學作晶土署名的自給人或法人，除非有相反的証攝，即推定均旗作品的制片

入，
3. 財于不具名作品和以上第一數所述情揖以外的個名作品，如果出版者的名字出現在作品上，

在設有相反官E攝的情說下，演出版者即祖均作者的代表，井以此實格有較錐妒和行使作者的

故利.章作者告卉其身掛井証察其均作者肘，本載的規定即停止遁用。

4. (吋 財作者的身份不明但有充分理由推定旗作者是本間盟某成員固團民的未出版的作品，最

固法律得指定主管道周代表議作者井有根鱷妒和行使作者在本罔盟成員圍內之根利.

(b) 根揖本規定而指定主管道周的本同盟成員固直以有面F哲明特此事通知且干事，寅明中寫

明被指定的當局全部有美情疵，且干事盧特此戶明立即通知本間盟所有其它成員固.

第(1)教至第(3)款:誰定一一作者、屯影作品f#lj作者、不其名作品和化名作品的作者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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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15. 1. 前三數規定了以下几方面的推定z 堆座被承訊方作者、咆影作品制作者:以及就作者不明但

已出版的不具名作品和化名作品而言，權座被承試方作者的代表。現在第(1)款和第(3)款中的規定此一卉

始就是公釣的組成部分，而第(2)款則是在1967年斯德哥示摩穆訂金坡上才納入全鉤的。遠些推定滑于版
校的執行非常有用，因均在遠些方面，它們至少使幸直責任由其它對事人一一特別是涉嫌侵杖人一一來

負扭。

BC-15.2. 連些規定祥細而清楚，而且不言自明，因而一般充須加以特別說明。但仍需指出的是，所有

送些推定均具有可推翻性，它們只有在設有相反旺明的情況下才能成立。如果推定不可推翻(例如，只有

其姓名出現在作品的軍制品上的那些創作者才被承弘均作者)，它特是作方版杖保妒象件的一科手縷，而

依照合釣第5奈第(2)款，達科手接是禁止通用的。

第(4)款:“民何文字乞求的保伊"

BC-15.3. “民間文學金木"一向并未在第(4)款奈文中出現，但在1967年斯德哥示摩修叮金坡上，述一規
定是作方浦足保妒民間丈掌吉朮創作需要的一神解抉方案通迂的。第一主要委員舍的披告中胡哨闡述了

逛一伺題。

BC-15.4. 民間文掌草木的伺題是由印度提出宋的，它建坎特“民間文掌草木作品"納入滑各獎作品的非

祥厚的列幸中。印度逐提坎特第7奈第(3)款中“至于不具名作品和假名作品"述一短培改方“至于除民間文

掌重朮作品之外的不具名作品和假名作品，'，以及在法款中朴充一+新的分款:“就民間文掌重木而言，

保妒期限座7g自旗作品出版之日算起的五十年。方~施本分款，旗作品的任何是制品的友行不得視角故

作品的出版。 "97

BC-15.5. 第一主要委員金決定帝說民間文掌吉朮的阿題，并方此成立了一小工作小姐。作方第15奈第
(4)款通泣的規定就是按工作小組拙定的。第一主要委員舍的根告中包含有美新通迫的述一規定的以下說

明 z “工作小姐的提案未提及‘民間文掌草木，一祠，封它作出界定被弘均被其困雄..，.，......但里而易見，遁用
法規定的主要領場轉勾通常被林先民何文掌踅朮的那些成果相一致......作者不明的作品似乎拘成合釣第

7奈第(3)款和第15奈第(3)款的新各文中提及的不具名作品概念中特殊的一抖。因而不具名作品的保妒期

限(如第7象所規定的)寫作者不明的作品也是有效的。在作者被露其身份的情況下，他可以根錯第15奈第

(3)款最后一句恆察其方作者。看東只要作品已出版，第(4)款規定的特別制度就不再滑它還用。如果出版

者的名字出現在作者不明的作品上， ì產出版者可以根措第15奈第(3)款第一句代表吱作者。 "98

BC-15.6. 息管1967年斯德哥均可摩修叮金斌的意圍很好，但似乎新扑克的規定并不遁于7g民間文掌主朮
創作提供符合需要的知怎fUñ:杖保妒。有美述一方面的原因以及遠些規定通迂以來的一些投展在下面吋拾，

遠里首先就有美的基本問題作一簡要的綜述。

BC-15.7. 作方持統文化的民間文掌草木表現形式的保妒，不能混成是一小“南北"問題，因方各固均攔

有連同相陸文化表現形式的具有份值和受到珍視的倩鏡。只是友展中國家財送些特鏡文化表現形式的知

怎RF杖保妒的需要更方迫切，遠并不令人慷呀。民間文掌主朮是各固文化遺戶中的重要成分。但它們封

友展中圓家尤其重要，遠些園家承弘民間文掌吉朮是一神民族表現和社金主人同的手段。盤于在i午多投展
中固家，民間文掌乞求嘯察是一神童羊活的而且仍在友展的持統(而不只是財迂去的一神緬杯)，就更是如

此。

BC-15.8. 封民間文掌草木的不封利用在美t去也是有可能的。不泣，技木的突~猛避的友展使文掌主木

和民間文掌乞求表現形式的使用方式日新月昇(是音和視昕制作，述神制品的合余愛制，尸擂，有錢播送，

互融阿倩輸，等等)，早致了濫用現象的激增。民間文學主朮往往被商~化，而它們所來源的社合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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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控濟利益甜未得到遁貴的尊重。方了使民間文掌主朮更道合市場需要，它們常常被曲解和割裂:

然而持承和保存遠些民間文學金朮的社金群体分享遠神使用回掘或利益的杖利部得不到承主人。

BC-15.9. 缺少財民間重朮真品的創作者和制作宜的某科造虫保妒是尤其不利的。設有述科保妒，利用

批量生F技朮制造的假冒伯若“民間草木"rz:.品就舍頻頻充斥市場，并肆充忌，陣地通述各科交易渠道來銷

售。達科活劫封于真正的民間草木現象是一神根大的威勵。它戶重損書了有失社舍群件的合法精神利益

和銓濟利益，其后果之一是剝寺了未源地中小型企血的生存机舍，使得賴以存留的特定科獎的民間文掌

重朮擷l描消失。

BC-15.10. 因而可以理解，解抉民間文掌乞求創作保妒伺趣的提拔是很受友展中因家攻迎的。自 1967年

以來，很多度展中因家在其成文法中規定了財民間文掌主朮的“版板"保妒(主要在非洲，有20多+固家的
版杖法均包含大意如此的規定)。然而，較方深入的分析表明，版杖并不是保妒民間文掌乞求的遁虫手段。
何趣盎然不在于民間創作的形式、美掌水平或偷值。恰恰相反，它們的表現形式勻享有版校保妒的文掌

和草木作品沒有什么不同，它們甚至往往比很多可以硝定作者的創作注要完美出色。

BC-15.1 1. 基本差昇可以說均在于民間文掌草木的未源和創作迂程。很多民間文學草木表現形式通在版
杖戶生之前就己伺世，并鎧扇了漫長的一系列被模份和逐步友生細徹斐化的社程，因此它們是逐漸演斐

形成的。清如作者身份、原創性或改編等版杖概念，完全不遁于納入述一蒞峙。不能說精美的民間文學
主朮的創作者是某+或某些身借不明的人。創作者是某一社合群体，而民間文掌草木是連縷若干代人的

創作性貢獻的錯晶。勻此相一致，很多社合群体和民族均符其民間文掌草木看作是其共同遺戶的組成部

分而層于它們共同所有。特述些創作作方“未出版作品"加以保妒里然不是一神通宜的解抉舟法，因:Jg其

錯果是封它們的保妒在它們出版50年后就結束了。民間文掌重朮表現形式的性屁不因它們“己出版"等偶
然因素而改斐，它們仍然是一科永久的現象。因此，如果它們值得保妒，這科保妒同祥座是永久的。

BC-15.12. 上速度展中固家的立法者似乎試俱到逛一息，他們所作的規定是符合述科主人垠的。遠些固家
的制度有吋被赫克特殊的付費舍有領域制度。但安廊上，“民間文掌草木作品"在使用7G須授校而只頌付

費的意文上未必是在含有領域內:授杖制度是存在的，而且是代表某神集体所有制(有美集件或民接)這

作的。遠些制度也未必是要求“付費"的。息管迫些規定被納入版杖法，它們其安倒是可以輯方特殊的寺

內制度。

BC.15.13. 由于《伯想尼企釣》提供的版杖模式被面E~不通于民間文掌重朮的園時保妒，注意力隨后特
向了某些可能的特殊各遞方案。在WIPO和UNESCO主持下， 1978年到1982年述一期間牢行了一系列全

說，最鑄在1982年6月UNESCO和WIPO政府寺家委員舍的一吹金坡上，通述了《保妒民間文學童朮表現

形式防止非法利用及其它損害行均圍內法示范奈款》。示蒞奈款特別預見到一科特殊制度，其中包含某

科超出民間文學草木的特鏡或耳慣耳境避行任何膏利性使用的授杖程序(遠意昧著，只要特定社金群体內

的手工古人創作和生戶精美的民間主朮品符合民間文學主朮措鏡和耳慣，即使他們的費功是方市場用途

而具有蕾利目的，也充須按示范奈款取得授杖)。示蒞奈款要求捨予道~保妒未防止的行方主要包括: (1) 
未銓授校的使用; (2)違反指明民間文掌草木表現形式來源的又各; (3)因銷售樹造民間文學金朮創作的物

品而使企余戶生淚解(一神“假冒"); (4)合卉使用被曲解或割裂的民間文學主朮創作而專致“損書有美社金

群体文化利益"(侵書了一耕集件“精神杖利")。

BC-15.14. 1984年12月， WIPO和UNESCO寺家小姐申放了一項基于示蒞奈款拙定的民間文掌草木表現
形式園時保妒奈釣草案。但述一考慮部遭到主主&化回家的拒絕(它們提出了兩+安隊向題:即在很多固家

設有硝主人民間文掌草木創作的可靠根揖:此外，“地區性民間文掌重朮"一一由不止一小或有吋由多小回

家共同攔有的民間文掌草木一一也是一+棘手的伺題)

BC-15.15. 民間文掌乞朮創作的固廠長保妒問題在WCT和WPPT的靠各工作期間提了出來。几小炭展中固
家提拔另外書斌建立某科特殊制度。 1997年4月在泰固普吉品本行的UNESCO和WIPO民間文學踅求保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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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槍搭上，述一要求被再改提出。在編制WIPO的 1998年至1999年兩年期汁划期問，上述蓮波得到考

慮。按汁划滑提出的有美持鏡文化表現形式的知怎gtz=杖保妒問題作出了回座。它滑《伯古之尼企釣》提供

的解抉舟法不甚有效的教官11和 1984年的每釣草案避行了考慮井反映出遠祥一神說Ì:Q:任何固廠長解抉方案

只有基于切宴周密的第各工作才有机含義得成功并具有可操作性。有央的WIPO分項計划安排了一系列

宴況調查任各和周密研究，多故地區磋商，以及祺板促成建立遁宜的教掘庫和地區合作計划。所有述一

切均被納入更方全面的汁妞，它涵蓋所有可能涉及的“持統知氓、創新和文化"的知ì，Rtz=根問題。

BC-15.16. WIP。在述一領域的雄心勃勃的計划卉始戶生了親板的具体的錯果。 2000年7月， WIPO固防
局投表了一份非常周密的有共“特鏡知現持有人的知棋戶杖需求和期望"的研究掘告，其中包含一+有失

在世界各地卉展的多吹宴況調查活功的披告。披告祥細闡述了座用于民間文掌重朮保妒的不同法律手段，

它們超出了版杖或版杖獎的特殊保妒的范圍，而延伸至此創作、生戶和備售有形民間文掌主朮創作來看

尤其造宜的某些主主~tz=根手段，如集体商輯、地理掠志的保妒以及反不正對竟爭。

BC-15.17. 在WIPO成員固大金2000年9月的合坡上，建立了一+新的常改机梢，即知iRF杖勻遺待費輝、
恃鏡知調和民間文學草木常設委員舍。它于2001年4月至5月在日內瓦召卉了第一吹金圾，并于2002年12
月召卉了第四吹金說，民間文學草木的保妒成方其故程的中心說題。

第 16 各

[是根友會j品: 1. 扣押~. 2.進口時的扣押; 3. 准話是]

1. 封作品的優校董制品，在作品受怯律保妒的本同盟成員團座予扣押.

2. 上款規定岡祥還用于來自封某作品不予保妒或停止保妒的團家的軍制晶-

3. 扣押座按各固法律真行.

BC-16. 1. 第(1)款所包含的也是《伯均可尼企釣》的一小“老"規定，因方它M.最初的1886年文本以來就是
全釣的一部分。第(2)款的規定則是作方基本規蒞的必然延伸在1908年柏林修訂合坡上被納入企釣的。它

在1967年斯德哥均可摩修叮金披上但作了一些細微的修改。

BC-16.2. 扣押是執行版校的一項重要措施。第(3)款持有美扣押的具体安施留交各成員國立法自行規

定。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它的重要性， TRIPS枷定在其第四部分包含有某些具件規則以磷保扣押措

施的有效宴施。

BC-16.3. 座在同盟各成員園生殼的送些有美扣押的一般規定，可以被理解方默挑了一神控制(或至少是

一手中“防止可能"的)踅制品」宣布的“杖利九之所以如此是出于以下原因:如果隻制品的制作未經杖利所有

人的授杖，有共的畫制品就不被准i午友行:如果仍有人斌圓度行，送些寞制品就座予以扣押。如果寞制
品的制作是銓垃授校的，它們的友行就可能作方遠神授校的一部分而被明硝件可，或達科授杖可能理所

盎然地默示襲制品友行(至少它們的“投放流通"，即首吹炭行)的許可(之所以說理所豈然，是因方如果出
版者被授枝在某特定固家制作數千件重制品，遠神授校里然默示(即便末就此另行釣定)他至少可以在法
固境內向企余提供述些隻制品)。

第~
i控制作品是行、草書血和展串的可能性]

如果本間盟任何成員圓的主管道局說均有盛宴滑于任何作品或制品的食行、演出、展出，迫近法律或每

倒行使件可、監督晶禁止的根力，本金鉤的各數絕不底艙磚本同盟各成員固政府的追耕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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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查尋~!/度

BC-17.1. 自最初的1886文本向世以末，述一奈規定就是《伯示尼企釣》的一部分，而且}À未作社任何

修改。它始與被看作是一+准i午5美施拉查制度的規定，只要推妒基本人杖、台共道德或公共安全可以成

:k宴施述神制度的充分理由。

BC-17.2. 令人失注的是，逛一規定提到的三科行方(作品的投行、演出、展出)中，設有一神在企釣規
定的任何最基本校利所明萌涵蓋的范間內，息管“演出"可以被理解得非常寬泛，以至完全足以包括所有

勾畫制品完美的行方(合卉表演、尸播、以有錢方式向企余倩播)，而且，如果“友行"(按朮培似乎是指璽

制品首吹銷售后的友行)和“展出"在某特定成員因被任何杖利所涵蓋， ì衷成員團盎然座就述兩科行方履行

園民待遇文勢。

BC-17.3. 息管就逛一各取得了一科共"Ì.R:它的目掠是闡明企釣允坪同盟各成員圍在上述三+朮培提到

的合卉使用方面裝施檻查制度，但它的祭文(特別其中使用了劫向“件可")如果未被置于造盟的背景下來

研壤，仍然有被淚解的可能。所以，在1967年斯德哥示摩穆叮金坡上，第一主要委員金通社一項正式闡
明第13象會叉的青明(被納入掘告)是十分有用的。 FE明指出:“法奈主要涉及拉查制度z 拉查人有杖申查

銓作者同意而准各企之于余的作品，并基于此神申查而‘i午可，或‘禁止，待播旗作品。依照伯示尼同盟的基

本原則，同盟各成員固不得寬借第17奈而采用任何一神強制許可。凡在依照合釣的規則必須銓作者同意

才能持播作品的情況下，各成員固絕不能允坪未銓作者同意的持播。 "99

奎軒的道用

BC-17.4. 第一主要委員舍的掘告在緊接被引述的那一段后面的一段中，的在“第17祟"的掠題下，包含

另一再明，它指出:“委員金一致贊同其主席失于在本掘告中提及以下事寞的提放z 即合共政策問題始與

座由圍內立法自行喃定，因此同盟各成員固能修茉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限制可能出現的奎斯的濫用。有鑒

于此，澳大利E和英固有美華晰的濫用的提案被撤回。'， 1個

BC-17.5. 逛一說定青明的適述，均達場V日持久(}À1928年~耳外交合故弄始，在1948年布魯塞均可外交

金坡上仍然鑑縷)的辦拾起j上一+句哥。有几+代表國提出一+何題，即它們主人均存在集体管理組旗在所
滑“表演叔"的管理方面濫用事宴上的壟斷地位的可能性。在送些金坎上，普遍但略微含混地提到同盟各

成員圍在其固內法中就逛一伺題作出規定的一般自由。

BC-17.6. 但在1967年斯德哥示摩修叮舍披上，英固和澳大利亞代表回想通垃企釣中一+明碼的規定未

解抉述一伺題。英固提交了比較具悴的提案，它建放在第17奈中納入述祥一款新規定z “本同盟各成員圍

得自由制定頒布必要的法律，以防止或解抉就大量有版校的不同作品行使其中一科或一科以上校利的1'-

人或机拘濫用其享有的奎斯地位。'， 101

BC-17.7. 述一提案得到一定支持，但也遭到某些反滑，其錯果是全放通注了上面BC-17.4.一段中引述
的青明。

第 18 蠱
[公為主赴時已存在的作品: 1. 如起講爵的保爭期限尚未屆講到受保ir; 2. 如說要求保#麗的保爭期限已

屆講到不受揉造戶~. 3.這些原則的這用; 4.特珠情羽

1. 本企街道用于所有在本企釣卉始生教吋尚未因保妒期捕而在其起頭圖進入舍有報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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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但是，如果作品因原未規定的保妒期已漏而在被要求錯予保妒的團家已過入全有頓域，則讓
作晶不再重受保妒.

3. 本原則直按照本同旦成員圍之間現有的或轉要錯錯的有美特別告釣所規定的各款宴行.在投

有述科舉款的情說下，各固分別規定宴行上述原則的學件。

4. 新加入本同盟吋以及國真行第七.或故弄保留而f大保妒蘊固肘，以上規定也同祥遁用.

“這謝娃力".一特裝韓

BC-18.1. <<伯怨尼企釣》第18奈第(1)款和第(2)款的效力往往被指明:t.J“追湖性保妒"。但逛一表述具有
最早性。如同下面所吋拾的，逛商款規定并未在某科意文上要求給予追溯性保妒:即在全釣生效前安施

的某些行克思管豈吋因不存在保妒而被允坪且充須付酬，但仍特溯及既往地被看作是使杖行舟。第18奈

規定位意昧著: h人告釣在某特定成員圓益嚴之H起，公釣規定的各項文勢必須得到遵守，包括必須肘所

有作品(在符合上述規定的情況下)在尚未屆瀚的保妒期限內給予保妒的又各(只有狀告釣生效之肘起，安

施寺有根所控制的行方才需要授杖，可能存在的挨得披酬杖才遁用)。

BC-18.2. 在述一方面不存在有美的追溯性J{婆子或責任，因此，第18奈第(1)款和第(2)款的道用不合引起

任何免法上的問題。達科伺題只可能在“既得枝利"方面出現，但如同下面所i寸地的，合釣第18奈第(3)款
通垃允i午造用泣渡性奈款而:t.J述神何題提供了一小遁宜的解抉亦法，以便曾經信融合釣生效前的法律狀

況的那些人的“既得杖利"得到尊重。但如同下面所引述的，送些規定和措施只能服各于防吹外交金改氾
是中指出的目掠，而在企釣生效一段合理期間之后不得鑑縷通用。

第(1)款和(2)款:基本鈍到

BC-18.3. 有美合釣造用的肘限的基本規則被納入第18奈第(1)款和第(2)款中，它們相互之間存在密切職
系，只能共同方遠一伺題提供完整的規定。下面滑遠些隻丟京智的規定中包含的各1'-宴E廣責性要素加以分析o

BCι-1時8.4. 第一小要素是=“恭d也公&公L均i迢童/月哼于.……..….…，

的所有規定是力加日入企釣的囡家的杖利和文努。遠一府烏、座按企釣第3到0奈第(仰1η)歡作出解驛，它可見于最后每

款中。合釣第30奈第(1)款規定:“除本各第二款、第三十八奈第一款b項、第三十三奈第二款以及附件
所允祥的例外以外，批准或加入盎然意昧著接受本公釣的一切奈款井享有本金釣規定的一切利益。"法款

規定明硝指出，加入企釣的固家投有~施或不安施公釣某些規定的自由，合釣祥息地、戶格地規定了可

能造用的例外。換吉之，如果超出了送些例外的蒞園，任何“保留"、“宣盲"或其它背明均是完殼的。

BC-18.5‘ 革1月識和東問喜民包穹監督王軍三.1'-:曹長章是: "所有在本公鈞卉始生效吋尚未雷保串戶期滿而在其起

源E遁入公才卻站:Q9伊品e'，首先需要指出，達一短培是以“Jf!!:才“....ftø蓓"几小字卉始的。遠意昧著，除

非隨后指明的限制各件不遁用于某特定作品，就告作品~施舍鉤的所有規定(除上面提到的合釣明硝允祥

的例外)就是一項又各:反迢來遠也意昧著，遁用合釣有失保妒期限的第7奈同祥是一項文勢，就是說，

瑛旱的起始鳥是:保妒期限在全釣財有美固家生教之日尚未眉瀚的所有作品在第7奈規定的期限屆漏之前

均須受到保妒。遠就是被瑛林的所情合釣的“追溯性"造用，但安廊上，它完全是指企釣此它生效之肘起(追

根本不是“溯及既往可不但還用于在它生敷之后創作或出版的作品，而且遁用于已存在的作品。

BC-18.6. 在上一段引述的規定中，就已存在的作品安施公釣的規定遠-J{勢的第一令限制奈件，勻旗
作品正是晶宮厚的地位有失。成員固設有文各持企鉤的規定遁用于在公釣生致之肘在起源圓因保妒期限屆

瀰而避入舍有領域的作品。需要強惆的是，}Å公釣生效之吋起捨予保妒遠-J{勢的例外，不延伸至在企

釣生效之前因保妒期限屆輔以外的其它原因(如因未履行登記等手續)而在起源固避入企有領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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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于遠耕作品必讀宴施舍鉤的規定，即使它們在金釣生效之肘因上述其它原因而在起源固遁入含有領域

(但它們依照合釣汁算的保妒期限尚未屆漏)。

BC-18.7. 第18奈第(1)款和第(2)款規定包含的第三小要素是z “但是，如果#品Ø/A實才是揖定~措JrJØ己
滿而在說要求蛤予保串戶的爵家已進入公有領域， 111輩作品不再重新受保串戶."雖三?這苟且鞋幫忌乎這一文學言

的又一小限制奈件勻旗作品在被要求保妒圓的地位有失，而且只有在具各三1'-相互融系的象件的情況下

才可通用。述三↑奈件是:第一，有美作品先前在被要求保妒因受到保妒:第二，但故作品己避入金有

領域:第三，故作品遁入企有領域的原因是由于先前蛤予保妒的期限屆捕。

BC-18.8. 在述一方面需要強調商品。第一息z 如果按作品先前未曾受迫保妒，逛一限制奈件就不遁用。

像述祥缺少保妒有兩小可能的原因:或是由于根本不存在甫一般文掌和重朮作品的保妒，或特別在被要

求保妒固不存在商有失達獎作品的保妒(遠是一科十分少見的情況，磷切地說，一神價坡的情現);或是

由于且然存在商一般文掌和記朮作品的保妒，也存在財述獎作品(特別是滑起源于圍內的速獎作品)的保

妒，但被要求保妒固勻i表作品的起源因之向沒有象釣美系， ì表作品A人未受垃保妒(在版校領域內，述一情

況在某團新加入公的肘因故園勾合釣其它成員園之間先前沒有奈釣美系而可能出現)。需要強調的第二

息:即使在某一作品在被要求保妒固曾受到保妒，但在全釣生效之前已遁入全有領塌的那些情況下，封

已存在的有美作品倍于保妒的文齊的限制奈件也不造用，只要按作品是因保妒期限屆浦以外的其它原因

(如未履行登記等手摟)避入公有領域的。

第(3)數:述渡性奈款

BC-18.9. 在解釋第(3)款肘，首先需要指出它提到“本技111... ...~ffø "“本原則"述一表述是指按每第(1)
款和第(2)數中所作的規定。因此，所需要做的星然就是~.行送些規定。在述一上下文中，“安行"一向座
特別加以強調z 上述規定必須要行，因均在i宴款祭文中沒有任何依揖表明，它特允吽某一成員固否定或

限制宴行“本原則"(即接奈第(1)款和第(2)款)。

BC-18.10. 第(3)款唯一允吽做的，是使述神宴行符合企釣成員圍之間蜻錯的特別告釣中的某些象款，或

在投有進科特別奈款的情況下，萌定在各成員固“第4于止道'jfi1l1~菸伊'。“安行上述原則的各件"逛一表

述里然意昧著，遠些每件座有助于聲“4111"掃雪定行(安現)，而不能強加于法“原則"本身。

BC-18.1 1. 第18各第(3)款不允許否定或限制法象第(1)敦和第(2)款的安行。它位允吽果用某些I幅肘奈款

或迫渡性措施，果用它們的目的座位限于保妒某些“既得杖利"，特別是保妒勻合釣生教之吋已完成或正
在完成的作品的靈制品有夫的既得杖利。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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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4)款:第18奈的這用范萬

BC-18.12. 第(4)數提到在承試新文勢之后可能需要安行第18奈的某些情況。該款規定非常清楚，也是不

吉自明的。

第"每
[比公為蛤子的更f泛的保串戶]

如果本同盟成員圓的本國法律提棋更「涯的保妒，本*'釣學數不動磚要求遁用遠神規定.

BC-19.1. 第19象所作的規定也可以此第5象第(1)款規定的錯于國民待過的文努引申出來。息管如此，

1908年柏林修訂金說仍要求同祥適迅速一舉規定來鴨試z 去釣仗規定了錯予最低保妒的文勢，同盟各成

員圈可以自由提供更「泛的保妒(滑遠神更「泛的保妒的利益，可以根揖企鈞一一特別是其第5奈第(1)款

一一提出要求)。在1948年布魯塞加修叮金披上，進一規定鐘某些細微修改后硝定了其最后形式。

第 20 蠱

[同盟成員麗之i穹的特別禱t文3

本同盟各成員固敢府保留在它們之間盤叮錯予作者比本金釣所姐定的更多的根利，或者包括不逼反

本金鉤的其它各載的特別枷氓的根利.凡符合上述每件的現有1>>坡的各款仍鑄造用.

BC-20. 1. 述一規定自告釣最初的1886年文本以東基本上設有任何斐化，息管述一象現在的兩句內容在

法文本中被分別納入第15奈(美于未末的特別掛說)和扑充裝載(美于已有枷波)中。 1908年柏林修訂金坎特
述兩小規定合并后納入新的第20奈， ì表象后未仗作了某些不重要耍的措薛修改。

BC-20.2. 述一奈允祥成員圍之間締結兩科特別掛說:第一神，可“錯予作者比本金釣所規定的更多的

杖利"的特別~說:第二神，“包括不造反本金鉤的其它象款"的特別協訣。第一科特別~放區說均可以戶

生較高水平的版杖保妒，第二神可以涉及某些}Á版杖保妒的角度未看不萌定的問題。因而，同盟成員周

之間諦錯的特別協放絕不可能降低版杖保妒的水平。

BC-20.3. 根揖《伯均可尼企釣》第20奈蜻錯的特別掛波中，最重要的例子是WCT。按奈釣在第1奈第(1)

款中青明它本身是《伯加尼企釣》逛一奈意文上的特別掛訣。因此，在有失WCT旗鼓規定的說明中注要

避一步吋始“特別掛坎"的性盾和作用。

第 21 各

{有美是展中爵家的特到奈款: 1. 蹄婷的提及; 2.文本的附件部分1

1. 有美食展中圖家的特別奈數載于附件。

2. 在符合第二十人每第一數 b項規定的前提下，附件拘戚本文本的組成部分.

BC-21.1. 第21奈使企釣的主体規定勻包含有失友展中回家的特別奈款的附件街接起來。

BC-21.2. 附件是在1971年巴黎慘叮含混上適泣的，它宴廊上只是借助它的通道而引入新的宴廣性要

素。所有其它宴廣性奈款(第1奈至第20奈)是JA1967年斯德哥加摩文本直接納入全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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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21.3. 斯德哥示摩文本的一項“美于友展中因家的故定有"中也包含美于友展中回家的特別奈款。但

斯德哥京摩金改召卉后不久，情況卉始明朗z 至&在較短的肘間內，多數出口固充疑不全接受迫項改定

有。安廊上，遠些固家的消極志度正是斯德哥航摩文本井未生殼的主要原因。

BC-21.4. 1971年巴黎修叮金說借助附件的逼迫打破了逛一僵局，附件被普遍接受。附件規定友展中固
家可以方翻譯和靈制其教育和研究活功所必需的作品而造用一神非寺有的、不可特吐的強制吽可制度。

述些規定在下面加以分析。

BC-21.5. 附件的規定非常隻祟，而且引出了各科解釋伺題，遠被看作迄今方止友展中固家財它們的察

隊遁用群有共趣的原因之一。方了至少消除附件的某些規定(以及《世界版枚金釣》中的美似規定)在解

釋上的不硝定性， WIPO和UNESCO共同召集了美于兩+版校公釣規定的投展中固家翻譯和軍制件可制

度指辱原則制叮工作小組合攻，法工作小姐在其第一次全i文上通道了美于造用遠些規蒞的咨詢說明。 103 下

面財附件的規定所作的分析中，考慮了咨詢說明的結洽。

下面是奈釣的行政奈款和最后奈款。如同在專吉中所付拾的，均了便裝釣保持完整以及可隨肘提供查惘，

遠里也牧棄了遠些奈款。由于本指南仗就宴廣性規范作出現明，下面未封述些余款避行分析。但附件厲

于企鉤的一+組成部分，盤于它具有的安廣性，下面的財它作了i昆明。

第 22 4: 
[大舍: 1.詛建勾拘成，. 2. 任香，. 3. 法定人數;投票;現察員，. 4. 召集合說，. 5.i文事規則]

1. (吋 本岡盟設一大舍，由受第二十二至二十六奈釣東的車間盟成員固組成.

(b) 每一固家的政府由一名代表作方其代表，并可由若干名副代表、廟伺及寺家協助之，

(。 每小代表固的費用由指輾它的故府負扭.

2. (吋大金z

(1) 赴理有美錐持及~展本間盟以及裝施本舍的的一切伺題:

(2) 在造過考慮到不受第二十二至二十六祟的東的本間盟成員圓的意見的情況下，向成

立世界知iRtz:根組訊(以下赫“戶扭扭訊")的合釣中提到的聞時知iRtz:根局(以下都

“固除周")投出有美，事各僵叮金i蜓的指示z

(3) 申查和批准P根組銀ä干事有美本間盟的撤告及活劫，向其君主出有美本岡盟主管伺

趣的1齡要指示z

(4) 遞增大舍航行委員合成員 z

的申查和批准航行委員舍的報告及活劫，并向它瓷出指示z

份制叮汁划，逼迫本同盟二年期預算和批准其換算z

(η 逼迫本罔盟財努象側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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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世立均宴現岡盟目揖而需要的考家委員舍和工作組z

(9) 抉定哪些非本罔盟成員固和政府間組銀及非政府同園時性組棋以現察員身-6t參加它
的金故z

(1的迫近財第二十二至二十六祟的學改z

(11) 均宴現本同盟目輯而果取其它還宣行劫z

(12) 履行本舍的所包含的其它所有任各z

(13) 行使成立戶扭詛訊的合對所賦予它的井方它所接受的故利.

(b) 財于起草#及戶板組銀管理的其它岡盟的阿題，大含在了解到戶根組銀協調委員舍的意見后

作出抉定.

3. (吋 大金每一成員圍有一票.

(b) 大金成員園的半數樹成法定人數，

(吋 息管有 b項的規定，如卉舍肘出席團家不足半擻，但相虫或多于大合成員國三分之一，則

可作出抉定z 除有美大金程序之快定外，大舍的快定須具各下列余件方可航行z 園時周轉

上述決定通知未出席大舍的成員園，清它們在上述通知之日起三+月內用帶面投票或奔放.

如果在期講肘，用遠祥方式扭票或奔棍的團家的數目送到卉舍吋法定人數的欠缺數目，間

肘已接得過耍的多數，上述換定即可執行.

(d) 除第二十六奈第二歡規定的情況外，大舍的快定以投票數三分之二的多數通述.

的弄校不祖均扭票，

(f) 一名代表只能代表一固，也只能以讓固名又投票。

(的 非大金成員間的本罔盟成員團臥現察員身-6t參加含混.

4. (吋 大金每二年牟行一屆常舍，由且干事召集，除特殊情況外，每戶扭扭敏的全件大含在同肘

同地舉行，

(b)大含在執行委員舍的要求下或大合成員閏四分之一的周家的要求下，直由且干事召集拳行

特別金說-

5. 大金逼迫其故事規則.

算 23 蠱

[I/Glj"-j手J哥哥~: 1.m道~ 2.#咸、; 3.咸、}lÁ:4覺.，. 4.站J%:h'\.，屆; 4f.ltjfJ'}. .j'j(.; 5.任耕重;/!fflf晶 é9展和道拱銘

Jltj; 6. 任系.; 7. ?i美岔五~，' 8. 辟定A#i:，' -1.壁清 9.鹿原:}l，' 10. i草書信摺均

1. 大合世孰行委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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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吋 執委舍由大含在其成員園中造出的回家組成.此外，戶扭扭頓所在地的固家除第二十五

各第七款b頂的情揖外，在執委舍中有一盎然席位，

(b) 拙，委金每一成員固政府有一名代表作均其代表，可由若干名副代表、廟間及寺家掛助之.

科 每-t-代表圓的費用由指派它的政府負扭.

3. 孰委舍成員圖畫t回角大合成員固暈目的四分之一。在計算席位肘，以四相除剩下的余數不計算，

4. 在遍學執委合成員固肘，大合要這對考慮扭地區全平分配和保証使可能盤叮有美本岡盟的特別

掛拔的固家參加執委舍的必要性.

5. (8) 拉委合成員圓的任期自它們對遁的最屆大舍閉金肘起至大舍下眉常合開合肘止.

(b) 執委舍的成員圖重新曳遁的數目最多不得超述三分之二，

(c) 大金制定執委金成員圖逃學和可能重新車逸的程序.

6. (8) 航行養員金s

(1) 掛定大含混糧草案:

(2) 向大合提交有美且干事草誠的本間盟的計划草案和二年期預算草案的建說2

(3) (取消);

(4) 向大舍提交ä干事的定期撤告和年度財努申計撤告，井俯臥盛耍的會F槍意見z

(5) 根擴大金缺定并考慮到大含兩屆常舍之間出現的情缸，果取有利于且干事執行本岡
盟計珊的一切措施:

(6) 履行在本金釣蒞園內賦予它的其它一切任各.

(b) 財于運哲學及戶根組觀管理的其它岡盟的伺圈，執行委員金在了解到戶根詛棋協調委員舍

的意見后作出抉定.

7. 制 裁委含在且干事的召集下，每年增行一屆常舍，應可能每戶扭扭棋協調委員金岡肘同地

草行-

(b) 孰要含在且干事個放下，或是虛執委金主席或四分之一成員園的要求，由且干事召集牟
行特別舍故-

8. (8) 諷委舍每一成員固有一票。

(b) 執委金成員固的半數拘成法定人數.

(c) 快放以投票數中筒草多數票作出，

(的 奔放不祖先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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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 一名代表只能代表一園，也只能叫讀固名X扭票，

9. 非執委金成員圓的本伺盟成員回臥.察員身借參加其金說.

10. 航行委員合適述其故事規則.

第 24 各

[爵捧為: 1. 一般工作;忌干事; 2. 一般費持" 3. 刊輛; 4. 向成員爵提棋棋手" 5.研究和Z吟.; 6. 串席全放;

7. {lj防部又; 8其它工作]

1. (8) 本間盟的行政工作曲固防局負責，法局接替勾保妒工並戶根固蹄企釣世立的同盟局合并
的本間盟周的工作。

(b) 固~局負扭本同盟各机祠的都有仕的工作.

(吋 戶扭扭銀ä干事是本間盟最高官貝并代表本同盟.

2. 固防局佐集井出版有美保妒版校的實料，本同盟每一成員固座恩快帶有美保妒版枝的所有新
法律及官方文件通知團時周.

3. 園時局出版一神月刊.

4. 園時周座本岡盟各成員圍之清求，向它們提棋有美保妒版根伺麗的實料。

5. 聞隊周JA事各項研究井提供有利于保妒版扭的服勢，

6. 且干事及由他指報的任何工作人民均可出席大舍、裁委舍、其它各科寺家委員金或工作組的

金說，但完衰快杖.且平事或由他指澈的一名工作人貝克追些机梢的盎然草包括.

7. (吋 固自示周根揖大合指示和句就委金會作，簿各修叮除第二十二至二十六象外的合釣裝載的

金放.

(b) 固豚周可就捧各學叮含混征t個政府間組訊和非政府間園時性組頓的意見。

(c) 且干事和由他指澈的人民可參加追些金氓的申訟，但完衰抉扭.

8. 園時周拉行交材錯它的所有其它工作.

第 15 各

{財寄: 1. 護算; 2. 每其它倚重的棒視~. 3.蛙費未擺; 4. 舍費;先前預算的可能禁展; 5.JJ/l.~收入; 6.馬特
基金~. 7.在這麗政府的墊付~. 8.綠島會計1

1. (吋 本罔盟有自己的預算.

(b) 本岡盟的預算包括本同盟本身的故入及支出，它封各間盟共同弄玄預算的鐵款，以及在
情況需要肘，交錯戶扭扭棋金說預算支配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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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寺厲本同盟而同祥厲于戶根組銀管理的其它一+或几句、間盟的卉支，祖方各同盟的共

間卉支。本間盟在共同弄文中所占份額極遠些弄支勻它的美系而定.

2. 本岡盟預算的胡定須考慮到每其它由戶根組棋管理的同盟的預算相協調的要求-

3. 本同盟預算的鎧費來源如下z

(1) 本岡盟成員圓的金費z

(2) 園時周代表本間盟提棋服賽的收入z

(3) 備會固自言局有美本間盟的出版翰的所得以及遠些出版胸前版說z

(4) 摘載、過贈及贊助:

(5) 租金、利息及其它象項收入，

4. (吋 均硝定成員圍在預算中繳銷的份額，本同盟的每--t成員團分別自入各級井根攝下列所定

數量單位繳鋪每年的合費z

第一級二十五+草位

第二級二十小草位

第三級十五+草位

第四鎮十+單位

第五載五+單位

第六銀三+草位

第七敏一+草位

(b) 隙臥前已盤指明者外，每+固家在交存其批准相或加入有肘，窺視明它希望極列入哪一
扭.也可以改斐銀珊，如果某一成員團希望降做其級別，它J$i在某一屆常金期間特此事
通知大金.述一斐劫自讀屆含混后的那一日肪年卉始時生效.

(c) 每+團.每年金費數額在所有閏家每年向本間盟交付的金費l!\數中所占比例，開它所在
的那一頓的草位教在全部團家的草位且數中所占比例相間.

(d) 金費座于每年一月一日支付.

(吋 逾期未擻鋪舍費的固家，如拖欠且數送到或超迂述去聲聲商年內它直擻割的金費擻，則

不得行使它在本同盟任何輒掏中的衰抉根.但如讓机拘試方述神拖欠系由于非常及不可

避免之情缸，則可允祥旗固保留行使其表抉根，

的 如在新的合計年度卉婚前起未過娃預算，則可接聽財易舉例規定的手縷特前一年的預算

延期實行。

5. 團蹄周代表本間盟提棋的服各直得快入的數額由ä干事硝定，且干事向大舍和~委金就此提

出扭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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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吋 本岡盟胡有一電由每一成員園一故付載組成的周轉基金.如基金不足，由大金抉定增加.

(b) 每小固家財上述基金的首故付款數以及追加教直讀基金成立或缺定增加虫年按國擻割舍
費殼的比倒.

{吋 付款的比倒及方式由大金根措ä干事的提說井征求戶根組叡掛調委員含意見后快定.

7. (吋 每戶扭扭銀所在地的固家盤叮的金址協定規定，如周轉基金不足，可由旗固墊載。墊數
敏和墊數每件由最固和戶扭扭額每故分別盤叮協定，在讀固承借墊付數項期間， 1.妻間在
執委告中占有一席三自然席位.

(b) a 項所指固家和戶根組銀均有根以有面通知方式鹿止提棋墊載的保証.遠耕農止自通知

提出那一年鷹起三年后生敷.

8. 根揖財易舉倒規定的方式， I帳目申計由大合同意指派的一+或几+本間盟成員國或外聘申計

員扭任.

第 26 盔
[穆正業: 1.可由大舍修正的規定;提案~. 2逼迫/ 3.生對

1. 所有大金成員團，執委金或且干事均可提出學改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學及本
奈的建故.述些建說由且干事在提交大金申查前至少六+月通知大合成員園。

2. 第一歡所擋的各蠱的學改鹿由大金通道，通述需要投票數的四分之三E 但商第二十二奈及本

載的任何悔改需盤投票數的五分之四迫近.

3. 第一數所提各奈的任何學故，至少要在且干事收到在悔改過近肘角大金成員圓的四分之三固
家根揖它們各自的露怯批准悔改的帶茵通知一+月后才能生殼，以追神方式接受的追些學款

的學故對修改生效吋角大金成貝圓的所有回家或其后成均成員圓的回家具有釣束力z 但任何

增加本間盟成員團財各文勢的悔改只財那些已通知表示接受迫美悔改的回家有約束力.

第 27_~
i修封: 1. 目掠~. 2金說; 3.通冉

1. 本企釣可避行，每叮，叫便使之得到改善，)}...而使本同盟体制臻于完善.

2. 方此目前，可相握在本同盟--'t-成員圍內掌行同盟成員回代表的合訣。

3. 隙第二十六各有失修改第二十二至二十六奈的規定外，所有財本文本的學叮，包括附件的學
叮，均需投票數全体一致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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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各

[巴黎文本的接受和異于同盟成員圓的生效: 1. 批准;如入;排除某些余款的可能性;排除的撤回/ 2.第1

奈至第21奈和附件的生效; 3. 第22奈至第38奈的生輯

1. (吋 凡盤署此兮的文本的任何本岡盟成員團均可批准此企釣文本，如尚未盤署，則可加入本

全釣.批准唱戲加入有交存且干事赴.

(b) 本同盟任何成員圍在其批准帶或加入持中均可貴明其批准或加入不遁用第一至二十一舉
及附件z 但如t藍圖已根揖附件第六象第一款作出F哲明，則它在上述文件中可只F聲明其批

准或加入不遁用于第一至二十余.

(吋 凡根揖 b項已實明其批准或加入財該項研提到的學數不食生效力的本同盟任何成員固可

在其后任何肘候責明持其批准或加入的敷力f大到遠些學款，遠-'jIJ明交存且干事赴.

2. (吋 第一至二十一舉及附件在宴現下述兩+每件后三令月生效g

(1) 至少有五+本間盟成員固批准或加入此企釣文本而未讀周第一款 b項作注寅明z

(2) 法園、西班牙、大不列顛及北愛$主戰合王園、美利監舍余圍已受到 1971 年 7 月
24 日在巴黎修叮述的世界版校舍的的釣東.

(b) a 項提到的生擻，財于至少在生教前三.1'月交存批准有或加入扭但未擻第一歡 b 項作注
F哲明的本間盟成員固具有效力。

(吋 就 b項財之不遁用的己批准或加入此告釣文本而未搜間第一數 b項作近實明的所有本間

盟成員圍而言，第一至二十一學及附件在la干事通知讀批准帶或加入有斐存之日后三+

月生殼，除非交存文件中詮明有更晚的日期.在后一情說下，第一至二十一奈及附件則

在注明的日期xti藍圖生教.

(d) a 至 c頂的規定不影哨附件第六奈的遁用.

3. 對不管是否按照第一數b項作避實明而批准請加入此告釣文本的任何本間盟成員園，第二十二

至三十几象在且干事通知己交存批准有或加入有之日后三+月生擻，隙非交存文件中詮明有

更晚的日期.在后一情配下，第二十二至三十八象則在往明的日期財讀園生教.

第 29 每
{接受和其于非同盟成員麗的生效: 1.加入" 2.主要勾

1. 非本岡盟成員團可加入本*'釣成均本金鉤的錯釣固和本間盟成員團.加入胡交存且干事赴.

2. (吋 險 b項規定的情說外，財所有非本岡盟成員圈，本企釣在且干事通知其加入有交存之日
后三l'月生效，隊非交存文件中注明有更晚的日期.在后一惜現下，本螢的則在注明的

日期滑鐵園生效。

例 如遁用 a頂的生效先于這用第二十J\.象第二載 a項的第一至二十一學及附件的生殼，則
在此伺隔期間，上述周家特受本舍的布魯塞$文本第一至二十奈的的束，以代替第一至

二十一各及附件的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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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29益之二

{玲這用在建立世界知故~:lxbl欽公約第14奈第(2)款爵的再接受已黎文本的效力]

不受本金鉤斯德哥$摩文本第二十二至三十八象釣東的任何回家，::h遁用建立戶根組銀螢的第十四

各第二載的唯一目的，其批准或加入此告釣文本即等于批准或加入斯德哥$摩文本，但受讀文本第二十
入學第一數b項第一目的限制.

第 30 4-
i保留: 1.詩作出保留的可能性的限制; 2.先前的保留;其才華普希紋的保留;保留的撤回]

1. 除本奈第二款、第二十八象第一數 b 項、第三十三學第二數以及附件所允祥的倒外以外，批
准或加入盎然意昧著接受本兮的的一切學數井享有本2}鉤規定的一切利益.

2. (吋 凡批准或加入此舍的文本的本間盟成員圓，除附件第五學第二款規定的情說外，可保有
它原來作出的保留的利益，每件是在交存其批准有萬加入扭肘作出造項背明.

黨 31 長

(b) 所有非本間盟成員自在加入本金釣并在不連反附件第五..第二款的情混下，可以肯明它
准各以 1896 年在巴黎朴克完各的本岡盟 1886年企釣第五祟的規定至少l描肘代替此舍的

文本有美翻譯根的第)\.奈，每件是迫些規定仗指揮成t藍圖適用潛文的翻譯.在不違反附

件第一舉第六款 b頂的情配下，任何自家財于使用持此保留每件的回家方其起源圓的作

晶的翻埠杖，有根宴行勻后一團提供的相同的保妒.

(c) 任何國家可隨肘通知ä干事，撤回逗笑保留.

[公為勇于某些領地的可這謂是注: 1.戶曉; 2.戶曉的撤回~. 3.主赴日期~. 4. 不表示接受事案拔，想

1. 任何固家可在其批准相或加入有中"jlf明，或在以后隨肘者面通知且干事，本公釣遁用于在商
明或通知中指明的其財外美系由讀團負責的全部或部分領土，

2. 任何己作出述神戶明或通知的回家可隨肘通知且干事本企釣不再造用于達些頓士的全部或一

部分，

3. (吋 按照第一鼓作出的任何實明和載有最貴明的文件中的批准或加入岡肘生擻，按照法款作

出的任何通知在拉干事裝出通知三1'-月后生擻，

(b) 接照第二款作出的通知在且干事1ft到議通知十二1'-月后生效.

4. 本奈不得解釋方意指本間盟任何成員團承說或默件本間盟另一成員固根揖遁用第一款作出的

"jlf明而使本金鉤財之道用的任何頓土的事宴收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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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蠱
[巴黎文本和先前文本的可這用性: 1. 同盟已有成員圈之闊的美系，. 2. 同盟新成員囡每周單其它成員圈之冉

的美系，. 3. 蹄祥在某些美系中的可這舟，注1

1. 此~釣文本在本間盟各成員固之間的美系方面和在它造用的限度肉，代替 1886 年 9 月 9 日的

伯克R尼企釣及其以后的學叮文本.在每未批准或未加入此企釣文本的本同盟成員固的美系方
面，以前生殼的文本全部保持其道用性，或在此告釣文本不能根揖前旬規定代替以前文本的限

度內保持其道用性.

2. 成方此告釣文本錯釣圓的非本間盟龐員園，在除第三數規定的情說外，財于不受此告釣文本釣
東或且受其釣東但已作述第二十}\..象第一事~b項妞定的實明的本間盟任何成員固，遁用此告釣

文本.上述固1(承說，本間盟龍成員圈，在同它們的美系上E

(1) 造用它受其釣束的最近文本的規定，井且

(2) 在不逼反附件第一舉第六款規定的情說下，有根使保妒勾此企釣文本規定的水平相遁座-

3. 接用附件規定的任何根利的任何固家在悶不受此企釣文本釣東的本岡盟其它任何成員圓的美

系上，可臥遁用附件中有美它援用的一科或多科杖利的規定，但以讓其它成員固已接受遁用上

述規定均每件.

第 33 每
[爭端: 1. 萄障法麓的管轄款，. 2.持這特管轄軾的保留，. 3. 保留的撤回]

1. 兩+或兩小以上本同旦成員圖在解釋或遁用本企釣方面食生的爭端，經讓判不能解換肘，如果
有美團家不能就其它解快舟怯連成協說，則其中任何一方均可讀固歸誰臨規鉤的方式通挂起訴

特爭端提交圓~誰障，特爭端提交固歸誰隘的起訴固直通知團隊扁，固~周盧特此事告知本岡

盟其它成員圓.

2. 任何回家在盤署此企鉤文本或交存其批准有或加入暫時，可貴明它不受第一數規定的鉤東.在

有美旗固和本間盟其它任何成員固間的任何爭端方面，不遁用第一款的規定.

3. 任何接鳳第二歡規定作出貢明的固家，可隨肘通知且干事撤回其F哲明.

第 34 各

[某些先前余款的截止: 1. 美于先前文本，. 2.美于斯特哥京摩文本的故定各]

1. 在遵守第二十九拳之二規定的情說下，任何因家在第一至二十一學及附件生敷后，不得批准或

加入本金釣以前的各故文本，

2. 在第一至二十一學及附件生效后，任何固家不得根揖附在斯德哥.$庫文本盾的有美食展中固家
的故定有第五學~衰JI!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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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盔
[~\.銬的有鼓期~. 1.元很有鼓期~. 2. 退鑄的可能性; 3. 退的的生效日期~. 4.解除耘的延緩行f封

1.本舍的完限期生殼。

2. 任何固家可通知且干事康止此企鉤文本，述一度止也連帶康止以前的所有文本，并只滑慶止的

濟固有效，而爾本間盟其它成員園，本金釣鑑饒有效和鑑續執行，

3. 康止自且干事皈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敷.

4. 任何圖家自成均本同盟成員間之日算起末清五年者，不得行使本各規定之鹿止根，

第 36. A-
i公詩的宴施: 1.采取，必要措施的主仁壽; 2.又多戶生的時間

1. 本金鉤的所有錯釣回家承普根揖其寬怯果取過要措施保証本金鉤的宴施.

2. 不言而喻，一圍在受到本金鉤的東肘，鹿接照其本固浩律使本舍的的規定付靖宴施.

第 37 各

[最后奈載: 1. 巴黎文本的是言~. 2. 鑫署; 3.挂按泣的副本; 4. 登記; 5.通如]

1. (a) 此企釣文本在以英法爾科謂文有成的草一文本上盤薯，除第二款規定的情況外，此企釣

文本由且干事保存.

(b) 且干事在每有美政府掛商后，制叮德文、阿捏伯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葡萄牙文以
及大合指定的其它讀文的正式文本.

俯 在財不同哥哥文文本的解釋裳生爭故肘，以怯文本均准.

2. 此企釣文本弄放供盤署直到 1972 年 E 月 31 日方止.在此日期以前，第一款 a項提到的文本
交由誰主西共和固政府保存。

3. ä干事盧特盤字的此告釣文本的兩份副本按証充當是后轉送本間盟所有成員固政府，并可根揖

情求，特邀任何其它回家的政府.

4. 本文本由且干事送清敢告固磁帶赴壹姐，

5. 且干事持下列情扭過如本間盟所有成員固敢府z 接暑情疵，批准有或加入者的交荐，包括在

述些文件中的或造用第二十八各第一數 c項、第三十奈第二款 a、 b頂和第三十三象第二故而

作出的責明的交存，此*釣文本全部規定的生般情疵，廣止的通知和遁用第三十學第二款 c

項、第三十-*第一、二款、第三十三奈第三敦和第三十八象第一載的通知以及附件中提到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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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每
[遠渡性奈款: 1. “五年特款"的行使; 2. 同盟為;同盟局局長; 3. 同盟局的鍵揍]

1. 凡未批准或加入此企釣文本以及不受斯德哥$摩文本第二十二至二十六聳的東的本岡盟成員
園，如果應窟，均可在 1975 年 4 月 26 目前，行使上述各學規定的故利，就像受它們釣束的

那拌，任何愿意行使上述杖利的團家均可均此目的向且干事交存一借者面過知，議通知自性

到之日起生殼。直到上述自期均止，述些固家.]N.視角大合成員回.

2. 在本岡盟成員固尚未全部成;jgtz:扭扭銀成員圍之前，戶根組棋團隊周同肘作均本間盟的局避

行工作，且干事即讓局局長.

3. 在本岡盟所有成員固均成;jgtz:根盤棋成員國肘，本岡盟屑的根利、文勞和財戶即自厲戶扭組
棋國防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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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件I美于建展中固家的特到各款1

第 14
i角度展中萬家提棋的特叔: 1.援用某些特軾的可能性;戶曉; 2.戶明的有鼓期限; 3.是展中爵家地位的玲

止; 4. 主制品現貨~. 5.美于某些領地的戶曉; 6.財互忌的限制]

1. 根揖離合圓大金價倒值規，.，~展中回家的任何固家，凡已批准或已加入由本附件作方其組成都
分的此企釣文本，但由于其鐘濟情說及社金或文化需要而又不能在過前作出安排以磷保財此舍

的文本規定的全部根利避行保妒者，可在其交存批准有或加入有的同肘，或在不逼反附件第五

每第一款 c頂的學件下，在以后任何日期，在向且干事提吏的通知中青明，它帶援用附件第二
學所規定的根利或第三學研規定的根利，或逛商項所規定的根利。它可以按照附件第五各第一

款 a項規定作出"jlf明，以代替擾用附件第二象所規定的根利，

2. (吋 任何按照第一數規定作出并在第一至二十-*及本附件依第二十八舉第二款規定生效之
日;算起十年期限期輔以前過如的實明，直到述一期限期捕前都有效.過近在現行十年期

限期捕前最多十五+月最少三+月向且干事提交遍知o Ìj真"jlf明可以全部或部分地每十年
順延一吹.

(b) 按照第一歡規定作出井在第一至二十一舉及本附件依第二十八學第二數規定生致之日算
起十年期輔以后作出的任何責明，直到現行十年期捕前都有效.按需明可以按照 a項第二

甸的規定延期.

3. 任何不再破挑均是第一數所捕的投展中固家的本岡旦成員圍，不再有實格像第二數所規定的那

祥延長其背明，不治它是否正式撤回其責明，議圍在現行十年期限期講肘，或在停止被祖角度

展中團家三年后即失去援用第一數所指的根利的可能性，兩項肘限以較晚到期的肘限均准.

4. 在接照第一數或第二款規定作出的實明停止生教肘，如果根揖本附件規定投錯的吽可避制作的

軍制品尚有存貨肘，遠些畫制品可以繼續投行直到售完，.，止。

s. 受此告釣文本規定釣東井根揖第三十一學第一數就使此舍的文本遁用于其情說可能笑傲第一

歡所指圓家的情觀的特定領土而提交戶明或通知的任何固家，可就此頓土作出第一款所指的青

明或第二款所捕的延期通知.在追神F哲明或通知有效期間本附件的規定鹿遁用于它所指的報

土.

6. 仙 一團援用第一款所指的任何一神根利逛一事寞，不鹿使另一自錯予起源固站前一固家的

作品偏于根攝第一至二十象所座錯予的保妒.

(b) 第三十學第二款 b 項第二旬規定的財等杖利，在根攝附件第一學第三載的遁周期限期瀚

前，不縛用于其起源圖克根揖附件第五每第一款 a項作出賣明的固家的作品，

看!費格授予件可的茵家

BC/A-I.l. 依照第I祟，可以援用翻譯和隻制件可制度提供的特板的固家，是根揖融合固大金慣倒被視角

友展中自家的那些圈家。逛一棕准在法象中得到扑充說明， ì亥奈指出，上述特杖准各提供錯“由于其控濟

情況及社金或文化需要而又不能在岩前作出安排以碩保財此企釣文本規定的全部杖利避行保妒"的任何友

展中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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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A-1.2. 在1971年巴黎修訂金坡上，“根揖融合圓大金慣例被祖角度展中回家的..........因家"逛一表述，被

主人均并未願及故訂一份將來不屬受各科交化影咱的遠英固家的清草，遠不但因方特定固家的友展昕段金改

斐，而且因方大舍的迫神慣例所根掘的結准也金改吏。赴于某一昕段的某一固家是否屑于遁合述些許可安

排目的的投展中固家，必須按照在勻抽定法伺題有美的附段所通行的大金慣倒來袂定。 1個

BC/A-13. 第I奈第(3)款規定，不再被視主人炭展中園家的任何固家，拭目前10年期限屆浦肘起，或不再被
祖角度展中因家三年后(以較晚屆瀚的期限均准)，不再有資格按展10年期通知，也沒有實格援用途些例外。

援J1l 1~宇可制度的乳罩爵直遵守的程序

BC/A-14. 根揖第I奈第(1)款，任何符合逛一奈規定的粽准并愿意享受忱惠安排的固家，必須在它交存批
准有或加入有的同肘或在以后某一日期，通知WIPO拉干事它特援用所規定的部分或全部特杖。 i亥有美國

家必須在通知有中說明它希望享有哪一科特叔一一翻譯件可和(或)宣制吽可。

BC/A-I.5. 但財附件第V奈第(1)款(吋必須加以考慮，根揖旗項規定，被視角度展中因家的成員圍在它批准
或加入全釣肘，有扭過捍1896年巴黎朴充文本規定的所謂10年期制度。按照述一制度，如果自原作首吹出

版后10年期浦肘，在援用保留的成員固尚充揮作出版，則作者享有的以有美培吉避行翻璋的寺有根于法期

限屆浦肘在最固不靈存在。述一遍擇是不可撤回的z 進捍10年期制度的成貝固不能中途改方遁用強制吽可

制度。反之亦然， ì哀成員因如果進擇了i午可制度，以后也不能改方遁用1896年文本的規定。遠神不可撤回

的造捧必須在批准或加入全釣肘作出。

t令可制度的這周期限

BC/A-1.6. 依照第I奈第(2)款，向WIPO且干事提交的通知在此1974年7月 10 日 (1971年巴黎文本生效之日)
起10年期限屆滿肘自劫失效(就是說，不槍成員固在此任何一+連縷10年的第四年10月 10日起算的10年期

間何吋提交通知，它都自功在按期限屆漏肘一一即下一~10年期的第四年10月 10日一一失殼。)

BC/A-I.7. 通知足可以在法固政府向WIPO且干事提交的青明中預先指定的日期失殼。通知也可以被提交

它的演固政府在任何時候中止。

BC/A-18. 附件第I奈第(4)款規定，即使倒外已不再造用，根揖翻譯或重制件可制作的畫制品仍可一直炭

行至存貨售完方止。

BC/A-1.9. 任何友展中固家均可以部分或全部縷展提交錯WIPO且干事的通知。但可能的續展通知附帶一
+程序性奈件，以萌保在通知和期限屆滿之間有足侈的肘間使其它成員固能移事先封它予以充分的注意。

所以，提交通知必須按照附件第I奈第(2)款在目前10年期限眉浦之前3小月至15令月之間過行。

小人件可受益人

BC/A-1. 10. 符合上述奈件的成員圓的任何園民均可申清授予翻擇和寞制吽可。需要指出的是，許可只能

授予“固民弋因此，即使居住在有失成員固的外圍人也不能享受遠神利益，除非法固的固內立法特在其境

內定居的外因人視同本圓圓民。正是在1971年巴黎修叮金坡上述成一致意見:在述一上下文中的朮培“園

民"也涵蓋法人在肉，包括固家本身、回家至2局或地方古局以及厲于園家或達獎章局所有的企~o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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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4 
i討教母軾的限制: 1. 主管畫為授予的詐可; 2.至4.允詐授予這特件可的奈件; 5. 可授予詐可的目的;

6.1"字可的詩止; 7.主要由插密拘成的作品; 8.M流通中收回的作品; 9.援手f播短欽的祥可]

1. 任何責明援用本無規定的根利的固家，就以印刷形式或其它任何美似的軍制形式出版的作晶而

言，均有根以由主管道周根揖附件第四象在下述各件下農錯非寺有租不可轉吐的吽可直來代替

第)\奈規定的考有翻譯根.

2. (吋除第三載的情說外，如果一部作品自首拔出版算起三年或根揖旗團本圖法律規定更長的肘阿
期浦而翻譯根所有者或在其授根下尚未以皆因適用潛文出版譯本J ii藍圖任何園民都可得到用

按國適用潛文翻譯旗作品井以印刷形式讀其它任何樂軾的畫制形式出版最譯本的吽可証.

(b)如果以有美潛文由版的澤文的所有版本均已售完，也可根揖本裝袋捨件可証.

3. (吋如果埠文不是本岡盟一+或教+食連固家中適用的講文，則用一年期限宋代替第二款 a項規

定的三年期限，

(b)在適用闖一神潛文的本同盟友述固家的一致掛放下，如果要譯成達科潛文，第一款所提到的

所有固家都可以根揖最掛說規定的更短期限宋代替第二款 a項規定的三年期限，但不得少于

一年.息管如此，如涉及的講文均英文、怯文或西班牙文，上一甸的規定仍不遁用，所有遠

方面的協混血由蟬的固政府通知且干事.

4. (吋根揖本象規定需要鎧近三年期限才能取得的件可怔，需要盤述六小月的扑克期限才能頒食:
而需鐘起t一年期限才能取得的許可缸，則需蛙述九小月的朴充期限，此期限

(1) 自申情人腥行附件第四學第一款規定的手續之日算起z

(2) 如翻譯根所有者的身掛或地址不祥，則自申情人根揖附件第四每第二載的規定符其向
~錯件可宜的主管查局提交的申情有副本寄出之日算起，

(b)如果在上述六+月或九+月的期限未浦期間，由翻譯根所有者或畫畫其授根用申靖使用的語文

轉譯本出版，則不得根揖本每盤錯詐可証.

s. 本余所措任何件可証之頒裳只限于教學、學司或研究之用-

6. 如果翻譯根JJf有者或盤其授扭曲脹的-"}譯本的骨格悶在有夫回家肉同獎作品適行的研格相椒，

遠"}譯本的潛文和基本肉響又岡根揖吽可當E出版的譯本的謂文和內容相間，則~撤備根掘本余震

錯的ìlF可証.在撤備件可証前已制作的作品宣制品可一直~行到售完均止.

7. 對主要由閩面組成的作品，其文字的翻譯出版勾圓圓的畫制出版的件可避只有在附件第三象規定

的各件也得到履行的情配下才能控錯.

8. 在作者停止其作晶的全部軍制晶的~.行肘，則不得根揖本各~錯任何吽可証.

9. 倆對翻譯一部巴以印刷形式或其它任何樂傲的軍制形式出版的作晶度錯的件可怔，也可根揖尸

播机拘向第一數所指固家主管當局提出的要求，震錯且都混在接圓的「措机祠，但必須符合

下列全部每件z

(1) 譯文是根揖依最固法律制作井裝得的軍制品翻譯的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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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譯文只能用于教學「播或向特定寺虫的寺家持播寺盯接末或科學研究成果的尸播z

(3) 譯文寺rl~第二目所指目前使用，并通道財t藍圖鐘內昕余的合法「播遊行，其中包括
寺~此項「措目前而逼迫景音或是偉手展合法是制的「攝z

(4) 所有財譯文的使用均充任何曹利性盾.

。)尸播机拘根揖本款投錯的件可証制作的譯文的是音或是像也可以~a項規定的目前和各件，

井經上述尸措机拘同意，~世在投錯件可宜的主管道局所在自內的任何其它f措机拘使用，

(吋只要符合 a項列牢的所有准則和各件，也可財f措輒掏頒麓件可直以翻樺寺角大、中、小學

使用而制作旬出版的規昕教材中的所有課文.

(d) 在不違犯 a到 c頂的情況下，前面几敦的規定遁用于本款規定的所有件可啞的頒盎勻使用，

授予玲可的主管章為及其任安;祥可的性屢

BC/A-II. l. 附件第H奈第(1)款規定由主管道局授予坪可。是由其圍內申清授予詐耳的成員固來指定授予
追神件可的主管机拘。主管道局區是具有相座較高級別的固家机拘，以硝保擱有逛一主題方面的技朮寺~

知怎只以及造用法律方面的一致性。根揖有美成員固現行兜法或法律制度的不同要求，遠科主管道局同祥可

以是政府机拘(教育部、文化部、新聞部，視情況而定)，司法机拘(民事或商事法庭)，行改机拘(因家級)

或是全固性作者組旗。在授予或拒絕授予吽可肘，主管道局需要告知有美~事人可以就其抉定提出申訴。

授予的件可是#若干r19和;r;才#訟的。

BC/A-II.2. 有失主管當局尤其座能保直:就受版杖保妒的作品授予的遠神翻譯和(或)重制i午可附帶財版

校所有人的合理朴僧，以及東取萌保付酬的措施。在本固貨市管制的情況下，主管對局座設法保証E以固廊

上可兌換貨市或其等值貨市特付撮酬。尪座硝保的是作品的翻譯或隻制(視情況而定)的准硝性，而遠一方

面可以委托主管章局負責。

可授予翻譯祥可的爵的

BC/A-ll.3. 依照第(5)款，附件第E奈規定的翻譯吽可只能均教掌、掌司或研究目的授予。教掌勻掌耳座
被理解渴指在教育机拘(小學、中掌、掌院和大掌)內，以及同祥在所有科目方面方各↑年齡組的人群本舟

的「泛的一系列教育活劫中避行的各科水平的教掌。研究則涉及勻用于教掌的作品存在基于假定的區別的

寺~性作品。 慘叮金拔希望特翻譯件可限制在上述情況下，而特工血研究所和私人企~排除在外，只要它

們是方商~目的道行研究的。

BC/A-ß.4. 需要指出的是，財授予翻譯吽可必須持某科謹慎志度，因方譯作既可以用于教掌目的，也可
以用于消遣目的。盤于根掘迫神吽可翻譯成的揮作不是准各向一般合成提供的，圍內法有必要茉取造豈措

施以硝保根揖述神吽可制作的靈制晶用于所件可的用途。

BC/A-II.5. 只要使用是均教育或研究目的，翻譯件可可以涵蓋任何科獎的作品。第H奈第(1)款特翻譯吽

可限制在以印刷形式或美似襲制形式出版的作品蒞園。重成是翻譯的目的z 教學、掌耳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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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插囡轉成的作品

BC/A-II.6. 依揖第H奈第(7)款，封于主要由插圍拘成的作品，只有在同祥符合踅制i午可要求的情況下，

才能授予翻埠文字和隻制插圓的呼可。在遠神情況下，同吋涉及翻譯校和軍制杖。

M.流通中收回的作品

BC/A-II.7. 述一奈第(8)款規定，在作者已JA流通中收回其作品的全部寞制品的情況下，不得授予任何件

可。出新版本并不意昧著收回前一版本。

方f播爵的的翻譯詐可

BC/A-II.8. 由于尸插在友展中固家的教育中友捍著根其重要的作用， 1971年巴黎修叮金說令人均也庇均在
以印刷形式出版的作晶方面建立翻譯許可制度，用于考方教掌或向特定寺~的寺家倩播寺~技朮或科研成

果而制作的尸播哲目中。進科i午可可以根揖第H奈第(9)款(a)授予在符合投展中固家定文的成員固設有且部

的尸播組餌，但需要講足以下象件:

一 揮作必須JA根揖授予許可的成員圓的法律制作并取得的靈制品翻譯而來，遠意味看法隻制品必
須是該成員固立法規定的合法隻制品:

一 翻譯的目的必須是寺內用于“教學"或“向特定寺宜的寺家持播寺內技朮或科學研究成果"的尸播

哲目:

一 譯作必須通迂合法制作的、准各提供在授予坪可的成員固境內接收的尸播常目，寺叮用于上述

目的;J播常目可以是“現場直播"的或通注“是音或是像媒介"寺口方上述目的合法制作的:

一 用于「播哲目的是音和是像只能在拉部設在授予件可的成員固境內的尸播組訊之間交換:遠神

是制品絕不能流向法成員圍境外，或成方銷售、出租或均在法成員固境內授予i午可的~坡的掠

的物:

- x才譯作的所有使用均不得有任何商企目的，遠意昧著尸播組棋不得是蕾利性私人告司，而且在

使用譯作的尸播哲目中不得出現商~J告(但進井非是想阻止尸播姐欽在其它肘阿段播出商~
r告，或排除向收音机、屯視机所有人收取收視件可費的普遍情況)。

BC/A-II.9. 根揖述一奈第(9)款(c)，在同祥奈件下，足可以向某一成員圓的固家尸播姐是只授予件可，以翻
譯寺均系鏡教掌活功(“大、中、小掌使用可制作和出版的視昕固定物中包含的文字。迪里仗指己銓出版的
教材，堵如附帶可能作方青帶或背景是音一部分的文字的屯影、是像帶、靜止團像和幻叮片。

授予翻新村的等待觀

BC/A-II.I0. 根掘第H奈第(2)款帥，如果某一批准或加入巴黎文本的伯示尼同盟成員固根揖膜告固大金慣
例被規:h'9:.展中固家井已接用有美特杖，而且按作品自首吹出版肘起三年或法圓圓內法規定的更長期限眉

漏肘，尚5\:ì華作由翻譯校所有人或短其授校“以i表團適用語文"出版，則i表團任何園民均可以取得翻譯件可。

BC/A-II.l 1.根揖第(2)款(b)，如果由翻譯校所有人或控其授校以有美培育出版的譯作的所有版本在上逾

期限屆輔之前均已脫備，也可以授予件可。某一版本的軍制品何肘皮視角脫咱是由有美固內立法東硝定的。

根掘強制件可出版的某一版本即使己脫梢，也不影咱讓許可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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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丹:非通用語言;菜是展中爵家和某且是送回家的同一通用最言

BC/A-ll.12. 如果揮作不是以一+或一+以上友送固家中的適用培言翻譯的，伯示尼同盟成員圈可以根掘

第H奈第(3)款(a)，在JAi表作品首吹出版肘起計算的一年期限屆浦吋取得i午可。

BC/A-ll.1 3. 根掘第(3)款(b)，如果詮作方《伯示尼企釣》成員圓的友站圈家一致同意，而且在遠些回家
又使用同一通用培言，友展中固家可以用 ~:J.于一.lf49!Æ1ß身輝代替上面BC/A-ll. 10. 一段中提

到的三年期限。但如果有美海言是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則不得行使逛一特杖。

f!#b.Jl/J，服

BC/A-ll.14. 依照第(4)款帥，如果強制翻埠件可在三年期限屆漏吋可以取得，則在六+月附加期限屆捕之
前不得授予旗吽可:如果在一年期限屆摘肘可以取得，則在九小月期限屆漏之前不得授予。采用遠神附加
期限是方了使作者或翻譯杖受吐人能移自己出版旗作品的揮作。它JA提出翻譯授杖申靖肘卉始汁算，或在

翻譯杖所有人的身份或地址不明的情況下，})人向出版者和情振中心寄送有美授予強制翻譯i午可的申清唱副

本肘卉始汁算。

BC/A-II.15. 尪需要指出的是，六小月或九↑月的附加期限不能在基本的三年期限或一年期限內汁算，因

均提出授予翻譯許可的申清只有在三年期限或一年期限屆瀰后才能生效，而且兩+舍的均使用“銓泣"一祠

的目的，就是要明硝指出六+月或九+月期限必然是在三年期限和一年期限屆漏之后汗始計算的。

洋iiJ49錚J1:.E 

BC/A-II.16. 依照第H奈第(6)款，如果翻譯校所有人或銓其授校以同一潛言和基本相~于特定成員園園內
同獎作品通行的研格出版了譯作，而且它具有句在法固固內根攝強制吽可出版的版本宴盾相同的內容，任

何件可隨即興止。但在件可龔止前己制作的愛制品仍可鑑縷炭行至售完方止。

第 111 聳
[索吋f支制叔的F跟且制: 1.‘主管畫局授于的吽可~. 2.至5.尤 t祥午授子逗矜詐可的奈件; 6. 
的件品]

1. 任何實明擾用本學規定的報利的固家，均有根以由主管道局依下述各件井根揖附件第四...裳錯
非寺有利不可轉吐的吽可証來代替第九象規定的寺有軍制根.

2. 例 失于根揖第七載而造用本盔的作品，過

(1) 自旗作品特定版本首拔出版之日;算起的第三款規定的期限期浦肘，或

(2) 第一款所捕的圖家誰律規定的井自間一日期算起的更長的期限期浦肘，若讀版的

作品軍制品尚未有隻制根昕有者或在其授根下，以勻向美作品在t藍圖通行的研格

相傲的研格在最園出售，以輸是「大企余或大、中、小學教學之需要，則讓團任
何園民都可得到件可缸，以此神份格或更低份格軍制和出版讀版本棋大、中、小

學教學之用.

(b) 根揖本...規定的各件，也可對隻制及出版 a項所述巳食行的版本投錯祥可缸，如果在遁用
的期限期捕后，讀版盤授扭的版本在有美回家已脫備六+月，而~法以間讀園內財同獎作

品要求的份格相傲的份格俱座「大合起k供系鏡數字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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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數 a項第一目所捕的期限均五年.但

(1) 財有美數字和自然科學以及接木的作品，則方三年z

(2) 小說、持歌、講勵和音原作晶以及美木有錯，則均七年.

4. (吋 根揖本各規定在三年后可取得的吽可涯，需等六小月期限期精后才能頒裳，此期限

(1) 自申清人履行附件第四奈第一數規定的手續之日起算z

(2) 如畫制杖所有者的身份或地址不祥，則自申情人根揖附件第四各第二載的規定格其

向農錯帶可宜的主管道局提交的申靖桔副本寄出之日;算起，

(b) 在其它情說下及遁用附件第四學第二款肘，件可証不縛在寄出申靖有副本后三.-t-月期漏以
前投錯.

例 如果在 a頂和 b項規定的六+月或三-t-月期間，出現第二章ta項提到的出售情況，則不得
根揖本各友捨任何件可宜。

(d) 在作者已停止渴避行隻制及出版而申靖件可恆的讀版的全部作晶畫制品的裳行肘，不得妥
錯任何吽可証-

5. 在下列惜現下不得根揖本各控錯隻制和出版一部作品的譯本件可証z

(1) 所涉及的譯本井非由翻譯校所有者或在其授根下出版3

(2) 譯本所用的不是申靖件可証所在圓的適用潛文，

6. 如果某一作品某版的軍制品是由軍制根所有者或盤其扭扭，以岡t藍圖岡獎作品相傲的研樁，均

棋鹿f大企余或角大、中、小學教學之用而在第一數所捕的固內出售，而讀版的謂文和基本內
容又間根揖吽可証出版的版本潛文和內容相間，則座撤舖根攝本各友錯的所有件可避.在撤備

件可証前制作的軍制品可一直農行到售完方止。

7. (a) 時 b項規定的情說外，本各遁用的作品只限于以印刷的形式或任何其它笑傲的重制形式出

脹的作品-

(b) 本學同祥遁用于以祖昕形式宣制的受保妒作品或包含受保妒作品的祖昕實料，以及用吽可
直申清自適用潛文翻譯的讀棍昕費料中的文字部分的譯本，每件是所辦及的祖昕實料的制

作和出版限大、中、小學教學使用的唯一目前.

可授予支制祥可的目的;玲可的，挂屢

BC/A-ill.1. 附件第四奈規定的畫制件可仗限于勻系統教學活劫f‘大、中、小字教掌")相美的使用。(值得
注意的是，勻翻譯許可相反，遠里末就隻制吽可提到用于研究目的。)

BC/A-ill.2. “系鏡數字活劫"逛一朮培庫被理解均不仗涵蓋教掌机梢的保內和課外活劫，而且涵蓋一切有
組訊形式的課外教育活劫。

94 



BC/A-.血.3. 隻制許可也由主管道局授予(參見上面BC/A-ll.1.-段)，它們是誰-1'#1拜日，衷才!fi1: 1夕。

可這用主制吽穹的作品

BC/A-ill.4. 根揖第回各第(7)款(吋授予的許可，原則上涉及以印刷形式或美似隻制形式出版的文掌、科掌

和乞求作品。

BC/A-ill.5. 依照第血奈第(5)款，如果某一譯作己出版，在下面任何一神情況下均不得授予隻制件可: (1) 
如果按揮作并非由翻譯校所有人或控其授杖出版; (2)最揮作并非以收到授予坪可申靖有的主管道局所在

固的適用培吉翻譯的。除上述兩神情況外，只要符合第四奈規定的奈件，均可以授予吽可。

BC/A-ill.6. 息管上面BC/A-.血A一段中提到可遁用隻制件可的作品，但鑒于均數學目的使用教育影片的

重要性，第(7)款(b)仍f大了第血奈的遁用蒞團以涵蓋視昕領域。因而，寞制許可也通用于以視昕形式宣

制合法制作的、拘成或包含受保妒作品的視昕固定物。遠神件可迋遁用于特附帶的文字翻譯成授予許可的

成員圓的適用手吾言。不迢，遠些視昕固定物必須是寺均勻系統教學活功相美的用途制作和出版的。

授予支制詐可的等待窺

BC/A-血1 依照第血奈第(1)款至第(3)款，可以取得強制隻制許可之前需要等待的期限，一般而吉，是

JA作品的某一特定版本首吹出版之日起汁算的五年，除非圍內法規定了更長的期限。述一期限是JA原作的

法版本首吹出版之日算起。

BC/A-ill.8. 遠耕i午可只有在下面一神情況下才能授予: (1)作品的某一特定版本的畫制品尚未由宣制校所

有人(或控其授杖)以基本相對于有美成員團圍內同美作品通行的份格在法固啃售; (2)經授根的特定版本的

畫制品紙上述期限屆捕之日起在有美成員固己脫哨六+月。

倒丹:科芋和技未作品;虛拘作品和美求各義

BC/A-ill.9. 盤于科掌拉木炭展迅速而辱致遠獎作品很快垃肘，第(3)款ω規定，封于包括教掌在內的自然

科掌和技朮作品，等待期減至三年。

BC/A-ill.l0. 虛拘作品(如小說、持歌、竟是別和音原作品)或美朮有籍通常注肘的肘間接慢。因此財于述獎

作品，最短等待期可能較長。第(3)款。。規定的等待期1.1七年。

情如J曾跟

BC/A-ill.ll.勻翻譯坪耳的情況相同，附件不但規定了上述五年、三年和七年期限，而且方便豈事人之間
的友好協商有可能戶生遁宜的合同解抉錯果，也規定了附加期限。

BC/A-ill.12. 如果基本期限是五年或七年，而且充法找到軍制杖所有人，依照第四奈第(4)款(b)，只有在
紙申清人向吱作品的出版者或向任何指定的情掘中心寄送其申清唱副本之曰:算起的三+月后才能授予i午

可。

BC/A-ill.13. 如果基本期限是三年，依照第(4)款例，只有在此不同日期(取抉于能否找到震制校所有人)算

起的六+月期限屆漏吋才能授予件可: (1)第一神情缸，只有在向隻制校所有人寄送授杖申清有之日起六

+月后未得到答吏，或在掛商未f'!生合同解決結果的情況下才能授予吽哥; (2)第二神情況，如果隻制校

所有人的身甜或地址不明，只有在依照既定程序寄送授杖申情有副本之日起六↑月后才能授予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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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A-Iß.14. 就靈制i午可而言，需要指出的是，勻BC/A-II.15.一段中就翻埠坪可所述情況相反，第血奈第
(4)款沒有使用“短道"一向來限定逛一新期限，因此述一期限可以此基本期限屆摘之前卉始汁算。

件可的玲止

BC/A-III.15. 依照第血奈第(6)款，如果寞制杖所有人或銓其授校的第三人以同一語言和基本相對于有美友
展中固家同美作品通行的份格在法固輔售作品的某一版本的宣制品，以漏是一般合余或系統教學活功的需

要，而且按版本具有句根揖坪可出版的版本~)j責相同的內容，任何寞制許可隨即興止。但在i午可龔止前已

制作的愛制品仍可鑑縷友行至售完方止。

第 IV .. 
i第11奈和第111奈規定的件可共同這爵的余款: 1.和2.程序; 3.指胡作者和作品名轉; 4.主制品的出口;

3通知; 6.拔制

1. 附件第二象或第三學所捕的任何件可恆的農錯，須盤申情人揖照有美因家現行規定，証明他根

揖不開情缸已向根利所有者提出翻譯和出版譯本，或軍制和出版讀版本的要求，而又未能得到

授杖，或控述相~努力仍未能找到根利所有者。在向根利所有者提出逛一要求的同肘，申情人
運必須持逛一申靖通知第二款提到的任何間內或團時情擬中心.

2. 如申清人王法接到根利所有者，即座逼迫控哥航師轉向震錯件可宜的主管道局提交的申靖暫的

副本，寄錯旗作晶上列有名雜的出版者和揖信掏出版者主要並易中心所在圓的政府方此目的向

且干事過交的通知中所指定的任何圍內或團隱情振中心，

3. 在根揖附件第二盔和第三學投錯的吽可証出版的譯本或畫制本的所有軍制品上都座列出作者

姓名.在所有重制晶上直有作品名單車.如系譯本，原作名單拉在任何情說下座列于所有軍制品上.

4. (吋 任何根揖附件第二學或第三余愛緒的吽可証不得f大到軍制晶的出口，件可証只遁用于在

申靖件可恆的最固頓土內根揖惜現出版譯本或菱制品。

(b) '-1遁用 a 項規定，凡JA任何領土向根揖第一舉第五載規定代表最頓土作迂寅明的回家這寄

軍制品J!l祖掏出口，

制 造根揖附件第二象就譯成英文、西班牙文或法文以外情文的譯本~錯件可啞的一固政府机
拘或任何其它告共机拘特根揖議呼可証出版的譯本的軍制品這寄到另一固肘，渴了 a頂的

目的，逛一寄還不作方出口看待，但需符合以下所有各件z

(1) 枝件人需方君主錯吽可恆的主管道周所周圍的園民小人或由遠些園民組成的組毒Jt;

(2) 隻制品只供數字、學耳讀研究使用:

(3) 宣制晶寄錯收件人及其避一步分盟主掏充任何嘗利性蹟z 而且

(勾 畫制晶寄往的回家每其主管道周盟主錯件可宜的固家叮有掛訟，批准違神靈制晶的接

1&或分~或兩者岡吋批准，后一團家政府巴格按協說通知且干事.

5. 所有根揖附件第二學或第三學袋錯件可証出版的畫制品均需載有有美培文的通知，混明擴軍制

晶只能在最件可汪道用的團1(或領土向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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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倆 在圓家蒞團內做出追查的規定，以保証

事前手摟

(1) 吽可宜之~.錯鹿根攝不間情現錯翻譯校或軍制根所有者一嘻合理的報酬，此神振酬
鹿符合有美兩國+人之間自由故判的呼可班通常支材版稅的掠准z 而且

(2) 保証連電扭酬的支付和轉過z 如果存在看團家財外虹的管制，則主管道周血過近固

時机梢，息一切努力保証使連電撤酬以園時上可兌換的貨市或其等值貨市轉過.

(b) 血過近固家法律果取遁~措施，以保証在不間情況下作晶的正萌翻譯或糖葫隻制.

BC/A-IV. l. 7'1取得翻譯許可或隻制吽可，除了符合附件第H奈和第回奈規定的奈件，申清人注必須履行
某些事前手縷，即投法勻杖利人敢系并取得其授杖。

BC/A-IV.2. 依照第W奈第(1)款，均取得許可，申清人必領証明他己思力尋找杖利人和思力取得其翻譯出
版法作品或隻制度行最版本的授杖。同肘，他注必鎮按照第(2)款規定的象件，持其申清一事通知任何圍

內或團駐版杖情掘中心。申清人只有在始咚充法找到杖利人或根利人己拒絕其授杖申清的情況下才能取得

吽可。

BC/A-IV.3. 息管在附件象文中未作明硝規定，但在外交金坡上述成的共棋是:向校利人提出的授杖申靖
座閻明，在授枝申清被拒絕的情況下，述神拒絕可視具体情況而拘成申清強制翻譯或隻制吽可的根掘。 106

未找到魯澤款或是制拭所有人的正式通知

BC/A-IV.4. 第W奈第(2)款規定，如果找不到校利人，坪可申清人座適注挂哥航空信轉件可申清副本寄錯:

(1)其名字出現在法作品上的出版者; (2)揖訊方出版者設有其主要蕾~地的園家萌定的固家或地區情掘中

心。

禁止出口

BC/A-IV.5. 美于翻譯吽可和軍制許可，第W奈第(4)款(a)和第(5)款規定，上述帶可仗封吽可申情人所在
圓墳內的出版有殼，作品的揮作或寞制品F禁出口。此外，所制作的每一件隻制品上必須以相區培育加注

掠泊，指明隻制品仗供在授予接t午可的圈家境內投行。

BC/A-IV.6. 依照第(4)款制，財于翻埠件可，在符合以下所有各件的情況下，授予吽可的政府机拘或其它

任何固家企共机拘轉譯作的重制品寄往另一園，不在禁止出口之列: (1)譯本并非以英文、法文或西班牙

丈翻譯而成; (2)肢件人是授予最件可的國家園民或由遠科園民↑人組成的組訊; (3)靈制品格但用于教掌、
掌司或研究目的; (4)隻制品的分友沒有任何商~目的; (5)宣制品被寄往的固家每主管道局授予坪可的因

家己速成協圾，准許接收或(和)分友送神靈制品，而且授予吽可的回家己特演協說通知WIPO且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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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它爵家印科

BC/A-IV.7. 如同1971年巴黎外交金坡的撤告所闡明的，在符合以下每件的情況下，可以在本固境外避行
印刷z

授予坪可的成員圍在其墳內不攔有印刷或畫制工具，或且然攔有達科工具，但出于室主濟或安隊原
囡而充站負扭述些軍制品的靈制:

遊行隻制的固家也是伯均可尼同盟成員固:

靈制出的所有笙制品一吹或分批寄送被i午可人，以仗在被件可人所屑固友行，而且被許可人勾畫
制机拘之間的合同述祥要求，并造一步規定咳机拘萌保遠神靈制在其所厲回合法:

被i午可人未J梅咳隻制~各委托錯寺方隻制己根掘附件第H奈和第血奈授予i午可的作品而改立的

某一机拘:

寞制出的所有愛制品均加注符合第W奈第(5)款規定的棕記。 107

翻譯板式支制款后才有人的報酬

BC/A-IV.8. 依照第IV奈第(6)款(a)(i)，有美成員園區硝保翻譯校或隻制校所有人因授予吽可而藐得“符

合......自由談判的件可証通常支付版稅的林准"的合理掘酬。述一規定仗仗規定了一般原則，而允t午有失

炭展中園家:k喃保翻譯校或貫制杖所有人裝得相章于按枷商的合同所付掘酬的扑催而自行果取(法律、行

政、管理或其它)措施。

BC/A-IV.9. 第(6)款(吋(ii)要求有美成貝園就硝保座付捨杖利人的掘酬的特付作出規定。在被件可人因外
在管制而王法向翻譯校或寞制校所有人特付披酬的情況下，主管道周需要不遺余力地適垃利用固防手段來

萌保撮酬以固豚上可兌換貨市或其等值貨市東特付。

第 v 4-
{蹄蓮聽母耘的限制的任掙方案: 1.1886年之本和1896年文本規定的制度，. 2.第11奈規定的制度不能說愛;

3.進取任掙方案的損問

1. (吋 任何有根戶明援用附件第二各規定的根利的團家，在批准或加入此告釣文本肘可不作述一

責明，而代之以下違背明 E

(1) 如果它是第三十學第二歡 a項遁用的固家，則代之以按照法象載有美翻譯校的規定

作-Jlí明:

(2) 如果它是第三十每第二數 a項所不遁用的團家，即使是本同盟成員園，則代之以接
照第三十奈第二款 b項第一甸的規定作一寅明.

(b) 在一團已不再設試均是附件第一舉第一款所捕的農展中固家的情缸下，根揖本數所作的
戶明繼續有效.直到控照附件第一舉第三數規定的遁用期限期捕之日方止，

(吋 所有按照本歡作出賣明的固家以后不得使用附件第二學規定的根利，即使撤回讀賣明后

也不得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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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第三載的情祖外，所有己援用附件第二奈規定的根利的國家以后均不得根揖第一款作出背

明。

3. 不再碰祖方附件第一學第一數所指的投展中因家的任何國家，最退可以在附件第一舉第三載的
遁用期限期請前兩年，可臥按照第三十余第二款 b項第一旬作出賣明，即使它已是同盟成員團.

述-jff明縛在根揖附件第一象第三載的還用期限期捕之日生效.

BC/A-V. l. 逛一奈規定已在上面BC/A-I.5.-段中提到，遠里不需要再作特別說明。

第 VI 4-
i在受階拌均未之前進用或接受這用其中某些奈款的可能性: 1.戶明; 2.戶曉的交存和生技日翱

1. 本罔盟任何成員園，自此告釣文本日期起和在受到第一至二十一學及本附件的釣束以前的任何

吋候都可叫作以下寅明=

(1) 財于一且受第一至二十一奈和本附件釣束，即有根援用附件第一奈第一款提到的根利的
固家，它特對其起草草園角如下固家的作品遁用附件第二每讀第三象或間肘遁用兩祟的規

定，逛一固家在遁用以下第二目肘，岡意格上述兩奈遁用于遠獎作晶，或者逛一回家受

第一至二十一舉及本附件的釣東z 逛一貫明可臥提到附件第五象而不是第二學z

(2) 它同意根揖以上第一目作娃F哲明或根揖附件第一余愛出迂通知的圖家財它作角起源固
的作品遁用本附件.

2. 所有按第一歡作出的實明均以#面形式作出井交存且干事o ;tt明自交存之日起生教.

BC/A-VI. l. 附件第VI奈包含主要在1971年巴黎文本尚未生效期間具有意叉的迂渡性奈款。按每充須作
出特別說明。

9 之所以如此，是因方法告鉤的逛一規定的卉端是z “就解釋祟的而吉，上下文除指連同卉吉及附件在內之釣文外，

井座包括: ......" 0 [強調部分用斜体字表示。]

10 1967 年斯德哥揖庫文本之前的舍的序言比現在要長也要祥蝠，因均直至 1948 年布魯塞原文本，序言均要列車被代表

11 

締結特定文本的固家(直至 1928 年~耳文本，序言甚至通要列車追些因家的元首)，而且直至 1928 年9耳文本，序

言甚至足要列車全杖代表的姓名和其衛。

(1884 年 9 月 8 日至 19 日伯品尼文掌和草木作品圍防保妒舍故氾最)> ，園時舟告室，伯$尼， 1884 年，第 68 頁。

12 序言的括趣和各學附帶的方括哥內的轉題不是合釣釣文的組成部分。但L&繡企釣釣文的 WIPO 出版物中使用了迫些掠

題(如參見 WIPO 出版物第 287 哥(英)) ，以便于調則迫些奈款的內容。本指南中以相同方式使用了遠些括題。

13 美于述些原因，參見 Ricketson，第 144 頁至第 154 頁。
14 

15 

16 

17 

<<1 948 年 6 月 5 日至 25 日布魯塞$金改文件)) ，園時舟企室，伯示尼， 1951 年(下嘛“ 1948 年布魯塞揮金說記最" ), 

第 94 頁。

1908 年柏林金說氾蠢，園時舟企室，伯$尼， 1909 年，第 232 頁。

<<1967 年 6 月 11 日至 14 日斯德哥想摩知現F校舍圾站是)) • WIPO. 1971 年(下單位~~ 1967 年斯德哥均可摩含混姐是" ), 

第 1179 頁，第 287 段。

同上，第 28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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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第 1155 頁，第 146 段。

同上，第 1156 頁，第 148 段。

如蓮香見 WilhelmNordemann， KaiVinck, PaulWHertin, GeraldMayer: <<圍豚版棍和部接根>> , VCHVerlagsgesellschaft, 

魏因海姆， 1990 年(下赫“Nordemann 等人" ), 54-55: “第 2 奈之三第 (1)載的會叉，如同另外)Å第 (3) 數所看出的，

井非財政治演說和在法律訴訟垃程中覽表的盲~完全不予保妒，而只是在除......出版紅輔之外的所有報填封它們的

自由使用。因此，版扭保妒并未基本上取消。同祥不能想象:溉代表出席w耳、布魯塞品和斯梅哥$摩全班的各固

政府姐果對初意調到逛一伺題，套在所有的人章中但但拒絕特第 6 奈之二戶生的故利授予政治家和律師，}A.而拒絕

封他們承說其作者身骨，任隨其合卉的盲培植肆意軍區改和歪曲，而不考慮有美+人的背書是否受到損害。"

蓮香且 1967 年斯籠哥均可摩金說姐是，第 841 頁，第 514 殷z “主席說舟，就已出版作品而盲，如果首吹出版友生在同

盟某成員固，特投有任何困雄。如果情揖相反，則作者其#晶晶申屁11f:it必1JiÆ月E嘉成~_ß0/0/瓦. " [強調部分用

科件字表示]。逛一指早很有意叉，即使在進一闡述之后，保妒知ì，Rtz=扭離合囝你周 (BIRBI，也即 WIPO 前身)局長

指出[如同就告鉤的其它任何規定] ，封舍的的文的解釋由各成員固、特別是由圍內司法机拘(而不是由 BIRBI) 作出。

同上，第 1136 頁至第 1137 頁，第扭扭z “由于作者可能不吋更換其慣常居所，因而戶生慣常居所何肘直成方一+

保妒赫准的問題。逛一車必須由被清求保妒圓的法院蘭定。但缺定性日期有可能是未出版作品首吹告之于成的日期。

如果作者于讓自期在同盟某成員團相有其慣常居所，他根揖金的就其作品受到保妒。如果作晶由某一未室主授校的人

首吹舍之于傘，而作者于法日期在同盟某成員園擱有其慣常居所，他可以要求軒滑坡未鎧授杖者受到保妒。"

21 

22 

23 
1967 年斯德哥均可摩金說坦是，第 1139 頁，第 50 段。

24 <<美于某些版棍和部接叔阿題的外交金說氾景，日肉瓦， 1996 年)) , WIPO , 1998 年(下單位“ 1996 年日內瓦金說氾最" ), 

25 

26 

第 179 頁和第 181 頁。迫里注值得提到在第 3 裊的注釋中闡述的提出遠些拙故奈款的原因(向上，第 176 頁和第 178

頁) : 

“ 3.05. 宴廊上， <<伯$尼舍的》第3奈第 (3)載的規定可臥令人浦意地道用于新的屯子出版形式。第3奈第 (3)款的美

體要求是提供軍制晶的數量足以喝足金魚的合理需要。汁算机岡搞上的屯于出版可臥很容易捕足述一需要。在弄放

的阿嬉耳境下，任何合成成員均可在取能下載到其計算机存儲器中的重制品。當然，對于眾取，可能全遁用各科挂

朮和商~每件。

“3.06. 上述錯抬得到《伯均可尼舍的》同一款中男一甸的避一步支持，讓旬規定z “ 6 已出版作品，指......作品，而

不治其愛制件的制作方式如何"。在持鏡出版中，貫制品是先生戶再度行:而在通迫阿緝的屯于出版中，寞制品是

在持播后在接收端制作的。前一神情混下的 6制作方式，是本地制作，后一神情況下的則是 6遠程隻制，。投有任

何理由可以排除特《伯航尼仕的》第3奈解驛站涵蓋過垃恃播阿嬉封貫制品避行的分散制作。

“ 3.07. 述些規定的會文已成均《怕自吉尼舍的》能否以及如何在新的數字耳境下鑑縷保妒作品逛一伺趣的積心。息管

任何園家均可以封述些規定的會文持不同耳目鼠，但充握有充分理由要求所有的蜻的圍以一致方式解釋和通用述些規

定。遠就是掏了排時任何不喃定性而提誼通迫在奈釣草案中果用一+明胡的各款未萌主人上面......所作解釋的原因。

“3.08. 在果用財已出版作晶的逛一解釋后，又出現一+重要伺題z 何方出版地?有兩神可能的回答。出版地可以是

任何提供軍制品的地鼠，達可以同吋包括世昇上所有的固豪。另一方面，出版地可以被看作是作晶“起游"的地慮。

有充分的理由眾捕后一神解釋。在恃鏡奈件下哺說出版地，就是承說i衷地B.友生了某些寞時浩劫和控告存活劫:在屯

子出版奈件下也是如此z 作者的創作成果息管可以在任何地方裝得，但宋轉地只有一+。

“3.09. 但如果某一作品被扎克是在可班禪其隻制品的所有圈家出版的，就金F生很多始料不及的后果。在井非伯起

尼同盟成員圍的其它團皇軍適垃阿絡以屯子1J式出版的所有作品格被視角已在同盟各成員團出版。同盟成員固因而有

文各保妒述些作品，即使本固作品尚未受到保妒。三且還用《伯$尼兮的》失于保妒期限的比較規則肘，在岡盟所有

成員圓的間吋出版也特早致一些麻煩F生。在同盟几↑成員閏同肘出版的情況下，作晶起揮自被看作是其立法倍于

最短保妒期限的回家。述特早致以屯于方式出版的作品的保妒期限降至岡盟任何成員團所造用的最短期限。"

同上，第 681 頁。

岡上，第 1179 頁至第 1180 頁，第 28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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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同上，第 1141 頁，第 63 段。

參見 He肘iDesbois ， AndréFrançon, AndréKerever: <<園時版杖句都接杖告的>>， Dalloz，巴黎， 1976 年(下輯“Desbois

等人" )，第 152 頁。其中衰站了臥下班車 z “根利的利用勻其定文本身不可混淆。因而我們說角，萌定作者的合同

期限和付酬方式不厲于被要求保妒圓法律的管轄蒞圈。道事人可以明示或默示指定便于通用的法律，只要合同的履

行勻其過擇的法律所厲固具有真臨的、重要的融系。"

1948 年布魯塞品金說沮景，第 97 頁至第 98 頁。

1967 年斯嬉哥海之摩金缺記景，第 1165 頁，第 205 駛。

1948 年布魯塞揮金說記景，第 230 頁至第 233 頁。

同上，第 232 頁。

同上，第 234 頁至第 235 頁。

同上，第 233 頁。

第 13 奈第 (1) 數 (i)規定了授根 u通迂能略進行机械隻制的世各是制[音~]作晶"的寺有杖，第 14 奈第 (1) 毅 (i)特

別授予了授扭過行也影寞制的寺有杖。述些規定位但閻明在遠些特殊情卸下遁用一般璽制杖，此外不可能再有其它

任何合理的解釋。宴廊上，遠些規定過一步強調并萌令人了授予追祥一科技利的文誨，因油布魯塞京慘L丁舍放的任何

勾金者及對肘稍有版杖知怎貝的任何人均金看出 E 如果說均伯示尼同盟成員圍有文學就音最作品的机撤軍制和作晶的

也影璽制授予重制杖，而設有明嚼的文各就祖籍或其它文字作品的印刷畫制等授予追祥一科杖利(但但因7'J告的未就

迫耕恃鏡形式的寞制明哺規定遁用重制杖) ，那么遠神立場完全是荒縷的。

蓮香見 1967 年斯種哥部摩金圾站景，第 851 頁，第 643. 1.段。

同上，第 683 頁，文件 S/詣。

同上，第 851 頁，第 645 鹿。

同上，第 851 頁至第 852 頁，第 643. 1 鹿和 649 段。

同上，第 852 頁，第 652 段。

同上，第 853 頁，第 662 曉。

同上，第 852 頁，第 648. 1 段。

同上，第 852 頁至第 853 頁，第 661 竄。

同上，第 1145 頁至第 1146 頁，第 85 段。

如 Ricketson 述祥表述了述一熹z “首先，有美使用必須具有十分明繭的目的，規定財文咎的一神「泛免時特是不

合理的。其吹，逛一目的必須是 4特殊，酌，遠里的 4特殊，是指逛一目的被某科有美金共政黨或其它例外情玩的

明萌理由正要均合理的。" (蓮香見 Ricketson，第 482 頁)。

1967 年斯德哥均可摩金說記是，第 111 頁。

同上，第 112 頁。

同上。

岡上。

《新牛津筒略河典>> (牛津， 1993 年) ，第 1563 頁。

1967 年斯德哥想摩金說氾最，第 113 頁。

同上，第 687 頁。

同上，第 1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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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同上，第 1145 頁，第 84 段。

同上，第 883 頁。

56 0885 年 9 月 7 日至 18 日第三吹伯均可尼文掌和草木作品園時保妒金故坦是)) ，園時舟告室，伯加尼， 1885 年(下聽

55 

“ 1885 年伯品尼金說姐是" )，第 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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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需要指出，歐共件信息社金指令也末以強制方式規定引用倒外。根掘第 5 奈第 3 款 (d) ，成員圖“可以"果用遠祥一

神倒外。

在 1967 年斯德哥均可摩悽叮金攻之前的第各工作期間和在進攻金坡上， ì才抬了一些各文草案和提案，其中持會哺定遠

神自由使用的某些改要目的。遠些奈文提到科掌、ì，f治、新聞或教育目的，司法、政治和換尿目的，或“草木效果"

目的 (1967 年斯德哥均可摩金說記素，第 116 頁至第 117 頁，t?).及第 860 頁至第 861 頁)。但述些象文未聽過泣，逗{以

乎是外交金坡的正硝抉定。之所以看做如此，是因均述些改要“目的"封造車硝定“在均速到目的的正~需要"蒞

固几乎設有幫助，而且相反，它們倒可能起混早作用。如果引用目的可能被看作正是“新聞"、“教育"和“娛鼠"

的說法被信以方真，就可能使人戶生棋解。進些壘熬不是引用的直接 N~o 它們只是引文用于一般、正常用途的單

典型的頓或.

1885 年伯想尼金故迫景，第 84 頁。

參見 1967 年斯德哥均可摩金圾站最，第 885 頁。

同上，第 1148 頁。

參見 Ricketson，第 498 頁。

1948 年布魯塞均可金說記景，第 100 頁。

岡上。

1967 年斯德哥均可摩金說站是，第 118 頁。

同上，第 118 頁至第 119 頁。

同上，第 119 頁。

同上，第 118 頁。

同上，第 119 頁。

蓮香見 Desbois 等人， 第 201 頁; Ricketson，第 509 頁。

參見 1948 年布魯塞揮金說t已是，第 100 頁。

蓮香見布魯塞均可金說姐是，第 100 頁。

讀案文的譯文取自梅園角 (1886 年到 1986 年的(伯品尼保妒文掌和草木作品企的) >>的 WIPO 出版物，日內瓦， WIPO , 

1986 年，第 191 頁。

1948 年布魯塞JF金圾站最，第 263 頁至 264 頁。

1967 年斯德哥均可摩金改坦景，第 924 頁。

同上，第 1166 頁，第 210 展。

1948 年布魯塞加金說記棄，第 264 頁。

參見 1948 年布魯塞揮金改記最，第 114 頁和第 286 頁至第 287 頁。

文件 CE/MPC/III/2，第 26 頁，第 107 段。

同上，第 23 頁。

依照法指令第 1 奈 2 款(前， “方宴施本指令， 4週迂耳星向企余倩擂，是指由「播組銀控制和負責，特准各提供錯

告余接收的哲回信哥旱入友向E星井由E星持向地面的一系列不間斷恃播的行舟。"根攝述一定文，該指令承說“向

企余恃播"是一+只有在下行昕鹿興端才算完成的垃程，屆吋可言目才能被作均預期接故者的合成裝得。句法定又有

央的第 1 奈第 2 數 (b)可以看作是封法律弧制的(合法)技巧的一科庄用，其目的單然在于解抉某一園時私法祠趣，并

制定造捍准揖怯的規則。 按項規定 z “通迫E星向企余持播的行方但友生在由「播組銀控制和負責，格申目信哥早

入友向E星并由E星恃向地面的一系列不同斷持播的成員固境內。"迪是一神法律捌制，因均向企余持播的行站在

逛一規定指出的肘刻尚未完成，它只是偉播迂程的卉始，因而不能說它等同于那一軍最迫程: “向合政恃播"只有

在下行附鹿島端，信哥被提拱錯告余接收肘才算完成。

進一處是JA前一詮釋所引用的第 1 奈第 2 款 (b) 中造用的法律拙制引申而來的。

58 

a
y
n
"

，
且
呵
，
申
司
且

A
『

Z
J
Z
O

司
I
e
o
n
y
n
"

，
且
呵
，
起
句

3

ξ
J

正
U
r
o
r
o
r
O

正
U
r
o
r
o
z
o
z
O

正
U

司f

弓
，
『

I

司t

45678901 
弓
，
司

J

司F

司J

司f

弓
，

o
o
o
o

82 

102 



83 告指令第 2 奈第 2 款 (d) 規定如下z “如果通主t.TI星向企余倩播的行角度生在并非共同伴成員圍的某圈，而且按固未

提拱第 II 章規定的棵古戶水平: (i) 在哲目信哥是JA赴于某一成員圓的上行位置向E星友送的情現下，通垃耳星向合

成倍播的遠一行方座祖均已在讀成員團墳內食生，根利所有人血可臥計1才這作上行站的人行使第 II 章規定的根利:

或 (ii) 如果并未使用位于某一成見園墳內的上行站，但混在某一成員固境內的尸播姐餌已委托他人通社E星向企余

恃捕，述一行方庫棍均已在法尸播姐額坡有其主要机拘的法成員國墳內投生，杖利所有人血可以計財旗「播姐銀行

使第 II 章規定的根利。述些規定在其( "源擺不絕" )性廣上美似于根揖 WIPO 園時局提出的“特播說"來喃定准攝

法的各遍括准。

法指令第 2 奈和第 3 奈岡梓排除了財E星「播造用非自愿祥可的可能性。

參見告指令第 7 奈第 3 款。

1928 年w耳金說記景，第 183 頁。

同上。

向上。

向上，第 210 頁。

參見 1948 年布魯塞均可金說記最，第 270 頁。

美于擇地家財逛一貞的哺說，參見 Nordemann 等人，第 128 頁; Ricketson，第 520 頁。

1948 年布魯塞加金改氾議，第 270 頁。

岡上，第 284 頁。

~在美于金的第 14 奈和第 14 奈之二的說明中使用“屯影作品"述一朮培肘，除非此上下文中推斷另有所指，它是

指仕的第 2 學第 1 款中所提及的“屯影作品和以美似攝制屯蠶豆的方法表現的作品"，即一般祖昕作品。

需要指出的是，提交錯負責起草坡定有(后未成均 WCT) 的伯$尼說定有委員金第三故金改(1993 年 6 月)的預各文件

概述了有失上面几段指出的解釋(參見文件 BCP/CE/III，第 13 段至第 20 段)。美于但位基于上面概述的財《伯均可尼

告釣》的速祥一神解釋即承說首吹草t行校是否遁章，各園代表圓的~ßtz=生了分歧。但勻此同時，它們毫不說豫地

支持承說述祥一神杖利，述表明霎時上明嘯承試迫祥一科杖利并非一+重要伺題。真正的症錯所在始興是逛一根利

的用犀(特別是用惡的地壩致力)問題。逛一問題后未表明非常棘手，以致各自主法就此垃成i9J.說，而依照 WCT 第 6

奈第 (2)款(以及 WPPT 第 8 奈和第 12 奈)留交圍肉立法自行解抉(美于在伯均可尼說定有委員金第三吹金坡上圍繞遠些

伺題的辦槍，蓮香見文件 BCP/CE/III/3)0

歐共体適迂 1992 年理事金美于出祖祖和出借故臥及勻知棋戶杖領域中版扭相央的某些故利的指寺 92/100/EEC( “出

租杖勻相美根指令" )果用了一科特別制度。讀指令規定了“首吹固定屯影的制片人"的根利井在相美校中提到遠些

根利。但需要指出，在某一作品被鴨扎克屯影作品的情況下(“屯影作晶"這一表述也指其它任何視昕作品)，其首

故固定物只是屯影作品本身。因均根掘告指令第 2 祟，屯影作晶的+人創作者被承主人均速祥一耕作品的原始祖利所

有人，遠意味著，根揖歐共件的撞撞，作者和制片人均均屯影作品的原始根利所有人。

1967 年斯德哥想摩金說ia最，第 691 頁，文件 S/73 。

向上。

1967 年斯德哥部摩金說氾蠢，第 1174 頁至第 1175 頁，第 262 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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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岡上，第 1175 頁，第 263 段。
101 同上，第 704 頁，文件 S/171 。
102 舍的井末就迫神I描吋學數和注渡性措施明萌規定最后期限，但元槍如何，述耕奈敦和措施的遁用期限1PA乎不由超垃

合釣生教后的兩年。在某科意叉上，告釣 1971 年巴黎文本第 13 奈第 (2) 款含蓄地喃挑逗+兩年期限3句“ I惦吋措施"

和“垃渡性措施"的最長期限，該款規定z “根揖 1928 年 6 月 2 日在~司和 1948 年 6 月 26 日在布魯塞均可盤叮的企

釣第十三奈第三款在本同盟成員圍內最制的音原作品最音，芷若gf本丈本身居之E是#屌4-以內，可以不鍾音法

作品的作者同意在法固避行重制。" [強調部分用斜体字表示。]

103 夢見 WIPO 昔日的坪拾月刊《版杖}) , 1983 年 4 月期，第 123 頁至第 135 頁。

103 



104 《修叮〈伯均可尼告的)外交金說氾是)) (巴黎. 1971 年 7 月 5 日至 24 日) .校入 0886 年到 1986 年的{伯起尼保妒

文掌和主朮作品公的) )) • WIPO 出版物，日內瓦. 1986 年(下都“性入紹祖》的 1971 年巴黎會改氾最" ).第 221

頁至第 222 頁，第 27 展。

105 收入扭扭》的 1971 年巴黎金說記主義，第 222 頁，第 29 康。
106 I投入紹祖》的 1971 年巴黎金說氾景，第 222 頁，第 37 段。
107 皈入 <<B 桔》的 1971 年巴黎金說氾暈，第 222 頁，第 40 段。

104 



《保妒表演者、最音制品制作者和尸播組紋的固除公釣>> (~司公鉤， 1961 年)

宴JJt性奈款指南

序言 108

員會釣各圖，由于保妒衰讀者、是音制晶制作者和f播組鼠的根利的愿望，

遠成如下掛說z

“保是戶……款利的愿望"

RC-Pr.l. <<保妒表演者、最音制品制作者和「播姐紋的圍廠長公釣)) (或者根揖它通泣的地鼠，一般單位方“9

司合釣")的序言包含一+要素，它看起來勻《伯句:尼合釣》的序盲第一毆(而且是唯一宴Jßi性的一段)的內

容相似， 109 即它提到締釣各團通社合鉤的原因是“保妒......杖利的愿望。"

受保串戶的叔利;“相美叔"的法律，誰屢

RC-Pr.2. 兩+序言在涉及受保妒的根利的主体吋自然有所不同。《伯示尼企釣》的序盲提到“作者寫其文
掌和古朮作品所享杖利，'，而<<~司合釣》則提到“表演者、最音制品制作者和尸播組欽的根利" 0 <<伯jF

尼企釣》的序吉似乎更7iJ准嚼，囡方它汪閻明o釣要保妒的不是任何科獎的作者根利，而只是就其文掌和

重朮作品授予的根利。但很清楚，根掘<<~_!告企釣》的行文，“表演者、景音制品制作者和尸播姐欽的根利"

也不是任何科獎的杖利，而只是就其表演、最音作品和尸播常目授予表演者、棄音制品制作者和尸播組缺

的杖利。

RC-Pr.3. “表演者、最音制品制作者和尸播組欽的杖利"一般共同車拉克呼叫妻杖"或“相美校"。 110 送些表述

有著簡短的忱息。同肘，它們表明這些根利勻版杖(“作者滑其文學和草木作品所享杖利勻的美系，囡3均b它

們的全部含文是“勻版杖令部E肘t接賽的杖利"和“勻版杖相芙的杖利"

RC-Pr.4. 表演者、丟在音制品制作者和尸播組紋的根利組立于文掌和主朮作品的作者根利，因均速些杖利
的客件不同z 不是作品而是表演、景音制品和「播哲目。被表演的往往是作品，被是制在是音制品中的往

往是作品的表演，被「播的往往是視昕作品和其它作品的表演，逛一事安并未改斐i主些根利的狙立性盾。

不能說，相美叔的共同特征必然是它們被授予參勻持播受保妒的作品的小人或組訊:因方除了作品的衰演

以外，其它表演也受保妒; 111 同祥，受保妒的最音制品除了作品的表演的是制品以外，也包括其它是制
品; 112 而那些不包含作品或作品的表演的其它尸播常目也受到保妒。 113

RC-Pr.5. 美于采用遠些表述的解釋，可以部分見于遠些杖利在園內和固院長屠面上戶生的方式。在普通法
園家，“相美校"客件(或至少其中一些)曾詮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現在仍間受到版根而不是特殊的“相夫"杖利

的保妒。同祥，在一些較早的伯均可尼朕盟修訂合坡上，曾詮吋培迂肘現在的某些相失杖客体錯予版杖保妒

的建故(息管最興未被接受)。因此，遠些杖利被主人均每版杖相失。但是，更宴廣性的原因是遠些杖利勻版

校有几小共同特征: (1)兩美杖利的主件均方自然人或法人; (2)相失杖客体由勻文學和主朮作品相同的要

素組成，即草崗、符哥、 F聲音和圈像或其表現物; (3)勻授予文掌和草木作品杖利相美似的理由i正安授予相

芙根客体杖利的合理性(寞制、向公余提棋、向全余恃播必須受到寺有校的控制，或至少在某些情況下受

到裝得撮酬校的控制，否則格不金遁三百激勵新作品的創作和相美校的新客体戶生); (4)因此，就送些杖利

的客体授予相同或美似神獎的根利。

RC-Pr.6. <<~司合釣》投有規定它所授予的杖利是否只能作均勻版校不同的根利(就是說， JA版校的現成

105 



來看，作方特殊杖利)授予。締釣各固也可以在其固內立法中特述些杖利描述方版枝的一部分，只要它們

捨予保妒的水平符合<<~司合釣》的最低要求。

RC-Pr.7. <<~司合釣》和《勻貿易有夫的知俱F杖協定)) (四IPS協定)但規定了作方相失杖(或“都接叔")
的表演者、最音制品制作者和尸播姐欽的根利，遠井不意味若不可能存在符合RC-Pr.5.一段中吋槍的棕准

而勻送些杖利的性廣相同或相似的其它根利。在遠方面至少起有四神杖利可能是相失的，即出版者的己出
版版本的版式設計杖利(在一些遵循普通法恃饒的固家得到承令人)、“制片人的屯影首吹攝制"杖利、 114數揖

庫制作者的根利115 以及因缺乏原創性而不受版杖保妒的照片的根利。 116 但遠些杖利不在<<~司合釣》的

保妒蒞國內。

保品戶-并非“本可能有鼓、本可能一致"7

RC-Pr.8. 息管《伯均可尼企釣》和 <<~1告全釣》各自的序吉均指出“保妒"......杖利的愿望"是它們的目掠，

但受保伊的根利(如同上面吋拾的)是不同的。除了逛一事要外，兩小序言之間起有一小區別，即《伯怨尼

企釣》的序言提到的是“本可處才搓、本可結-j電站保妒作者......根利的愿望"， <<~司合釣》的序吉則只

是簡草地提到“保妒表演者、最音制品制作者和尸播組欽的根利的愿望。"迫雄道意昧著<<~耳企釣》的制

定者不想封企釣所涵蓋的杖利錯予“思可能有效、足可能一致"的保妒嗎?盎然不是。財<<~耳公釣》的序

吉指出比較遁度的目耘的解釋是，述一遁度性被注明是完全合理的，也是勻 1961 年逼迫<<~司公釣》的

外交合放所做努力的性廣完全一致的。正如上面辱吉所述， <<~主主公釣》在某科意叉上是一+“先驅者舍

的，'，即豈它蓮英得通社肘只有很少數的固家財企釣保妒的三美受益人授予相美杖。金釣萌定了相豈低的最

低保妒水平，并就它的各科奈款規定了可以作出的情多保留。原管可以說，由于過肘只能做到達科程度，

因而告釣提供的保妒道吋迪是可以被描述方“原可能有效、思可能一致"(只是可能的限度被小)，但在對吋

的特定耳境下，全釣投有遠祥自湖保妒的有效性和一致性星然是韓、妥的。

RCι-Pr，句>>r.9. 迋座朴充的是，即使到現在， <<~1告全釣》也很濃被描述方捨予了“息可能有效、思可能一致"

的保妒。圍內居面的立法度展已接表明，進比合釣所提供的更均有效的保妒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

的。<<世界知怎Rtz:杖姐銀表演和是音制品各釣》何PPT)的通泣己清楚地証明，現在有机金挖到更方充分

的一致。

第 1 蠱

{魚?鼠軾的保障]

本金釣給予之保妒持不更功也快不宜昌咱文學和草木作品的版根保妒.因此，本企鉤的各數不得作如磚此神

保妒的解釋.

RC- l.l. 版校保妒的客体勻相美校保耕的客体不同，因而版校及相美叔是相互拙立的。因此，逛一奈可

被看作是在闡述里而易見的事裳，因而可能是不需要的。先了理解述祥一神闡述被納入企鉤的理由，座考

慮一下企釣是在什么茄史情古巴下起草和通泣的。

RC-1.2. 合釣草案(所謂海牙草案)己銓包含有一奈，規定合釣錯予的保妒“持不更功也抉不影吶丈掌和乞

求作品作者或其它版杖所有者的杖利保妒，'，并且逐規定“本金鉤的奈款不得作妨磚此神保妒的解釋"。正

如 1961 年9耳外交合誠的掘告所指出的，按奈的會文是，公釣;悔不影吶版校所有人的法律地位，但是可

能影咱銓濟利益是另一回事。 117 很誰說:Jg一些代表固衰述下面追神現店是一+意外z 即合釣投有涉及作

者的根利，也根本不可能影咱述些杖利，因而按奈是多余的。 118

RC-1.3. 但其它代表固堅持需要進祥一耕規定，法固和意大利代表固甚至提拔慘改逛一規定，使它不是
仗仗闡明依照合釣錯予的保妒不影哨財版校的旗Jr， 而是闡明它不影咱“被衰潰、是制或尸播的作品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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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抒搓" [強調部分用斜体字表示] 0 119在美于述一提放的辦治中，一些代表固指出所提設的修改是危
隘的，因方規定徑表演者、是音制品制作者或尸播姐銀同意的奈款可能被解釋:JiJ“影吶行使"版杖，它們注

指出，如果送祥規定，可能辱致那些規定徑表演者、制作者或尸播姐銀同意的余款元效。(倒如，外交含
淚的提告指出，可能舍有一神說法，說方就是音制品的靈制而盲，只需要屋被是制的音昂的作曲者授杖，

因均要求另外詮是音制品制作者的授杖可能被訊方“影吶行使"作曲者的版杖。)几↑代表國友表意見說，述

神結果;悔使企釣斐得毫充意艾。因而在避行表決肘，法團和意大利的提案被否抉，而海牙文本室主迂一些改
劫后接得通述，并成方合釣第 1 奈。 1202油0 

RCι-1.4. 如果在美于述一伺題的辦洽錯果的基咄上，企釣第 1 奈的含文汪不移明星，再提一下扳告中的

解釋性F寅莒明就移了。育明指出:“根揖已接通道的第 1 奈的各文，里而易見，只要依照版杖法，寞制或以

其它方式使用作品需要取得作者授杖，授校的必要性即不受企釣影吶。反之，在依照全釣需要鎧表演者、

最制者或尸播組俱同意肘，詮作者同意的要求并非不愛存在，因方作者的授校同祥是必要的。" 121 述一戶

明蘭主人了版校及相美校的相互狙立性，如同上面RC-Pr.4.一段中所付拾的。

RC-1.5. 需要指出的是， <<~再去釣》第 1 奈被 WPPT 的第 1 奈第ο)款所沿用，而未作任何改斐。 1996
年日內瓦外交金說過述了一項美于法款的故定育明，它也非常明硝地強調z 主人均版杖及相夫枝的美系以主

辱性或A人厲性方特征是錯畏的。最故定青明(裝得全体一致通迂)規定z “不言而喻，第 1 奈第(2)款澄清本各

釣規定的封是音制品的根利勻以是音制品体現的作品的版杖之間的美系。在需要以是音制品体現的作品的

作者勻玲是音制品持有根利的表演者或制作者吽可的情況下，義得作者i午可的需要井非因同肘足需義衰演

者或制作者的i午可而不愛存在，反之亦然。"

第 2 蠱

[公封給予的保.tP J

(一) 在本舍的中，因民待遇指極要求錯予保妒的錯釣圓的圍內浩律錯予z

(甲) 其可言目;在讀圍壇內衰潰、 f捕或首故最制的身'-1i!藍圖園民的表讀者的待遇:

(乙) 其是音制品在最團境內首吹最制或首吹草t行的身'-1i黨圓圓民的是音制晶制作者的待

過z

{丙) 其「播哲目JA設在讀圖頓土上的農射台裳射的且都\t在讀固攪內的尸攝盤棋的待遇.

(二) 園民持過虛服JA本企釣具体錯予的保妒和具件規定的限制.

RC-2.1. 合釣草案中有一奈涉及的問題是受保妒的人和血錯予保妒的各神情況，以及遠神保妒的性盾和

范圍。就受益人而言，它首先闡明，如果表演、最音制品或尸播常目的來源團是另一蜻釣園，諦釣固必須

捨予保妒，然后界定“來源囡"在各神情說下是指哪一固家。由于制定者決定(在第 4 奈至第 6 奈中)直接規

定堆特受到保妒，以及在什么情況下受到保妒，因而兮的投有使用“未源圈"一河。保伊的性盾和范圓問題

是在第 2 奈中解抉的。

RC-2.2. 第 2 奈已闡明， <<~司合釣》授予的杖利的保妒錯拘勾《伯忽尼告釣》的情配相同。它由兩+

要素組成:第一，固民待遇:第三，公釣硝定的必須給予的最低保妒，而不考慮蹄釣固回民享有何科待過。

RC-2.3. 某些現店主人方， <<~耳企釣》所要求的園民待遇的性廣勻《伯均可尼合釣》所規定的固民待遇不

同。但第 2 祟的各文(連同外交合攻氾是)明嚼了-Æi，:即在所有安康性要素方面，兩↑公釣規定的錯予固

民待遇的文弟都是相同的。 i衷奈第 1 款持“園民待過"界定方“被要求倍于保扣的蜻釣圓的固內法律給予: (a) 
其常目在法困境內表演、「播或首故是制的身方法圓圓民的表演者待過; (b)其是音制品在接固境內首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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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或首故友行的身方法固固民的最音制品制作者待過; (c)其「播哲目狀混在法固頓土上的盟主射台投射的且

都設在接固境內的尸播組欽的特遇。"~廣上，遠勻《伯示尼告釣》第 5 奈第(1)款就伯加尼眼盟成員固規

定的是同一神園民特~: “各i衷固法律現在給予和今后可能捨予其固民的根利"0 <<~耳企釣》第 2 奈并未

強調締釣固捨予的園民待遇是指它們“現在錯予和今后可能蛤予"其園民的特遇，述并不意昧著在被要求捨

予的保妒所防止的行方安施之肘給予的待過投有意文。

RC-2.4. <<~耳合釣》錯予保妒的第二小組成要素的性屁也勻《伯力支尼公的》情況下的相同。<<~司公

釣》第 2 奈第 2款規定:“固民待遇座服JA本企釣具体倍予的保妒和具体規定的限制。"所滑“具体錯予的保

妒和具体規定的限制，'，是指舍的硝定的最低保妒。固民待遇在某科意文上以進科最低保妒方前提z 即不

管捨予園民的保妒水平如何，給予合釣保妒的受益人的保妒不得f低于述一水平。公釣規定的“具体給予的
保伊"在任何情視下都必須蛤予，而且保妒只能受公釣“具体規定的限制"的限制。

RC-2.5. <<~耳舍的》第 2 奈中包含的兩+要素，即(一)“被要求給予保妒的錯釣圓的固內法律給予[園

民] "的待過(第 1 款); (二)“服狀本金釣具体蛤予的保妒和其体規定的限制"(第 2i款)，勻《伯怨尼合釣》第
5 奈第(1)款中的兩+要素具有相同的會文和影吶: (1)“各最固法律現在蛤予和今后可能錯予其園民的根

利"; (2)“以及本企釣特別授予的根利九唯一的區別是<<~耳公釣》的文本更方筒繞地表述了相同的內容，

原因有兩↑:第一，很明星，此依照其中任何一+企釣規定的最低又勢的角度看，不仗座考慮i妻合釣特別

授予的杖利，而且遲座考慮按合釣准i午限制那些技利的可能性:第二，如果某一固家至少特相豈于按合釣

特別授予的杖利授予本囡囡民(即不少于按合約規定必須捨予外圍人的根利， i主充疑也是絕大多數固家的
情況)，第二+要素“以及本企釣特別授予的根利"就沒有意文，因方除了園民待過所涵蓋的根利以外，沒有
“額外的根利"。然而，在<<~司合釣》中，磷定給予最偏保拼的奈款的第二令要薰始與具有意文，因方園

民待遇以最傀保妒方前提始態是硝切充疑的。

RC-2.6. 滑<<~.!告公釣》第 2 奈的述一解釋得到 1961 年9耳外交金說表示理解和贊同的資明的充分肯定=
“簡而吉之，園民待遇是某固依照其固內法捨予圍內表演、最音制品和「播咕目的待遇......座比利吋.......

和瑞士......提案要求，全釣起包含一小奈款，規定園民特過以合釣特別捨予的保妒先前提。遠涉及主要在

第 7奈、第 10 奈、第 12 奈和第 13 奈中規定的所謂最借保妒，蟬的固承講給予述耕保妒(但可以作出所准
祥的保留和造用所准祥的例外)，即使它們不錯予固內表演、是音制品或尸播常自述科保妒。述-:XJeß在

第 2 奈第 2 款中表站出未， ì亥款注規定園民持過座服b人于企釣特別規定的限制。倒如，依照第 16 奈，某
婦釣固可以否主人或限制有夫是音制品的故要使用的根利(第 12 奈)，而不考慮其圍內法是否錯予追一保

妒.......勻此相夫，捷克斯洛悅克提拔......如果某締釣固授予的根利超出合釣要求的最祇水平，而其它一些

固家并不格達些杖利授予法錯釣囡囡民，則i衷蜻釣固座沒有!x.努:將i主些根利授予追些固家固民。逛一提拔

未被金說接受。" 122 

RC-2.7. 如同上一段引述的青明所表明的， <<~司合釣》規定的固民待遇只能現在某些特殊情況下要比

《伯承尼企釣》規定的差一些， IlP <<~司合釣)) (在其第 16 奈第 1 款(a)(iv)和(b)中)准吽封造用有美某些杖
利的固民待遇作出保留(辱致例外戶生)。因而， ((~司公釣》規定的回民待過文勢的例外蒞園比《伯示尼

合釣》規定的要j(見上面 BC-5. 3. 一段)。然而，遠胡安改斐了一+事裳，即兩+企釣仗准i午

在它們祥恩規定的例外所辦及的情況下拒絕錯予園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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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蠱
[定丈}

在本企釣中z

(甲) “衰讀者"是指演員、歌唱家、音眾家、舞醋家和表演、歌唱、演說、朗浦、誼賽或以刻的

方式表演文學或乞求作品的其它人民 z

(乙) “是音制品"是指任何財衰潰的青音和其它費音的寺r1是音z

(丙) “是音制品制作者"是指首挾持衰蘭的F聲音或其它F聲音素樹下束的自然人或按人z

(丁) “投行"是指向合成提供通過數量的某科唱片的畫制晶z

(戊) “軍制"是指制作一件或多件某神是音的畫版z

(己) “尸擋"是指供合余接般的實音或團像和青青的元錢屯僑播z

(庚) “轉播"是指一1-r-擋坦軾的「播常目被另一1-r-措組銀岡肘尸措.

(a)項:表讀者

RC-3.1. 在河《野草合釣》政府向委員金 1974 年方安施舍釣而通泣的示范法中“表演者"的相皮定文所作

的朴充說明里，包含一令有用的澄清z “不言而喻，如同在<<~耳合釣》中， 6表演者，這一朮梧的定文十分

寬泛，足以包括均是制目的而并非在現余面前過行表演的人，以及其表演后來適垃技朮編輯或謂合迂程勻

其它表演者在不同吋悶和地息過行的組立表演合井的人。" 123 

RC-3.2. 外交金故同意，“在‘表演者，的定文中和合釣的其它象款中使用的‘文掌和草木作品，述一表述，

具有它在《伯均可尼合釣》和《世界版校舍釣》中所具有的會叉，特別是包括音示、或刷和音尿創作品。" 124 

被表演的作品仍然受保妒不是一小奈件，因均在被表演的作品己遁入全有領域的情現下，表演者仍可能友

揮同祥的作用和取得同祥的成就。

RC-3 .3. 民間文掌重朮表現形式的衰演者不在逛一定文的涵蓋蒞園內。 125 遠是一+缺欠，但全釣第 9奈
的規定財它作了妳朴，依照法祟，合釣錯予的保妒可以延伸至“不是表演丈掌或吉朮作品的古人"。息管引

起爭拾(反映在外交含混的掘告中)的第 9 祟的掠題是“崇耍主人，'， 126但按奈的祭文要寬泛得多，其行文可
以特保妒延伸至表演民間文學草木表現形式(在性廣上垣比崇耍主人的持多表演要接近文掌和2朮作品)的

古人。述一解釋的正積性得到撤告的遠祥肯定z “普遍同意的是，不表演作品的朵耍主人是第 9 象所涵蓋

的表演者中的一神弋 127 述表明按奈井不是仗用來涵蓋遠矣古人的:逛一解釋的正硝性也得到合釣正式文
本的肯定，在正式文本中各奈均沒有掠題，因此第 9象只包含上面引用的概括行文，而設有“京耍踅人"達

科縮小涵蓋蒞園的指林。<<~司合釣》在定文上的上述缺欠在WPPT中已被消除， WPPT第 2 奈(a)持“表演

者"的定文延伸至表演民間文學乞求表現形式的那些人。

RC-3.4. 1961 年9司外交舍坡的掘告中包含一小被一致贊同的陳述，它似乎就第 3 奈帥的行文提供了一
+商定文的重要的f大解釋，它閻明z “一致同意的是，演奏或演唱的指捍座被考慮納入已表演者'的定文中。"

之所以如此，是因~:i主一解釋似乎在定叉的各文中找不到明嘯的依掘。指揮本人充疑不蔚文掌或踅朮作品

過行表演、歌唱、演氓、 128 朗浦或演奏。固然，述一項中朴充了比較概括的短港“或以剔的方式表演弋但
是似乎也投有涉及指揮的活劫:其意思做乎暗示，除前面列出的表演形式外，可能通有其它美似的形式也

包含其中。 WPPT已徑通道在第 2 奈(吋中納入劫向“表現"而消除了述一定文上的缺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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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3.5. 全鉤的法文本采用了有較大區別的表述 artistes inte.中晶的 ou exécu恤s(表現者或衰演者)。一方
面，似乎存在一笑意朮家，他們不是筒草地表演作品，而是闡釋作品(以反映他本人滑作品的特殊理解的

方式衰演作品)，如歌唱家、演員或棋賽音居家:另一方面，也存在一美乞朮家(如果達一現象硝安存在)，

他們并未或多或少地以自己的方式闡釋作品，以錯表演添加小人風格。如果在法文本中，句“或以剔的方

式表演"相財庄的措辭是 ou inte中，rètent de tout autre m祖ière(或以剔的方式表現)，甚至是 ou interprètent ou 
exécutent de tout autre manière(或以剔的方式表現或表演)，或i午就可以揖此言人均指揮也已被涵蓋其中，因方
他的活功仗但是闡釋作品并促成交吶原因里的演奏家或合唱固里的歌唱家以他所闡釋的方式表演故作品。

然而，法文本中只是使用了。u exécutent de tout au甘'e manière(或以剔的方式表演)述一衰述，它清楚地指出
象文所指的行均勻前面列幸的美似，即宰你的表演、歌唱、演說、朗浦、演奏，其中投有一神是指揮的活

劫。因此，通泣納入劫調“表現"(inte中r卸的未完善 WPPT第 2 奈(吋中“表演者"的定文，在法文本中也是必
要的。

RC-3.6. 需要指出的是， 1961 年9耳外交金說但是不包含任何美于棍昕作品專演和演劇演出辱演的故定

青明。就視昕作品辱潰而言，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他們的浩劫不是筒草地闡釋作品，而是狙自創作

一件新作品(例如，不能說視昕作品就是劇情況明的表演:它迫不止是表演，而是一件含有情多創作成分

的全新作品)。裁制辱演的地位多少有些不同。以有面形式創作的裁制作品并未磷定法作品在現場演出肘

的所有細咕，遠倍或劇學演留出空間，以便或多或少地以自己的方式闡釋旗作品以及增添自己的貢獻。如

果述些貢獻具有原創性，可以試方辱演的活功相豈于創作一件新的派生作品 ， h人而使戒別專演的速科成果

享有版杖保妒(遠在某些固家的制定法中得到明硝承主人)。何題在于其活劫不拘成創作新作品的戒創辱演可

以取得什么地位。可想而知的回答是，在遠神情況下，他的地位座勾指揮相同，囡方他們的活功的性盾相

同，至少非常相近。

RC-3.7. 息管文掌或重木作品的“演唱"、“演說"或“朗埔"送些表述在定文中出現肘几乎不合戶生任何美似

個題，但文掌或莒朮作品和“表演"和“演出"個需要作出明碼解釋。特別是在視昕作品、就創作品和音尿副

作品中，表演者可以“表演"或“演出"。在追些作品的表潰(就棍昕作品而言，在它的創作)迂程中，主E金出

現一些人，例如人群或軍臥場景中的“l描肘潰員，'，他們只起一些有限的作用，因此很誰說他們是“衰演"或

“演出"。“衰演者"的定文除非作出根方尸泛的解釋，否則恐怕不能涵蓋述獎賽勻者。

RC-3.8. 表演者也可能是他們所表演的作品的作者。至少有三神情況，送神攻重角色的表演者可能存在。

第一神相對明星，作者創作一件作品(如音眾作品或博歌)，然后他未表演。第二神是衰讀者基于某一已有

作品或不受保妒的音朱主題避行即失衰演，這神衰演如果具有原創性，可被承訊方作品。第三神比較少見，

也可看作是第二神的斐化，即在涉及隨意性作品(如隨意性音~作品)的情況下，作者遍設有完成他的作品，

其中留下一些空白以后填朴，而遠祥一耕作品可能就在它的表演述程中完成。

RC-3.9. 合釣草案包含了“表演"而不是“表演者"的定文。遠是可想而知的，因方合釣真正保妒的財象不

是表演者本身或他們的一般杖利，而是他們封其表演的杖利(勻版校保耕作者滑其作品的杖利一祥)。然而，

如果不界定表演者的活功，是不可能界定表演的:而鑒于它被納入“衰讀者"的定叉，外交金故試方另外界

定“表演"是多余的。外交金放的掘告只是閻明，“里然，衰演是指表演者以此身份避行的活劫。" 129 

(b)項:素會制品

RC-3.10. “是音制品"是指表演的戶音或其它F音的純粹昕賞固定物。如果述一固定物既可通垃昕賞感知

也可通述祖賞感知，則涉及的不是最音制品而是視昕作品，或可能是不受保妒的浩劫形象固定物。(在特

表演納入視賞固定物或視昕固定物的情況下，遁用合釣第 19 祟的特別規則。)

RC-3.11.根揖定文，很清楚，最音制品中最制的青音不一定是衰潰的青音:它們可以是其它任何戶音。

外交金坡的根告提及~喝和其它并非棄自表演的自然育音。 130

110 



RC-3.12. 全釣中有一些象款只造用于:Jg商企目的友行的是音制品(見第 12 奈和第 16 象第 1 款(a))。然而包

含在第 3 奈的中的定又不限于述神是音制品。就是說，它起涵蓋: (一)不准各友行的是音制品(如尸播組銀

制作的某些是音制品); (二)准各友行但尚未友行的是音制品; (3)并非方商~目的友行的是音制品(如方非

商~性教育活劫而在掌校內免費散友)。因此，除第 12 奈和第 16 奈第 1 款(吋以外，在企釣所有失于是音

制品的奈款中，“是音制品"均指任何神獎的是音制品(見第 2 奈第 1 款(b)、第 4 奈(b)和(c)、第 5 奈第 1 款

和第 2 款、第 10奈、第 11 奈、第 14 奈(吋和(b)、第 15 奈第 2款、第 17 奈、第 20奈第 2款和第 22 奈)。

(c) 項:柔膏制品制作者

RC-3.13. (c)項中“是音制品制作者"的定叉，一般是不吉自明的。

RC-3.14. 唯一可能需要說明的，涉及外交金圾的根告中的以下陳述:“在吋治中指出的是，在法人的雇員

在其受雇期間遊行是音的情況下，法人雇主而不是雇員被看作是制作者。" 131 述一隊述充疑有助于1才法定
文的解釋，但察隊上它可能也是此文字上推演出來的，因方法人只能通述其雇員過行是音。

(d)項:是行

RC-3.15. (d)項中“安行"的定文不像《伯均可尼告釣)) 1971 年巴黎文本第 3 奈第(3)款中“已出版作品"的定文

(盎然 ， h人另一面看，它也指作品“出版"的定文)那祥祥姻。后者包含 <<w司公釣》第 3 奈(匈中鬼不到的四

+要素，即: (1)規定只限于銓作品的作者同意的出版; (2)闡明所提供的畫制品的生F手段并不相干; (3) 
指出在硝定所提供的畫制品是否足移吋也座考慮作品的性廣; (4)閻明哪些行均不被看作是“出版"，主要是

作品的表演、以有錢方式向企余恃播和尸播。

RC-3.16. 由考慮到的是，對 <<w司合釣》我得過迂肘只有《伯怨尼企釣》的 1948 年布魯塞京文本存在。

在《伯示尼企釣》的布魯塞均可文本中(“已出版作品"的定又仍在全釣第 4奈第(4)款中)，注投有上一段(1)和

(3)中提及的要素。這些要素只是澄清性的，即使它們未被明硝地規定出末，也可以看作必然包含在布魯塞

品文本的定文中。就<<~耳合約》第 3 奈(d)美于是音制品的“友行"定文而言，同祥也可以遠祥說:如果未
銓景音制品制作者的同意而提供隻制品，座趴方侵犯的是制作者的杖利而不是“友行"杖。同祥，就是音制

品而吉，如果不考慮有失是音制品的性盾，也很准硝定向企余提供的畫制品是否足移(是有通俗歌手演唱

的是音制品的需求量要大于是有再峙的是音制品)。

RC-3.17. 上面 RC-3.15.一段中(2)和(4)提及的要素，某，性廣被扎克宴時上相同:就是說，即使它們未被明

萌地納入<<~茍企釣》第 3 奈(d)的定叉，也可以說方它們必然包含在其中。之所以如此，是因方定文仗仗
提到提供隻制品而設有涉及其生戶手廈，因此，一些生戶手段就很准被看作是一神可能的奈件。同祥，表

演、以有錢方式向企余持播和尸播不涉及向公余提供畫制品，因此，它們星然勻定又不符。但如果滑此起

可能存在疑肉，參考外交金坡的掘告中的說明就略了，它在下面第 RC-3.19.一段中提及。

(吋項:主制

RC-3 .l8. 由于“畫版"可被看作是“畫制"的同又唔，因而(吋琪的定文‘“重制，是指制作一件或多件某神是音

的畫版"很准被看作是真正意文上的安康性定文。

RC-3.19. 外交合坡的掘告中含有失于法“定Jl..."的說明。它首先提出 z “注定文基于英固...........的一項提案戶

生，方明碼隻制是指隻版，注定又被主人均足是可取的九盎然，迄今方止述并未拘成真正的說明。但披告

中的下一句衰明(e)項准各作出哪一神澄清z “表演、展覽、放映或其它任何不戶生新的永久的有形重版的

活劫均不包括在內九 132但需要指出的是，后一句降了提及某些壘見的事宴(即表演、展覽和放映不拘成重

版)外，連包含一神不能JA(e)項的行文中推演出來的意思。它闡明“其它任何不許生新的永久的有形靈版的

活劫均不包括在內，'，而定文只提到“畫版"。在過泣<<~耳企釣》肘，遠起元美黨耍，因方三5肘隻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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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系永久的和有形的。但在數字耳境下，也存在I描肘的、短暫的和完形的重版，而且如同就WCT( <<世界

知現戶校組頭版根奈的)) )和WPPT的有美各款所i寸地的，}Å隻制概念的角度未看，是具有重要意叉的。

的項~. r播

RC-3.20. 依照的頂，“尸播"的定文只涵蓋以元錢方式避行的持輸。奧地利曾提拔 133 在定文中也納入有錢
恃輸。然而，外交合坡的意見是只有適垃屯磁波或其它可能的元錢手段避行的待輸才相成「擂。 134

RC-3.21.定又中使用的“供合余接收的.......持播"逛一表述容易引起最解。它暗示接收座被主人均是合卉的

(即接收座被訊方是在合余面前或至少是在向公余卉放的地店、避行的)。遠持每《伯均可尼公釣》第 11 奈之三

規定的尸播概念戶生差昇，后一概念里然是一神向全成恃攝的形式。然而，外交金放的意固似乎也是特“供

合余接收的......恃播"理解方“由公余接校的........倩播九 135

RC-3.22. 美園也有一項提案，提放在企釣中納入m尸播組缺H的定文。息管它未致通泣，但有美它的辦拾

迪是財閻明m尸播H概念的某些方面起了間接作用。遠-J;呆在掘告中也反映了出來:明例如，如果諦釣園的

技朮改各蚵師政管理部叮所有，但f寄送到投射机的市目是由清如法固尸播屯視合司或英固尸播公司那祥的

組銀制作和提供，則后者(而不是師政管理部1'1)格被視方尸播組旗。此外，如果某一特定暫目是由尸告客

戶贊助的，或是由狙立屯視制片商預先是制的，然后由清如美固哥佮比重尸播合司那祥的組缺恃瑜，則后

者(而不是贊助商或狙立制片商)特被視角「播姐飯。" 136 

(g) 項:特播

RC-3.23. 依照通道的定文，只有在某一尸播詛拱同步尸播另一尸播姐紋的尸播哲目肘才被看作是“特播"。

奧地利也曾有娃一項提案，提坎特延吋尸播視;句“特擂，'， 137但遭到一耕昇汶反珊，理由是延肘尸播必然基

于原尸播組欽的尸攜帶目的是制品避行，因而法提案被撤回。

第 4 各

{受保是戶的表演]

只要符合下列各件之一，轉釣各固血過錯予表讀者以園民待過z

(申) 表樹是在男一諦釣固遊行的z

(乙) 衰讀已按最制在受本金釣第五學保妒的是音制晶土z

(丙) 表潰未雖是制成景音制品，但在受本金釣第六各保妒的尸攜帶目中播放，

RC-4.l. 逛一奈規定很清楚，也是不言自明的，充須特別作出說明。

RC-4.2. 在外交合坡上，德固代表固提圾，作均某婦釣圓圓民的表演者如果在另一締釣目表演，座在最
另一蟬的固享有句作方法園園民的表演者所享有的相同杖利。 I站在它是否硝宴屑于一耕園時情形的何題

上戶生分歧意見。金坡上指出，一方面，表演者在他清求錯予保妒的固家是外固人:男一方面，表演友生

地和被清求保妒地則是相同的。由于一些代表因表示杯廳，法提案被撤回。

第 5 蠱
{受保是戶前最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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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只要符合下列各件之一，輔釣各固鹿三告給予最音制品制作者以園民待遇z

(甲)是音制品制作者是另一+諦釣固的園民(自民梅准);

(乙)首故逼走音是在另一~錯釣固制作的(最制掠准);

(商)是音制品是在另一+掃街固首故食行的(2t行都准)0

(二)如果某神是音制品是在某一非錯釣固首故~行的，但在首吹盟主行后三十天肉也在某一轉釣圍農

行(同肘食行)，則t真是音制晶鹿三告說均是在最輔釣團首吹草t行，

(三)任何錯釣園，過近向膜合固都有長過交通知有的舟法，可以肯明它持不執行~.行掠准，或者不

執行是制輯推.此提通知#可以在批准、接受或參加本金鉤的肘候過交，也可以在此后任何肘

阿通史.在后一神情況下，通知有虛道于過交六小月之后生效.

RC-5.1. 依照第 1 款，一般規則是各蜻釣固在述三神情況下均須錯予固民持過: (1)制作者是另一婦釣囡

囡民; (2)首吹是制品在另一蜻釣固制作; (3)首故友行在另一蜻釣園避行。然而，在 1%1 年9司外交金坡

上，有几令代表固表述了它們固家不愿意按照制作掠准金會予保妒，而另几+代表固宣草草它們固家不能接受

首故友行括准。結果，金改制叮出一小妥協方案。述一方案被納入第 3 款，它准吽各鑄釣圖作出保留，以

表示它特不安施友行綜准或是制粽准。同一困家不能同肘拒絕宴施逛商科粽准，而且不能拒絕宴施國籍粽

准(但可以造用第 17 奈規定的倒外)。

RC-5.2. 正如外交合誠的掘告所指出的，就已投行的是音制品而吉，第 1 款是指可能有三美諦釣固z

一 未根揖第 3 款作出戶明的蟬的固:如果存在三神(固籍、友行、是制)掠准中的任何一神，它們必
領保妒己友行的是音制品:

一 根揖第 3 款作出青明以拒絕宴施友行掠准的蜻釣因:如果存在其余兩科(固籍、最制)梅准中的任

何一神，它們必續保妒己投行的是音制品:

一 根揖第 3 款作出青明以拒絕宴施是制梅准的錯釣圖:如果存在其余兩神(固籍、投行)掠准中的任

何一抖，它們必讀保妒己投行的最音制品。

RC-5.3. 就未裝行的是音制品而盲，拒絕安施友行綜准勻此完美。因此，在述神情沮下，述一規定是指
可能有兩美締釣固=

一 未根掘第 3 款作出F哲明的蜻釣因:如果存在兩神(固籍、最制)掠准中的任何一神，它們必須保妒

未友行的是音制品:

一 根揖第 3 款作出戶明以拒絕~施是制粽准的婦釣固:如果(而且只有)存在固籍括准，它們(才)盔、
須保妒未友行的是音制品。 139

RC-5 .4. 芙于己友行的是音制品，即使述科妥協方案也不能吐北歐困家感到浦意，因:k它們此前已通迂

只承說是制粽准的法律。述些因家提交了修正意見，其效果是准祥任何諦釣園仗遁用是制掠准。 1岫逛一
修正意見被否抉，但英固提交了男一修正意見也能戶生同祥的敷果。根掘述一意見，但遁用豈是制掠准的自

由并非錯予任何締釣固，而是位給予其法律己在外交金說結束之日(1961 年 10 月 26 日)生效且只承主人最制

粽准的婦釣圈。逛一意見義得通述，而相區的規定被納入第 17 祟。

RC-5.5. 第 2 款以《伯均可尼企釣》第 3 奈第(4)款(涉及作品)果用的美似方式就“同肘友行"作了規定。但《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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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尼公釣》的各款涵蓋一件作品同肘在兩+或更多園家友行的情缸，而<<~司合釣》的述一奈第 2款仗涉

及在某一非蜻釣圓首故友行后 30 日內又在某一締釣團友行的情況。

第 6 各

[受保串戶的f播莘胃]

(一) 只要符合下列兩項余件之一，蟬的各固就虛道錯予f措組親以固民待過E

(甲) 讀「播盤棋的且都漫在另一節釣固z

(乙) J攜帶回;是由設在另一婦釣圓的投射台攝放的。

(二)任何蟬釣園，迫近向釀合國誣告長過交通知有的#語，可以F哲明它只保妒其且都設在另一+締

釣圓井JA混在讀岡一攤釣圓的友射台播放的f措組額的f措哲目，此神通知相可以在批准、接

受或參加本金鉤的肘候過交，或在此后任何肘阿通交。在后一神情視下，通知抽血過于過交六

+月之后生效.

RC-6.1. 述一奈規定大件上很清楚，是不吉自明的。

RC-6.2. 位乎只需要作出以下說明。如同 1961 年9耳外交金坡的擺告所指出的，在吋拾期間形成的一致

意見是，“改尸播組欽的忌部設在"的園家直被理解方指根揖其法律而組建法「播宴件的固家。美于遠一鼠，

報告中包含有以下澄清z “因此，在法文本中， siège social(合司地址)座被理解方相豈于siège s個個隘的(法定

地址);同祥形成的一致意見是:上述法人可以是歐掛卜些困家所熟悉的offene Handelsgesel1schaft(普通合

伙)或Kommanditgesel1schaft(有限合伙)0 ,, 141 

第 7 盔
[吋表潰的最低保.p J

(一) 本金釣均表讀者提怯的保妒鹿三告包括防止可能控生的下列情挽z

(甲} 未控他們罔窟，尸播和向企余倩措他們的表讀.但是如議表演本身就是尸措讀出或

出自最膏、逼走偉者側外z

(乙) 未經他們同意，最制他們未曾是制述的表演z

(丙) 未控他們間意，軍制他們的表演的最音或最偉z

(1) 如果最音、最偉的原版是未鎧他們岡盡是甜的z

(2) 如果制作畫制晶的目的超出衰讀者間意的蒞圍z

例 如果最膏、最偉的原版是根揖第十五祟的規定是制的，而制作隻制品的目的勾

此舉規定的目前不同.

(二) (1) 如果f播是鐘演員間囂的，則肪止轉播，肪止渴f措目的的是音、最像，以及防止渴尸
措目的的此獎最膏、最偉的畫制，虛道由要讓其保妒的掃街圓的圍內控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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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尸播組銀使用1JJ攝目的而制作的是青最偉的期限和各件，鹿三且根揖要求其保妒的錯釣

的圍內法律硝定-

(3) 但是，本數第(1)和(2)小數中提到的圍內誰律不得用未使衰讀者央幸迪拉t合岡控樹他們

勾「擋坦訊之間的美系的能力。

RC-7.1. 這一奈第 1 款的引辱旬使用了述一表述，即合釣向表演者提供的保妒“座豈包括防止可能投生"

咳款列幸的行舟，只要它們是未詮其同意而宴施的。在 1961 年9司外交合披上，逛一表述受到几1'-代表

間的反封，井建說用“座豈有杖授杖或禁止"逛一表述來取代它，遠是在列主害最音制品制作者和尸播組欽的

最基本校利的兩1'-堯似奈款(第 10奈和第 13 奈)中使用的表述。 142然而，金改決定維持以合釣草案中已使

用的方式來表述，而且提告闡明，“使用逛一表述是Jg了使英固一笑因家能移鎧續以刑事法規未保妒表演
者。"問

RC-7.2. 需要指出的是，息管英固立法在此期間有所改斐，而就某些涉及已是制的表演的行方授予表演

者可特吐的“財戶杖"或“義得掘酬校弋 1科但它的然就合釣第 7奈第 1 款(吋和(b)中以及WPPT第 6奈中提及
的“盜最"一笑行方授予不可特注的“非財戶校"。侵書送祥一科杖利只能因造反制定法而被起訴，而刑事制

裁可以遁用于某些商企行舟。財于是制、直播現場表演或轉它收入有錢哲目，以及通垃接收來是制直播的

或有錢「播的現場表演，表演者享有遠神非財F杖。 145

RC-7.3. 息管如此，外交金坡的擺告起是反映出第 1 款列萃的行方磷宴需要鐘表演者同意，并因此強調，

還用強制件可制度是每企釣不一致的(因方依照述祥一神制度，表讀者不能防止而只能容忍遠些行方)0 146 

RC-7.4. 在外交金坡上戶生了一↑何題，即合釣是否座使用“現場"表演逛一表述(法文方exécution

directe(直接表演)，西班牙文方司ecuci個 directa(直接表演))。述一衰述被說均是含混的，理由是z 第一，英

文“現場"句法文directe(直接)或西班牙文direc個(直接)的內涵不同:第二，表演者說方的直接表演， x才合成

可能不是直接的:第三，送些木潛在不同固家有不同內涵。界定遠一木梧的几神當斌均未成功，最龔形成

的一致意見是不在企鉤的釣文中使用述一衰述。 147

RC.7.5. 外交合拔的掘告提到，勻第 1 款(a)相失，英固提拔避免提到向公余恃播現場表演。在i寸拾期間，

有的代衰國提出，不啥是向公余倩播迪是最制現場衰潰，通常均不涉及跨固界的情形，因而設有必要在仗

限于固時情形的合釣中就送些行方規定什么根利。息管金改承弘達神情形可能較少，但并不試方i主神情形

不可能:&.生，因而金改拒絕果鍋英圓的提拔。 148 盤于 1961 年以后的友展，特別是隨著跨固咆纜恃輸和英

特同的出現，逛一抉定被証明是完全正鏽的。

RC-7.6. 需要指出的是，句“尸播"和“特播"不同，“向企余恃播"的概念在<<~司合釣》中設有提供定文。

妞同第 1 款(a)的行文中也指出的(連接祠“和"出現在“「播"和“向公余恃擂"之間)，“「播"未被主人均包含在

“向企余持播"的概念中。宴廊上， j播里然是一神向全余恃播的形式(即以元錢方式倩播供合余接收)，“尸

播和向企余倩擂"遠神措辭只能令人遺憾，它更座被理解3背9'‘「播和其它方式的向合余倩播"

RC-刁7.7. 即使作出述祥的澄清，仍需要指出，“向企余恃播"的概念在《里~耳公釣》中和在《伯均忽=尼告釣》

中是不同的。如同上面就《伯示尼公釣》所作的i吋寸捨一祥，除了尸播被承訊方一神向企余恃播的形式外，

《伯均可尼合釣》尪封<<~司合釣》中尸文的“向全余倩播"概念所涵蓋的三美行方作出區分: (一)以有錢方

式向不在持播友生地府的合余恃播(第 11 奈第(1)款(ii)、第 11 奈之三第(1)款(ii)、第 11 奈之三第(1)款。i)、
第 14 奈第(1)款(ii)和第 14 奈之二第(1)款); (二)通垃揭育器或其它任何裝置在企余面前或至少在向台余卉

放的地成持輸作品的尸播常目而遭行的公卉倩播(第 11 奈之二第(1)款(iii)); (三)某些情況下的合共表演，

狀定文上看，在合成面前或至少在向全余卉放的地店避行(第 11 象第(1)款(i)、第 11 奈之三第(1)款。))。剛
才提到的“某些情況下的合卉衰潰"是被“包括用各科手鹿和方法公共表演和演奏"述一衰途所涵蓋的行方，

因方它意昧著所涉及的不是表讀者的表演，而是借助基于表演的最制品的(技朮)手設和方法避行的表演。

115 



RC-7.8. 上述第三美行方本未也可以效佔《伯示尼企釣》第 11 奈之二第(1)款。ii)的示蒞，在《伯均可尼企
釣》的遠商奈中順理成章地林先“合卉倩播，'，因方作品的表演(朗誦)呂定跡上不是由表演者避行的，因而遠

些行均不符合真正意叉上的“表演"( <<~再合釣》中規定的)。然而，起草者似乎是想特遠神安隊上的“金卉

倩播"視同“金共表演(朗埔)"，以避免在同一款的兩項中使用相同的朮培“倩播"，并想強調在第(i) 自規定的

情況下，安施有美行方的地底有企余在場或至少向企余卉放，而在第(ii) 目規定的情況下，公食是在男一地
店或向企余卉放的是另一地慮。如果特第(i) 目使用的那神行文用于表讀者的根利，:悔金-;æ生不造宜的錯果，

因均在遠祥的情況下，其根利控制的相庄的行克格被掠方“[用某些手段或方法]合卉表演其表演"。

RC-7.9. 如同上面 RC-7.6.一段中所述，“向企余伶擂"的尸文概念在某科程度上被迫一事安所直宴: 即合

釣使用了“肉合成倍播"勻“公卉倩播"兩+朮培作均可以互換的同3!..倍(見第 7 奈第 1 毅(吋)。

RC-7.10. 如同第 1 款制的第三部分所規定的，防止未詮表演者同意而「播和向企余待播的可能性，在“表

演本身就是尸播演出或出自最音、是像"的情配下并不存在。述一短梧的第二部分(“出自是音、是像")是十

分清楚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根揖第 12 奈，在方商~目的友行的是音制品或其軍制品被尸播或向企

余恃攝的情況下，表演者至少的可以藐得一嘻合理扳酬。第一部分仗仗是指，特播、有錢特插或“合卉倩

播"(如逼迫搧肯器)現場表演的尸播帶目不包括在內。美于逛一方面，另參見下面吋拾的第 7奈第 2 款。

RC-7.1 1. 美于第 1 款(b)，外交金坡的扳告包含以下說明:“勾第 1 款和)相失，奧地利提拔，表演者的同意
不仗在是制直播的現場表演的情況下需要，在最制以其它任何手段向企余持攝的現場表演的情況下也需

要。法提案被接受，而第 7 奈第 1 款(b)鎧重新起草后，-;æ生了奧地利所建坡的效果。 149 遠意昧著第 1 款(b)
涵蓋了任柯尚未最制的表演，三自然，也包括表演未被尸播或向全班持播而在表演友生地成被直接是制述神

里見的情況。

RC-7.12. 第 1 款的似乎格表演者“防止"未詮其同意而畫制其表演的是制品的“可能性"減至三神情況。第

一神情況在第(i) 目中提及，是星而易見的，它涉及盜汞(即未鐘表演者同意而是制其表演)。制作述祥一神

最制品的人未鐘表演者同意不能避行友制，遠是合乎情理的。第三神情況，在第(iii) 目中作了規定，也是

十分清楚的:根揖第 15 奈，在某些明硝限定的情況下，准i午就公釣規定的保妒遁用例外;如果在追些情
況下封是制品的自由畫制超出了按每涵蓋的情況，遠些例外三百然是不可遁用的，也就出現勻未室主表演者同

意而制作是制晶相同的情血。第二神情況在第(ii) 目中提及，是表演者同意隻制其表演的最制品的唯一情況。

在遠神情況下，他肪止避一步畫制的可能性仗在于軍制目的有別于他所同意的目的(例如，他同意方慈善

目的而隻制是制品用于免費散裳，但寞制品部是方商~目的制作的)。述一項規定似乎不涉及一神s情況:

即表演者同意方特定目的畫制其表演的主義制品，但鎧他同意的法人均同一目的制作的畫制品超出他最初同

意的數量。

RC-7.13. 遠是一+解釋問題z 即未銓表讀者同意方任何目的避行靈制的第三人，如果均表演者吽可他人
的同一目的制作隻制品(如方隻制品的商llk支行目的)，情況特如何?即使特注意力集中在宣制目的同一性

上，并揖此令人均表演者設有可能防止述神靈制，但如果考慮到第 1 款(c)(iii)的奈文，也金趙于戶格解釋。

似乎更方還宜的迋是特注意力集中在一+基本事宴上z 即送祥一神第三人事先沒有得到表演者的同意，因

此不能說其重制目的勻表演者許可他人的目的是相同的。

RC-7.14. 外交金班的扭告反映出，金放接受了上一段中提及的F格解釋，但也反映出合放所持現鼠，即
逛一不明禍的情混并不意昧著表演者得不到肪止擅自隻制的保妒。之所以追祥說，是因方披告作出以下闡

述z “美固提說........座普遍地要求鐘表演者同意，而不是仗限于在特別提到的那三神情況下。述一提案被

否訣， T是美固又提拔.......增加第四項......要求在隻制最有衰潰的最音制品肘，如果未銓已取得表演者授

校的主義音制品制作者的呼可，座分別握最音制品制作者和表演者同意。 i表提案未義金放過泣。大多數代表

固執方，在遠神情說下特畫制杖授予最音制品制作者就足修了，因均可以預期他特計封任何人的擅自畫制

而執行其根利。含混令人方，出于某些原因，制作者不愿或不能執行其根利的情況可能非常少，以致遠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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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完須納入有失表演者的最很保妒奈款。" 150 

RC-7.15. 上述理由是否硝宴遁于証明換文解釋和財美園提案的否抉具有合理性，似乎起是有疑肉的。但

勻此同肘，固豚社金重新申視了上面分析的第 1 款(c)中那一垃于缺隘、世故的規則，息管不是通社修改<<~

Z告公的》垃吋的各款，而是通迫在四IPS -þj}定和 WPPT 中采用新的規蒞。封表演的保妒已經f大到所有

未詮同意而避行軍制的情況(至少就靈制最音制品而言)。依照 TRIPS 協定第 14 奈第 1 載，逛一保拼的然被

“防止可能"所涵蓋，而依照 WPPT第 7奈，述一保妒涉及的則是完全成熟的寺有杖。

RC.7.16. 第 2 款第(1)分款和第(2)分款特某些有失尸播組主貝利益的問題留交錯釣固自行規定，只要表演者

己同意「播其表演，或涉及「播姐俱使用方「播目的制作的最制品。在外交金坡上，美固代表國提汶刪除
述兩+分款，理由是特播、方尸播目的是制和迫神是制品的使用等問題，座留錯表演者勻尸播組訊過垃自

由枷商來要現合同釣定。述一提案未被接受，但是自由合同安排忱先原則被納入一+新規定，即第 2款第

(3)分款。 151 在i寸拾期間形成的一致意見是=“合同"述一朮潛在遠一上下文中包括集体商定的-þj}設和仲裁

机梢的裁抉，只要仲裁是衰演者勻尸播姐訊之間通常用于解抉合同糾紛的一神方法。 152

RC-7.17. 根揖合鉤，有可能特第 2款(1)和(2)中提及的伺題留交固內立法自行解抉。然而， 1974 年<<~司

合釣》政府向委員金迺泣的示蒞法提供了一科規則。示范法第 2 奈第(2)款包含以下示蒞奈款:

“如亮相反合同釣定或通常可括以作出相反推定的雇何情況:

(吋 授杖尸插不默示授杖其它尸播組主Rr-播表演:

(b) 授杖尸擋不默示授杖最制表演:

(c) 授杖尸播和丟在制表演不默示授杖寞制是制品:

(卻 授板是制表演和宣制是制品不默示授杖尸播表演的是制品或是制品的隻制品。" 153 

第 8 蠱

[集4本表潰]

如果若干衰讀者參加同一項表潰，任何締的固均可根揖本固法律和組章，明碗指出褒讀者在行使根利方面

硝定代衰的方式.

RC-8.1. 根掘合釣草案中包含的一+規定，締釣團可通迂其園內法律和規章來硝定參加同一表演的若平

表演者行使其根利的各件。逛一規定的重要性是里而易見的，因;bi午多衰潰涉及兩小或兩↑以上的表演者。

曾有几↑提案提出，大意是在遠神情況下，表演者的校利座“眼舍"或“共同"行使，而婦釣固座是被要求(而

不是被准吽)就述一何題立法。然而鎧迂辯槍，述些提案被撤回。 154

RC-8.2. 美固提圾，圈內法座偎在表演集体的成員之間元法造成一致肘才起作用。几+代表國反封法提
案，理由是遠特妨磚蜻釣園就橫向題作出一般規定:它們傾向于准i午固內法作出規定，不浩特定交喃原因

或其它演出固体的成員之間是否存在意見分歧。遠祥，法提案未被接受。 155

RC-8.3. 但是，外交舍波通述了美圍的另一提案，即建放在這一阿題上限制圍內怯的調整蒞間，特別是

建設按奈數座明喃一鼠，即園內法不能就行使送些枝利的任何每件均作出規定，而座仗限于就如何代表表

演集体的成員行使其根利的伺題作出規定。吋治中指出，鑒于“行使杖利的各件"述一表述的內涵(特別是它

在《伯均可尼合釣》中使用吋一一如披告所述一一“是強制許可的一科婉言勻，因而可能是不受政迎的。 156 逛

一祟的行文鎧修改后表得通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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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蠱

{祟耍乞人]

任何錯釣固均可根揖圍內法律和規章， ~卷本舍的提哄的保妒伊大到不是表讀文學或重朮作品的重人，

RC-9.1. “表演者"的定文的涵蓋蒞園已在上面失于第 3 奈帥的說明中吋槍，包括根攝第 9 奈持它伊大到
“不是表演文學或重朮作品的重人"的可能性。上面kEì寸地了述-ft大的范圍不仗可能涵蓋外交合圾的報告

中提及的“崇耍盡人"，而且至少同祥可能涵蓋表演民間文學金朮表現形式的重人。

第 10 每
{汞膏啦!品制作者的主制叔}

是音制品制作者鹿三且有根扭扭或禁止直接或間接隻制他們的最音樹晶.

RC-I0.1.述一規定在相美杖領域似乎是最“穗定"的，因方它在四IPS枷定第 14 奈第 2 款中以相同方式出
現。而且安康上，在 WPPT第 11 奈中也以相同方式出現(固然 WPPT使用的表遠是“授校的寺有杖"而不是

“授校或禁止的杖利弋但這兩神表述的會又相同，座視角同jtf吾)。

RC-I0.2. 外交舍坡的披告中就“直接或間接寞制"的會又作了清晰的說明。合釣草案最初規定最音制品制

作者有根授校或禁止寞制其是音制品，不拾最音制品是“被直接或在被「播肘"隻制的。根掘不同固家提交

的提案，“在被「播肘"述一措辭被“間接"一向所替代，遠是一小會X較尸泛的朮唔，而且在披告中納入述

一闡述z “不盲而喻，直接或間接隻制尤其包括通垃以下手段的宣告U: (1)模庄或模塑:ο)是制已有最音制

品的放音; (3)}AJ播常目中最制是音制品的放音九 157

RC-I0.3. 注有一項提案提出:座在第 10奈中禮清“宣制"不草指是音制品的全部寞制，也指它的部分寞制。

但遠神修改被主人均多余，因方如同掘告所閻明的，“隻制杖并充限制范圍，而是被理解7g包含制止部分畫
制是音制品的杖利。" 158 

RC-I0.4. 此外，一些固家速提說:合約座授予制作者禁止特其是音制品的軍制晶投放流通的杖利，只要

遠神行均未鎧其同意或已超迫其同意的期限(友行杖)，并提拔它皮禁止向婦釣回避口在接固制作即方非法
的靈制品。然而，送些伺題被主人拘謹是留交各諦釣固自行斟酌抉定。 159 (需要指出的是，述些伺題在 10

年后(1971 年)逼迫的《是音制品企釣》中被著手赴理，而且至少部分被加以規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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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4-
{手摟]

xt于是音制品，如果某蟬的固根掘其圍內韓偉要求履行手續作方保妒是音制晶制作者或表讀者或二者的根

利的各件，那么只要己畫~~.行的是音制晶的所有供備會的重制品上或其包鐘樹上載有包括符哥@和首吹鼓

行年份的梅泊，井且掠泊的方式足臥使人詮意到封保妒的要求，就鹿三首試方符合手縷z 如果.:制品或其包
裝樹上設有注明制作者或制作者的件可直E持有者(載明姓名、商輯或其它造過的轉車)，則轉泡運鹿三告包括

制作者根利所有者的姓名 z 此外，如果畫制品或其包韓樹上沒有控明主要表讀者，則輯旭起鹿三告包括在制

作迫些是音的團家向擱有此料表讀者根利的人的姓名.

RC-l1.1.逛一奈十分祥妞，也是不言自明的，几乎完須特別作出現明。如同外交金坡的根告中所明喃闡

述的，它不要求:悔履行手摟作方保妒每件。掘告注反映出述一主人l.R:即在不要求精履行手縷作方保妒奈件
的因家，即便是音制品設有附帶舍的規定的掠氾，也必讀倍于保妒。 160 同肘述一象也明嚼了一成z 即不

禁止蜻釣園要求以履行手續作方保妒奈件，但如果是音制品使用了第 11 奈規定的掠記，座視均達些手接

已銓履行。由于回IPS掛定第 62 奈第 1 款和WPPT第 20 奈根本不准祥要求履行任何手縷，第 11 奈的察隊

意文在逐步減弱。

第 12 盔
{柔告制品的次要使用}

如果某科方商並目的食行的是音制品成此美唱片的軍制品直接用于「措或任何向企余的持擂，使用者則鹿

三告付一嘻且的合理的掘酬錯衰讀者，或最音制品制作者，或錯二者.如有美各方之間設有掛氓，固向遠律

可以提出分享述些提酬的學件.

RC-12.1.外交金坡的披告閻明，“全釣座就所謂的故要使用作出哪些規定，充疑是金說面臨的最棘手的伺
題。"掘告逆指出，“改要使用"是作方合釣中鬼不到的一般化表述用來指以「播和向企余倩播方式使用最

音制品。 161 但需要強調，;時速神使用轉3句“吹要"使用做乎不再合乎情理。隨著尸播哲目的數量日益增多，

廣量日益提高，而且現在可以使用完美的數字是制品，以及東用准成措方式的訂駒系撓的出現，這神使用

已成克利用是音制品和其中最制的表演的基本的和主要的方式。

RC-12.2. 銓垃*肘間的辦拾，金說適述了一項寞眾的規則，它方蜻釣團提供了很大的東括性和若干不同

的進擇，根揖第 16 奈第 1 款帥，送些進捧甚至可以站到完全拒絕通用第 12 祟的地步。

RC-12.3. 蟬釣固有三神造擇的可能性: (1)仗授予表演者接得合理1It酬的根利; (2)仗授予最音制品制作者

述神杖利; (3)既授予表演者也授予表音制品制作者述神杖利。如果造擇第三神方案，園內立法可以規定(在

受益人之間投有速成協斌的情揖下)如何分配掘酬。<<~耳告釣》政府向委員金 1974 年通泣的示范法建放

以下述方式通用第三神方案z 即付錯制作者草狙一電合理披酬，制作者除非勻衰演者另有釣定，有文努特

收取且額的一半付蛤表演者。 162

RC-12.4.遠神我得草拙一嘻合理掘酬的杖利，但遁用于以遠祥一神方式使用方商企目的投行的是音制品。

外交合坡上述指出，方造用第 12 奈規定，在尸播中使用是音制品必獨是直接使用，而通迂特播使用不是

直接使用。金坎上連朴充說， r播組主貝仗特商~唱盎特是成磁帶，再利用磁帶尸擂，并不合吐使用斐成間
接的。 1日

RC-12.5. 其才達科使用2日以規蒞的東話，性，在可能作出上述三神造擇的農面上仍然存在。如上所述，第 12

奈必須站台第 16 象來壤，述一規定准吽肘第 12 奈作出各科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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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盔
{持f播亨目的最低保是戶:

「擋坦銀鹿三豈有扭扭扭或禁止z

(甲) 轉播他們的尸攜帶目 z

(乙) 最制他們的「攜帶目:

(丙) 宣制s

(1) 未握他們同意而制作他們的「攜帶目的是音或是偉:

(2) 根揖第十五奈的規定而制作他們的「措哲目前景音和是悔，但軍制的目前不符合讀學規

定的目的.

(丁) 向合起k持播咆棚哲目，如果此榮傳播是在岐n票的合共場所避行的.行使述神杖利的各件由

被要求保妒的蹄釣圍的圍內浩律硝定。

RC-13. 1. j播組銀底被授予授校或禁止宴施三科行方的杖利:特措其尸捕令目、最制其尸播常目以及靈
制其尸播常目的是制品。此外在某些情缸下，封于向企余恃播其尸播哲目，它們起可以享有一神美似的杖

利。但出于下面付拾的原因，遠神杖利座ÌÁ均是任擇性的。

RC-13.2. 就特播的概念而吉，需要指出的是，依照第 3 奈朗和(g)，它只涵蓋通道元錢手段的特播。遠意

昧著在企釣中 ， j播扭頭的最基本校利設有伊大到有錢特播其「播哲目，而遠已成方利用「插哲目的最重

要的形式之一:因此，可以現在遠方面缺乏保妒是合鉤的性廣迂吋的一+安例。

RC-13.3. 勻授校或禁止是制「播哲目的杖利相夫，述里需要指出，在外交金坎上起有几項提案，建放禁
止是制屯視常目的杖利座包括禁止制作靜止圈像的根利。息管舍故同意格禁止是制尸播哲目的杖利f大到

最制部分尸播哲目，但它拒絕財屯視常目的靜止圈像是否直看作是「播常目的一部分的問題衰惑，而是抉

定:博述一向題留交締的團圍內法自行赴理。 164

RC-13.4.就隻制尸播哲目的是制品而吉， (c)琪。和(ü)中提及的行均勻第 7 奈第 1 款(c)(i)和(iii)中涉及表
演者的行洶的性盾相同。

RC-13.5. (d)項規定的尸播姐銀授校或禁止“向企余恃播屯視常目"的杖利(“如果此美侍播是在收叮票的合

共場所避行的")是一神較弱的(霎時上只是任擇性的)杖利:理由如下:第一，故項第二部分規定，“行使遠

神杖利的奈件由被要求保妒的締約圓的圍內法律硝定"，而且外交金仗的根告本身結合另一+問題閻明，

“磷定"行使某科杖利的“象件"逛一表述，“是強制吽耳的一神婉盲"。 165 第二，第 16 奈第 1 款(b)向締釣固

提供了就安施第 13 奈(d)作出保留的可能性。

第 14 每
[最短保伊期限}

本舍的所錯予的保妒期限至少鹿邁克二十年，其計算始于z

(甲) 男才是音制晶和最制在是音制品上的哲目一一義制年份的年底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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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財未極最制成是音制品的帶回一一表潰年甜的年鹿z

(丙) 財「播可言目一一卉始f攝的年盼的年底，

RC-14.1.第 14奈規定很清楚，也是不盲自明的，几乎元須作出任何說明。

RC-14.2. 比較引人失控的是提一下全釣草案中的提拔和外交金故土的i寸挖，以及最龔設有納入第 14奈的
內容。在公釣草案中，除了硝立最短保妒期限外，述一奈起規定保妒期限由被清求保妒圓的法律喃定，井

包含一+“保妒期限的比較"的規定，闡明:悔不要求任何諦釣固給予的保妒期限長于起源圍硝定的保妒期

限。但金坡的班底是述兩+規定是多余的，}Á而未特它們納入公鈞。 166

RC-14.3. 外交含混失于由被清求保妒固的法律萌定保妒期限的逛一抉定似乎是合理的，因方述可以航園

民持過原則推演而來。美于“保妒期限的比較"問題，擺告作出以下解釋z “就保妒期限的比較而言，金仗

的結拾是，它只有在涉及吹要使用校的情況下才可能具有安隊意文。然而，它指出遠神情況足以被第 16

奈第 1 款(a)(iv)所涵蓋，述一規定明硝准件就保妒期限遁用安康性互惠。封于是制品的畫制枝而言，保妒

期限的比較未被誠先是根本性的， l主主要是因均在大多數固家，未室主授校的隻制被視方一神不正三百竟爭，
投有非常明桶的肘阿限制。 167

RC-14.4. 固然，除了所謂的“吹要使用"和愛制以外，肘間因素句公釣規定的根利或“防止可能"所控制的
行方几乎不相干，而且就“吹要使用"而盲，第 16奈第 1 款(a)(iv)提供了如同就“保妒期限的比較"作出草拙
規定的相同結果。然而，進一理由似乎在軍制方面并投有說服力。如果辦及不正對竟爭規則的理由能修成

立，格不可避免地引出述祥一小阿題z 即克什么迋需要規定保妒期限，甚至足需要告釣規定的特殊保妒呢?

宴豚土，就版杖而吉，也持不得不提出相同的問題。考慮到逛一息，似乎完須祥細說明:Jg什么它被看作是

一+相盪跌法的和不相干的理由。缺少“保妒期限的比較"原則作方固民待遇J{勢的倒外的基醋，是<<~耳

企釣》規蒞中一小充端的缺漏。

算 IS 盔

{可能的倒外}

(一) 任何蟬的固可以依其圍內韓偉勻規章，在涉及下列情說肘，滑本金釣規定的保妒做出倒外規

定z

(甲) 私人使用z

(乙) 在肘事報道中少量引用E

(丙} 某「措組拱掏了自己的「播哲目利用自己的世各智肘最制z

(丁) 但用于教學和科學研究之目的，

(二) 庫管有本學第一歉，任何諦釣圓滑于衰讀者、最音制品制作者和f措組敏的保妒，可以在其

圍內法律句規章中做出像它在圍內捨律和規章中做出的蔚文學和草木作品的版根保妒的間

祥的限制.但是，只有在不違背本金鉤的蒞固肉才能頒度強迫吽可証.

RC-15.1.提到第 1 款中作方特定例外列巷的側外，以及第 2款涵蓋的相對于在版杖方面准件的例外，是

一科慣倒。但事安是在全釣通社之肘，第 15 奈提到或涉及的所有例外，可以或多或少地看作是勻版校方

面已銓准許還用的例外相滑庄的。區別在于追些例外在第 1 款中是明喃提到的，而在第 2款中只是逼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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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規定提及。

RC-15.2. 第 1 款(b)和(c)里然分別相豈于《伯均可尼公釣》第 10奈之二第(2)款和第 11 奈之二第(3)款，息管
前者逛商頂的行文比較概括，而且不包含《伯示尼企釣》奈款中的相同保障。第 1 款(吋和(d)的性廣做乎更

方一般，而且不能說可以在《伯示尼合釣》的象文中找到完全相同的倒外。但是必須考慮到，這些神獎的

例外在園內版杖法中碗安存在，而且<<~耳告釣》也是在 1967 年斯德哥均可摩修叮舍汝之前通泣的。例如
在逛一金坡上，按奈草案中的包含私人宣制的特別倒外。只是在《伯示尼企釣》第 9奈的最后文本中它才

設有再故作方特別倒外出現，而且需要受咳奈第(2)款規定的“三步撞撞"的制鈞。

RC-15 .3. 需要指出的是，第 2款第一句未必准許遁用有美版校的固陳規范(特別是《伯示尼企鉤的所准祥

的任何倒外，而只是准吽遁用締釣園園內立法在保妒文學和重朮作品版杖方面規定的那些例外。第 2款第

二旬規定的限制(要求“只有在不通背本企鉤的蒞間內才能頒度強制許可缸")，似乎勻根揖《伯航尼告釣》

第 11 奈之二第(2)款和第 13 奈就作品的尸播和特播校以及音*"作品的是音杖授予追神坪耳的可能性尤其相
失。例如，遠些強制件可不能伊大到特播是有音原作品的是音制品的「播常自以及靈制迫神是音制品。

第 16 每
{保留]

(一) 任何圖家一旦成方本金鉤的成員，就虛道屢行本金鉤的所有文學，同吋享受本金鉤的所有根
益.但是，任何固家可以在任何吋帳在過交釀舍固種有長的通知有中戶明 E

(甲) 美于第十二奈z

(1) 它格不執行讓各規定:

(2) 它特在某些使用方面不拉行按每規定:

(3) 財其制作者不是另一輔釣圓圓民的是音制晶，它持不執行議各規定z

(4) 滑其制作者是另一節釣囡囡民的最音制品，它特根揖接轉釣固倍于控衰青明的固

家的園民首故最制的議音制品的保妒蒞間每期限，財此舉姐定的保妒蒞團勻期限

做出相Ñi.限制z 但是，是音制品制作者均其團民的翰的園，爾開一小或間一伙受

益人不像盟主衰寅明的固家那祥錯予保妒的事寞，不能試均是保妒蘊圓的不同.

(乙) 美于第十三奈，它持不執行法象(丁}數z 如果某+蟬的固~衰此神戶明，其它輔釣固
財其ä部設在上述錯釣圓的f擋坦親則說有文各錯予第十三每(丁)數提到的根利。

(二) 如果本學第一款提到的通知胡是在批准、接受或參加直有過交之日以后裝出的，則戶明虛道
在通知有過交六小月之后生教.

RC-16.1.第 1 款(a)准祥滑第 12 奈規定的裝得合理掘酬的根利作出保留。如同外交金坡的披告所且錯和解

釋的，美于述一奈，任何諦釣固均被准件作出以下保留z

一 它可以肯明它持不安施第 12 奈的規定。遠是完全保留，遠意味看法締釣固根本不宴施述一奈。

一 它可以肯明它持在某些使用方面不宴施第 12 祟的規定。遠被金說理解方，蜻釣園可以抉定在尸

播、合卉倩播或在某些神獎的「播或合卉恃播的情況下不要求支付掘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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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它可以肯明它特在是音制品制作者并非另一婦釣固固民的情況下不安施第 12 奈的規定。遠意味

著即使景音制品在某一締釣園是制或首故友行，只要它不是由作方某一締釣圓圓民的制作者首吹

最制的，就可以拒絕安施第 12 奈的規定。

一 它可以根揖其圈內法，在另一締約因給予的英似保妒蒞圍內，封第 12 奈規定的保妒加以限制，
即便是音制品是由后一蜻釣圓的制作者制作的。 述一奈款在蛤予固民待遇的文各方面規定了一+

例外。然而，述耕園民待遇的倒外不能基于權是特定杖利受益人的比較來遁用:如同掘告所強調

的，“封表演者和制作者均錯予保妒的蜻釣固不能削減仗肘表演者或仗封制作者給予保妒的締釣

圓的杖利。同祥，仗捨予制作者保妒的婦釣圍不能拒絕保妒仗捨予表演者保妒的婦釣園，反之亦
然。" 168 

RC-16.2. 第 16 奈准件的避一步保留勻企釣第 13 奈(局授予尸播組欽的根利有失。遠也是排除宴施第 13 奈
(d)的完全保留。句之并行的是其它蜻釣固在遠方面否主人固民待遇的可能性:如果某一締釣固作出遠神保留，

其它諦釣園則設有文各持第 13 奈(d)提到的杖利授予且部坡在讀締約圓的尸播組訊。

第 17 <<-
{但宴施汞樹林2色的爵家]

任何在 1961 年 10 月 26 日但根揖最制梅准錯手是音制品制作者以保妒的因家，可以在批准、接受或參加

本企釣肘遍述向釀合團都有長過交通知有責明，均了第五奈的目的，它仗執行是制輯推z 渴了第十六象第

一款(甲)目第(3)和第(4)小帝的目的，他轉載行是制輯准以代替園民梅准。

RC-17.1.外交金說就保妒是音制品制作者杖利的連結成形成的靈眾的妥協方案，己在上面有美第 5 奈的

說明中描述和甘拾:其中也提到第 17 祟的規定， ì衷奈衷得通道也是妥協的一部分。出于述一原因，進里

充須再作說明。

第 18 蠱
[保留的支吏]

任何根揖第五每第三款、第六.. 第二歉、第十六.. 第一款或第十七象過交了通知祠的固家，通述向膜合國
越有長過交另外一掛通知扭，可以縮小第一故通知暫的施固或撤回最通知~a

RC-18.1.述一奈包含失于可以撤回保留或縮小保留及美做買明蒞園的例行規定。它很清楚，也是不吉自

明的，似乎充須特別作出現明。

第 19 盔
{表演者主哥說竟胃定輯]

不管本金釣有什么規定，一旦衰讀者間意持其表績最偉或最音逼走悔，第 7象就不再追用.

RC-19.1.逛一規定是基于美圓的提案通述的，它涵蓋所有視鞏固定物和視昕固定物。一旦衰讀者同意持

其表演納入速神固定物，合釣失于表演者可以防止某些行方的第 7 奈即不再造用。

RC-19.2. 很單然，遠神財表演者根利的限制是符合屯影行~利益的，它勻以下事宴有美z 即演員的貢獻

勻其它大量的創作性和技朮性貢獻融合在一起，以至一神新成果一一視昕作品一--;n:生。在外交金披上，
一些固家曾斌圈縮小述一限制范圍。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伯克提說，如果表演者的表演被納入棍昕作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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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只是完全ìtf失第 7奈滑他們的可遁用性，并提放在視昕固定物的制作是方用于屯視常目的情配下，他們

的待遇座更忱惠一些。 1的(三百然，基咱是承主人只有財于真正的棍昕作品，表演才可能作方諸多貢獻之一融
入法作品，而許多設有特鼠的屯視哲目只是表演的草鈍視昕是制品，其中表演者的表演是唯一有意文的成

分。)但大多數代表固執均達科區分是不切宴廊的，因而遠些提案被否抉。

RC-19.3.在辦治中明喃了一品:即第 19 奈不影咱表演者在制作視賞固定物和視昕固定物方面的盔的自

由，也不影咱他們享有園民待遇利益的根利，即使遠耕杖利勻遠神固定物相夫瑕。 170

第 20 各

{公為元追繳效力]

(一) 本企釣不得影哨任何締釣圖章本金釣在法園生效之前已蠱羲縛的報利.

(二) 任何歸釣圖章E須一定格本~鉤的學歡這用于本企釣在法回生效之前已盤遊行的表演和己鎧f播

的哲目，以及己握最制的最音制品.

RC-20.1.在外交舍放的披告中，滑述一奈的簡短描述的掠題是“金釣元追溯效力"。第 1 款硝宴包含一科

規定，它排除了公釣封其生效之前已取得的根利的追溯造用。但第 2款的內容未表現出勻追潮效力有任何

美系。它回答的阿題是:全釣自其生效之日起遁用于哪些保妒客体一一表演、最音制品和「播常目，是造

用于合約規定的保妒期限尚未屆瀚的所有保妒客体，起是仗遁用于在合釣生效之后才友生或制作的那些保

妒客体。<<~耳企釣》是以后一科造捍方基繭的(而《伯起尼企釣》、 TRIPS -þj}定、 WCT和 WPPT則作出

前一神造擇，如同《伯示尼企釣》第 18 象所規定的:依照后三+奈釣，也座比照遁用途一奈規定)。

第 21 每
{其它來源的保伊}

本金釣規定的保妒不得影哨衰讀者、最音制品制作者和「攝組拱另外取得的任何保妒.

RC-21.1.述一規定是基于北歐固家的戰合提案納入台釣的，其目的和萌切會又不完全清楚。它充疑涉及
一神財表演者、是音制晶制作者和尸播組欽的保妒，但超出了企釣就其表演、最音制品和「播哲目規定的

相美杖保妒范圍。但既然遠科保妒未被告釣所涵蓋，述一規定要闡述什么似乎是里而易見的。

第 224
{特別協定]

轉鉤各固保留互相之間盤叮特別協定的根利，只要此獎協定錯手表讀者、最音制品制作者和「播組敏的故

利比本舍的錯予的根利更尸搓，或包含其它不勻本舍的相反的各款，

RC-22.1. 逛一規定勾《伯均可尼企釣》失于伯示尼膜盟成員因之間可能締結的特別協定的第 20 奈在比照意

文上相同。因此，封那一奈所作的說明在遠里也可以比照遁用。

下面是合釣的行政奈款和最后各款。如同在專言中所付拾的，方了使各釣保持完整以及可隨肘提供查闕，

迪里也收是了遠些象款。由于本指南但滑宴廣性規蒞作出說明，下面未封述些各款遊行分析。

算 23 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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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封的鑫署和支存}

本金釣鹿三告送交融合固誣告長.凡.過靖參加固防保妒衰讀者、最音制品制作者和「措組銀外交舍放的任

何世界版故舍的的成貝團或保妒文學童朮作品固防戰盟的成員園， 1962 年 6 月 30 日前均可在本金釣上盤

字.

實 24 每

/加入/

(一) 本企釣須趕盤字固批准或接受.

(二) 第二十三奈提到的故邁爾參加合斌的任何固家和任何離合圍成員園，只要它們參加了世界版

校舍釣或保妒文學童求作晶固自雷戰盟，均可參加本企鉤，

(三) 批准、接受或參加本公釣須向戰合固種括最過交有美誼E告后方能生效.

實 25 蠱
{生鼓]

(一) 本金釣座盪于第六份批准、接受或參加誼E扭過交三小月之后生教.

(二) 此后，本金釣~~于各+有美自家過交批准、接受或參加証唱三.~月之后在最園生擻，

第 26 各

{公詩的宴施}

(一) 各諦釣固保值E根揖本固堯怯果取必要措施保障本舍的的宴施.

(二) 各園在過交批准、接受或參加直有肘，它就必須赴于根揖其圍內法律使本企釣所

第 27 各

{續地]

有余款生殼的地位，

(一} 任何回家在批准、接受或參加本金釣肘，或在此后任何肘間，可以在致歌合圖都有長的通知

有中，實明本金釣特還用于由它財其園區長美系負責的所有或其中任何-~頓地，只要世界版

根舍釣或保妒文學乞求作品固歸舍的遁用于追+或述些咽地，此過知有鹿三~~拉到之日起三

+月后生擻，

(二) 第五各第三數、第六奈第二款、第十六學第二敦和第十七、十几象所提到的通知唱，可以造
用于本各第一款提到的所有或其中任何-~領地，

第 28 每
{公為致力的生冬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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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任何蟬鉤固可以用自己的名文或代表第二十七奈中提到的所有或其中任何--1'頓地，通知道

出本金釣.

(二) 退出本金釣必須通娃向融合固誣告長過交通知相方能生殼，而且直至5于通知有故到之日后十

二+月生殼。

(三) 本2}釣在某諦釣園生效未瀚五年，接締釣固不得行使通知退出的根利.

(四) ~某締釣固既不是世界版校舍釣的成員也不是保妒文學金朮作品固鯨歌盟的成員肘，它就不

再是本金鉤的成員.

(五) ~世界版根舍釣或保妒文學乞求作品的回歸企釣不遁用于第二十七象中提到的敬地肘，本企

第 29 各

[{j學1-7 ] 

釣就不再造用于最領地.

(一) 本金釣生教五年之后，任何諦釣圈可以適知膜合固種有長要求召卉含混修改本企釣.聽會固

秘拍{(:鹿三且特此要求通知所有節釣固.如果融合固都有長君主出通知后六↑月之肉，有不少于

半數的錯釣圖通知他同意此神要求，則都相{(:鹿三誼通知周時費工組訊且干事、戰合圍教育科

學文化組銀ä干事和保妒文學乞求作晶固鯨歌盟國防周主任，他們虛道勻第三十二學提到的
政府間委員金會作召集悔改企鉤的合訟，

(二) 本企釣的任何學改需要參加悔改含混的三分之二的團家投贊成票通述，但是造+多數要包括

在召卉修改金缺肘本金鉤的三分之二的成員圍。

(三) 一且通道了一+全部或部分地穆叮本金釣的全鉤，除告官的合釣肉男有規定外，則=

第 3。每
{爭端]

(甲) ~t學叮的合釣生效之日起，鹿三自停止批准、接受或參加本2}釣z

(乙} 財于尚未成舟，每叮舍的的翰的目的各園，辦且是它們之間的美系或辦及本企釣勻它們之間
的美系，本企釣虛道繼續有敷.

如兩+或教-1'錯釣固財本金釣的解釋或宴施農生學拙而又不能逼迫談判解決肘，此學jt.鹿三且根揖爭執靖方

中任何一方的要求，提交團廠長法庭裁抉，除非他們同意果取另外的砂話解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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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各

{保留]

在不妨磚第五奈第三載、第六奈第二款、第十六象第一敦和第十七奈的規定的情況下，不得對本企釣作保
留.

第 32 盔
{政跨向委員舍}

(一) 特世立--1'政府同委員舍，其取賣如下z

(甲) 研究本舍的的這用和航行的有美事宜E

(乙) 均可能學叮本舍的J8c集建敬和准各文件實料，

(二) 委員合自姆的固的代表組成，代表的遺揮虛道考慮地區的合理分配z 委員金成員的數目，如

果轉釣團是十二+或少于十二-1'，則1J六名，如果錯釣團是十三-1'至十)\.-1'，則均九名，如
蟬的圍起近十)\.-1'，則均十二名，

(三) 委員金Èi~于企釣生教后十二-1'月遍串戶生，造車由固歸費工組訊ä干事、歌台團教育科學

文化組銀且干事和保妒文學乞求作品固鯨歌盟團時局主任根揖大多數蟬釣固事先逼近的規則
來組餌，每1'-締釣固均方一票.

(四) 委員金遞增主席和官員，制訂自己的故事程序規則.述些規則虛道特別輝定保証在各成員固

之間用特換的b法避行委員金未來的浩劫和財成員的過擇.

(五) 由其且干事或主任指定的團時費工盤棋、戰合固教育科學文化組訊和保妒文學乞求作品園時

聽盟固~，局的官員組成委員舍的草包括扯，

(六) 只要委員舍大多數成員說均有必要，委員合座髓肘召弄，金說輯流在園時費工組銀ä部、瞋

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訊且部和保妒文學乞求作品園時聽盟固厭周且都牟行.

(七) 委員金成員的費用鹿三自由各自的政府負扭.

第 33 蠱
{公持的吾吾言}

(一) 本金釣用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制訂，三神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二) 此外，本企釣的正式文本運轉用德文、意大利文和葡萄牙文制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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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各

{通知}

(一) 聽會團草包括最鹿三且通知第二十三學提到的金氓的座邀參加固家和所有融合間成員圈，以及團

自示贊工組銀且干事、融合圖教育科學文化組銀且干事和保妒文學童*作品固廓曬盟固~局主

任以下事項z

(的 每骨批准、接受或參加征暫的過交:

(乙) 合釣生殼的日期z

(商) 全釣規定的所有通知、貴明或信件E

(丁) 出現第二十八各第四、五載提到的任何情疵，

(二) 膜合圍越有長起直盎格根揖第二十九..向他提出的要求以及JA蟬的闇1ft到的任何涉及學故本

合鉤的信件通知圖厭費工組親且干事、融合團教育科學文化組叡且干事和保妒文學乞求作品

閏鯨膜盟園時局主任，

下列盤字者，經授根在本金鉤上盤字，以昭信守.

1961 年 10 月 26 日于~苟，在一份英、法、西班牙三神文字的鏡一文本上盤字.司是會因種有長鹿三自
格按宴荒漠的副本送錯第二十三奈提到的含混的所有直邀參加固家和所有戰合團合員園，以及園時費工組

銀且干事、融合固教育科學文化盤棋且干事和保妒文學草木作品圓鯨歌盟固隊周主任.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l1 S 

116 

117 

118 

通迪和盤署的舍的文本不包含揖題。在本金釣指南中，序吉的說明和各奈均增加了赫趣，以便于現則其內容，它們

可見于《衰讀者、最音制晶制作者和「播詛缺園時保妒外交告說記是)) , 1961 年 10 月 10 日至 26 日，~苟， WIPO 
出版物第 326 哥(英)(下赫“1961 年9耳金說記最勻，

《伯均可尼企釣》序盲第一殷闡明 z “本同盟各成員圈，共同受到足可能有敷、恩可能一致地保妒作者滑其文學和乞

求作品所事故利的廳望的鼓舞~述一段在積切指出舍的目輝的意文上是序言中“要廣性"的一段，其后的三段只是

描述性的。

在一段期間，述兩耕表述均見于法律著述，但投有一神被捕入任何固跡規范的文本。 TR1PS 枷定在遠方面帶呆了斐
化，園角其第 E部分第 1 哲果用了“版校及相失根"逛一串串題(而且很里然，“相失校"是指衰讀者、最音制品制作者

和「播姐鶴的根利)。此后，就i主祥，圍廠長社金進擇了遠些根利的一+“正式"適用名單車，現在“相失杖"述一表述的使
用己日益頻繁。例如， WIPO 主管委員金的名單章是“版杖及相美杖常設委員告弋息管在 WIPO 的文件和出版物中，

以往一般使用的表迪是“都接棍"。

<<~再告釣》本身提及其它表潰。其第 9各規定z “任何蟬的固均可根揖圍內法律和規章，特本舍的提供的保妒f

大到不是衰讀文學或重朮作晶的重人。 "WPPT也鴨定了一英重要的勻丈掌和草木作品完美的表演，即民間文學主

朮表現形式的表演(見 WPPT第 2奈(a)，它通垃界定“表演者弋也間接地界定了“衰櫥"的概念)。

最音制品中也常常是有句文掌和草木作晶亮夫的其它表演(特別是民間文學吉朮表現形式的表演)。挂有的是音制品

中最有障表演以外的其它再音，如冉冉。

尸措哲目中常常包含勾文掌和草木作品完美的成分，姐体育賽事或其它肘事的根道，依照很多圍家版杖法，述些掘

道不符合原創性要求，因而不作方文掌和~木作品受到保妒。

蓮香見 1992 年 11 月 19 日理事金美于知現戶杖領場內出租根和出借校以及某些勻版杖相尖的根利的指令 921100，厄C ，

第 7 祟。

蓮香見 1996 年 3 月 11 日歐洲故金和理事金美于數攝庫法律保妒的指令 96月/EC，第 7 奈。

參見 1993 年 10 月 29 日理事金美于掛調版根和某些相夫杖保妒期限的指令的/98.厄，EC，第 6 奈。

1961 年9耳金圾站是，第 38 頁。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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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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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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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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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150 

151 

152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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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157 

同上，第 205 頁。

岡上，第 38 頁。

同上。

1961 年9耳金說站是，第 39 頁。

《保妒表演者、是音制品制作者和「措姐是貝示蒞法及說明)) , ILO，UNESCO，WIPO 出版物， 1982 年(下串串

“ ILO-UNESCO-WIPO 示蒞法勻，第 7 頁。

岡上，第 39 頁至第 40 頁。

美于JA版校保妒魚度看民間文掌重木表現形式的地位的甘地，參見美于《伯右吉尼企釣》第 15 奈第(4)款的現明。

1961 年9耳金說站是，第 46 頁。

同上。

功胡 deliver有不同的會叉，但遠里果用宣啡某一題目的會文才有意文。遠也極告的的法文本所抽祉，它使用了劫

呵 récitero

1961 年~耳金說氾棄，第 40 頁。

1961 年9耳金說記景，第 40 頁。

同上。

1961 年9耳金說氾景，第 40 頁。

同上，

同上。

迫由外交金坡的擺會的以下陳述間接表明z “定文中使用的‘拱告成接收的..........持擂，述一衰述座明喃一車 E 即控手#

某人或某特定群伸(如海上船只、空中~机、揖市出租車等)品華社的「播常目;悔不被視角「播哲目"(同上，第 40 頁)。

上面引述的[強調部分用斜件字表示]“准各供.......接仕"逛一短培衰明，宰你上所涉及的是H接收"(或是被告余或

是極本身不符合“合魚"概念的某些人)。但需要指出的是，息管在上面引述中提到的側于可能造于界定“尸播"和“小

蒞園尸捕，'，它們部不符合現行的“企汗"和“私下"的概念，依照現行概念，“合卉"是指超出家庭及其最密切的社金

美系蒞圍以外。

同上，第 41 頁。

同上，第 209 頁。

同上，第 211 頁。

同上，第 41 頁。

同上，第 214 頁。

同上，第 43 頁。

向上，第 217 頁。

岡上，第 43 頁。

美于英園立法在述方面的友展的叡述，參見 PEGeller和 MBNimmer(繡): <<園時版杖法律和宴踐》中

L.Bentley ，W.Cornish:“英囡"， Mat血ewBender，姐的， 2000 年，第 2 卷， UK一 l扭扭至UK一 132 康。

<<1988 年版杖、外現設計和寺利法>> ，第 182 祟。

向上，第 43 頁。

同上，第 43 頁至第 44 頁。

同上，第 44 頁。

同上。

同上，第 44 頁。

同上，第 45 頁。

向上。

ILO-UNESCO-WIPO示范法，第 8 頁和第 10 頁。

1961 年9耳金說氾景，第 45 頁。

同上，第 46 頁。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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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岡上，第 47 頁。

159 
間上。

160 
間上。

161 
向上。

162 
ILO-UNESCO-WIPO 示蒞法，第 18 頁和第 20 頁。

163 
間上，第 49 頁。

164 
向上，第 50 頁。

165 
見上面 RC-8.3.一陵。

166 
1961 年9耳金故氾景，第 50 頁。

167 
間上。

168 
向上，第 52 頁。

169 
向上，第 232 頁。

170 
同上，第 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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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妒最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銓件可愛制其是音制品公釣>> (是音制品公鉤，

1971 年》寞蹟性象歡指南

序言 m

卸的各園，

但心普遍租不斷增加的爾最音制品的未紐帶可的軍樹以及由此錯作者、表讀者和最膏制品制作者利益帶來

的損害，

相信保妒最音制晶制作者，肪止此神行舟，汪精有利于其表演和作品最制在最音制品上的表讀者和作者，

承趴釀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訊和世界知棋F根組銀在遠方面所做工作的骨值，

期望毫不影哺巴疆生敷的回歸協定，特別是毫不螃磚保妒衰讀者、 f措組訊和最音制品制作者的 1961 年

10 月 26 日9耳企釣得到更f涯的承說，

站成掛說如下E

PhC-Pr. l. <<最音制品公釣》通常被車拉克“反盜版合釣"，而遠真宴地反映了制定和逼迫i亥企釣的原因。然

而，合約釣丈一一包括其序言(通常可掘以萌定一+奈釣的宗旨〉一部設有使用“盜版"一祠，取而代之的

是“普遍和不斷增加的封是音制品的未笙吽耳的隻制"遠神校方一般的表述。 1971 年日內瓦外交含混的提告

中指出遠祥傲的理由 z “息管承主人其目的是防止最音制品的盜版，但金故考慮特‘盜版，一河納入企釣未描述

座保妒景音制晶制作者而防止的活功，在園時企釣中并不完全造章。金說傾向于使用公釣掠題中的表述

一一‘未銓i午可寞制'。 "1扭

PhC-Pr.2. “未鎧i午可愛制(duplication)".一一或多或少可被看作是“未銓吽可重制(rl叩roduction)"的同文培

一-~時上是一耕比“盜版"更「泛的現象。同肘，公釣第 2奈指明了必須給予保妒而防止的行方，但未涵
蓋所有“未銓件可靈制"的情況。它限定了一+較牢的范圍 z “未徑是音制品制作者同意而制作寞制品和......

此美隻制品的避口，只要任何此神制作或避口的目的是:Jg 了合卉友行，以及......公卉友行此英靈制品。"

方向企余炭行目的而制作未蛙授枝的軍制品，避口:述神靈制品，以及向公余炭行述科堇制晶，遍常(而且

相三盪售正嘯地)被林3均句“盜版"

PhC-Pr.3. 需要指出的是，團跡社金美于園時裝釣中使用“盜版"一祠是否恰章的阿趣的意見似乎已有斐

化。 TRIPS協定胡安使用了述一切唔，并在其第 61 奈中作方一神戶重到足以造用刑事程序和制裁的侵杖形

式提到。該協定迋采用一神振生表述一一“盜版貨物"一一它似乎多少比《是音制品企釣》第 2象所涵蓋的
行方尸泛一些。 173

PhC-Pr.4. 序言第三段也值得草狙提一下。它反映了財各科保妒受益人的美系的重要承試。它引起封述一
事耍的美注:即保妒最音制品制作者而防止盜版，也使汞音制品中被是制表演的表演者和作品的作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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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各

[定又]

在本企釣中z

(甲) “最音制品"指任何仗昕賞可感知的財衰潰的實音或其它青青的固定z

(乙) “是音制晶制作者"指首坎特衰讀的實音或其它商會固定下來的自然人或法人g

(商) “隻制品"指一件含有直接或間接JA是音制晶義取的青音的樹品，讓鞠晶載有固定在法景音制

晶上的實音的全部或主要部分z

(丁) “金卉~行"指格是音申j晶的軍制品直接或間接提供給全余或任何一部分合余的行舟，

叫項和科項:幸會制品和承音帶j品制作者

PhC-1.1. <<是音制品公釣》第 1 奈(吋和(b)中“是音制品"和“是音制品制作者"的定文勻<<~司合釣》第 3

象(b)和(c)中的相同。因此一般而盲，提到美于<<~司合釣》中逛商頂的說明似乎就慘了。

PhC-l.2. 息管如此，起是需要指出，在外交合坎上，美于“最音制品"的定文中提到草掩昕賞固定物的解

釋是有爭坡的。金坡上吋拾了財合釣的兩神不同解釋，涉及屯影作品或其它視昕作品的黃帝勻祖覽表制品

同步固定肘利用法背帶制作的是制品。

PhC-l.3. 如同披告所指出的，根掘在外交金坎上提出的一神混成:青帶拘成了是制品的素材，在制作貢

帝的草繩昕賞固定物肘，-;æ生的是制品就是合釣意叉上的是音制品。披告指出，遠-~JeB得到逛一事寞的

避一步印証E: 即青帶在制作是制品的迂程中几乎一律銓社編輯或其它方式的改功，以至-1'-新的草鈍昕賞

版本戶生。 l向

PhC-1.4. 根掘扳告中反映的另一神規店z 由于F肯笛帶是以祖昕作品形式首吹固定的，因而利用述神F肯笛帶制

作的汞制晶中的吉音，并不具有作方草鈍昕賞固定物的祖立性，因而按最制品不能單位均告釣所規定的最音

制品，而只是原視昕作品的一部分。掘告中指出，即使根掘第二神現息，全釣也只規定最傀保妒:因此，

根揖圍內法保妒利用F帝制作的最制品(作先是音制品)，屑于各蜻釣固枝限范圍內的事情(如果它希望遠祥

傲的活)0 175 

PhC-1.5. 掘告且錯述一爭故肘說:“五槍如何，金改表述了逛一親戚:即受保妒的人座是首吹固定是音
制品本身的人"。 176而遠看來才是何題真正的本盾。根揖(吋頂，‘“是音制品，指任何仗昕賞可感知的財表演

的青音或其它F聲音的固定。"因此，如果制作了一件草鈍昕賞(而不是視昕)固定物，它就是一件“汞音制品"

皂(代ωhυj研J 主#甜d回品

PhC-1.6. 美于(c)項中“寞制品"的定文，外交金說指出:“寞制品的基本特性是核物品含有直接或間接取

自豪音制品的青音九扭告指出，特別適垃加入“間接"一呵，它所表述的會文是“通垃机械或其它造宜裝置

份制是制品，即使是利用其才是音制品的尸播或利用是音制品的畫版未妨制"，此外起指出，“模紡或假裝原

最制品育音的新是制品未被涵蓋在全鉤的奈款中"。 177

PhC-1.7. 基于定文的象文和述一有美闡述，“畫制品"似乎可以看作是“重制物"和“軍版"的同又清，而且

在舍的通道肘，它們之間也不得有任何真正安廣性的區別。但是，隨著技朮的友展， (c)項所界定的“畫制

品"的概念句“畫制物"及“軍版"之向出現了真正的區別。“夏制品"的定文被限定均以“物品"形式(即有形物)

存在:“軍制物"和“隻版"一一如同 WCT美于遠些概念的第 1 奈第(4)款的說明中所付槍的一一現在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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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品和是制品在屯子存儲器內的存儲形式存在，它們几乎不能看作是勻“物品"相盟的概念。

PhC-1.8. 外交舍拔起衰述了遠-~Jß店 z 即在是音制品“宣制品"的定文中使用的形容詞“主要"所表示的

“不仗是量性坪估，而且也是廣性秤佑，'，它指出在遠方面即使相對小的部分也可能是主要的。 178

(d)項:公芳是行

PhC-1.9. 外交金說抉定在公釣第 1 象中朴充“金卉友行"概念的定文。如同掘告所指出的，在述一定文中，
設有明硝提到商~目的，以避免不必要地限定金鉤的遁用蒞間，因3句“金說試方，商~目的是按它在定文
中出現的方式未理解的九金放起考慮了特是音制品的愛制品直接或間接地提供給台余的“行方"的各科宴

倒，并令人均速神行jg一一例如一一座包括方直接或間接的公卉銷售目的而向批投商供座隻制品。 179

第 2~
{蜂的爵的又安:它的必須保伊華品嘗止什么]

各蟬的目鹿三告保妒是其它轉釣圓圓民的景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蛙景音制品制作者同意而制作愛制品和肪

止此獎畫制品的避口，只要任何此神欄作或避口的目的是渴了合卉食行，以及防止企卉~行此美隻制品，

PhC-2. 1. 第 2 象是全釣最安M性的規定。可以主人舟，合鉤的其余規定(界定概念、提出~施方式、碩定
保妒期限等)只是朴充和輔助進一核心規蒞的遁用。

PhC-2.2. 保妒必須給予作方其它締釣固“囝民"的是音制品制作者。就自然人而盲，“固民"的會文足移清

楚，但是，由于依照第 1 象(b)的定丸，法人也可能(事宴上也往往)是最音制品制作者，就它們而吉，“固籍"

的概念就需要加以解釋。可以用作一神依揖來睛說法人“團籍"的最合理的“連結鳥"，是其且部或其真裝有

效的行~或商~机拘世置的地成。

PhC-2.3. 如同上面美于序言的說明中己提到的，必須捨予防止三神盜版浩劫的保妒: (1)防止未經制作

者同意而制作寞制品，只要追神制作是均告卉友行目的; (2)防止過口述科隻制品，只要追神遊口是方公卉

友行目的; (3)防止企卉投行追神寞制品。

實 3~
{錄綺麗的安施方式:

航行本舍的的方式鹿三且由各錯釣團圍內怯律規定并鹿三告包括以下一科或多神=逼迫授予版校或其它寺項根

利的方式保妒:過足有美不ïE~竟爭的怯律保妒z 逼迫刑事制裁的方式保妒.

PhC-3.1. 由于台釣具有的反盜版性，它并未特注意力具体地放在可以倍于保妒而防止盜版活劫的法律手
設上。它重視的是結果和安施情沮z 它注締釣固自行造擇現有的法律手段或硝定新的法律手段，只要通垃

送些法律手段可以有效地宴現防止第 2 奈列主害的行方而錯予的保妒。

PhC-3.2. 第 3 奈指出四神可能的各進方案，遠些方案可以草狙或合并采用: (1)授予版杖(在遵循普通法

恃撓的圍家通行); (2)授予特殊杖利(主要是指某科“相美杖，'，在遵循大陪法恃鏡的國家通行); (3)逼迫有美

反不正道竟爭的法律錯予保妒(傾向于提哄一科效果弱于版校或相夫校保拼的方案); (4)刑事制裁。(如同在

上面 RC-7. 1. 一段中所說的， <<~司合釣》也准許仗仗適垃刑法捨予表演者保妒。上述几耕錯予保妒的

各遞方案通常需要勾刑事制裁相結合才有效果，遠是另一回事。)

算 4 盔

133 



[保串戶期限}

錯予保妒的期限鹿三且由各攤的團圍內法律規定.但是，如果圍內法律規定一具伴保妒期，此保妒期不鹿短

于自豪音制晶載有的背音首故被固定之年年底起，或風景音制晶首拔出版之年年鹿起二十年，

PhC-4.1. 逛一規定己相對近肘。它未明萌規定保妒期限是因方:第 3 奈中也規定了效果較弱的、通社有
美反不正對竟爭的法律捨予保妒的各遞方案。述一奈准吽締釣圓規定保妒期限JA是青制品的安行肘向而不

是JA制作肘伺汁算，比《步耳合釣》第 14 舉例規定一律JA制作肘阿汁算封制作者更有利(因角度行肘間晚

于制作肘問，因而JA友行肘岡汁算，保妒期限屆漏肘間也較晚)。然而，它只是兩科可以進擇的方案中的

一神。述一奈規定的最短保妒期限使它完全垃肘(考慮到 TRIPS枷定和 WPPT均規定 50 年保妒期限)。

第 5 各

[手摟]

如果一錯釣間依照其圍內怯律要求以履行手續作均保妒最音制品制作者的各件，只要全汗食行的鎧授叔的

最音制品的所有軍制品或其包義物載有@輯ìa井伴有首吹出版年錯，而且輯記的部位足以使人住意到保妒

的要求，則鹿三告弘:Jg符合手續z 如果隻制晶或其包韓樹上未(通道載有其姓名、商梅或其它通過輝主R)詮明

制作者、他的合法繼承人或寺有件可証持有人，則揖迫起鹿三自包括制作者和他的合法繼承人或寺有件可避

持有人的姓名。

PhC-5.1. 述一奈規定安廊上勻 <<w耳公釣》第 11 奈規定相同。因此，美于后一奈規定的說明在遠里也
可以造用。

第 6 每
[保串戶的限制}

任何通道版校或其它寺項根利的方式或過垃刑事制裁的方式提供保妒的錯釣園，可以在其固內法律中均是

音制晶制作者的保妒規定每允吽蔚文學和乞求作晶作者的保妒所作的相間的限制.但是，只有符合所有下

列舉件，才允吽頒度強制坪可証z

(甲) 宣制晶但用于數字和科學研究的目的z

(乙} 吽可証缸遁用于在頒裳件可旺的主管道局管轄的領土內遊行的愛制，不還用于軍制品的出口:

(丙} 根揖件可証制作畫制品，直支付由上述主管當局考慮要制作的軍制品的數量和其它因景而喻定

的合理扭酬.

PhC-6. 1. 在合釣草案中，述一奈的目的是准吽通迂版校或特殊杖利未保妒是音制品制作者的蜻釣園，在

保妒是音制品制作者方面規定在保伊文掌和主朮作品作者方面所規定的相同科獎的限制。遠是1iJ了明萌

ß: 即除了仗1iJ用于教掌或科研目的而寞制的情況外，不能規定其它任何強制吽可。

PhC-6.2. 在外交舍坡上，一些代表團要求取消禁止授予強制吽可的規定，并表述了一神現正是:即述祥一

神規定可能辱致捨于是音制品制作者保妒的蒞周要尸于錯予作者的保妒。其它一些代表因主人舟， ((~司合

釣》第 15 奈規定座以比照方式納入新合鈞。然而，大多數代表固傾向于鑑縷保留述神禁止授予強制坪可

的規定。它們特別闡明，鑒于以下事安而不能沿用<<~司合釣》第 15 奈z 即新的園時丈括:博財所有固家

卉放，不~它們已否加入某一版校舍釣; <<w司合釣》則不是造神情況，按合釣只有《世界版杖公釣》或

《伯加尼企釣》的成員固才能加入。 180

134 



PhC-6.3. 金說同意除第 6奈規定的以外，新合釣不准坪建立一般強制許可制度，并同意它不提供防止是

音制品的所謂“改要使用"(即尸播和向企余恃播)的保妒。 181

第 7 各

{其余奈載: 1. 吋版叔和部接叔的保障/ 2.持表潰者的保妒; 3.克追溯效力; 4. 啦!件轉准的替代}

(1) 本企鉤的解釋不得限制或妨磚任何圍內法律或回歸掛定錯予作者、衰讀者、最音制品制作者

或f措組觀的其它保妒.

(2) 如果極固定在是音制品上的衰潰的表油者享受保妒，保妒程度以及享受此神保妒的各件，直

~由各諦釣團圍內怯律硝定.

(3) 不得要求轉釣團轉本金鉤的各數遁用于本2}釣在最園生效之前已銓固定的任何景音制品，

(4) 任何在 1971 年 10 月 29 日仗根揖首吹固定地方是音制品制作者提供保妒的錯釣園，可以向世

界知根戶扭扭親且干事過交通知告， ，.哲明其特遁用途小掠准而不是制作者圍牆輯准，

PhC-7. 1. 第(1)款中的保障奈款十分清楚，也是不言自明的，充頸特別作出現明。

PhC-7.2. 美于第(2)款，座提到的是外交金說沒有采納荷主的提案。按提案建設規定蹄釣固有文各捨予

表演者一神保妒，以避免在是音制品制作者不想起訴使杖人的情況下，其表演被是制的表演者特充法援用

任何扑救。全放說舟，在表演者分享是音制品使用掘酬的情配下，制作者負有起訴侵杖人的火勢通常座是

制作者和表演者之間合同釣定的結果。但金說同意接受迫一現成:即在制作者不行使兮的所授予的根利的

情況下，最好使表演者有可能根揖合同釣定直接起訴侵杖人。

PhC-7.3. 美于合釣在吋向上的遁用蒞圈，第(3)款采用了勻<<~司合釣》第 20余第 2 款科獎相同的規定。

因此，美于那一款的說明在遠里也可以遁用。

PhC-7.4. 第(4)款規定的可能性勻<<~司合釣》第 17 奈規定的美倒，盎然，其中的日期不同，而且指明

通知括保存人是世界知棋戶扭扭拱且干事而不是眼含園秘唱長。

下面是全鉤的行政奈款和最后每款。如同在辱言中所付拾的，方了使奈釣保持完整以及可隨吋提供查間，

遠里也枚是了送些余款。由于本指南仗財宴E質性規范作出現明，下面未財述些各款避行分析。

第 8<<-
[秘學赴]

(1) 世界知棋戶杖組銀團時周鹿三昌在黨和出版勾保妒景音制品有夫的信息實料，各錯釣團鹿盎格

所有遠方面的新怯律和官方文件及肘持造園時屑，

(2) 園時周鹿三昌盛要求向任何蟬鉤目提棋有美本金鉤的實料，鹿三自均促避本金釣規定的保妒弄展

研究和提棋服努.

(3) 國防局鹿三告勻曬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訊和固廓費工盤棋合作，在各自的眼根蒞間內履行本各

第(1)、 (2)數所列的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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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4-
{成玲諦鈞雷: 1.鑫署和支存; 2.和3.批准和加入; 4.爺的霞在其爵內法方面的又券}

(1) 本金釣鹿三告向融合圍都4書長交存.在 1972 年 4 月 30 日之前，戰合固和任何膜合固寺叮机樹、

固自言原子能机絢或園時法廳規鉤的任何成員回均可在本金鉤上盤字.

(2) 本金釣須經盤宇固批准或接受z 本學第(1)數提到的任何固家均可加入本企釣肘，便能移根揖

其圍內浩律使本金釣學數付靖宴施，

(3) 批准有、接受者或加入抽血交存膜合圍越有~o

(4) 不言而喻，當某令國家參加本舍的之肘，它就座根揖其圍內法律使本企釣各舉數付清宴施.

保出作釣
AA 

本封山
何
枷

第 11 每
{生鼓和可這舟，注: 1.和 2.公約的生效; 3.和 4.公均增某些領地的可這用性]

(1) 本企釣鹿三告于第五骨批准、接受或加入有交存三小月后生效.

(2) 對于在第五骨批准、接受或加入桔交存之后批准、接受或加入的回家，本企釣Ñl對于世界知
lRtz:杖組銀且干事根揖第十三學第(4)數通知有美各團已收到按國征告之日起三小月后在法固

生效.

(3) 在批准、接受或加入肘，請在此后任何吋間，任何固家可在致融合國都暫住的通知括中青明

本企釣遁用于它負責其固自言美系的所有報土或其中任何一領土.此通知.:J$鹿三首于收到之日起

三+月后生離.

(4) 但是，上數不得理解均一締的團承說或獸祉男一蹄釣固根揖上款規定使本企釣財之遁用的某

一領土的現宴牧況.

第 12 盔
{退封]

(1) 任何蟬的固可以以自己的名又或代表第十一舉第(3)數所捕的任何報土，通娃致耳集會團都有長

的者面通知退出本金釣.

(2) 此神退出鹿三告于釀合團都有長收到通知有之日起十二+月后生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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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各
[吾吾言和通知]

(1) 本企釣鹿三且以一份英文、法文、伯文和西班牙文合一的文本盤署，凹神文字具有岡導致力.

(2) 阿控伯文、葡主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葡萄牙文的正式文本虛道由世界知棋戶扭扭叡且干事
和有美政府掛爾后制定，

(3) 職合固種帶t是鹿三自通知世界知棋戶扭扭銀ä干事、棋會固教育科學文化組銀且干事和團時費
工局周長z

(吋 本企釣的盤暑z

(b) 批准、接受或加入者的交存z

(c) 本企釣生殼的日期:

(卸 任何根揖第十-*第(3)款通知的青明 z

(e) JfX到的退出合釣通知~o

(4) 世界知棋戶根組銀ä干事座盎格根揖上款規定收到的通知有以及根揖第七學第(4)鼓作出的實
明通知第九每第(1)數提到的回家.他逐鹿三首特此神貴明通知融合團教育科學文化組棋且干事

和固豚費工局局長.

(司 敵台園都暫住塵封持本*鉤的商份量E輯宜E完漠的副本送往第九奈第(1)數提到的目家.

171 各蠱的都題(方括哥內)不是合鉤的文的詛成部分。但l&蝙企釣釣文的 WIPO 出版物中使用了迫些輯題(如夢見 WIPO
出版物第 617 哥(英))，以便于i，g則各蠱的內容。它們以相同的方式用于本指南中。

172 <<保妒是音制晶園家銀園時金說記最>> , 1971 年 10 月 18 日至 29 日， UNESCO-WlPO 出版物， 1975 年(下單位“1971
年日內瓦金改記最勻，第 38 頁，第 31 段。

173 定又包含在掛定第 51 奈的一+腳注中，按奈涉及勾迫境措施相央的特殊要求，其中使用了述一表述。法關注規定z
‘“盜版貨物，指任何如下貨物z 未盤根利持有人同意或未捏在生戶圍在得杖利持有人充分授扭的人間意而制造的軍制

品，及直接或間接由一物品制成的貨物，如此神靈制在過口圍法律項下拘成河版杖或相共校的侵犯。"

174 1971 年日內瓦全放記最，第 38 頁，第 36 踐。
175 同上，第 37 段。
176 同上，第 38 段。
177 同上，第 40 鹿。
178 

同上，第 41 段。

79 同上，第 38 頁至第 39 頁，第 43 陵。
180 1971 年日內瓦全圾站最，第 40 頁，第 57 竅。
181 岡上，第扭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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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于播送由人造J!星伶播載有哲目的信哥的公約}} (耳星公釣， 1974 年)

宴廣性余款指南

辱吉 182

諦釣各園，

主人俱到使用人造E星播送載有可言目的信哥正在數量上和地理蒞固上急風增長，

扭.C&\設有一神世界性的制度來防止播送者攝道不是指了提供捨他們的、由人造耳星倩捕的載有帶目的信

寺，而缺少述神制度很可能妨磚耳星通訊系饒的使用，

承斌在遠方面作者、演員、唱片制作者和「擋坦凱的利益的重要性，

深信直至5建立一神園時制度來制叮措施，以肪止播送者播送不是掏了提供錯他們的、由人造耳星持擋的載

有可f 目的信哥，

執均有也要避免以任何方式妨害已經生殼的團豚協定，包括固綜屯信告釣及附于礦企鉤的屯台規則，特別

是不扮磚方演員、唱片制作者和f擋坦棋提供保妒的 1961 年 10 月 26 日的~司合釣縛到更「涯的接受，

故定下列各奈z

SC-Pr.l. 序吉的前兩段闡述了已有必要婦錯法合釣的原因以及它要宴現的宗旨。第三殷提及公釣座方之

服各的利益(即使像下面美于第 2 祟的說明中所吋槍的，全釣不授予特定的知怎Rtz:根)。最后，第四段提及
財規范和保妒常自信每恃輸浩劫也具有直接或間接作用的問+企釣z 其一是《固時屯信舍的》及其所附的

《元錢屯規則)) ，界定和規蒞了各科屯信形式:其二是<<~司合釣)) ，封三美受益人捨予了保妒，特別是

財「播組旗，因方防止“信哥盤播"滑它們尤方重要。

SC-Pr.2. 可能提出的伺題是，述一台釣是不是<<~耳企釣》第 22 奈規定的“特別協定，'，按奈規定z “締

釣各團保留互相之間笠訂特別協定的杖利，只要此美協定捨予表演者、最音制品制作者和尸播姐紋的根利

比本金釣給予的杖利更「茫，或包含其它不每本企釣相反的奈款"。封逛一伺題似乎座捨予肯定的回答。

盎然如同下面所吋槍的， <<.n星公釣》并未授予<<~司公釣》受益人任何新的特定杖利，不符合<<~耳企

釣》第 22 祟的第一+奈件，但它符合第三1'(任擇的)奈件，因方它包含“其它不勻[~耳]企釣相反的奈
款，'，而且送些象款息管具有除授予特定杖利之外的“其它"性盾，卸服各于<<~~企釣》受益人(特別是「
播組旗)的利益，而且至少也間接地促避財其根利的保妒。<<.TI星企釣》的各款充疑不通背<<~耳公釣)) (宴

廊上也不違背《伯想尼合釣)) ，因此，如果承說它間接勻版杖相夫，它也符合法舍的第 20奈失于“特別掛

說"的美似奈件)。

實 1 盔

/定;J(.. J

在本舍的中z

(1) “信寺"是指一神能持播哲目的屯子載按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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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目"是指掏了棋最大限度的特播而盟主射的信哥中所包含的一+由固偉、青青或由二者拘成

的宴混或最制材料的聲伴z

(3) “人造耳星"是指能在地球大-'=t展外的空間特播信寺的任何裝置z

(4) “投射信哥"是指送往或逼迫人追耳星的任何載有可言目的信哥z

的 “接收信哥"是指逼迫改斐裳射倌哥的拉木性能而得到的信哥，不啥是否存在一科或教科中間

的裝置z

(的 “起頭組訊"是指抉定投射的信哥轉載有何科帶目的人或法律宴体z

(η “播送者"是指抉定格接收信哥倩播錯合余或任何一部分合余的人法律宴伴z

(8) “播送"是指播送者特接性情哥持播錯企余或任何一部分合成的揖作.

SC國1.1. 考慮到企釣只包含很少的安施規范，定文旦得相量多。遠是企釣所涉及的阿趣的特殊技朮性所

決定的。 1974 年布魯塞示外交金說(其中各代表國中均有固肉主要通信寺家)斌團使定又和朮活的使用在技

朮上息可能准嘯，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直接使用了固防屯信戰盟《元錢屯規則》的行文。原管如此，由于企

鉤的目的基本上是法律目的，金說同意作方一項起草原則，使用的朮培及其定3(座服各于法律自掠，而不

是遵守jg技朮目的制叮的定文粽准。

(i)項:信寺

SC-l.2. “信辱"述一朮培是用未指能}Á其友源成倩輸哲目的屯子失量或“載、技九只要信哥具有倩輸哲目

的潛能，它的友生是借助咆于手段述是不同手段的錯合并投有什么區別。 183

(ii) 項:哲胃

SC-1.3. 外交含混的提告送祥指出常目的作用 z “《布魯塞品公釣》涉及的是信每而不是遠些信哥承載的

信息:如同鎧常所說的，象釣的主題是容器而不是容物。合鉤的蒞園限于承載‘常目'的信哥，而且i表現作

方定文提到克通道五星向一般企余倩輸而被聚集一起的成套材料九 l斟定文明硝了-I.J.: 即可亨目既可能是
現場的，也可能是最制的，逐可能是二者錯合的。

SC-1.4. 失于告釣座仗限定于屯視信哥(“圈像或團像加F吉信音"勻)，汪是也庇涵蓋F戶誼音「播(“圈像、 F肯信音或囡

像加肯音"叮)的伺題，在外交含混上存在爭圾。航靠各工作卉始，合鉤的基本目的就被宣赫均勻E星屯視桔

目的盜版作斗爭。由于E星持翰的尸播常目很少，盜版在經濟上并不現宴，而且由于《園時屯信合釣》似

乎是以解抉述獎伺題，因此有一神現忠誠舟，但包含F聲音的可言目不鹿納入定文。然而，持相反~Jß鼠的代表

困古大多數，金放最雙決定茉用較尸的定文。 185

(iii)項:主星

SC-1.5. 自 1974 年布魯塞品外交合放以來，]I星在屯信和「播方面的作用和意文己斐得非常明壘，以至

現在似乎不再需要定文。掘告提及，定文中“地球大產主屋外"一向是指至少就其部分軌道而言，]I星必須位

于地球及其大是荒唐以外。掘告朴充說，果用的定又充意排除在其部分軌道這行期間穿越地球大是荒唐的E星，
如楠圓軌道上的E星。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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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項和科嘎:友射信芳和接收信寺

SC-1.6. 在台釣的簿各工作期間被接受的一項基本原則是:某一信哥只要仍有可能此中接取信息，就仍

然是同一信哥，不~它被放大、調制、斐頻、最制、特是或其物理特性以其它方式改斐多少吹。息管如此，

封信哥“生存"的三+不同附段加以區分仍被扎克是必要的: (1)“投射"附段; (2)“接肢"附段; (3)“播送"附段。

前兩+朮培分別在第 1 奈(iv)和(v)中加以界定，第三+朮培“播送信哥"的會又則在“播送"的定文中指明。

SC-l.7. 內里~早文本 l叩8盯7果用了“友射信哥"遠一朮t培吾，它是指向E星恃送的或由E星特炭的信哥。遠一概

愈后宋有所斐化并勻一些相三盪5隻崇的起草措薛錯合起束，遠些措辭其才以下概念作了區分: (1)投射信哥; (2) 
由度射信哥特換的信哥; (3)由度射信哥的是制品投生的信哥; (4)由度射信骨的是制品投生的信哥特換的

信哥。考慮到逛一列拳，外交金拔的掘告中提到“沒有人完全稱知它是指什么，更不用說它是否涵蓋所有

的可能性弋也就不足jg奇了。 188 因此，戶生了一神可以理解的、武囡筒化和闡明按奈文的要求。

SC-1.8. 被扎克可以涵蓋上面指出的几神信哥的是一小新概念，即“接1世信哥弋它是指任何物理特性因

技朮要求而被以某科方式改斐的信寺，不治被改斐多少吹或rr-生多少中間最制品或中間最制品的愛制品。

SC-1.9. 根揖最后通述的定叉，“投射倩哥"的概念被用來涵蓋任何向E星友送(“上行")的信哥和任何由E

星特換井崗地球恃送(“下行")的信哥。信哥只要詮迂E星特友，即被看作是“接收信哥"，因方航技朮上嚼，

均了使信哥不受干故地倩回地球，就有必要改斐其物理特性。因而安廊上，在信哥下行除段和此后的附段，

信骨既被車拉克“投射"信哥也被林方“接收"信腎。所有送些均反映了金鉤的起草和適述之肘存在的技朮。

(vi) 項:起源鈕欽

SC- l. I0. “起源組訊"的定又一一“抉定投射的信哥特載有何科帶目的人或法律宴体"一一是十分清楚的，
也是不言自明的:其中特意排除了屯信對局和不封信哥所承載的咕目宴行任何控制的企用通信合司。同肘，

如同外交全放所指出的，“起源組餌"的定文中也同祥特意排除了常自本身的創作和制作机拘，因方它們控
制的是令目內容而不是常目信哥。 189

恥的項和你的項:播送者和播送

SC- l. l l. 監然，“播送"概念是公釣中最重要的概念，因均達正是錯釣固有足努在某些情況下防止的行方。
“播送"概念中的抉定性因素是必須有哲目信哥“向企余或任何一部分合余'嗎輸。“播送者"是在播送泣程中

負有最龔抉策責任的自然人或法人。

SC-1.12. 如同外交合坡的掘告所強調的，持輸特拘成公約意叉上的“播送"，不治它每向E星的原始投射
同步避行在是利用是制品避行。述一定X被主人均十分寬泛，足以涵蓋任何現有的或未來的待輸信兮的屯信

方式，不仗包括恃鏡形式的尸播，也包括有錢持輸或其它固定通信渠道待輸、激光持輸以及直播E星。)BS)

恃輸。 190扳告起闡明，第 3 奈且然格特播來自直播五星的信哥排除在台釣范圍之外，但并不影咱締釣園防

止非預期的播送者通泣直播E星播送東自“普通γ‘息封鳥"或“播送可E星的信寺的文齊。換言之，依照第 3

奈，在信哥來自直播E星的情況下，合釣不涉及財它們的播送:但如果信哥是)Å另一笑型的E星接收的，

非預期的播送者特播它們也被禁止，即使它方逛一目的而使用直播E星。

SC-1.13. 需要指出的是，息管 tTI星合釣》中的“播送"勻版杖及相美杖領域中使用的“食行"均用英文

distribu世on 來表述，但二者的概念并不相同。后者主要是指向公余提供作品或相美杖客件的畫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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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__4-
{公持的范萬]

(一} 各錯釣團保証果取造過的措施，肪止任何措選者在最團頓土上dM.i義圓領土上播送任何~射

到或逼迫人造E星但并非渴了提棋告他們的、載有可言目前信哥.遠神保証鹿三告遁用于以下情

缸，即起源組親是另一+錯釣固的園民和播送的信哥是接J8c信哥.

(二} 在任何攤釣圍內，察行第一數提到的措施方面有肘間限制的活，其限制期限鹿三告由讀園園內

怯律規定.此神期限鹿三且在批准、接受或加入本企鉤的肘候，或者，如果園內怯律在此之后
生效或穆故，則在讀項怯律生效或告改六+月之內，有面通知融合固種有長.

(三} 第一款規定的保証不遁用于播送M.均其提供裳射信哥的那+播送者已經指出的信哥中得束的

接收信哥，

第(1)數:保#客体和丈券

SC-2.1.第 2 奈第(1)數是合釣中最重要的規定。其中納入了“內~早妥協"的內容。述一妥協的安盾是，企

釣并未授予「播組旗授杖播送E星倩輸的信哥的寺有杖，而是規定諦釣固有文努“果取遁盟的措施，防止

任何播送者在法固領土上或JAi亥固領土上播送任何妥射到或逼迫人造E星但并非方了提供捨他們的、載有
哲目的信腎。"

SC-2.2. 外交金圾的披告表述了逛一弘棋，即締釣固完全有自由以它們說方遁宜的任何方式呂定施逛一基本
要求:“思管完全可以在知濕F杖法律框架內，根掘版杖或穹的安杖理拾未保妒信哥，以承扭合釣規定的又

各，但蜻釣固理所盎然地可以就遠一客体遁用行政措施、刑事制裁或屯信法律法規。" 191 

SC-2.3. 萌定是否需要防止某一播送的抉定性因黨，是看信哥是不是預期提供捨旗播送者的。勻此相美，
全放強調-#.:“息管起源組銀硝安全盤常抉定信哥預期提供錯哪些播送者，但述并不意昧著由此戶生公

釣規定的任何經濟杖利。" 1且

SC-2.4.“在法園領土上或JAì;藍圖領土上"逛一表述意昧著節釣固有文努防止住于其境內的友射台遊行的
盜擂，即使倩翰的哲目:是准各提供錯全部在其境外的合成成員接收的。

SC-2.5. 在辦洽期間提出一科班底，即“君主射到或通迂人造E星"逛一短培作方技朮因景可以刪除。但是金
說抉定，由于第 2 奈第(1)款是仕的的基本規定，所以它座明硝指出它涉及的是向E星投射的或由E星特炭

的信哥，而不是草純依賴于同祥反映了述一鼠的定文。金說明碘了兩+方面z 即合釣不但還用于在持翰的

“下行"除段完成肘或此后避行的信哥萌取，而且造用于在“上行"或“下行"愉段的任何吋候或狀E星本身存
儲器中避行的信哥萌取。

第(2)款:采取措施的期限

SC-2.6. JA靠各工作的最卉始就存在意見分歧z 即是否座就錦釣固必須采取舍釣所要求的措施硝定最短期

限。在內~半舍坡上，由于親戚上的重大改斐，又引出了其它問題:即硝定最短期限的奈款是否注妥岩，

因方法象釣不再基于私板來起草。

SC-2.7. 在辦拾中，一些主張保留最短期限的代表國提出，如果設有最短期限，企釣可能被作出兩神板端的
解釋:或是說方它就已被是制的信等規定了永久文勢:或是它暴露出男一神危陸，即婦釣圈可能說方它們果

取“造曳的措施"的文努隨著信哥向E星投射或由E星特友后即履行完單。很多代衰國迫切要求完全取消述一

奈，理由是: 1主一奈規定最短期限勻公釣不一致，因1.1企釣不負有保妒私有財F校的文勢，而且它規定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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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釣固自行抉定防止非預期的播送者播送豆星信哥的最有殼的手展。辦洽中注指出，息管特定的最短期限在

涉及信等承載的常目內容肘可能具有意文，但在仗涉及信哥本身肘就很誰合乎情理地遁用。

SC-2.8. 蛙述相對漫長的辦槍，隨著几+提案和反提案的擱置，以及在述一伺題上持贊同和反封意見的締
釣囡數目大体相章，第(2)款作方一科妥跡的祭文義得過泣，其中納入一項包含在全放披告中的正式放定戶

明:“美于第 2 奈第(1)款中提到的果取措施的持縷吋間，一般說方 20 年可能拘成一+合理期限九 193

第(3)款:已由預期的播送者播送的信寺

SC-2.9. 美于第 2奈第(3)款的基本考慮是z 企釣主要用于赴理空間通信伺題，它不血涉及本廣上屬于地面
持翰的情況。因此，如果某一非預期的播送者播送的信哥是JA位于地面播送髓末端的另一地面播送者那里

若是取的，而播送權土至少有一+預期的播送者接收咳信哥，那么恩管信哥是由E星特度的，合釣也不遁用。

遠祥一神行先是特擠，完全被<<~司合釣》所涵蓋，因而新合釣被主人均不座斌團涵蓋逛一情況。盎然，如果
播送鍵上設有預期的播送者接收向E星投射的或由E星特炭的信哥，情況則不同，公釣特可以造用。

第 3 盔
[束自主播主星的信寺的播送]

如果自起源組飯或以它的名JI..投射的信哥是棋一般企余JA人追耳星直接接收的，則本企釣持不遁用.

SC-3. 1. 在外交金波上，阿均可及利E代衰國提說轉播送來自直播E星的信哥排除在企釣的范圍以外。如同
在辦治迫程中說明的，直播E星可以被描述方一科服各系統，其中尸播組鼠不是使用位于地球表面的天錢

而是使用空間E星上的天錢，它具有非常強大的投射功能，可以直接向地球上的令人接收裝置倩送囡像。

追祥，在企鉤的上下文中，起源姐訊和播送者就是同一組餌，因均不需要另外遊行播送以特接收的E星信
哥恃輸錯合余。

SC-3.2. 逛一現慮得到其它代表固的支持，因而第 3 奈明硝特“由起源組銀或以其名文友射的"以及“准各
哄一般合余直接JA_"]_星接收的"信哥排除在企鉤的蒞圍之外。需要提到起源組訊以明硝一席:即述科排除

不能挂到連“盜版"播送者使用直播E星系統播送常規五星信哥的活功也不受釣束的地步。

黨 4 每

[倒丹:

任何縛釣圖都不得極要求真行第二奈第一數提到的措施，如果~射信哥不是提供錯他的某一播送者在其領

土上播送的信哥中z

(1) 載有投射信哥所載的由時辜振道所組成的哲目的短小片斷，但是仗限于遠神片斷系以提棋情
配角目的的合理蒞圍內，或者

(2) 作均引用，載有盟主射倌哥所載哲目的短小片斷，只要進科引用符合正曳的作法井且因其素以
提棋情現1i目的而証明是合理的，或者

(3) 蚵果上述頓土是一+根揖融合固金龍的慣倒祖tiA1i是畫畫展中國家的頓土，載有~射信哥所載

可言目，只要追神播送純系由于教學(包括成人教育蒞圍內的數字)或科學研究的目的.

SC-4.1. 由于周密的第各工作，第 4奈只鎧迫不大的爭捨即表適泣，而未作~n實性悔改。外交金坡上有美

述些規定的i寸尬，主要是代表固財按奈草案內容和它所宴現的平衛表示贊同的自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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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4.2. 金說接受了后來被納入掘告的述一解釋性青明:“依照(i)頂，如果真宴目的是根道有新聞份值的

肘事，可以播送竟賽或演出的短小片斷，但仗限于‘以提供情況方目的的合理范圍內，述神根方簡短的程度。

方保証依照述一規定使用短小片斷，常目;編排必須作方普通每日新聞掘道的一部分赴行，因此一般必須使

用是制品來持輸。根揖(iii)項播送全部或部分体育吋事的可能性，似乎受到更F格的限制，因方播送的唯

一目的只能是:J;j教學。" 194 

SC-4.3. 第 4奈(iii)中使用的“教掌(包括成人教育蒞固內的教掌)"的會文也被作了說明。美固代表固建混合
放以概括的方式解驛站一木唔，以便涵蓋任何科獎的“系統教掌活劫"。金說掘告包含了美于述一伺題的以

下闡述z “述一短活也可見-=f<<伯示尼舍的》和《世界版杖合釣》各自的 1971 年文本中，它涵蓋所有常規

形式的各科水平的教育性和指辱性屯視教芋，而區別于文化性和信息性的一般市目編排。最后全体含混同

意金故作方一+整体逼迫滑法短悟的述一解釋九 195

SC-4.4. 在金拔的辦洽垃程中，有一小要成也被強調了几次，其中特別提到第 4祟，即合釣准許的例外只

有在涉及企釣要求締釣圓采取的措施吋才可以遁用。如果按諦釣固依照另一奈釣(如版校舍的、 <<~司合

釣》或《園時屯信告釣)) )需要履行某些文勢，遠些文努不造用第 4奈中的倒外。 196

第 5 各

{克這謝效力]

封于本企釣在某蹄釣圓生敷之前已畫~~射的任何信哥，特不要求旗蟬釣固宴施本舍的.

SC-5.1. 逛一奈沿用了《是音制品企釣》第 7奈第(3).款的規定。如同外交全放的掘告所指出的，“達意味看，

除非蟬的固造擇男外作出規定，合釣在i真諦釣園生殼的事安并不改斐己向E星友射的信哥的法律地位。" 197 

軍 6 4-

{討苦胃會j件事持者利益的保障]

爾本舍的做出的解釋不得限制或前磚任何圍內法律或園時協定錯予作家、讀昆、唱片制作者或「措組敏的

保妒.

SC-6.1.作方第 6奈通娃的奈文是“內9學妥協"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其目的是明萌 2. 即依照新舍的，

婦釣固果取的任何“造章的措施"均不可能被准件以任何方式影哨作者、表演者、是音制品制作者或尸播組

欽現在或未來享有的校利，不捨滑遮些根利的保妒來源于圍內法、版枚金釣迪是((~司合釣》。

SC-6.2. 座奧地利和德固代表圓的要求，外交全斌的掘告中加入了述一闡述z “在巴黎(1972 年)和內~單
(1973 年)政府寺家金坎上元可爭辯的是，只要E星被用于播送由E星本身直接投生的哲目信哥，即使台的

中未納入達祥一科規定，起源姐訊也因播送而封作者、表演者、是音制品制作者和尸播組銀負有責任，而

不能申辦播送是在空間避行的，因而超出任何固內法的遁用范圍"。 198

SC-6.3. 金披挂考慮了丹差和墨西哥代表圓的一項提案:建放規定尸播組銳的一科夫各，即在過行E星尸
播之前通知作者、表演者及布目制作的其它參勻者，可言目信哥預期提供給哪些播送者。逛一文努仗在「播

組訊所厲蟬的固保妒哲目中包含的作品、表演等貢獻而防止尸擠的情況下才需要履行:金故土起建仗，可

以規定逛一文努仗在對事人沒有另外釣定的情況下才造用。金拔的主要委貝金吋拾了述一提案，一致表示
贊賞述一想法所反映的精神。几+代表因支持述一提案，而有美的一般原則也得到普遍支持，即如果「播
組俱所厲固的法律承言人E星可言目中包含的貢獻的尸播放，至少在市目制作參勾者此前設有特吐或放弄其根

利的情揖下，參勻者或其代表座能事先知道咕目信哥預期向哪些播送者提供。然而，滑逛一特別提案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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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于以下各科理由的反兩意見: (1)由于本固法律框架或商企、旁工慣例，提案特在某些固家引友不可克
服的寞時困雄; (2)即使并非直接連背內~半妥協，提案也可能破杯根掘逛一妥協建立的新的利益平衡; (3) 
由于持自身限制方一科事先通知火勢，提案可能封參勻者已根揖其它囡你告釣持有的控制尸攝的寺有杖F

生不利影吶。因此，述一提拔以它所基于的原則和有失它的有益吋站在掘告中反映出未均每件而被撤回。

第 1ft
[奎唐詩的進JfJ l

本金釣不得極解釋均限制任何錯釣園角了控告畫軒的弊掃而孰行本團法律的根利.

駝-7. 1. 美于述一規定，在靠各工作期間和外交合坎上存在意見分歧。息管某些代表固堅持說方它是必要

的，但其它几+代表固仍然肘它表示反肘，它們強調咳象在述一合釣中并不通宜，而且也是亮的放矢。

SC-7.2. 最后，第 7 奈接得通述，但座一些代表圓的要求，在掘告中反映了以下ìAì_R:“第 7 奈的意圍在

于充分遁用現行固內法來防止濫用盡斷。方了公的的目的，送些法律的遁用意昧著，如果存在抽法要求的

奈件， ì哀婦釣園主管三百周可以授杖井非起源組銀指定的播送者播送哲目信哥。但直起源組欽在法婦釣固墳

內沒有播送信哥的根利肘，不得采用這耕措施。但先起源姐欽封信哥播送者要份垃高速一事宴，逆不足以

ilE安第 7奈規定的措施的合理性，即使尚未硝定遠-{fr格JA信哥的制作和倩輸費用未看并不合理.......且之，

金說帶著述一明硝說現過迂了第 7 奈z 即轉釣固&.善意地井但在其說:tJ完全正貴的情況下通用法奈。" 200 

第 8 各

[保留}

(一) 在道續第二、第三兩載的每件下，不允吽財本金釣作任何保留.

(二) 其圍內誰律在 1974 年 5 月 21 日有規定的任何錯釣園，可以通娃交存朕合囝誣告長的有茵通

知宣布，均了本圓的目的另一+縛釣圓的團屁"一靖廬虫訊方並已故“如果信哥是JA另一錯釣
圓的頓土裳射的"一潛昕代替.

(三) (甲) 在 1974年 5 月 21 日滑過近咆錢屯鐘或其它美似的通訊東道向企余中的用戶僑播載有
哲目的信哥加以限制或拒絕錯予保妒的任何錯釣固其圍內浩律限制或拒絕保妒的蒞固

和肘期內，它持不財此神倩擂執行本企釣.

(乙} 根揖(甲)數已銓向融合國萬桔長交存了通知有的任何輔釣園，盧特其圍內法律中使(申)

載的保留不再造用或蒞固限制更F的任何悔改，在其生效六+月之內#面通知融合固

磁帶長.

SC-8. 1. 息管外交金說過述了第(1).款中反映的一般原則，但准件在兩神情況下作出保留仍被主人均是必要的。

SC-8.2. 之所以需要第(2)款，是因方依照第 2 奈第(1)款，起源盤棋的固籍被規定均可以造用合鉤的唯一掠

准。鑒于少數固家的現行法律仗承誠信哥友射地結准，准許保留肘于遁座送些圍家的特殊情況是必要的。

SC-8.3. 第(3)款解抉告釣勻少數目家的固內法相協調的伺題，依照述些固向法，向錢纜系統叮戶特播尸播

帶回被主人均不受版校所有人的控制。息管舍放承主人，准i午在遠-#，.上作出保留的規定滑于全釣藐得尸泛的

批准是必要的，但也斌囡息可能縮小保留的蒞圈。每此相失，外交合放的根告反映了述神一致意見:“鑒

于《國隊屯信告釣》的規定和本奈釣的目的，屯鐵系統不庫克借第 8 奈第(3)款准祥的保留，在信哥于屯纜

144 



系統能移接收地面「播哲目的區域內進行地面播送之前， h\.:E星接取并播送i玄信哥。" 201 

下面是公釣的行政奈款和最后奈款。如同在辱吉中所吋洽的，方了使各釣保持完整以及可隨

肘提供查闕，遠里也收最了迋些各款。由于本指南仗封宴廣性規范作出現明，下面未滑送些

各款赴行分析。

第 9 聳

{公鑄的安施]

(一) 本舍的底交存融合園都有圾，本企釣起于 1975年 3 月 31 日之前向作角膜舍固金貝固和句歌台

固有美的任何寺叮机拘或團時原子能机胸的成員園或回歸誰庭規鉤的參加圓的任何團家卉放

盤字，

(二) 本舍的須盤盤字固批准或接受.本企釣特卉放棋第一款提到的任何固家加入.

(三) 批准~、接受桔或加入者底交存聽會回秘括最.

(四) 不言而喻，當某+固家參加本金釣之肘，它就座根揖其圍內法律使本金釣各舉數付靖宴施，

第 10 各

[生效}

(一) 本舍的直于第五份批准鴨、接受帶或加入有交存三+月后生擻，

(二) 5c才第五骨批准苦、接受帶或加入相交存后批准、接受或加入本螢的的回家，本舍的底在交存其

第 11 ~ 

{退封}

值有三+月后生效.

(一) 任何蟬釣團可以通娃向司集會團都拍長交存有面通知宣布退出本企釣.

(二) 退出合釣鹿于坡到第一敢提到的通知之日十二小月后生敷.

第 12 各

[通知]

(一) 本舍的虛道在一骨由英文、怯文、僑文和西班牙文寫成的統一文本上盤字，四神文字的文本
具有間等效力.

(二) 阿拉伯文、請主文、擅文、意大利文和葡萄牙文的正式文本虛道由戰合固教育科學文化組銀
ä干事和世界知棋戶杖組訊ä干事句有美政府協商后制訂.

(三) 酷會固秘有最直通知第九學第一款提到的固家，臥及職會團教育科學文化組叡且干事、世界

知棋戶根詛叡ä干事、圓蹄費工組叡且干事和園時屯信酷盟磁帶長以下專項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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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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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1) 本企鉤的盤字E

(2) 批准有、接受帶或加入暫的交存z

(3) 根揖第十余第一歡本金釣生效的日期E

(4) 有美第二每第二數或第)\.奈第二數或第三載的任何通知的交存，蓮問週如的文本z

(5) 退出金釣通知有的接收，

(四) 融合團種有最直轄兩份經接証完垠的本金鉤的副本投送第九.. 第一數提到的所有固家.

通道和盤署的舍的釣文不包含括趣。在本金釣指南中，各奈均增加了輯趣，以便于調到其內容，它們可見于《失

于播送由人造E星持措載有常目的情哥的囝家扭圓~金說氾豈是)) , 1974 年 5 月 6 日至 21 日，布魯塞示，

UNESCO-WIPO 出版物，1977 年(下林“1974 年布魯塞想金說坦是")。在企鉤的正式英文本中，“常目"一呵拼寫方
programme. 在收入本指南中的舍的梅腫、序吉和各象中以及摘自 1974年布魯塞拉金改氾最的引文中，迫神拼有

盎然不舍斐化。但在說明中，“哲目"一謂按照 WIPO 的拼寫輯推拼寫方 programo

1974 年布魯塞揮金圾站是，第 50 頁，第 63 段。

同上，第 64 陵。

同上，第 65 陵。

同上，第 50 頁至第 51 頁，第 66 展。

1973 年 7 月 2 日至 11 日在內F半召卉的金坡上通泣的要掛文本，其中同意特金的草案的法律框架JA園時私法改

斐方固豚合法。男見下面美于第 2 祟的說明。

1974年布魯塞$金說t已是，第 51 頁，第 68 段。

向上，第 52 頁，第 72 陵。

同上，第 76 段。

1974 年布魯塞均可金改姐是，第 54 頁，第 79 扭。

同上，第 80 段。

1974年布魯塞揮金說坦景，第 60 頁，第 98 段。

1974年布魯塞拉金說記衰，第 62 頁，第 109 段。

同上，第 110 腫。

同上，第 62 頁至第 63 頁，第 111 展。

同上，第 63 頁，第 112 飯。

1974 年布魯塞均可全班坦景，第 64 頁，第 115 陵。

岡上，第 117 康。

1974年布魯塞京金說記最，第 65 頁至第 66頁，第 122 段。

1974年布魯塞$金改記最，第 67 頁，第 128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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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棋戶校組銀版校各釣}} lWCT, 1996年}宴1m體各款指南

序言

螃釣各方，

由于以恩可能有效和一致的方式~展和維妒保妒作者財其文學和重朮作晶之根利的厲聾，

承說有必要采用新的固防規則井澄清滑某些現有規則的解釋，以提棋解抉由畫~~井、社舍、文化和控*~展

新形勢所提出的阿題的造過舟、怯，

承誠信息勾通信投末的盟主展和交在蔚文學和草木作品的創作勾使用的深蚵影哨，

強調版杖保妒作方文學和草木創作促避因黨的重要意文，

承iA有必要按《伯克R尼舍的》所反映的保持作者的根利勻尸大企余的利益尤其是教育、研究和裝得信息的

利益之間的平衛，

速成協說如下E

CT-Pr.l. 序吉是在各釣的~)j質性奈款通述之后才過泣的。述表明，不座說:Jg序言反映了在外交金說早期

附段的多改辦治和談判中全体代表因故定的某些目赫和原則，即三自肘特用于指專制定義鉤的奈款的自掠和

原則。序吉在某科程度上是一神失于 1996年日內瓦外交舍拔的i寸治、談判和說定內容的概括宣言。

第一技

CT-Pr.2. 序盲的第一段萌主人諦釣各方旨在遵循《伯示尼公釣》的序盲所概述的相同目;梅。后一序言闡明 z

“2辱罵軍主導f成虫草，挨罵受到本可能有效、本可能一致地保耕作者持其文掌和乞求作品所享款利的思重曹雪議

舞......" [強調部分用斜体宇衰示] 0 WCT 的述一段包含了相同的基本成分z “息可能有敷和一致地保妒作

者在其文掌和主朮作品中的故利"，但但朴充了 WCT 的鋪釣各方“友展和維持"遠神保妒的意旨。(至于美鍵

問“有效"和“一致"的會叉，由于勻《伯均可尼合釣》序言中的相同，前面封《伯均可尼企釣》所作說明的有美部

分在遠里也造用。)

第二段

CT-Pr.3. 在各鉤的簿各工作迂程中，新技朮的影吶(特別是數字投朮和互融阿的影咱)是焦慮。引人共注的

是， h人序盲第二陵未看，形容向“技朮"在“由銓啡、社舍、文化和技朮投展新形勢所提出的問題"(各釣財此“提

供遁曳的解抉亦法")一活中是最后提到的。述似乎反映了一神說祺z 首先座捨予注意的不是新技朮本身，而

是它們兩詮詐、社舍和文化的影吶。此外，追述涉及一項在靠各工作中己采取井一貫通用的原則:即新奈

款不座具有技朮上的明磷性，而座以比較抽象的方式來赴理述些技朮引君主的控啡、社舍和文化伺題。

CT-Pr.4. 序吉第二段尪硝主人了財遠些新友展提供解抉方案的兩神主要形式，即“果用新的固防規則并澄清

財某些現有規則的解釋"。安跡上，在第各工作迂程中，首先，且要斌囡設法通垃造三旦地解釋現有規蒞(至多通

道修改現有規范而使之道于新要求)來解抉某↑伺題。新規蒞的起草和通社被看作仗但是可能果用的最后一

神舟法，而造捍述科舟法也是相盟少有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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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

CT-Pr.5. 序言第三段指出有必要制定奈的的萌切原因 z “信息勻通信技朮的友展和交虹的影喃九這神炭

展和交虹的引人注目的結果就是互映同。奈鉤的釣文中并未提到互融間，但 WCT 和 WPPT( <<世界知祺戶
根姐欽表演和是音制品各釣)) )被“命名"方“互再是岡祟的"并不是偶然的。承說它們十分重要的根本原因，正

是由于它們計財逛一全球信息岡絡提出的神神挑曲作出了遁宜的反座。

第四段

CT-Pr.6. 第四段強調了有必要維持和友展一科“思可能有效"的版杖保妒的原因，即達科保妒作方文掌和

主朮創作的促避囡薰具有重要意丸。述一鹿有助于指辱如何解釋 WCT 的奈款，因克里而易見，封述些奈款

的任何解釋如果可能毀損或述分削弱迫神促避因素的功效都是不合被接受的。

第五段

CT-Pr.7. 第五段勻第一殷美似，也提到了《伯$尼合釣》。它承趴在《伯示尼企釣》中存在“作者的根利
勻尸大企余的利益..，.，....之間的平衡，'，以及有必要推持“《伯示尼企釣》所反映的"遠一平衡。

CT-Pr.8. 逛一段提到“作者的根利勻「大企余的利益九但很里然，某些利益被主人均座勻其它某些利益安
現平衡。因此，述一段所說的“平衡"，察隊上被訊方是在作者的利益(連同在“以息可能有敷......的方式......

保妒作者滑其文掌和2朮作品之杖利"，以提供“文學和重朮創作促遭因素"方面最突出的「大企余的利益)

勻“尸大企余的利益"(即所有其它有美的合共利益)述兩者之間安現的。

CT-Pr.9. 述一段明硝了所需要傲的只是維持遠祥一神平銜，因方它在《伯均可尼企釣》中硝宴已銓存在了。

因此，述一平衡要求絕不能看作是一項新原則，它反倒完全是M.<<伯均可尼企釣》的現有規范所表明的已有

利益平衡“反編譯"來的。在遠神情況下，十分重要的是注意按合釣中的利益平衡被說jg座受i袁公釣的基本

目棕(即“以息可能有效..."..的方式"保妒版杖)支配。在 WCT 中，同一“平銜"原則也必須是一項普遍原則。

CT-Pr.l0. 第五段注提到某些方面的全共利益，即“教育、研究和菩提得信息"0 <<伯忽尼公釣》正是就述些

利益規定了某些特定的限制和例外。這一段釣文本身強調了述一鼠，闡明所表述的意思是“《伯均可尼企釣》

所反映的"一神平衡。因此，外交合攻并未打算在《伯想尼告釣》的現有原則中引入任何新內容，迪是星而

易見的。(需要指出，美于 WCT第 10 奈第(2)款的一+放定F哲明再吹硝主人了“不斐的平衡"原則，因方它規定z
“不言而喻，第 10 奈第(2)款既不縮小也不延伸由《伯示尼企釣》所允祥的限制勻例外的可通用性范間。可

第 1.
[每剎車求是，公的車的美$1

(1) 封于厲《保妒文學和乞求作品伯克R尼公釣》所建膜盟之成員圓的轉釣方而言，本身告釣系最舍的

第20*章又下的寺rl協定.本.. 釣不得勻除《伯克R尼企釣》以外的*釣有任何美嚨，亦不得損
害依任何其它各鉤的任何故利和文勢，

(2) 本各鉤的任何內容均不得離揖諦釣方相互之間依照《保妒文學和踅朮作品伯克R尼合釣》己承扭

的現有文各-

(3) “《伯克R尼合約) "以下系指《保妒文學和重朮作品伯克R尼合釣) 1971年7月24日的巴黎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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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蹄釣各方座遵守《伯克R尼告釣》第1至21奈和附件的規定.

美于第 1 象第(4)，載的故定實明: (伯均可尼企釣》第 9象所規定的軍制報及其所允畔的側外，完全遁用于數
字耳攪，尤其是以數字形式使用作品的情說.不言而喻，在屯子媒件中以數字形式存儲受保妒的作品，樹

成《伯克R尼企釣》第 9奈意文下的軍制.

第(1)款:寺內協定地位

CT-1.1. <<伯示尼企釣》第 20 奈第一句闡明: "本同盟各成員固政府保留在它們之間盤叮蛤予作者比本舍

的所規定的更多的杖利，或者包括不速反本企鉤的其它奈款的特別枷斌的杖利。 "WCT 本身的寺叮協定地位

被私人均封解釋它的奈款具有祺棍的影H向，因方它指出，任何可能辱致勻《伯示尼企釣》相比而降低保妒水

平的解釋都特是不可接受的。如果存在封奈釣的兩耕解釋，其中一神勻《伯示尼企釣》第 20 奈相一致，另

一科專致授予作者的杖利比《伯均可尼合釣》規定的要少，或以其它形式造反了i袁公釣，里然必去頁接受前一

神解釋。

CT-l.2. 象釣卉放棋世界知怎貝戶校組俱 (WIPO)任何成員固以及某些政府向組俱批准或加入。 202 可能戶生的
一+問題是，如果一項m寺1'1協定H不仗是在《伯均可尼合釣》成員園之間締錯的，而且足有遠科第三方參勻，

《伯忽尼合釣》第 20 余是否迢迢用?看來逛一阿題的答案座是肯定的，園角《伯力吉尼合釣》第 20 奈的釣

文中沒有什么金在遠方面成方障磚。

$(1)11:.: “辛J軍官~身后任何逆反"

CT-1.3. 第(1)款第二旬的第一部分似乎沒有必要，因方某一奈釣如果設有任何勻另一奈釣建立美膜的規定，

里然它勻滾另一奈的就沒有任何美膜。一神不存在的美系是完全不需要以每鉤的奈款形式來磷說的。但此

外交舍坡的氾是可以得知，第(1)款第二句中的否定青明本來是打算硝試本各釣和《勻貿易有美的知i:.RF杖

協定)) (TRIPS協定)之間設有任何美耳其的。 2捌0ω 3 

C'τT-耳:'1.4. 需要指出，正如前面辱言中所i吋寸拾的， 2捌徊在簿各工作垃程中，在WCT和τRIPst掛仔定之阿正在F生

一神事宴上的芙系。四IPS掛定的有美規范成了起草和引入WCT某些奈款的重要毒參書考鼠，而且一些說定青

明封WCT和TRIPS枷定之間的美系也己作了澄清。 205 當然，述井未拘成一些代表因要求避免的那神制度化
美系，但也很准否祉， h人迫科意文上說，兩↑文件之間已建立了某科含蓄的美膜。

CT-1.5. 息管WCT不像《伯示尼企釣》一祥，在某神意文上同TRIPS協定存在遠祥一神特殊美系(即合釣的

安康性規蒞適迂引証而納入法掛定，以至按協定規定的執法文各和世界貿易組訊(WTO)爭端解抉机制己延

伸至遠些規范) ，但遠祥一神失系以后仍然可能建立(或作方WTO新一輪談判的結果，或基于財TRIPS掛定第

71 奈第 2 載的還用:捌但就后一神情況而盲，需要室主WTO全体成員的一致同意)。

第(2)款:保障奈款

CT-1. 6. 第 (2)款包含一↑保障奈款，以萌保即使 WCT 勻《伯示尼合釣》之間戶生任何沖突，在同屑于伯加

尼瑕盟成員圓的錯釣方之間也特通用法合鈞。但察隊上似乎井不存在遠神沖突。

CT-1. 7. 需要指出，第 (2) 款不仗勻《伯均可尼公釣》的安廣性奈，款(即法公約第 1 奈至第 21 奈)有重要美系，

而且財官告鉤的行政奈款和最后奈款(第 22 奈至第 38 奈)也具有意火。后一笑奈款包含有失伯均可尼酷盟的

大金和執行委員金、財努、保留的有限可能性或爭端的解抉(適泣固豚法院)一笑阿題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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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1.8. TRIPS協定第2每第2款中也有美似規定， i宴款就《伯示尼公釣》規定z “本協定第一部分至第四
部分的任何規定不得背寓各成員可能在...... <<伯均可尼企釣)) ......項下相互承扭的現有文勢。"座強調的是它

們仗仗具有美似性，因方注存在兩小安康性差昇。第一， TRIPS枷定第9奈第1款并未通迂引征而特《伯均可尼

企釣》失于精神枝利的第6奈之三及一些相美規定輸入法協定。因而，至少在那些同屆于伯想尼瑕盟成員圓

的WTO成員之間， t友協定第2奈第2款是造過地遁用送些規定的重要保証。第三，原則上啡，第2奈第2款似

乎沒有方《伯承尼告釣》提供充分的保障z 它含蓄地提到伯示尼膜盟成員圍在某神情況下忽略《伯加尼企

釣》規定的文勢的可能性。事宴也是如此，因:h它只是闡明法i1J.定第I部分至第W部分中的任何規定不得背

寓《伯加尼舍的》規定的文勢。美于爭端的防止和解抉的第V部分未被提及。指出述一成十分重要，因:h根

掘i衷掛定第64奈第1款(可見于第V部分)， WTO的爭端解抉机制也造用于四IPS枷定，而其中包括宴施交叉

撤寞的可能性。如不可否說，逛一机制可以提高版杖保妒的教率(因方它錯WIPO管理的象鈞一一包括《伯

加尼合釣》一一-增添了原本缺失的“牙齒勻，希望遠格是典型的效果。但原則上，在造反版校領域以外(通常

甚至是知Ì:RF校領域以外)的WT03l..勢的情現下，也可能通垃財WCT有美成員的作品中止遁用版校保妒而

安施交叉掘寞，即使改成員的立法及其寞時宴施在版校方面可能和TRIPS枷定(及《伯忽尼告釣)) )完全一致。

第(3)款:持者伯牟尼公的海的引t正是指其1971年巴黎文本

CT-1.9. 第(3)款是不吉自明的，而元須特別說明。

第(4)款:遵守舊伯承兌峰為草案盾，性規范的又寄:概述

CT-1.10. 第(4)款要求蜻釣方履行遵守《伯均可尼企釣》第1奈至第21奈和附件的文易。如果在奈釣中仗仗
沿用途些奈款的奈文而完全不提及《伯均可尼合釣)) ，也許金有一神多少不同的法律狀況:而借助述一法律

技巧(適垃引証E而納入奈釣)，除非奈釣明嘯作出其它規定，公釣第1奈至第21奈似乎座按照勻它們在《伯示
尼合釣》的原始上下文中的相同方式作出解釋。

CT-1.11. 按照勻在《伯示尼公的》的原始上下文中的相同方式解釋遠些象款，尤其意昧著WCT不但沿用

了送些祭文，而且沿裹了通垃引証E而輸入奈鉤的迫些奈款的談判史，述一正是在適注和修叮按合鉤的各吹外

交金拔的姐是中得到了充分反映。速滑前面早吉中提到的《誰也納奈釣法公的》第31奈和第32奈列主害的那

些解釋方法來圾，是一令丰富的未源。 208

第一(4)款: 在椅;fr尾公為》第1奈至第21奈這馬于'WCT的上下文

CT-1.12. 上面分析了《伯均可尼合釣》第1奈至第21祟。下面的段落只筒略i寸拾一下達些奈款座如何造用于
WCT的上下文:什么情況下達一還用可以沿用比照規則:什么情況下座以略微不同的方式造用途些余款:

什么情配下某一奈款息管在第1奈第(4)款中正式列出，宴廊上郁不得遁用。

CT-1.13. $1菸J 考慮到WCT中被主人均勻逛一奈相造座的上下文，外交舍放豈初的意圈絕不舍是以轉釣
各方被制品結成一↑耳其盟的方式一一更不用說以法朕盟被說均勻《伯示尼企釣》奈款所規定的是同一戰盟

(即伯均可尼朕盟)的方式一一規定遵守舍釣第1祟。美于WCT第3奈的故定資明硝主人了述一息，因方它閻明，

在WCT第2奈至第6奈中出現的“戰盟"一呵，必須理解方蜻釣方整体，

CT-1.14. 息管在其它所有果用“瞋盟"一祠的象款中(通常在“本離盟成員園"述一衰途中)，述一向可以像美

于WCT第3奈的故定南明所闡明的一祥，合理地以比照方式造用，但就《伯均可尼企釣》第1余而言，似乎并

不是遠祥。事宴也是如此，理由是:既然蜻釣各方并未打算站成一+具体的膜盟，“聽盟"一河就只能是指

締釣方整件。但肯明蜻釣各方結成婦釣方整体是毫充意叉的。因而，就告釣第1奈納入各釣而吉，唯一可以

賦予的合理意文看來是特述一做法祖方序吉的一神附加內容或固有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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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1.15. $2接手i:r$2 -;1手之二J 美于述兩奈的遁用，看來充須特別說明。它們在WCT的上下文中座按它們
在《伯示尼合釣》中的同祥方式通用。正如下面所吋槍的， JA述一角度看， WCT第2奈(美于版校保妒的蒞

固)、第4奈(美于計算机程序)和第5奈(美于教掘t[編)且然作了某些澄清，但它們井不f大或縮小企釣述兩奈
的遁用蒞圈。

CT-1.16. WCT第3奈規定了合釣第2奈和第2奈之二的比照造用。述一奈草狙的規定由于已有奈釣第1奈第

(1)款而旦得多余。

CT-1.17. $3df.手i:r$4按:在《伯力支尼企釣》中，述兩奈磷定了保妒每件f‘連接鳥")0 WCT第3奈(見下面)
規定，送些連接處必讀比照造用于改裝釣規定的保妒，而且方避免友生歧文，一+說定F哲明闡明，述兩奈

所采用的朮培座在WCT上下文中以比照方式作出解釋。

CT-1.18. 后來成方WCT的各釣草案中引入一些象款，以使《伯均可尼公釣》中“已出版作品"的定文(第3學

第(3)款)造座教宇耳境。根揖述科拙故奈款，以有錢或元錢方式交互性提拱隻制品，“以便隻制品可蓮在得"的

行方特被草草:JJ出版行:JJ; 而在遠祥一神情況下，“方公成成員可藐得遠些作品遊行必要釣定的"地成金被(以
一神法律揖l制形式)視方出版地。 2個提案默主人述一事宴z 作品的靈制品可以逼迫交互性恃輸友行蛤企傘。但
交互性特翰的法律特征描述在第各工作垃程中卸引起了重大爭說(注一錯果最典辱致“品括解抉方案"的戶

生)0 210 由于述一錯果和并不完全明喻的法律后果，拉l放學款未訣適泣。因此， WCT中“己出版作品"的概念

仍然勻企釣第3奈第(3)款中的相同。

CT-1.19. 浮宮511宇.: <<伯均可尼企釣》述一奈中包含了版校保妒的某些基本原則，清如第(1)款和第(2)款具体

規定的固民待過、元手續保妒、狙立保妒原則。就WCT第3奈適泣的故定青明(見下面)規定了遠些各款中的
某些朮培座如何以比照方式通用。

CT-1.20. 上一段提到的故定戶明尤其方《伯加尼金的》奈款的比照遁用提蝕了以下指旱z “《伯均可尼告釣》

第2奈第(8)款、第2奈之二第(2)款、第3 、 4和5奈中的‘本兮的'，格被視角如同系指《伯均吉尼企釣》和本各鉤。"

如果就《伯力支尼企釣》第5奈第(1)款果用述一特換方法，經悔改的釣文被主人均舍是遠祥z “就享有《伯均可尼
合釣》和本奈釣保妒的作品而尬，作者在作品起源圍以外的本奈釣婦釣固中享有各法國法律現在給予和今

后可能給予其園民的杖利，以及《伯示尼企釣》和本學釣特別授予的根利。"在遠一鎧修改的釣文中兩吹同

肘提到合釣和裝釣，其中前一吹可能引起一些解釋何題，因:JJ述似乎暗示作者在各鉤的体系內“就他們因此

根揖《伯爺尼合釣》和本奈釣在并非未源圓的本奈的錯釣固受到保妒的作品"享有園民待遇。其中“和"字改

方斜件加以強調，因均按釣丈可能被理解均是措，只有在諦釣固既受《伯均可尼企釣》又受本奈釣保妒的那

些作品才享有園民待遇。如果賦予釣文述一含文，封于仗屑于本奈釣而不厲于《伯示尼企釣》的錯釣因特

~生一神昇常的收況，因均在達美錯釣圍內，授予園民待過遠-J之勢的各件精得不到漏足。

CT-1.21. 沒有人打算在采用上述說定再明規定的特換方法后得到遠祥一神結果。遠耕錯果尤其金在財

WCT第1奈第(4)款和第17奈第(1)款避行比較后戶生。前者通垃引ÝE特《伯均可尼企釣》的安廣性奈款納入奈

鉤，后者則規定了某一固家成~奈釣諦釣方的唯一舉件，即它必須是WIPO的成員固(就是說， ì衷園遲座加

入《伯示尼合釣》并不是一+余件)。速反映出，且然外交金說通垃引ÝE}恃《伯均可尼企釣》的安廣性奈款納

入奈鉤，但它并不想在逛商+文有之間建立任何制度化膜系。

CT-1.22. 事61Î字J在WCT上下文中還用《伯均可尼合釣》的述一象一一美于所謂斐通保妒(即仗仗基于作方“連
接鼠"的出版圓的保妒)的限制一一元須特別說明。遠是象釣第3奈明硝規定座比照通用的最后一奈。

CT-1.23. $6~字之二: WCl設有任何余款金影吶《伯力吉尼企釣》芙于精神杖利的述一規定的造用。它在

WCT上下文中座按在企釣中的相同方式造用。

151 



CT-1.24. 浮宮7~聶哥言7奈之二: ((伯均可尼合約》失于保妒期限的述兩奈規定通常座按在《伯然尼合釣》中

的相同方式通用，但有一+昆著的倒外，它是通用奈釣第9奈而戶生的結果。改裝規定z “財于攝影作品，
締釣各方不得通用《伯然尼企釣》第7奈第(4)款的規定。"根掘告釣第7象第(4)款，攝影作品的最短保妒期限

是挑逗祥一獎作品完成后起計算的25年。不遁用逛一奈規定意昧著必領遁用美于保妒期限的一般規則(包含

在企釣第7奈第(1)敦和第(3)款中)，即除不具名作品和化名作品(第(3)款)外，保妒期限方作者死亡后的50年。

CT-1.25. ~8封存.: WCT中未友現任何奈款影咱《伯示尼企釣》失于翻譯校的述一規定的還用。在WCT上

下文中，它座按在企釣中的相同方式遁用。

CT-1.26. 浮宮"9 df: <<伯想尼企釣》的逛一奈包含笑于隻制校的規定。它在數字耳墳下的遁用是WCT(以及
wppη的第各工作注程中的美鍵阿題之一。最縷，外交含混只是通述了美于逛一重要伺趣的故定F明，它

勻象釣第1奈第(4)款相共膜。盤于它的重要性，逛一伺題在下面草狙i寸捨。

CT-1.27. 浮宮10奈和第10-df.之二:述兩奈規定了准坪果用的例外。在WCT中，第10奈包含美于例外和限制
的一般規定，連同一項失于它們在數字~境下的造用的故定再明。有失造用合釣第10奈和第10奈之二所准

祥的例外的若干阿題在WCT的逛一奈中有所涉及，并在下面美于逛一祟的混明中作了吋啥。

CT-1.28. ~11菸. ~11奈之二和第11奈之三:依照《伯均可尼企釣》第11奈第(1)款。)和第11奈之三第(1)數
(i)，公卉衰演和合卉朗福是在企余面前或至少在向企余卉放的地成宴施的行舟。第11奈之二第(1)款(iii)規定
的“通道妒音器或其它任何......美做工具向企余倩播尸播的作品"具有美似的性盾。 JA什么是各釣靠各工作

中美于“數字訣程"的一+失鍵伺題(即滑全球岡絡交互性恃輸血造用什么杖利的伺題)逛一舟度看，送些根利

井元直接美系。但此述一角度看，進些象款的其它規定部有明旦失脹，因方它們涵蓋了既通社元錢方式(第

11奈之二第(1)款(i))、有錢(屯纜)方式(第11奈第(1)款。i)和第11奈之三第(1)款(ii))，又通迂述兩科特播技朮的
錯合(第11奈之二第(1)款(ii))向合成特攝的行方。由于逛一鼠，述些奈款規定的根利及其在交互性措輸中的

作用，放在美于“向全余恃播的杖利"的奈釣第8裊的世明中i寸槍， ì衷奈赴理交互性持輸阿題。

CT-1.29. <<伯起尼企釣》第11奈之二第(2)款和第(3)款滑第11奈之二第(1)款授予的根利規定了倒外和限
制。此外，財于企釣的上述三奈規定的杖利起可以通用一些“較小側外九送些側外也遵JA第10象規定的一

項原則，它在美于改奈的說明中避行i寸拾。

CT-1.30. 浮宮12菸~. WCT中未友現任何奈款影吶《伯承尼企釣》述一規定(美于改編、音尿改編和其它斐功)

的遁用。它在奈鉤的上下文中座按在企釣中的相同方式通用。

CT-1.3 1. ~13菸J 逛一象所准件的限制(~社自愿i午可)， JAWCT特別涉及的問題達一角度看似乎并不相干。

息管WCT草案預見到取消述神非自愿吽可，但按逛一意思起草的一奈規定并未通述。因而，述一象被主人均

在奈鉤的上下文中座按在合釣中的相同方式還用。

CT-1 .32. 第14奈和第14奈之二J 根揖《伯加尼公釣》美于屯影作品的述兩奈規定， JA造用于交互性伶翰
的根利的角度看，第14奈第(1)款和第14奈之二第(1)款規定的友行杖和以有錢(屯纜)方式向全余持播的杖利

是有失膜的，因而在下面美于WCT第8祟的說明中提到。逛商奈的其余規定未受WCT的任何奈款或放定再

明的影哨，因而它們庇按在企釣中的相同方式遁用。

CT-1.33. ~15~:iþ~16~: 述兩奈分別勻促過執法的某些推定和侵杖璽制品的扣押有笑，厲于《伯示尼

合約》中均數不多的有助于執行杖利的一美規定。它們完全可遁合于WCT的上下文中。但需要指出， WCT 
第14奈似乎就執行杖利引入了或多或少更方F格的要求。逛一車持在下面美于法祟的i昆明中吋尬。

CT-1.34. 事17df: <<伯眉之尼兮的》中美于控制作品的友行、演出和展覽的可能性的述一規定，在WCT的

任何奈款中均未提及，似乎可按在去釣中的相同方式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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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1.35. $18按'; <<伯示尼合約》的進一奈規定了財合釣在某一特定回家生效之吋那些已有作品的保妒。

它不能在WCT的上下文中直接通用。但奈釣第13奈規定了遠一奈比照造用于財奈釣在某一特定蹄釣方生致

之肘的已有作品的保妒。因此，滑通道引証而納入WCT的逛一奈的通用，持在下面美于按奈的說明中i寸尬。

CT-1.36. 浮宮19按'; WCT中設有任何奈款金影咱《伯京尼企釣》逛一舉規定(適垃闡明可以比金的提供更「

泛的保妒而硝說最你保妒原則)的遁用。它在WCT上下文中座按在合釣中的相同方式通用。

CT-1.37. 浮宮20dh 在美于WCT第1奈第(1)款的說明中，吋拾了《伯示尼企釣》第20象(美于寺n~定)可以
如何解釋以及WCT是按奈意叉上的考叮掛定有什么含J足。但方了回答一+伺題一一締釣方依照奈的第1奈第

(4)款而必讀特別遵守《伯承尼企釣》第20奈意味著什么一一似乎注需要作避一步說明。

CT-1.38. 逛一伺題看來有兩神可能的答案。第一科z 適垃述一規定，完全得到硝主人的是，對解釋WCT的

各款肘，蜻釣方有31...努考慮到《伯示尼公釣》的述一奈(遠意味看，財WCT的任何解釋均必須符合一小要求

一一如果勻《伯均可尼企釣》錯予的保妒相比而有任何斐化，它只能戶生“更尸泛的保妒"逛一結果)。第二神z

它封奈鉤的任何可能的過一步修訂也具有引辱作用:述神修叮必頸遵守舍釣第20奈規定的象件，它戶生的

錯果只能是一神比全釣規定的“更尸泛的保妒"或某科“不造反合釣"的其它斐化。

CT-1.39. 事21奈和Jf#{tf; 送些美于非自愿翻譯和重印i午可的各款(其可能性安廊上未被利用迂)，其中大

多數在數字阿絡耳境下几乎設有什么意文。但只要它們仍可能有美聆，它們也在WCT第10象所涵蓋的蒞間

內。

第(4)款和美于它的設定戶曉: 缸緝拿走，公為》美于主制耘的第9奈的這用

CT-1 .40. 正如上面所吋捨的，根揖《伯加尼公釣》第9奈第(1)獸，隻制枝的蒞團延伸至“以任何方式和果

取任何形式"的靈制。其才達科行文几乎不能作其它任何善意解釋，其會又只能是:除非法象第ο)款准i午有例

外或限制，寞制杖可造用于任何一科隻制。換盲之，某科行:tJ只要是隻制，就受軍制杖控制，而且只有在

通迢迢盟的例外或限制來宴施的情況下才能排除笙制杖友生的作用。述一根利的控制范間不可能再“f展"

或“延伸"，遠神f展或延伸根本沒有任何余地，因方如果投有可准祥的倒外或限制，軍制杖可這用于以任

何可能想象的(即使目前挂充法想象出的)方式和形式避行的畫制。

CT-1.41. 說定青明的第一句似乎沒有必要，因方它闡述的事情是壘而易見的z “《伯均可尼企釣》第9余所

規定的軍制校及其所允i午的倒外，完全通用于數字坪墳，尤其是以數字形式使用作品的情況。"述一句看未

設有必要(因方它闡述了里見的事安)的原因，是投有任何理由悴疑“以任何方式和采取任何形式"述一衰遠也

涵蓋數字形式。如果作品M.模弧形式特換成數字形式，除非在述一特換迂程中避行了宴E質性改功，就有隻

制度生(在避行~1!責性改功的情況下，金戶生通用改編杖的可能性)。作品(文字、困面、音尿創作)的然是原

宋的作品，只是用來表現它的祥式投生了斐化。如果F生了作品的新的數字固定物，除了林它方新寞制品(即
隻制物)外，不能以任何其它方式來描述它。

CT-1 .42. 自 20世紀70年代起(硝切地說，自 1982年WIPO和UNESCO(朕合周教科文組俱)朕合設立一寺內委

員合赴理述一問題吋起)，作品保存在屯子存儲器內絢成室制就已得到承試。 211 遠神存儲完全符合《伯怨尼

告釣》中“寞制"的概念:它使得有美作品的任何間接向全余恃播或避一步寞制(制作新固定物)成均可能。作

品保存在屯子存儲器內的重制品不能被直接感知，而只能借助通道的世各來感知逛一事寞是完美軍要的，

囡方它仍然具有隻制品的全部特征。因而，不承主人追神存儲就是夏制，持和《伯示尼合釣)) (M.而也和田IPS

#J.定)相沖突。遠意昧著說定F明第二旬同祥反映了述神意思，它看來是滑《伯均可尼企釣》第9奈唯一道三盟

的解釋。因此，如果上面指出放定青明的第一旬似乎沒有必要(因方它闡述了星見的事宴)，就座現第二旬或

多或少也同祥如此，因方它所反映的完全是合釣第9奈戶生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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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1.43. 說定青明的第二句勻WCT美于畫制校的遁用的第1象第(4)數相朕系。息管逛一句不是每全体一
致同意(而是仗兌多數表抉)通泣的，但根揖外交金坡的故事規則，多數表抉足以便毒品釣的有美奈款(紙而連
同美于改奈款的故定F哲明)通泣。它的通迂符合《雄也輛裝的法合釣》第31奈第2款(吋規定的余件，根揖i衷

項，“全体道事固阿困婦錯奈釣所叮I奇裝釣有失之任何協定"都是有美的解釋依掘。最戶明勻奈釣有失，它
因締結各釣而通道。唯一值得說明的各件是述祥一科協定必讀在“全伴君事固間"叮立。“全体三自事固伺"未必

意味著全体一致同意。根揖《維也納奈釣法企釣》第9奈第2款，某一奈釣可先三分之二多數衰抉適娃，而
1996年日內瓦外交合放的故事規則第34奈第(2)款(iii)規定的也正是述一多數。如果斷吉奈釣的某一舉款可因
述祥一科多數通泣，而勻它有夫的故定F哲明則需要全体一致同意才能通道，則是財《誰也割舍釣》的一科

荒謬的解釋。同祥就放定戶明而言，它在“全件對事固間"(即首先在主管委員金金坡上，隨后在全体金坎上)
而不是在一+并非全体對事園均可參加的草拙洽搭上通娃，里然就足慘了。監事圖通垃它并不要求全体一

致同意，它完全座根揖(勻《維也銷合釣》一致的)外交舍放故事規則規定的多數表抉通泣。

CT-1.44. 在外交含混上，反封按說定F哲明第二旬(美于作品保存在屯于存儲器肉)的代表間提出的理由勻
一般存儲完美，而仗涉及某些神獎的曹吋形式的存備，諸如在交互性數字阿錯恃輸迂程中或在作品的授杖

使用肘附帶戶生的一些在技朮上不可缺少而又勻有美作品的利用和杖利所有人的合法利益完全元美的各科

形式的曹吋隻制品。述些代表固的現店是“垃于暫肘"、“垃于充常"的軍制品絕不能被磷主人均靈制品。但進一

現成特勻《伯示尼企釣》第9奈相沖突，依照法祟，固定(包括保存在屯于存儲器內)的期間是永久的迪是暫
吋的完美黨要，只要作品能基于(新)固定物而被感知、畫制或待播即可。

CT-1.45. 三坦然， <<11自示尼合釣》第9奈第(2)款所准祥的基于“三步撞撞"的倒外可遁用于某些暫肘寞制晶，

遠是另一回事。只要畫制校的某科例外根攝“三步控噓"是合理的，那么正繭的方法就是《伯怨尼企釣》中

采用的那一神， f!P准許遠祥一神例外，而不是(在闡明座特述神靈制情況看作如同投有隻制友生的同肘)當斌

遁用法律強制技朮。如果某些特殊情況下的暫肘寞制是方安施某些授杖行角，在技朮上又不可缺少，而且

本身也勻作品的利用及版杖所有人的合法利益充笑，那么滑于述神智吋宣制，述似乎也是正嘯的方法。

第 2 各

{鼠叔捧毛戶的范揖]

版報保妒延及表述，而不延及思想、垃程、操作方法或數字概念本身.

CT-2. 1. 逛一奈闡述的原則作方“作品"的概念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依照《伯眉之尼合釣》始興得到承訊和

造用，而A人未遭到廣疑，且然公鉤的釣文并未滑此作出明硝闡述。因而， WCT第2奈的規定是多余的。

CT-2.2. 特第2象納入WCT，是四IPS協定滑WCT的第各工作和釣文戶生影峭的結果。各釣中被決定納入

四IPS枷定第10余(美于汁算机程序和教揖岸的版校保妒)包含的相同科獎的解釋性奈款(通迂果用WCT第4

奈和第5裝完成)，但由于在四IPS協定中，第9奈第2款的通迂勻第10奈密切相失，而且在某科程度上是第10
象通道的-1'-奈件，那些希望硝信財奈釣的解釋不能早致逛一方面戶生任何安康性斐劫的代表固，堅持在

WCT中遲宇照搬祖IPS協定第9奈第2款的規定。遠是通迂果用第2奈完成的。

第 3 各

{剎車毒"'A已公約3 第2 奈至第6奈的這用}

諦釣各方財于本祟的所規定的保妒直比照遁用《伯克R尼*釣》第2至6盔的規定.

美于第 3 蠱的說定戶明z 不言而喻，在遁用本奈的第 3 每肘， (伯$尼企釣》第 2至 6象中的“本職盟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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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在把《伯克R尼企釣》的追些學數遁用于本各鉤所規定的保妒中，格控祖1J如岡系指本各鉤的錯釣方.

男外，不言而喻， (伯克R尼企鉤》述些學數中的“非本膜盟成員團"，在岡祥的情況下，直截祖方如岡系指

非本學釣錯釣方的回家， (伯克R厄舍的》第 2每第(8)款、第 2奈之二第(2)款、第 3、 4 和 5 象中的“本企釣"，
特極祖方翻開系指《伯均可尼企釣》和本學釣.最后，不言而喻， (伯克R尼合釣》第 3 至 6象中所捕的“本戰

盟成員圍之一的園民"，在把述些學載道用于本學鉤肘，滑于系本各釣錯釣方的政府間組棋，指系議組銀成
員的圖家之一的回民.

CT-3.1. 第3奈的奈文指出肘《伯怨尼合釣》有美奈款的比照遁用方式，速滑消除有夫在WCT上下文中遁

用迫些學載的任何含混似乎是一神有益澄清。

CT-3.2. 此外，美于第3奈的故定再明起指出舍的第2奈至第6奈中的某些具体朮潛在納入WCT的情況下如
何道用。放定寅明的會又不吉自明，一般看朱元須特別說明。迪里提一下需要作出澄清的商店主要理由就

略了。第一，明抽一鼠，即提到《伯示尼公釣》和伯均可尼聆盟成員圍座理解均提到各釣和各釣的錯釣方:

第二，胡說由于不但“固家"而且某些非政府向組棋可以成方各鉤的蜻釣方而需要作出的改功(提到蜻釣方肘

一般也已注意到達一鼠，但就“本膜盟成員因之一的固民"而言，起需要方此目的作避一步的澄清)。

CT-3.3. 第3奈中使用的“本奈釣所規定的保妒"逛一表述，座解釋均不但指超垃合釣第1裝至第21奈規定的
保妒水平的新杖利和保妒收益，而且指企鉤的遠些各款要求給予的保妒。遠些奈款在需要比照造用的情揖

下， WCT蜻釣方必須按由奈鉤的某些奈款引起的改功方式避行遁用，以符合奈釣第1奈第(4)款規定遠祥傲
的文各(由于逛一鼠，遠些裝款JA此成方“本奈釣所規定的保妒"的一+重要部分)。

第 4 盔

{計算私a程序]

計算航程序作方《伯克R尼螢的》第2象賣文下的文學作品受到保妒.此神保妒遁屑于各計算机程序，而x槍
其表述方式或表述形式如何.

美于第 4祟的故定"明E 揖第 2 蠱的解釋，依本學釣第 4學規定的計算机程序保妒的蒞圍，每《伯克R尼舍

的》第 2祟的規定一致，井勾 T間PS協定的有美姐定相間.

“計算孰程序"的概念

CT-4.1. WCT并未給“汁算机程序"下定文。在奈鉤的簿各工作迂程中形成的一致意見是，作方 <<WIPO計
算机程序保妒示范奈款》的部分內容適泣的“汁算机程序"的定文仍然有效。 212 ì袁定文規定z
是指輸入机器可淒媒介肘可使具有信息赴理能力的机器指示、執行或安現某一特定功能、任各或錯果的一

姐指令。"

CT-4.2. 納入各固內法中的“計算机程序"的定叉，通常勾土面引用的示蒞奈款中的定文的基本呂定廣內容相

虫。 213

CT-4.3. 但有肘“汁算机程序"也采用一神包含程序創作所用初始實料在內的更寬泛的定文。例如，歐共体
計算机程序指令 214 第1奈第1款規定，朮培“計算机程序"皮包含“預各設計實料"在肉。指令的說明部分之一

指出了預各資料的概念會叉，它苟明 z “思會在本指令中，‘計算机程序，座涵蓋任何形式的(包括那些裝入硬

件的)程序，但述一朮培也包括促成卉度計算机程序的預各改汁作品，只要預各作品的性廣能使它本身在后

期F生計算机程序。"需要強調的是，預各資料(例如按它在汁算机程序指令中被理解的那祥)并不包含在F

格意文上的“計算机程序"概念中。之所以如此，是因均達科預各賢料足不能看作是一組用途在于使計算机
執行某一特定任各或功能的指令，它不道是后期創作述祥一組指令的基拙。遠意昧著，里然周內法可根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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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T第4奈(以及根掘仗仗提及計算机程序的四1PS協定第10余第1款)持“汁算机程序"的定文延伸至遠科預
各賢料，但遠井非一神文勢。根揖美于文掌和草木作品的一般規定，進科預各資料本身也可以(通常也的硝)

值得捨予版校保妒，但遠是另一回事。

CT-4.4. 起有一小失于“汁算机程序"的概念問題是，因這行某一程序而在屏幕上星示的囡像(如就屯子游

戒而吉)是否可以或座法看作是“汁算机程序"的一部分。有可能度現，某些現店主人均滑述一伺題座給予肯定

的回答，而遠神~且是甚至在固內立法的居面上被例外地接受了，但主流意見和圍內法的主流立場是，由汁

算机程序友生的屏幕里示形式的圈像超出了F格意文上的計算机程序概念。 215WCT第4奈規定的“計算机程
序"的概念也未延伸至由汁算机程序食生的屏幕上的圈像。

CT-4.5. 含有活功團悔的屏幕星示可以(而且只要符合原創性要求，也磷宴)作方棍昕作品享有版校保妒

(固定團像起可以一一而且也往往一一作方圓形作品或攝影作品受到保妒)。指出述一席很重要:即不同科獎

的作品的版杖地位未必是相同的(見《伯示尼企釣》第14奈和第14奈之二失于咆影作品的特別規定以及下面

提到的美于汁算机程序的具件規定)。因此，財汁算机程序和由它們友生的屏幕閩像的版杖地位加以區分看

來是尤其有道理的。

承說計算教准序玲受嚴叔保串戶的作品的這程

CT -4.6. WIPO在20世紀70年代卉始考慮汁算机程序的法律保妒伺題，而最初戶生的想法是制定一科特殊

制度。 216 示蒞奈款規定了述祥一科制度，但井未被園內立法者效份，而且卉始流行一科班車，即保妒計算
机程序而座遁用的不是一神受版杖肩友而制定的特殊制度而是版根本身。 1985年2月， WIPO和UNESCO在

日內瓦共同召集了美于汁算机程序保妒的版杖伺題融合寺家組金訣。逛一舍放在周密研究 217和熱烈辯槍的

基磁上有了一+接近承主人汁算机程序的突破。 218

CT-4.7. 己就汁算机程序的版杖保妒作出規定的園內法，一般像蛤予其它神獎的作品一祥錯予相同科獎

的保妒。遠些圍內法也包含某些“特殊神獎"的規定，渚如制作各偕隻制品或均創作其它可互操作的程序而

“反編埠"程序的特別例外，遠是另一回事。但仍然有一些國家思管打算不使計算机程序速反一般版杖范倒，

但又想造用一神美似于保妒迪緣科獎的宴用吉朮作品兼工~品外~j!~汁的制度(果用較短的保妒期限并可

以造用安康性互惠)。后來有了兩+友展，在有釣束力的地區規蒞和園豚規范的居面上，以“軟法"示蒞形式

完成了曾在WIPO拾括上設想的方案。第一1'-: 1991年7月，歐共体計算机程序指令炭布:第三1'-: 1994年4

月， TRIPst年定適泣。它們均閻明計算机程序座作方《伯均可尼企釣》規定的文掌作品受到保妒。

WCT第4奈: TRlPS協定第10余第1義所作澄清的修改鼠

CT-4.8. 頂1PS掛定第10奈第1款規定z “汁算机程序，充槍是海代商述是自;掠代隅，座作方《伯示尼企釣》

(1971)項下的文字作品加以保妒。" 219 可能F生的何題是z 既然根揖《伯示尼公釣》第2奈第(1)款，文學或
重朮作品“不~其表現形式或方式如何"均受到保妒，克什么逛一規定要提到計算机程序的形式一一源代碼

和目樟代呵?原因似乎是，:11了排除某些投有根掘的現慮而必須送祥做:遠些現店主人舟，只有源代時形式

的汁算机程序才能作方文學作品受到版校保妒，而自粽代碼形式的程序由于具有宴用目的而不受保妒(述一

立場之所以錯漠，不但因方《伯力吉尼企釣》一敢不准許仗仗由于作品造合于安用目的而特它們排除在版杖

保妒蒞圍之外，而且因方述一立場忽略了程序可以拭目棕代問反繡擇成源代間)。

CT-4.9. <<伯加尼告釣》中只有一奈規定采用了“文掌作品"而不是“文掌和草木作品"遠一木唔，即合釣失

于文掌作品的合卉朗誦(和向合成持播送耕作品的朗滴)的第11奈之三。但直意浪到，逛一規定勻汁算机程序

投有美系，因~它們几乎不能朗誦。那么TRIPSt1}定的述一規定方什么起要提到文學作品呢?其意園看素是

方了持除精汁算机程序祖同安用草木作品的可能性(述一度成方某些圍內法基于述神程序也是座用于安用

目的的作品述一現品市果用的一科技朮)0 (遠里提醒一成 z 根揖《伯力吉尼企釣》第2奈第(7)款和第7奈第(4)

款，安用盡朮作品的最短保妒期限短于一般保妒期限，而且財遠獎作品的保妒可以取抉于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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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4.10. WCT第4奈闡明汁算机程序“作方《伯示尼合釣》第2象意31..下的文掌作品受到保妒，'，逛一闡述

基本上沿用了TRIPS協定第10奈第1款。但后者并未桂宜地游汁算机程序作方文學作品受到保妒，而是規定

它們座作方述獎作品受到保妒。 JAWCT諦釣方和WTO成員的各自文勢的角度看，遠神戶生差昇的行文似乎

井不涉及任何宴~性區別。但依照WCT第4奈，在某科程度上有-ß_迪是明嘯的z 勻《伯jJ\尼合釣》的現有

學款相比，并未增加任何新文勢:汁算机程序符合《伯均可尼企釣》第2奈規定的文掌(和乞求)作品的概盒，

JA而必須作方逗笑作品享有保妒。

CT-4.1 1. 上面就TRIPS協定第10奈第1款使用“作方........文字作品"逛一朮唔，付拾了汁算机程序作方述獎

作品受到保拼的會文。既然WCT第4奈的逛一內容取自法款規定，里然其會又在遠里也是相同的。但可能提

出的問題是，圍內法是否只有特計算机程序列方“文掌作品"的一↑狀厲科英才和WCT(以及和四IPS協定)

一致。逛一肉趣的答案做乎座是否定的。重要的是汁算机程序的保妒水平絕不能低于《伯示尼企釣》就一

般文掌和草木作品的保妒所規定的水平(“一般"意昧著不准吽特汁算机程序視同《伯示尼兮的》准吽降他一

般規定的保妒水平的特殊科吏的作品，情如視同安用盡朮作品)。息管如此，格計算机程序列方文學作品的

一+紙屑神美注是更通過一些。(述井不意昧著不准許周內法中包含有美汁算机程序的特殊規定。正如上面

所提到的，有若干例子表明， i主科特殊規范盎然必須勻《伯起尼告釣》的一般余款保持一致，息管它們具

有特殊性。)

CT-4.12. 美于第4奈的故定青明主要是座一些投展中回家的代表國要求通泣的，它們希望明碼第4奈規定

的計算机程序保妒的遁用范固和TRIPS~定 10奈第 1款的規定相比并未友生斐化(尤其是并未伊大)。由于

四IPS協定第1。每第1款和WCT第4奈的釣文不完全一祥，遠祥做被主人均是必要的。前者提到“汁算机程序，
不治具有源代碼迪是目綜代喝形式~，;后者是說“汁算机程序........元拾其衰遠方式或衰速形式如何九后者的

釣文似乎更均造宜，因方遠是符合《伯均可尼企釣》第2奈第(1)款的一神釣文f‘三毛拾其表述方式或表述形式如

何"逛一表述逐字照搬了i宴款規定)。考慮到財源代碼和目棕代碼加以分養的做法特未可能迂肘，它也似乎更

方遁宜。

CT-4.13. 如果后一神可能性安現(即如果一些不能基于源代碼和目括代碼二分法來描述其特征的新形式的

計算机程序井生)，可能有人要何能否訊方放定青明仍然正桶，因均可能有人要向WCT第4象是否鴨寞和

TRIPS~定第10奈第1款“相同九但看未即使考慮到遠祥一科炭展，說定F哲明提到“相同"收審也仍然是正嘯

的。之所以如此，存在以下的原因 z 盤于《伯想尼合釣》第2奈第(1)款已規定作品的表現方式及形式并不相

干，因而提到汁算机程序的表現方式及形式厲于贅述，察隊上也是不必要的。在TRIPS協定通述之時， ì亥協

定第10象第1款提到的兩+神美一一源代碼和目;梅代再一一曾涵蓋了(現在似乎仍然涵蓋)任何形式或方式的

計算机程序。假設一些新戶品或新形志被私方仍然符合除述兩耕代周格式外的“汁算机程序"概念，第10奈

第1款就仍然遁用于它們，首先因方法款所表述的意因是使其蒞園延伸至所有神獎的計算机程序，其改因方
《伯力支尼企釣》要求版杖保妒必須延伸至“元始其表述方式或表述形式如何"的任何作品(逛一要求不但依照

其第9奈第1款納入協定，而且在第10奈第2款中提及)。

CT-4.14. 故定青明中逐提到WCT第2祟。其原因在美于改奈的現明中作了吋槍。

第 5 各

[數搔/I:.搗(教誨正的 1

教揖或其它實料的前二輛，5f槍果用任何形式，只要由于其內容的遍擇或持列樹成智力創作，其本身即受到

保妒.連科保妒不延及數揖或實科本身，亦不損害在編中的教揖或實料已存在的任何版根，

美于第 5 祟的故定jØ明z 按第 2盔的解釋，依本各釣第 5*規定的教揖紅編(數揖庫)保t戶的蒞園，每《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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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企釣》第 2奈的規定一致，井勾 TRIPS協定的有美規定相同.

芽各工作和r虹rps替定的影鳴

CT-5. 1. 在避行裝的草案(后來成方WC叮起草工作的寺家委員全中，形成了相豈普遍的一致意見:草鈍數

措或其它不受保妒的資料的征集鹿像丈掌和乞求作品的征集一祥受到版杖保妒，只要在教揖或其它資料的

過捧或編排上具有原創性。對肘令人方，作品的在編己根揖《伯%;\尼企釣》第2奈第(5)款受到保妒，送些因內

容的進捧或編排而具有原倒性的教掘或其它不受保妒的質料的在編也座像第2奈第(1)款規定的文掌或吉朮

作品一祥受到保妒(注款財受保妒的作品作了非祥息的列卒，依照i宴款，文掌和主朮領域內的一切具有原創

性的成果均座受到保妒)。

CT-5.2. TRIPS協定于1994年4月通泣，它封寺家委員金避一步吋治教攝庫保妒問題的方式戶生了影吶。
方官IPS協定通道之后委員告第一改金故准各的工作文件提到枷定第10奈第2款規定，而且勻i哀款保持一致，

工作文件提坎特相岡耕獎的規定納入起草中的奈鈞。

CT-5.3. TRIPS枷定第10奈第2款作了如下規定:“教揖或其它資料的正編，元始机器可最起是其它形式，
只要由于財其內容的進取或編排而拘成智力創作，即座作方智力創作加以保妒。最保妒不得延伸至數揖或

龔料本身，并不得損害存在于教掘或實料本身的任何版杖。"需要指出，述一規定既涵蓋《伯示尼企釣》第

2奈第(5)款提到的作品的征集，也涉及某些數揖或其它不受保妒的實料的~[輔，它們“由于財其內容的遁擇
或編排而拘成智力創作"(即出于達科原因而具有原創性，因而息管未被告釣第2奈第(5)款所涵蓋，但被扎克

座根揖按奈第(1)款的規定享有保妒)。由于《伯均可尼公釣》第2奈第(5)款己通迂協定第9奈第1歡而納入檳榔
定(遵守企釣第2奈第(5)款規定即成方一神文各)，遠里安廊上納入一項失于上述族叉的教揖庫版杖保拼的解
釋性規定就瞥了。盎然，按協定設有按逛一假設作出規定也并不引友任何安廣性伺題，只不迂早致戶生一

些贅吉而已。

CT-5 .4. <<伯均可尼公釣》第2奈第(5)款和放IPS協定第10奈第2款的行文稍有區別。前者提到內容的“造擇

和編排"，基于達科行方， tc集可以相成智力創作:而后者在述一方面提到“進擇或編排"。但正如上面就《伯

示尼合釣》第2奈第(5)款所i寸治的，大体上說，遠并不意昧著兩者之間的任何區別，因均在《伯示尼公釣》
的行文中，“和"字具有“和(或)"現重會文。

CT-5 .5. TRIPS掛定第10余第2款規定的封在繡的保妒(以及《伯均可尼企釣》第2奈第(5)款規定的封在集的
保妒)仗延及固其內容的造捧或編排而具有原創性(}A而屑于“智力創作")的在編(或征集)。遠意昧著締釣方投

有足各按送些象款就非原創性教揖庫規定那神在歐共件教揖庫指令中規定的特殊制度。 220 在1996年日內瓦

外交合披上所提交的除了WCT草案勻WPPT草案外，迋有失于遠祥一科特殊保妒的第三+奈釣的草案。 221 但
它寞時上未被吋尬。金波通述了一項失于考慮起草述祥一神可能錯錯的各鉤的建坡有。 222 息管如此，到目

前方止， WIPO版杖及相美杖常設委員舍的靠各工作在述一方面起投有戶生具体結果。

CT-5.6. TRIPS協定第10奈第2款第二句作出兩+重要的澄清。第一，它闡明財~[繡的保妒不損害其內容

中任何成分的已有版杖(即述些成分鐘縷享有狙立于tc編所受保拼的版杖保妒)。遠勻《伯示尼企釣》第2奈
第(5)款是一致的， ì車款同祥規定，滑征集的保妒“不損害紅編肉每一作品的版校的保妒九第二，第二旬明

碼闡述，倍于~[繡的保妒不延及在編內包含的教攝或實料。就是說，如果它們不受版杖保妒，它們本身并

不但15l.因方包含在受版杖保伊的紅繡中而在得版杖保妒。

WCT第3奈~. TRlPS接定第10余第2款所作澄清的修改鼠

CT-5.7. 在WCT的第各工作期間，應管也吋捨述其它一些各進方案，但最聽外交金說贊成通道四IPS枷
定的的文。其原因勻美于汁算机程序的版杖保妒的澄清情況相同 z 遠是一令詮仔姻談判后戶生的釣文，而

且某些代表國強烈希望明萌WCT的相座奈款不舍早致戶生一神不同的法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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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5.8. 息管如此，第5奈的奈文和四IPS協定第10奈第2款的奈文仍不完全相同。其中區別之一是后者提
到充捨“机器可瑋迪是其它形式"的~編，而前者則采用了比較一般的朮培“東用任何形式"。但宴獻上，述似

乎是指~[繡的相同涵蓋范圍。事安也是如此，因:JiJ元治“机器可悽迋是其它形式"也指机器可淒形式加上其

它任何形式，它們加在一起不可能是指“采用任何形式"以外的任何形式。(需要指出，察隊上TRIPS掛定的

的文明硝提到机器可淒形式是一神有益的澄清，幸遠的是遠神禮清在WCT的上下文中未被丟弄。由于外交

金說按TRIPS協定第10奈第2款涵蓋的相同范圍遁用WCT第5奈的意囡十分清楚，而且通垃失于WCT的故定
再明明萌衰挂出來，逛一澄清在造用WCT肘也具有重要意火。)

CT-5.9. 兩+規定之間的第二小區別是， WCT第5奈徑直地宜林它所提到的在集受到保妒，而TRIPS協定

第10奈第2款像美于汁算机程序的第10奈第1款一祥，采用了“座"逛一措醉。其才于述一區別，同祥可以通用
美于汁算机程序的i寸捨:就WCT婦釣方和WTO成員的各自文勞而言，述一加以區分的行文并不意昧著任何

宴盾性差昇。但根揖WCT第5奈，有~#.更方清晰z 勻《伯力之尼企釣》的現有余款相比，并未增加任何新文

努。

第 6 各

[支行款 1

(1) 文學和草木作品的作者座享有授扭過垃墉售或其它所有扭轉吐形式向企余提供其作品原件或軍
制品的寺有根.

(2) 財于在作品的原件或畫制品握作者授根擻首吹備售或其它所有扭轉吐之后遁用本學第(1)款中杖

利的用思所依攝的各件(如有此科舉件)，本各鉤的任何內容均不得影晴蟬釣各方碗定議各件的自

由.

美于第 6 和 7 祟的故定F哲明 E 最商學中的用潛“畫制品"和“原件和宣制品"，受讀商象中盟主行校和出租根的

釣束，寺指可作均有形鞠晶扭放就遁的固定的i{制品.

CT-6. 1. 正如在下面美于第8奈的說明中i寸拾的，友行板是方遁用于交互性持輸而作方“各追根利"之一提

出的。由于在WCT中，美于遠神杖利的阿題放在第8奈(美于向企余倩播的杖利)中赴理，因而又才述神倩輸可

能基于“且括解抉方案"(也在按每中作了概述)造用友行校的伺題，也就放在美于法奈的說明中吋槍。

CT-6.2. 前面失于《伯示尼企釣》第14奈的說明指出，那神陋室E制品的首吹銷售而用厚的首吹鼓行杖(WCT

第6奈中作了規定)也可以此隻制校中推演出朱:因而在《伯示尼企釣》中，不但就屯影作品承說了述一根

利(第14奈和第14奈之二封述獎作品有明硝規定)，而且就其它神獎的作品默主人了述一根利，似乎并非一科毫

充道理的做法。息管如此，在靠各工作期間“默說說"并未得到全体一致的支持，所以WCT也明萌承弘達一(首

坎)友行校足是有意文的。

CT-6.3. 美于投行校的真正准題是它隨隻制品的首吹舖售而用息，尤其是述神用尿的地域效果。在WCT

的第各工作期間，曾斌圍世法承弘一神圍內(或地區)效果，其必然的結果是承試一神道口;杖，并由此提升了

重制枝的份值。但這些書斌失敗了，而用恩(連同其地域效果)何趣正如第6奈第(2)款所規定的，被完全留交

圍內法自行解抉。

CT-6.4. 封失于第6奈(和第7奈)的故定南明需要作出造盟的解釋。第一，座該說方它并不延及貫制杖。

它也不可能延及那一根利，因方同祥承試制作充形寞制品(特別在屯子存儲器內)屑于隻制行均是WCT(以及

四IPS協定和《伯$尼公釣)) )規定的一耕火各。第三，故定青明仗仗指出最低保妒水平。而最低文勢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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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投行杖延伸至提供有形踅制品。 JA最低文勢的性廣可以得知， WCT并未設置任何障磚來防止特杖利的造

用延伸至超出它所規定的范間和水平。遠意味若有可能特友行杖延伸至適垃倩輸以軍制方式裝施的投行，

以及按在下面美于第8裊的說明中i寸槍的“拉括解抉方案"遁用途一更方尸泛的友行杖。

黨 7*
[出租叔]

(1) 。 汁算机程序:

(組) 屯影作品z 和

(的接轉釣各方圍內法的規定，以最音制品伴現的作品的作者，鹿享有授根符其作品的原件或

軍制品向企余避行兩並性出租的考有根.

(2) 本各第(1)數不得遁用于z

(i) 程序本身并非出租主要財象的汁算机程序:和

(的 屯，但作品，除非此神藺草k性出租己學致財此耕作品的尸涯畫制， JA而F重地損害了軍制寺

有杖，

(3) 恩曾有本學第(1)載的規定，任何蟬的方如在1994年4月的自己有且現仍察行作者出租其以最音制
晶体現的作晶的重制品蓋起得合理撤酬的制度，只要以汞音制品伴現的作品的爾並性出租設有引

起>>t作者隻制寺有根的戶重損害，即可保闡述一制度.

美于第 6和 7 祟的故定JIf明: i妻兩象中的用悟“重豆制品"和“原件和軍制晶"，受最商象中~行棍和出租校的

釣束，寺指可作均有形物晶投放疏通的固定的軍制品.

美于第 7祟的故定實明z 不言而喻，第 7學第(1)款規定的又勢不要求縛釣方財依照旗輔釣方法律未授予其

>>t最音制品根利的作者規定商並性出租的考有根.遠-J(各虛設理解均勻 TRIPS協定第 14*第(4)數相一

致.

WCT美于自租軾的第7奈~. n虹rps棒定相庄奈款的修改鼠

CT-7.1. <<伯加尼公釣》中設有任何美于出租校的象款。因而， WCT第7奈規定的有失逛一根利的文努超出

了企釣規定的最低保妒水平。它是沿用油1PS協定有美奈款的那些規定中的一祟。

CT-7.2. 在烏拉圭回合談判期間，也租枝的保妒蒞固和奈件~已故妥，其結果是在四IPS協定中納入一套相

三古董祟的規則。正如前面早吉中所i寸拾的，在WCT勻WPPT的簿各工作期間，作方一科指辱原則而通泣的

一項共棋是:在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框架內垃成的任何枷放均不予改劫。 223 因此，息管外交金說斌圍世法承

令人一神延伸至所有神獎的作品的一般出租杖，述些當斌最龔并未成功，而在非正式確商期間被接受的是z

兩+新裝釣規定的出租根的保妒范圍和象件血和四IPS協定有美奈款所規定的相同。

CT-7.3. 依照法枷定，作方一耕最純文勢，出租杖封作品的涵蓋蒞間延伸至TRIPS掛定中的相同科笑: (一)

汁算机程序(田IPS協定第11奈第一甸、 WCT第7奈第(1)款(i)); (二)咆影作品(TRIPS協定第11奈第一句、 WCT
第7奈第(1)款(ii)); (三)“按.......園內怯的規定，以是音制品体現的作品"(四IPS枷定第14奈第4款第一句、WCT

第7奈第(1)款。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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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7.4.美于所有達三槳， WCT均作了勻TRIPS協定所作的美于某些限制和裝件的相同規定。就汁算机程

序而吉，在它不相成主要出租物的情況下，授予出租叔的文勢也不通用(四IPS協定第11奈第三甸、 WCT第7
奈第(2)款(i))。計算机程序被安裝在常常租用的汽車、 1机和各科机器中。里然，在追神情況下，計算机程

序井非主要的出租物，如果堅持說方除了叮立汽車租質合同外，使用者注座男向裝入汽車的計算机程序的

版校所有人靖求(基于逛一出租校的)授杖，那格是一神荒謬的說法。(但需要指出，述一側外不遁用于計算

机程序已上伶至机內的計算机的出租。在這神情況下，計算机程序并非一台隻眾机器中的一+草鈍組成部

分，而且由于接程序的功能正是操作汁算机，因而不能說法程序并非主要的出租物。)

CT-7.5. 屯影作品的出租杖受到更加F格的限制，因方就逗笑作品而吉，出租杖只有在商~性出租己辱致

遠獎作品的尸泛隻制，以致F重損害了寺有靈制校的情阻下才通用(TRIPS協定第11奈第二甸、 WCT第7奈第

(2)款(ii))。但至少有兩令重要理由可以就造用途一例外的合理性提出疑何。第一，且然“私人畫制"形式的尸
泛宣制可能是出租述獎作品的吹要錯果，但仍可通垃遁用一神基于重制設各和材料的梢售“稅款"的荻得撮

酬杖(在若干因家胡安存在)，更遁量地考慮“私人宣制九有充分理由訊方，只要“私人宣制"斐得十分尸泛，
以致不合理地損害了杖利所有人的合法利益，依照《伯示尼企釣》第9學第(2)款至少就有文努通迢迢虫的法

律手段特損書藏小到合理限度，而掘酬制度就是遠祥一神手段。通述出租杖未解快速一伺題似乎遲不移(由

于不同來源可能被用于“私人宣制"，就更是如此，其中通迂接收尸攜帶目的畫制就是一神十分重要的來源)。

更造過的做法似乎是在愛制杖貶值的情況下，采取保障措施來維妒其俯值。第二，遲座考慮到，出租可以

是利用途獎作品的一神重要的草狙形式，如果設有組立于宣制杖而存在的出租杖，也可能在沒有尸泛隻制

的情況下降做隻制板和友行根等某些持統杖利(井岡接降伯合卉表演校和向企余持播的根利)的份值。之所以

如此，是因方租用屯影拷貝現看的人通常不合胸要屯影拷貝，也不舍去屯影院:XJe看法也影(安廠長上也几乎不

舍仗方再故現看而利用租來的拷貝制作男一寞制品:而一般的聞~放像机本身是不帶隻制改各的)。因此，

就屯影和其它視昕作品硝令人一神勾述神“損害噓噓"完美的出租杖，看未才是真正遁宜的解袂方案。

CT-7.6. 封涉及是音制品的出租校的限制甚至規定得更方隻素。述一規定是在WCT第7奈第(3)款中作出的。

在TRIPs"f9}定第14奈第4款第二句中，宰你上可以見到相同的各款:“如在1994年4月 15 日，一成員在是音制

品的出租方面已安施向校利持有人告平付酬的制度，則可維持法制度，只要是音制品的商~性出租不妨杖

利持有人的寺有重制杖造成宴盾性減損。"述一規定是座日本的要求而鋪入四IPS枷定的(日本就有述祥一料

制度)，而且勻封按協定的有失規蒞的其它所有要景一祥，這一規定也是在未作任何安康性改功的情況下承

裴而來的。逛商款奈文的宴廣內容板其相似，以致WCT的象文指出了TRIPS掛定中的相同日期，息管它是

TRIPs"f9}定通述的日期。述一規定中注包含一神“損害拉疆"。逛一撞撞看來在一定程度上更jJ造宜，因方它

不是勻出租的是音制品的軍制相互是系，而是勻一般寞制杖受到的損害相朕系。遠是一小重要的區別，因方

正如上面所付拾的，出租行均可能在出租期間不銓寞制的情況下即封不同校利造成損害(貶損其骨值和降低

其可遁用性)。

CT-7.7. 不啥是TRIPS枷定起是WCT(或WPPT)，均未界定“出租"或“商~，性出租九 WPPT草案第2奈(f)中尪
是有遠祥一+“出手里"的定文z “最音制品的‘出租，系指在有限期間有倍特移滑景音制品的靈制品的占有。"迫

做乎是一+被「泛接受的“出租"概念。美于逛一奈款草案的詮釋也闡明，它并不延伸至“公卉出借"(TRIPS
協定或兩+奈釣均未涉及的一科行舟，依照說明，它是指在非曹利性交易中在有限期間去信特移財物的占

有)。但在外交金坡上，最龔尪是通述了祖IPs"f9}定的有美各款稍銓改功而形成的版本，其中“出租"一向之

前使用了“商~性"逛一形容筒，而基于達一鼠，即使設有草拙的定文，“出租"所表述的意思也被說方足略清

楚了(尤其是不必再划分“出租"和“出借"的界限)。

CT-7.8. 就第6奈和第7奈通泣的美于在通用友行校和出租杖迂程中的“重制品"概念的故定青明，在上面美

于第6祟的說明(尤其是CT-6.4.一段)中己作i寸洽。

“按錄為各方圈內主色的規定，以柔膏IÞI品体現的作品"的含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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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7.9.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根措外交含混的意圈， WCT第7奈規定的文努被說克和TRIPS掛定有失奈款規
定的完全相同。但在造用遠一原則吋戶生了一+相過棘手的問題。之所以如此是出于以下的原因。息管TRIPS
協定美于汁算机程序和咆影作品的出租校的規定十分清楚，但i車枷定美于是音制品的第14奈第4款規定卸引

出了一些解釋伺題。 i宴款奈文曾被以兩神完全不同的方式作了解釋。送些伺趣的根源是，且然法款就其它
可能的受益人明碗提到最音制品制作者，它部佼佼果用了一般表述“成員法律喃定的是音制品的任何其它根

利持有人"。因此，象釣中納入美于作者和表演者(其才分別体現其作品和表演的汞音制品)的出租枝的規定，

不可避兔地要求封頂IPS協定的有美各款作出解釋。外交金說設法特TRIPS協定第14奈第4款中多少有些含

瀉的行文以思可能完捕的方式改有成WCT(以及WPPT)的規定，同吋汪道述了一令說定再明，其依謂是封

頂IPS協定第14奈第4款(此而也是財WCT及WPPT的新規定)作出的兩神相互沖突的解釋中的一神。

CT-7.10. 封四IPStJJ.定第 14奈第4款可能作出的兩神解釋中的一神，例如在WIPO的研究掘告《四IPS協定

財WIPO管理的祟的可能戶生的影吶》中以下面的方式作了闡述:“如上所述，依照第11奈，就汁算机程序
而言，成員有文努授予作者及其杖利鑑承人授杖或禁止特其享有版校的作品的原件或軍制品向公余避行商

~性出租的根利。述~:x.努座以是音制品制作者均杖利持有人比照遁用于是音制品。至于是音制品的其它

可能的根利持有人(堵車日其表演被是制成最音制品的表演者，以及其作品的表演被是制成最音制品的作者)，

‘成貝法律萌定的是音制品的任何其它杖利持有人，迫神措向表明，成員可自行萌定法根利延及或不延及那些

其它根利持有人。，，224 基于短培“成員法律硝定的"~生的述一含混行文使得作出遠祥一科解釋成均可能，逛
一短培可以理解方“屑于成員立法的蒞園"的同文悟。

CT-7.1 1. 另一神可能的解釋是基于一神拾府作出的，即作者享有寺有杖(且然就音示作品而吉，它可能因

強制件可而受到限制)未授杖持其作品納入最音制品(衰演者可享有美似杖利)，而遠神杖利使作者(和表演者)

成均是音制品的有美杖利持有人。隨述一捨証E~生的何題(除了上面討拾的含混表述“成員法律喃定的")是:

逛一規定涉及的是最音制品的根利，而不是景音制品以及堵如任何受保妒的作品和(或)表演或以最音制品体

現的其它任何受保妒的資料的杖利。上面提到的第一神解釋的提倡者可能(而且也嘯宴)指出，是音制品的p

格意文上的根利所有人是最音制品制作者，而其它杖利所有人的根利客体不是汞音制品而是以法是音制品

体現的作品和表演。

CT-7.12.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依照外交金說適述的原則(即不封回IPS枷定的已銓梭耍的各款作任何改

劫)，逐有一+意園是:以息可能不加斐更的方式特TRIPS協定第14奈第4款的含混釣文改有成WCT第7祟。

其結果是每釣第7奈第(1)款(iü)果用了以下的表述:“按婦釣各方圍內法的規定，以是音制品体現的作

品........九但在新的上下文中(狀是音制品的杖利中分高出來)，述一規定似乎斐得更加含混。

CT-7.13. 既然意圈是使按規定保持和在四IPS枷定中相同的會叉，基本上啡，逛一意圈也許同祥捨按規

定帶束了不同解釋的可能性。但在非正式種商期間，若干代表團提到上面引述的WIPO的研究擺告，井里持

主人均座在WCT及WPPT的上下文中采用最研究掘告中包含的限制性解釋。逛一情況是由于上面引述的美于

第7奈的第二↑說定青明的通垃而友生的。根揖逛一說定再明，“第7奈第(1)款規定的文勞不要求蜻釣方財依
照演締釣方法律未授予其封是音制品杖利的作者規定商~性出租的寺有杖。"迫察院長上具有}Á上面引述的

W四0的研究擺告中那殷文字推演出的相同會文:滑于就是音制品授予的出租杖，“[蜻釣方]可以自行萌

定是否延及"是音制品制作者以外的根利所有人(如作者)。

CT-7.14. 說定F哲明起閻明，它所作出的解釋“勻TRIPStJJ.定第 14奈第4款相一致九如同前面專吉中所提到

的， 225 述似乎是封頂IPS協定的一神間接解釋，它可能給WTO有美机拘解釋第14奈第4款帶未一些特殊

伺題。這些机拘似乎投有文努接受WIPO外交金說通泣的解釋:但勻此同肘，考慮到相~多的WTO成員參

持了它的一致通垃(原管在WTO以外的治括)，它們又很准忽略逛一解釋。

第 8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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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正足持播的叔利]

在不損害《伯克R尼舍的》第11奈第(1)數第(刮目、第11拳之二第(1)數第(i)和(的目、第11拳之三第(1)數第(的
目、第14各第(1)數第(刮目和第14奈之二第(1)載的規定的情況下，文學和重朮作品的作者塵享有寺有枚，以

授根持其作品以有輯或五輯方式向企余倩擂，包括持其作晶向全余提供，使企余中的成員在其+人造定的

地店和肘間可裝得進些作品.

美于第8蠱的故定實明z 不言而喻，但仗均促$.或遊行榜播提棋賽.設施不致拘戚本各釣或《伯克R尼企鉤》

章又下的持播.井且，第8象中的任何內容均不得理解渴阻止錯釣方遁用第11奈之二第(2)數.

美于這用于交互性持翰的款利的辯始;“忌括解農方案"的戶生

CT-8. 1. 在WCT和WPPT的靠各工作迂程中，形成的一致意見是:特作品和相美杖客体納入互朕岡及未朱

可能出現的美似阿緒，以及通迂迫科岡梅河它們過行榜輸，座受作者授校的寺有根控制。盡肘起有一神相

三吉普遍的愿望是特現有規蒞迢用于送一新現象(因方對肘基于送些規蒞，已出現硝定的慣例，長期合同美系

已有基醋，等等)。

CT-8.2. ~考慮持現有枝利遁用于交互性恃輸肘，不得不看到，交互性數字恃輸多少使兩獎持鏡的、明哺

分高的根利一一句隻制品有夫的根利和勻隻制品完美的杖利一一的界限斐得模糊了。 226

CT-8.3. 交互性數字持輸以兩神方式使述兩獎杖利混淆起來。第一神，受保妒的龔料在交互性岡絡中的商

~性散播叮能而且肯定金因技朮措施的座用而盟主生，連科技朮措施使公余成貝偎在符合某些奈件肘才能坊

向和使用遠神貫料。述祥，安隊的使用范圍未必在提供作品或相美杖客件之肘由宴施“提供"行方的↑人或

法人自己磷定。正是特定的合余成員可以通垃勻系統的虛拙談判而坊何和使用受保妒的資料，并可以逼迫

述一系鏡造捍逛一使用特是“延遲的"(基于裝得的暫肘隻制品)運是直接的(如數揖庫的在鏡調查、活劫圈像

的在接班看、音昂的在鏡欣賞)。第三神，隨著數宇持翰的戶生，一些提供作品和相失杖客体的混合形式也

出現了，它們突破了勾畫制品有美的杖利和勾畫制品完美的杖利之間的既定界限(對荻得一寞制品肘，它也

在適迂屯于脈沖恃輸;~在錢使用受保妒的贊料肘，即使是安肘使用，它也涉及制作畫制品，至少是暫吋

隻制品)。

CT-8.4. 由于交互性持輸的性盾，几乎不合令人慷呀，美于造用現有根利來控制遠神倩輸的伺題，各固井

不主人均它們必須財勾畫制品有夫的根利和勻寞制品元美的根利作出相同的進擇。有兩科主要的趨勢出現:

一科設法特美于友行校的解抉方案作方基石出:另一神傾向于通用某科一般的向公余持播的根利。各圖進揮

各科解抉方案并非但仗以一些理治方依掘。其立場在根大程度上取抉于現行圍內法(現有根利、受益人和杖

利范圍)、憤倒成規和基于遠些法律取得的地位， h人而也取抉于受到影喃的有美固家利益。

CT-8丘 吉團隊版杖界面l協商科基本各遞方案(造用友行板和遁用向企余待播的根利)日漸明星肘，很快得

到承言人的是，通垃迋些各造方案并不那么容易，它x疑不是一件仗需要作出筒草抉定之后其余一切就金自

功安排妥貴的事情。

CT-8.6. 首先，但乎不大可能不加閻明地直接通用友行和向企余持播的持鏡概念。就友行而吉，在很多園

家，它的概念勻財戶的特移和(或)有形隻制品的古有密切相失。因而，如果准各遁用友行杖，就必須接受和

閻明，友行的概念也涵蓋那神通迂待輸以軍制方式避行的投行(即在接收汁算机及(或)其龔端中過迂屯于信

寺的持輸，以制作畫制品的方式提供述些畫制品)。至于向企余持播的杖利的概念，也需要作出獎似澄清。

需要接受和闡明的是，述一概愈不仗延伸至“持播者"本人宴施的行方(述神行1-JF生的結果是:向企余察隊

提供作品或相美杖客体，而告余成員所需要傲的只是清如打卉必要的接牧設各)，而且延伸至仗拘成使作品

可被全余裝得的行舟，在安施述耕行洶的情況下，合余成員仍需要使系鏡特作品安隊提供蛤他們。美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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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概念一一碗切地啡，美于座被主人均持“向企余"提供(特成均可“被全余"裝得)的內容一一述需要避一步

闡明。必須明嘯的是，清求性恃輸也涵蓋在內。

CT-8.7. 其狀，就固廠長規范而盲，上述澄清的嫌不唔，因方《伯示尼合約》并未就所有神獎的作品而是仗

就屯影作品(見第14奈第(1)款(i)和第14奈之二第(1)款)規定了友行杖，而且息管向企余恃播的杖利(見第11奈

第(1)款(ii)、第11奈之二第(1)款、第11奈之三第(1)款(ii)、第14奈第(1)款(ii)和第 14奈之三第(1)款)的涵蓋蒞
園比較尸泛，但它仍未延伸至所有形式、所有神撓的作品。 :k了使上述任何一耕解抉方案戶生作用，必須

郵朴園時規范中的缺漏:使所涉及的杖利的涵蓋蒞園趨于完整。

CT-8.8. 再吹(述看來在很長肘間都是最困堆的阿題)，己主人調到的是，如果不准i午在因家居面上作出任何

替代性越擇，各固特很准佼佼M.逛商神基本“各追根利"中造捧一神。

CT-8.9. 盤于存在送些問題，一神妥協的解決方案制訂出來，它包含以下的成分: (一)座以一神模糊方式
描述交互性倩翰行方，避免作明嘯的法律特征描述(倒如，方便告余成民族得而以有錢或元錢方式向企余提

供作品); (三)述祥一神描述不直是特有技朮性的，同肘它座附帶闡明，虫企余成員可以在他們自由造擇的

吋悶和地正是裝得某一作品或相美杖客体肘，也座主人均它被“向企余"提棋，達科描述座在述一意文上表現出
數字恃輸的交互性; (三)在寺有校的法律特征描述(即封准各遁用的根利的安縣造擇)方面，庄捨圍內立法留

有充分的自由; (四)座肘《伯加尼合釣》在有美的根利(向全余伶播的杖利和友行板)方面的缺漏加以5$朴。

遠一解抉方案都方“且括解抉方案，'，它作均有失交互性恃輸的規定的基咄由外交金說適泣。

“忌括解是方案"在~WCT第8奈中的這周

CT-8.10. 在WCT第8象中，“且括解抉方案"是以一神秘特的方式通用的。由于傾向于特向合成持播的杖利

作方一科基本進擇的周家數量較多，象釣首先特向全余持播的杖利的造用延伸至所有神獎的作品，然后陶

明i衷杖利同祥涵蓋以不帶法律特征描述的方式來描述的交互系統中的偉輸z “包括特.......作品向全余提棋，

使公余中的成員在其+人造定的地府和吋間可我得注些作品。"但作方第三步嘿，對述一規定在第一主要委

員金吋拾肘，有一神說法提出(而且投有任何代表國表示反肘):蜻釣方可以自行萌定同祥通社遁用一科除向

公裁措播的根利以外的其它根利，或通迂合井不同的根利，未履行授予件可述科“向企余提供"的寺有杖的

文勢，只要追科“提供"行均被一科寺有根(附帶造豈的倒外)完全控制。 227 三自然，就“其它"杖利而盲，首先指

的是友行杖，但一般的向企余提哄的根利也可以是遠祥一神“其它"杖利。

CT-8.1 1. 上述美于可能進擇的安施第8奈的方式的說法看朱令人信服，遠不但因:k它設有被任何參加外交

金誠的代表囝反滑，而且因方它符合《伯示尼公的》成員圍在遁用合釣授予的各科杖利方面所采用的一+

以往慣例一一圍內法封某一杖利的法律特征描述往往勻告釣不同(逛一慣例勻《伯忽尼公釣》的兼容性M.未

遭到廣提)。例如在某些固家，合卉表演叔不仗控制在《伯均可尼仕的》的有失余款中被赫方作品的合卉表演

的那些行角，而且包括依照《伯承尼企釣》而扁于草狙一+科獎的尸播校和向公余持播的杖利。在其它因

家，向全余待攝的根利是一科包括所有上述三科技利的綜合杖利。在另外一些固家，尸播杖則同祥控制有

錢方式的向企余持捕。由于采用“且括解抉方案，'，互不相同的法律特征描述可以越泣勾畫制品有美的根利

和勾畫制品充尖的根利之間的界限而相互融合，但述完全是隨著交互性數字倩翰的戶生而首吹出現揖合行

方的錯果。

CT-8.12. 重要的是強調一息，即滑行方的不同法律特征描述是否可以接受，取抉于就有失行方給予最低

水平保妒的火勢是否得到充分遵守。例如，如果特尸播杖延伸至按《伯示尼公釣》赫均以有錢方式向企余

伶播(“原始有錢哲目勻的行方，并引旺《伯均吉尼企釣》第11奈之二第(2)款准i午封尸播造用強制i午耳的事耍，

也封后一神行方遁用途神吽叮，就壘然金勻《伯怨尼企釣》友生沖突，因:k合釣不准i午封“原始有錢哲目"

通用述神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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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8.13. 就投行杖而吉， WCT也未妳朴《伯均可尼企釣》中存在的缺漏。祟的第6奈第(1)款規定了一神授
校以備售或其它特移所有根的方式向企余提供作品的原件或寞制品的寺有杖，即寺有友行杖。美于第6奈和

第7各(美于安行板和出租枚)的故定F哲明勻“且括解抉方案"体系中友行杖滑交互性數字倩翰的通用并不矛

盾，根掘i亥波定再明，“i衷兩奈中的用培‘主豆制品，和‘原件和靈制品'，受法兩象中友行根和出租板的釣束，寺

指可作均有形物品投放流通的固定的軍制品。"正如上面所付槍的，放定青明但仗指出最傀保妒水平，即最

低火勢是就提供有形隻制品授予一神友行杖。但WCT中設有什么象款妨磚持一科技利的通用延伸至超出祟

的規定的最低水平(在遠方面，也特皮行杖延伸至通迂倩輸以畫制方式避行的投行，井基于“且括解抉方案"

遁用途一迫接投行杖)。

承試一持不限于控制交互性持翰的向公~持播的f泛款利的技果;談定戶曉的第二句

CT-8.14. 第8奈在美于交互性情瑜的闡述(“包括"等)的前面包含兩+要素。第一+是財《伯示尼合釣》

中規定了不同形式(以有錢或元錢方式)的向企余持播的奈款一一第11奈第(1)款。。、第11奈之二第(1)款、第

11奈之三第(1)款(ii)、第14奈第(1)款(ii)和第14奈之二第(1)款一一避行一科草純的保障性引証。它闡明送些
奈款鐘韓遁用。需要指出，所有述些余款涵蓋了持撓的非交互性向企余恃播行方。其才于交互性情翰，不能

引証遁用《伯忽尼企釣》的述些規定，而座造用WCT第8奈。美于控制「播和相美行洶的根利的第11奈之二
延伸至所有神獎的作品，但公鉤的遠些象款的其它規定仗就某些形式、某些神獎的作品(第11學第(1)款(ii)
仗就表演形式的戒閥、音示劇和音原作品:第11奈之三第(1)款(ii)仗就朗誦形式的文學作品:第14奈第(1)

款(ii)和第14奈之二第(1)款但就屯影改編形式的作品和就屯影及其它視昕作品本身)授予了一科以有錢方式
向企余持播的根利。

CT-8.15. 第8奈奈文在美于交互性倩翰的闡述前面包含的第三+要素，是美于一般的向企余恃播(不治以
有錢或元錢方式注是通垃合并逛商神倩播方式呆過行)的根利的規定，逛一根利延伸至所有神獎的作品。通

道基于WCT第8祟的述一延伸，以有錢方式向企余恃播的根利封“特饒的"非交互性持輸以及財《伯承尼合釣》

第11奈第(1)款。。、第11奈之三第(1)款。。、第14奈第(1)載。。和第14奈之二第(1)款(ii)未涵蓋的那些神獎的作
品(如法增形式的音原作品、除朗誦形式外包括計算机程序在內的任何形式的文字作品、圓形作品、攝影作

品等)，也斐得普遍遁用了。

CT-8.16. 第8祟的第一部分默說了尸播是一科特殊形式的向公余持播(而不仗但是一神“投射")。因而，逛

一新裝款似乎胡說，在前面(美于《伯想尼合釣》第11奈之二的說明中)就E星直播提到的不同“掌氓"中，“持

播說"是比較造過的。

CT-8.17. 美于第8奈的故定戶明第二句(它裝廊上是一+草狙的青明，因方其主題不同于放定JS明第一甸
的主題)明喝了一鼠，即第8奈中投有任何規定阻止婦釣方遁用《伯均可尼企釣》第11奈之二第(2)款。正如就

按合鉤的安盾性奈款所i寸始的，第11奈之三第(2)款被解釋方准件還用非自愿許可。但祭文中有一+重要的

但桔z “但迫些每件的效力F格限于其才此作出規定的園家"。在耳星尸播的情況下，可言目常常是向其它固家

的全余持播(有肘是有明萌目棕)的，任何“奈件"在這些其它園家都特戶生影咱一一“效力弋述祥，任何非自
愿吽可都持“出口"。因此，在遠神情沮下，遁用非自愿吽可格和上述但有紙而和《伯均可尼合釣》、 TRIPS

掛定(通述其第9奈第1款)及WCT(通迂其第1奈第(4)款及第8奈)相沖突。

CT-8.18. 交互性倩輸不具有尸擠的特征(因方后者的概念以主功倩播者和被劫接收者均先抉奈件)，因而第

11奈之二不遁用于遠神行方。但如果由于新技朮的出現(如通述“同絡尸播"、“同步同播"、“流式持播"或其
它任何己有或未宋技朮的一些斐形)，友生任何一神可棍均被第11奈之二所涵蓋、遍及全球數字岡銬的非交
互性向合政持播，盤于它的全球影吶，上述“元出口"但有特充疑不准吽非自愿許可遁用于遠神持捕。

說定戶曉美于社位提棋棄物遲施的第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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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8.19. 如同上面所收眾的，美于第8奈的說定再明的第一句雪明 z “不盲而喻，但但:t.J促成或避行榜播

提棋宴物世施不致拘成本奈釣 [WCT] 或《伯均可尼企釣》意文下的特捕。"述一說定青明闡述了單而易見的

事寞，因:t.JJA來都很清楚:如果某人安施了一神并非《伯均可尼合釣)) (和相座的圍內法)規定的杖利所直接控
制的行舟，他封上述杖利所控制的達科行方就不承扭直接責任。按照具体情況，他的可能基于其它一些形

式的責任(如連帶責任或替代責任)而受到赴咽，遠是另一回事。責任何題是非常愛染的，申判某一特定案件

在各固都需要有極其尸泛的一套制定法和判例法方面的知棋。所以，美于知棋戶校的固跡象的不涉及遠科

責任何題，也是可以理解的和十分正碗的。 WCT沿裹了逛一蒞例仰PPT也是如此)。

CT-8.20. 基于1996年外交金坡的非正式談判期間友生的情況，十分清楚，被納入說定青明的第一句是互
戰岡服各提供者及屯信告司的非政府組旗集中游說的結果。它們希望在兩+奈鉤的釣文(或至少在一些改定

再明)中納入一些美于限制它們因其服努用戶侵杖而承扭的責任的保障性內容。在逛一成上它們并未成功，
真廊上，上面引述的故定高明沒有解抉責任何題，特別是它們主要清求在某些方面加以限制的那些形式的

責任一一連帶責任和(或)替代責任。

CT-8.21. 由于奈釣(尤其是上面引述的故定吉明)基本上不解抉責任問題，述些問題述且就不再贅述了。但

A履行奈釣第14奈規定的文努逛一角度看，肘i主神問題(限制服各提供者在某些情況下的責任的蒞固和裝件)

加以規蒞足是有意文的。因此，正是在下面失于述一奈的說明中提到某些勻述些問題有夫的原則。

第 9 盔
[接影作品的捧毛戶頭f/l. ) 

財于擾影作品，蟬的各方不得遁用《伯克R尼企釣》第7奈第(4)載的規定.

CT-9.1. <<伯示尼企釣》第7奈第(4)款規定了攝影作品的最短保妒期限一一“不座少于自故作品完成之后
算起的二十五年"一一它短于文掌和主朮作品一般遁用的最短期限。既然持除遁用第7奈第(4)款，締釣方就

有火勢通用美于保妒期限的一般規蒞。達意味看，財于作者+人一一遁用第7奈第(1)款(至少其與身加其死
亡后50年);滑于不具名或化名的攝影作品一一道用第7奈第(3)款(至少自故作品舍之于余之日起50年，但i宴
款規定丁美于計算50年期限的倒外)0 (原則上，合釣第7奈之二也有可能造用，但攝影作品由合作作者共同

創作的情況几乎不可能存在，至少十分罕見。)

CT-9.2. 需要指出， WCT第9象只是就攝影作品排除了《伯示尼合釣》第7奈第(4)款的遁用。第7奈第(4)
款就宴用盡朮作品規定了和攝影作品相間的較短保妒期限。滑于述些作品，也有可能根揖WCT遁用逛一較

短期限。宴用盡朮作品鑑縷受到特別肘特的原因是逗笑作品的宴用功能。也是出于同一原因， ((伯均可尼企

釣》第2奈第(7)款規定，除需要遵守第7奈第(4)款外，“規定其法律在何神程度上造用于安用盡朮作品以及工

~晶平面和立体設計，以及此耕作品和平面勻立体設計受保妒的各件"，厲于伯均可尼朕盟成員國立法的根限

范圍。

CT-9.3. 第9奈包含WCT中均數不多的几令規定中的一1'-，它勻靠各工作的所謂“數字訣程"沒有任何美

膜。利用述一更新固豚版校規蒞的机金宋錯東特攝影作品視同其它神獎的作品的漫長避程，被証旦真是完全

正嘯的。 228

第 10 4-

[1)民 f#l每#1外]

(1) 蟬的各方在某些不勾作晶的正常利用相擁融、也不完理地損害作者合法利益的特殊情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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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其間內立法中對依本各釣授予文學和重朮作品作者的根利規定限制或例外.

(2) 締釣各方在遁用《伯克R尼~釣》肘，座梅爾按合釣所規定根利的任何限制或例外限于某些不勻
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攝蝕、也不完理地損害作者合法利益的特殊情說.

美于第 10 蠱的故定實明=不言而喻，第 10 奈的規定允吽締釣各方特其圍內法中~(伯克R尼企釣》被說均

可接受的限制勻例外繼續遁用井遁當地延伸到數字~墟中.間拌，遠些姐定直被理解渴允吽姆的方制定財

數字同搗軍事攬遁宜的新的例外勾限制。

另外，不言而喻，第 10 奈第(2)數既不縮小也不延伸由《怕你尼企釣》所允祥的限制每側外的河道用性蒞

圍.

WCT$.耕言訂10-A菸f.: ((仰脅d盾r惦厄d品已L啤均紗J 羊霧耕言旬9￡菸存羊F言ρ向~J;炭走耳搓慶j站t揖定#

CT巳-1叩0吼叫.1. “三步撞瞌"最初是在《伯忽示=尼企釣》的1凹96盯7年斯德哥局示=摩文本第9奈第(ω2勾)款中規定的(后宋未作
任何改劫地移入197η1年巴黎文本)0。恩管它作;方句《伯均示=尼合釣》的宴E廣責性奈款的一部分己收汞在前面芙于t滾裝

企釣的指南中，但方了指明“三步"錯拘，似乎仍然值得在遠里引述:“本[伯均可尼]同盟成員固法律得允吽

[第一步]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隻制上述[文掌和重朮]作品， [第三步]只要追神寞制不損害作品的正常

使用[第三步]也不致充故侵害作者的合法利益。"

CT-I0.2. 在前面美-r<<伯起尼合釣》第9奈第(2)款的說明中，其才這三步座如何解釋和造用作了祥細分析。
逛一分析的最基本要素可以忌錯如下:

一 第一步z 倒外或限制座厲于特殊情況。遠意昧著所涵蓋的使用必須是具体的(明硝的和F格限定的)，

而概括限定的使用則不能接受:而且就其目的而盲，遠神使用JA某些明星的合共政策因景未看必

須是合理的，即使用在逛一意文上必須是“特殊"的。

一 第二步(但在例外和限制在第一步沒有“失敗"的情況下友生，即在它厲于一科特殊情況下友生):限
制或側外不得勻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沖突。注意昧著封作品避行的所有形式的具有(或可能蓮在得)重要

控告存意文或宰你意文的利用(即作品的寺有軍制杖通迂行使而戶生的提嫁份值)，必須由述一杖利的

所有人保留:而且例外或限制不得以任何方式損書讀作品的市場，即不得在述一意文上勻杖利所

有人行使軍制杖戶生銓濟竟爭。

一 第三步(但在例外和限制逼迫前兩步的情況下投生，即在它被訊方屑于一科特殊情況而且不勻作品

的正常利用相沖突的情配下投生):倒外或限制不得不合理地損害版杖所有人的合法利益。合法利

益是指在有助于杖利所有人息可能充分享有和行使重制杖述一意文上的“法定利益九例外和限制

一一“按定文理解"一不可避免地金損害送些神獎的合法利益，但遠科損害仗准吽在不勻作品的正

常利用相沖突的某些特殊情況下君主生z 它不得超出因特殊的、理由充分的合共政黨因景而仍可說

方合理的某一損害程度，即完浩如何它必須在述一意文上具有合理性。

WCT第10奈:每T也rps協定第13奈的弄同

CT-I0.3. 四IPS枷定第13奈沿裹了三步撞撞，并使它涵蓋倒外和限制的范圍此寞制杖伊大到版杖包含的

任何杖利。它規定z “品AJl [即WTO成員J#苦才成通貨tl:d9密布河更何~御卅揖定{XIJ置于某些特殊情況，

且勻作品的正常利用不相沖突，也不得充理損害杖利持有人的合法根益。，，[斜体字用于強調述一各行文勻

《伯息:尼企釣》第9奈第ο)款有美規定存在區別的部分]。里然，遠些區別JA述祥“適泣的"“三步撞撞"的掠

准未看并不是宴蹟性的。 TRIPS枷定第13象中真正的新成分在于它財版杖包含的所有杖利具有普遍遁用性。

這里指的既有逼迫第9奈第1款而納入協定的《伯均可尼合釣》奈款規定的那些杖利，也有掛定本身規定的任

何新杖利(宴階上仗指出租板)。美于第13奈封遁用《伯均可尼合釣》規定的并通道引旺而納入協定的例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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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可能戶生的影哨，具有十分普遍的一致意見。第13象被看作是一神解釋工具，它既不伊大也不限制送
些象款的造用，而是逼迫排除勻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沖突的以及不合理地損書版校所有人的合法利益的可能

性，硝保滑它的道宜解釋。

CT-I0.4. WCT第10象也延伸至版杖包含的所有杖利，在逛一意文上可以說，它的整件涵蓋范圍和TRIPS
-ÞJ}定第 13奈美似。但后者只是一小草油的規定，而且既可遁用于《伯示尼公釣》中那些己納入協定的根利，
也可造用于枷定規定的新杖利(出租杖)，而前者(WCT第10奈)包括兩款，它們似乎被考慮用未涵蓋不同的

蒞間。

CT-I0.5. 察隊上，第10余的逛商款的涵蓋范固有所重壘。第(1)款涵蓋所有“依本奈釣授予文掌和2朮作
品作者的杖利"，其中既有《伯示尼公的》規定的并通迂引証而納入奈鉤的那些杖利，也有超出《伯jj\尼告

釣》規定的最低文各的新杖利。之所以達祥啡，是因方適迂引i正而納入的奈款所規定的杖利，也是依照奈

釣所授予的根利。出于逛一原因，故奈第(2)款宴跡上只是寺叮就《伯怨尼企釣》有美各款規定的并納入奈
鉤的根利重述了“三步瞌睡，'，因而看來是不必要的。 229但逛一重疊和由此戶生的贅述并不引友任何安康性

伺趣，因7'J合并通用第10奈述兩款規定的錯果和四IPS協定的情現美似:“三步拉噓"(連同勻公釣第9奈第(2)
款規定的相同奈件)延伸至版杖包含的所有杖利。

CT-I0.6. 兩款的措尚在一+方面有所不同。根掘第(1)款，蹄釣方“可......規定"渚如某些特殊情況下的限

制和側外:而依照第(2)款，它們“座特"限制和例外“限于"清如某些特殊情況下，遠相三自于祖1PS協定第13
奈的“限..y"行文。座朴充說明的是，述兩款的措洞均每《伯示尼企釣》第9奈第(2)款有所不同，因方后者

准i午伯均可尼膜盟成員固“允i午在某些特殊情況下軍制.....人

CT-I0.7. 不同的措向是否意昧著宴廣性區別?述一伺題的答案制乎座是否定的，逛一區別似乎也只是因

方起草工作的不連貫才戶生的。不存在安廣性區別有以下原因: (一)依照《伯示尼企釣)) ，只允i午在符合

三步撞撞要求的那些情況下室制，同祥意昧著伯示尼戰盟成員固只能規定隻制叔在那些情況下的倒外和限

制; (三)既然只能規定在那些情現(此而不是其它任何情況)下的側外和限制，就意味看，同祥依照《伯示尼

合釣》第9奈第(勾款和WCT第10奈第(1)款，伯均可尼耳其盟成員固和WCT蜻釣方必須各自使例外和限制局限于
那些情況。 230

WCT第10余第(2)款魚?這舟逼迫!liJ正品銷入奈銬的制自;fr足，公為2 美于倒丹和限制的奈款的影鳴

CT-I0.8. 上面提到，第10奈述兩款共同戶生的效果和放1PS跡走第13奈草狙一每戶生的效果美似。由此
得出 z 它們(特別是完全方赴理述一肉趣的第(2)款)滑遁用通述其第1奈第(4)款而納入奈鉤的《伯示尼企釣》

美于倒外和限制的奈款的影咱庫被挑均是美似的。就是髓，第10奈(特別是其第ο)載)座被看作是一神草繩

的解釋工具。

CT-I0.9. 就TRIPS協定第13奈而言，在可以推粹的例外蒞園方面，它滑《伯示尼合約》的有失規范既設

有伊大也投有限制的效果，它只是一神解釋工具而已遠一錯治是基于封枷定的逛一奈規定可能作出的一

神解釋戶生的。就WCT而言，外交合技適述采用美于各釣第10奈第(2)款的故定F哲明闡明，逛一解釋不但是

可能作出的不同解釋中的一神，也是唯一遁宜的一神。如同上面引述的:“另外，不言而喻，第10奈第(2)

款既不縮小也不延伸由《伯示尼合釣》所允件的限制勻例外的可造用性范圍。"

倒丹和限制在數字同嬉軍事境下的這舟

CT-I0.I0. WCT第10奈的象文本身并未就在數字岡鎔玉不墳下遁用倒外和限制作出任何具件規定。事安硝~
如此，遠不偎在于改奈未提到數字和(或)岡播耳境(WCT勻WPPT中均充任何奈款提到，兩+奈釣在它們里
然准各座又才i主些新技朮的挑晶的情況下也果用了技朮上模糊的行文)，也在于按各未被特別改寄來遁座遠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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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拉木。各鉤的釣文中的追科改穹并不需要，因:k“三步撞撞"足移概括和東活，此而可以協調地遁用于新

耳墳下。

CT-10.1 1. 息管如此，外交金說述是逼迫了-1'-具体赴理述一阿題的故定青明。如同上面所引述的，它包
含兩句活。第一旬涉及財現有例外和限制的通用，它規定:“不盲而喻，第10奈的規定允祥鋪釣各方特其固

內法中依《伯示尼告釣》被說均可接受的限制勻例外鑑縷遁用并通蓋地延伸到數字1f境中。"第三旬以下述

方式赴理可能造用的新的例外和限制伺題z “同祥，送些規定座被理解方允件婦釣方制定封數字阿緒玉不境造

宜的新的例外勾限制。"

CT-10.12. 強調一品很重要: i主一波定青明座按照第10奈規定的遁用“三步撞撞"的文努未解釋。現有例外和

限制可以在新耳墳下鍵縷遁用，三~i主神情況君主生肘，直保障它們同祥在新情況下仍然符合“三步撞撞"的奈件。

由于JA版杖持有人的合法利益的角度看，數字技朮和全球信息岡站或別性地改斐了可能正常利用作品的方式

以及遁用某些可能的例外的錯果，逛一保障是必不可少的。在鑑縷遁用現有制外和限制之前基于“三步磕磕"

封它們避行重新拉查，其錯果可能是:它們在新耳墳下不再通用了，或且然可以繼續遁用，但遁用奈件和

蒞團座遁座新耳境。 231 勻此同肘，某些倒外三5然可以繼接通用而充須作任何重要斐更，而且，如同說定再

明也是遠祥闡述的，采用某些特別遁座新耳境的新例外或新限制也可能被証寞是合理的。 232

第 11 .. 
i美于技求措施的又安}

蹄釣各方鹿規定通過的法律保妒和有效的怯律朴數海法，制止規避由作者均行使本各釣或《伯克R尼企釣》

所規定的根利而使用的、 xt就其作晶進行未鐘最有美作者件可或未由法律准祥的行方加以的東的有效控木

措施.

要幸技求措施的庄周:在數字同嬉~境下隸主戶、行使爭執行版社的美援奈件

CT-1 1.1. 息管奈的的其它象款主要是解釋和改有美于版校的現有圈障規蒞，但第11奈(連同第12奈)磷宴

作出了新的規定。在WCT勻WPPT的第各工作期間，有一府得到承ÌÀ: 可利用造宜的法律机制來具体宴踐“封

付机器的舟法在于机器"述一說圾，是在數字岡播玉不墳下保妒、行使和執行版校的根本余件。由“机器"呵(計
算机以及信息和屯信技木的相失要素)提出的

一一就是技木保妒措施(如受保妒的質料的加密)和裝入“机器"的根利管理屯子信息(如數字棕祺符)。

CT-1 1.2. 在靠各工作的早期盼段，有一項原則同祥被接受了，即有夫的杖利所有人是否愿意座用途神措

施和(或)信息一一如果愿意，又是哪些神一一座由他們自己抉定。得到承主人的是，達科措施和連科信息的

座用座由有美的根利所有人自己抉定，兩+新裝釣所座傲的是在遠神措施和信息被座用吋錯予它們造三目的

保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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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技求措施"的含丈

CT-1 1.3. 在美于杖利所有人可能(察隊上也的硝正在)座用的進些技朮保妒措施的述一說明中，似乎投有
必要作出一小精嘯的描述。遠科防止擅自義取或使用受版杖保妒的作品的措施在不晰度展，這也是技朮遊

步和需要不斷作出新的造血性斐化乘座財不斷有人斌囡破解述神措施的結果。目前座用的述神措施也是余

所周知的，倒如包括方防止非付費用戶接l&而采用有錢屯視信哥“找頻";對過垃全球信息岡錯倩輸肘財作

品赴行加密或特它裝入防止窗改的“軟件信封" ;或在教宇賢料中加入屯子水印以便于防止財它的擅自隻制

(同肘也便于滑達科寞制品的跟路，遠是一神也可林方根利管理屯子手段的功能)。

CT-1 1.4. 但需要解釋一下投朮措施方受到保妒而必須有教述一奈件的會文。似乎很里然，不能特它解釋

均是指:如果有可能規避述祥一神措施，就不能說方它是有效的。達科解釋金很荒嘍，因均達一奈規定的

宗旨正是萌保提拱軒滑規避行方的保妒，而規避一一“按定文理解"一一必須被主人:};JX才有教技朮措施也有可

能成功宴施(因宛如果不可能成功宴施，特不需要任何保妒)。看某一技朮措施是否有殼，只要看在它的一

般這作述程中，是否需要有一些特定信息、垃程或赴理才能裝取受它保拼的作品和(或)安施版杖保妒所控

制的行舟，以及遠科信息、泣程或赴理是否只有詮版校所有人授杖才能接得就吟了。

CT-1 1.5. 錯“技朮措施"下一+法律上的定又并不是必需的，因方述一朮培相豈寬泛，它的會又可以說方

足移清楚。似乎重要的是，如果仍要下一+定文，它必績是功能性的(而不具有技朮上的明硝性)，以避免(可
能很快就)遭到廣弄。

“作者均行使本奈的乳制自j拉克企對華身規定的敘利而使用的"技求措施的合又

CT-1 1.6. 第11奈的述一部分象文引起封述一事寞的注意z 奈釣注作者f‘作者，當然也指其它版杖所有人)

自行硝定他們是否座用技朮措施以及座用哪些科技朮措施(如果他們座用的活)。但只要追科措施被座用，

就存在提供“造曳的法律保妒和有致的法律扑救舟法"的文勢。

CT-1 1.7. 第11奈規定的又各延伸至技朮措施，不拾座用它們來保妒的是什么杖利。行使杖利的形式也勻

元美黨要一一例如，不治基于小人迪是通社集体管理。

“才說……作品進行…“的行玲和以對束的"技求措施的含丈

CT-1 1.8. 有兩科基本形式的限制性(附奈件的)行方:第一抖，限制封作品的蓮英取:第二神，限制滑作品

宴施某些行方。第11奈規定的文各涵蓋逛商神基本形式。

CT-1 1.9. 需要指出，且然第11奈是基于WCT勻WPPT的靠各工作的“數字改程"通泣的(因其行文具有技朮

上的模糊性)，但它不仗可以造用于數字格式(在錢或寓錢)的使用行方，而且原則上也可以追用于在“倩撓的"

模拙耳境下安施的行方(因而依照述一祟，“規定遁盟的法律保妒和有效的法律扑救亦法，制止規避"座用于

編輯尸播哲目的屯間，也是一神文努)。但預見到的是，述一奈特主要造用于數字陶鑄耳境下。

“錢道"的含丈

CT-1 1. 10. 其才技朮保妒措施的規避(毀杯、中晰、撤消)行均有很多例子z 肘已加密的作品避行解密(“黑客

行均可:其才找頻作品避行解挽:“撕卉"軟件信封:會改屯子水印:等等。一般而言，“規避"是指任何回避、

撓娃、移除、興止或損杯述祥一神措施的行方。

CT-1 1.11. 美于有充必要納入一小明繭的“規避"定文的阿題，也可以作出勻美于“技朮措施"定文的美似伺
趣相同的說明，因:JiJ設有定文，它的會)(也可以說方足移清楚。在述一方面重要的是，如果仍要納入一+

定叉，它必須是功能性的(而不具有技朮上的明抽性)，以避免遭到可預見的廣弄。

170 



“未握最有美作者詐可或未由法律准t牛"的行璋的合又

CT-l l. I2. 如果特述一短培穹成“未鎧皆有美作者坪可"，它的意思似乎就清楚了。“有美作者"座用技朮措
施的目掠正是只有控他們授校的行方才能安施。但如果采用它的其余部分一一“........未由法律准坪，'，就需

要財它作出解釋。首先，庇法指出，締釣方的法律只能准吽根攝象的(根揖通道引旺而納入各鉤的《伯力支尼

企釣》有美奈款以及根揖奈釣第10奈)而厲于被准坪(以例外或限制的形式宴施)的行方安施。其吹，逛一短

活指出，各釣第11奈沒有計封勻法律准悴的行均有美的規避行方(在剛剛提及的意文上)而規定提供“通道的

法律保妒和有效的法律朴救舟法"的文勢。

提告急“這室的法律保#和有鼓的法律朴敦舟法"~制止規遁的要求

CT-l 1.13. 可以預見，一般而言，財技朮保妒措施的規避行均是在私人的住宅或舟企室內安施的，那里執
法特非常困雄。設法控制遠神情形除了存在技朮上的困准外，足可能戶生基于隱私考慮因奈的反封意見。

因此，如果立法當斌-&涵蓋規避行方本身，它是不可能計封述神行方提供遁貴的法律保妒和有效的法律扑

救1J.法的:述祥，息管規定了各釣文努，述神行方特仍然雄以控制。

CT-l 1.14. 息管如此，遠神保妒和扑救運是有可能提供的。先此座考慮到，由于涉及的技朮十分重祟，在
大多數情況下，規避行方只能在裝得必要的規避設各或服各之后安施。送些神獎的世各和服各通常是在私

人領域以外、寺f1提供述神世各和服各的市場接得的。因而，奈釣所要求的提拱保伊和朴救的可能途徑就

是通垃禁止制造、進口和精售述神世各和提供述神服各(所謂“預各活劫")，切斷非法規避世各和服各的供

座錢，使未銓授枝的規避行1.J停止。

CT-l l. I5. 出于述些原因，締釣方只有提供了下面要求的保妒和朴載，才能硝信它們自己能移履行裝釣第
11奈規定的Jl..各: (一)不但制止未銓授枝的規避行舟，而且制止使遠神行均有可能安施的所謂“預各活劫"(即

制止制造、過口和銷售規避工具和提供規避服各); (二)不但就“蓮在取控制"技朮措施而且就控制行使杖利的

技朮措施(如“畫制控制"世各)制止所有逗笑行方(此述一角度看，需要指出，藐取控制可具有同肘延及靈制

控制的現重作用); (三)不但制止仗有規避用途的世各，而且制止主要'-11主神用途世計和生戶的世各，或除

規避之外仗有商~意文有限的目的或用途的世各，或因作方規避設各來推銷(作尸告等)而皇然准各用于規

避活功的故各; (四)不但制止具有上述性盾的整体坡各，而且制止符合就整件設各所述梅准的草狙部件或

內置特別功能。

CT-l 1.16. 蟑釣方能如何保証提供“有效的法律扑救亦法"來制止規避行克和預各行舟，取抉于其法律制度
的特有持撓和原則。但單而易見，一般而言，民事扑救是必不可少的(只要在某科意文上受書人可能援引它

們)。此外，刑罰也是需要的，因克制造、避口和舖售非法規避設各是一科盜版活劫。盤于所謂“預各活劫"

的述一性盾，特現IPS協定第50奈至第60奈規定的那些神獎的I幅吋措施和迫境措施延伸至遠神活劫似乎是

有道理的。

禁止規遁的倒外;技求保是戶措施持制外及限制共存

CT-l l. I7. 隨著控制藐取和使用作品的技朮保妒措施的座用，遠些措施財遁用園時每釣和圍內法所准悴的
例外和限制有哪些影咱的阿題被提了出來。述一現成封例外和限制遊行了分槳，并強調了-ß: J:軍管存在

座用控制裁取和隻制的技朮措施的可能性，但就其中一些例外和限制而盲，必須喃保它們的鐘韓造用，而

就其它例外和限制而盲，也最好磷保它們的鎧續追用。(所提出的送些神獎是基于承主人人獎的基本自由和杖
利的例外、符合某些特定合共利益的例外和限制、防止反竟爭行方的例外和限制、市場失吏的例外和限制

等。)

CT.11. 18. 由述一分析F生的，是方了喃保某些凝成~IFIÞf的遁用而提出的遁用 /#J1:.揖超長手棋r.J皆措~

IFI)快的建訣。(通用途些例外的主要目的是計封作品本身提供作品，以使它們能被看到、昕到、掌耳、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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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出于述一原因，送些側外可赫方“安JJi:性例外"0 )但提出遁用禁止規避的例外的建圾，不草是方了萌保
在園時裝約和圍內法規定某些版校的倒外情況下義取和耳能使用受保妒的作品，也是免了其它理由，特別
是方了像雄妒合共安全、保妒少年JL童不受毒害、過行車日密研究一笑目的。(后一笑倒外可以林方“非~盾

性例外，'，園角它們的主要目的不是針封作品本身提供作品，而是方了剛剛提到的特定理由。)

CT-1 1.19. 封于在數字岡第五不攝下版根的保妒、行使和執行，有可能庇用有效的技朮措施是一+不可缺少
的余件。因此，就提供造奇的法律保妒和有效的法律扑救亦法以制止規避行方而盲，必須非常慎重地制定

遠一文勢的例外和限制。在准許述些側外和限制的情況下，必須特它們集中在足移挨窄的范間內，以便禁
止規避能鑑縷戶生教果。倒如，規定一神准t午方“合理使用"目的舖售和提供規避世各和服勢的“側外"，就

等于容忍了所有逗笑行舟。因方几乎任何述神世各在理抬上都能用于逛一目的，而它們一旦角述科目的投

放到市場上，就可以被所有的人在得而不受態罰地避行使用。在法律中納入一神戶明制度(規定避口者和精

售者各自育明規避設各仗提供用于“被准呼的目的，'，才被准吽遊口和銷售述神世各)，通非一耕充分的保障，

因:J;]只要規避世各銷售出去，就不可能址它的使用局限于“被准件的目的"。

CT-1 1.20. 一些禁止規避技朮措施(主要是接取控制措施)的例外的合理性可能不大遭到杯疑，它們是一些

“勻版杖完美的例外，'，清如方執法和情披、保妒未成年人、保妒隱私、加密研究、安全測斌等用途的例外。
但由于述神“非宴盾性例外"的合理性和作用完全不同于“安廣性倒外"，因而也需要提供保障，以防止可能

有人以某些“非安廣性例外"均由來安現技取作品并避行勻版校有美的正常利用的真安意圈(側如，以避行加

密研究或安全測斌均由安施規避行角，而真~意固和作用甜是表取和使用受技朮措施保妒的作品)。

CT-1 1.21.一些自家吋挖了(甚至在新立法中落耍了)第 11奈(勻WPPT的相庇奈款一一第18奈)所規定的文
勢的履行。在遠些固家，己得到承誠的是:美于引入“安康性例外"的可能性，座考慮兩小原則。第一，由
杖利所有人和使用者自行釣定可以造用某些必不可少的例外的方法和手段更方通宜，而仗在~事人被征宴
設有能力解抉問題的情配下，才需要立法机樹和政府(后者可能通述寺口的行政規則制定程序)的干預。第

二，即使在遠神情況下，也只有在涉及重大企共利益(如某些方科學研究或合共教育目的的特殊使用)肘，

干預才是合理的。

CT-1 1.22. 座特別強調的是，方鴨保作品(一般在交互性岡絡中)的自由畫制而通迂立法規蒞和行政規則加

以干預，很准被令人均是合理的，~廊上，遠做乎是每WCT相沖突的。送一干預之所以金被主人均不合理也不
符合WCT，是因方依照《伯均可尼合約》第9奈第(2)款(WCT第1象第(4)款要求締釣方遵守述一款規定)和WCT

第10奈，宣制杖的任何側外只有在符合采用例外的“三步撞撞"每件肘才被准峙。准i午通迂交互性全球岡鑄
造行自由寞制，里然不符合H三步撞撞"的三+奈件中的任何一1'(而例外只要勻三+每件中的一↑相沖突，

依照《伯加尼舍的》和WCT就是不能接受的)。事安也是如此，因:J;]: (一)遮神根方尸泛的一一宴廊上全球

的一一隻制持不合理地、 F重地損害杖利所有人的合法利益; (三)方私人寞制而通道全球阿錯友行作品已

成克利用作品的一神最基本的形式，因而遠祥一科例外特勻達科利用完全沖突; (三)由于具有普遍通用性，

遠祥一神倒外察隊上;悔不但仗涉及某一特殊情血。(所以，如果仍借助立法和行政干頭來保障方私人目的而
通迂互朕岡制作貫制品的可能性，送些保障勻其它例外同祥只有在符合特定的重大企共利益的情況下才能

接受，情如:J;]固內非商jk性科掌研究或遲程合共教育而提棋必不可少的實料。)

第 12 蠱

[美于款利管理信息的又券]

(1) 蹄釣各方血規定遁道和有效的浩律朴載舟怯，制止任何人明知、或就民事朴數而言有合理根

揖知道其行均金轉值、但戚、便利鐵包庇對本奈釣或《伯克R厄*釣》所油畫的任何故利的優

犯而故意JA事以下行: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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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未鐘件可幸除或改斐任何杖利管理的屯子信息z

(的 未盤帶可~行、~~行目的港口、尸播、或向~余倩播明知已極未鎧吽可去除成改寶
根利管理屯子信息的作品或作晶的軍制晶.

(2) 本象中的周培“4貝利管理信息"系指棋到作品、作品的作者、財作晶擱有任何根利的所有人的

信息，讀有美作品使用的學教和奈件的信息，和代表此神信息的任何數字或代呵，各最項信息

均附于作品的每件畫制品上或在作品向公余避行倩播肘出現.

美于第 12 奈的故定ïB明z 不言而喻， “封本學的或《伯克R尼企釣》所涵蓋的任何故利的優犯"的提怯既

包括寺有杖，也包括接待掘酬的根利。此外，不言而喻，錯鉤各方不合依賴本象來制定或宴施要求履行均

《伯克R尼企釣》或本學釣所不允祥的手續的根利管理制度， JA而阻止商品的自由疏通或動磚享有依本各釣

規定的根利.

黃宇款利管理信息的庄周:在數字同嬉_q;，這下鼠紋的味是戶、行4史和拭行的美鍵奈件

CT-12.1. 美于述一奈規定(和第11奈規定)的性盾和重要性，見前面CT-l l.l.和CT-l 1.2.兩段中的說明。

第12奈規定的洋摺性;其于其中一些要素的解釋

CT-12.2. 第12奈中包含的規定相草坪蝠，而且或多或少是不吉自明的。因此，只需就述些規定的解釋強

調一些要府即可。

CT-12 .3. 第11奈規定了提供“造章的法律保妒和有效的法律朴救亦法"的文勢，而第12象部“仗"使諦釣方

承扭提供“遁賞和有效的法律朴救亦法"的文勢。述兩奈的祭文之間缺乏一致性似乎只是因方起草中的疏忽，

婦釣方的文勢的性.Mî依照逛商奈規定真廊上是一祥的z 提供禁止它們萌定的行方的造三百規蒞(保妒)和有效

的法律扑救亦法，以防止通反迫神禁止的情況友生。可以朴充說明，就第11奈而盲，碘定何科保妒財于制
止擅自規避技朮措施才可能是真正“通車的弋是一+重要的解釋伺題(提到“預各活劫"伺題就瞥了);第12

祟的規定則十分全面、祥細井包含一+定叉，因而使安施伺題斐得比較簡草。甚至看來有可能以園內法形

式沿用第12象所作的規定，而不作任何宴廣性改功:而在遠祥一神情況下，剩下的唯一工作就是以符合圍

內法特征的方式投汁失于“造賞和有殼的法律扑救舟法"的奈款。

CT-12.4. 尪值得指出，第12奈中包含三居“明知"奈件。第一崖，宙人鹿明知他安施第(1)款。)和(ii)中的任
何一神行方:就是說，草繩的疏忽行均不包括在肉。第三崖，他座明知一一或就民事朴救而言，至少有合

理根揖知道一-他安施的行方“金誘使、促成、便利或包庇........侵犯"。第三崖，就(ii)中列主戶的行方而言，
他尪E注明知杖利管理信息已被擅自移除或改劫。

CT-12.5. 需要指出，第12奈規定仗涵蓋板利管理屯子信息。達科信息主要以第(2)款中的定又提到的“代表

此神信息的"....數字或代鴨"体現出來。

CT-12.6. “枝利管理信息"的定文元須解釋。但座強調的是，它只是硝定了計滑第(1)款提到的行方提供“造

賞和有效的法律扑救亦法"的有美國內規蒞座涵蓋的信息的最小蒞間。圍內法可以規定一+更寬泛的定文。

說定戶明:繭明這些規定的講益范萬以及積吾人才手摟要求的禁止

CT-12.7. 就第12奈通泣的故定育明一一硝切地嚼，兩+放定青明(因兩句活涉及兩+伺題〉一一作出了一些

澄清。第一句便已足移明嘯的第12奈第(1)款奈文更加明繭，即“本奈釣........所涵蓋的任何杖利"既指寺有板

也指義得提酬杖。第三旬看來十分有用，因方它指出制定和遁用杖利管理信息制度絕不能毀損《伯示尼舍

的》第5奈第(2)款硝立的(過近引証而納入WCT的)元手續保妒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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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蠱

[這屑的時限]

轉釣各方盧特《伯克R尼~釣》第18蠱的規定遁用于本各釣所規定的一切保妒.

正嚼的轉運:避免使用本吾吾“這謝"

CT-13.1. 如同在美于述一奈的說明中就《伯均可尼公釣》的~)j質性奈款所付尬的，企釣第18奈第(1)款和第
。)款的要旨常常被指明方“追溯性保妒九上述說明強洞，逛一表述使人戶生淚解，因方述一奈井未要求捨

予下述意叉上的追溯保妒z 即在合約生激之前~施的某些行方(盡肘因缺乏保妒而被准i午且完須付酬)特瀕
及既往地被令人均是侵杖。第18祟的規定位意昧著，全釣規定的文努(包括必須肘保妒期限尚未屆瀚的所有作

品錯予保妒的又各)JA企釣滑某一特定圍家生教之肘就必須得到遵守(只有JA那肘起，安施寺有杖所控制的

行方才需要授杖，義得掘酬杖才造用)。逛一奈中沒有追溯性文努或有美責任，因此，第18奈第(1)款和第(2)
款的遁用不可能引起霓法上的伺題。述科阿題只能出現在“既得杖利"方面。但全釣第18奈第(3)款提供了一

小造宜的解決方案，即准i午作出迂渡性規定，以尊重那些信賴合釣生效之前的法律狀況的人的“既得杖利"。

出于述些原因，封第13奈的括題作了妥善的造捧z 其中設有提到任何科獎的追潮。

制自余元公為》第18奈和其f它的比照這周

CT-13.2. 達里設有理由畫畫在前面美于公釣第18奈的說明中滑坡奈的分析。但述里引用逛一奈中座造用

于“本奈釣所規定的一切保妒"的祭文似乎述是有益的。

“(1)本企釣通用于所有在本企釣卉始生效肘尚未因保妒期漏而在其起源固避入全有領域的作品。

“ο)但是，如果作品因原來規定的保妒期己漏而在被要求給予保妒的固家己過入公有領域，則故作品

不再重新受保妒。

“(3)本原則座按照本同盟成員圍之間現有的或特要締結的有美特別告釣所規定的象款宴行。在沒有遠

神象款的情況下，各團分別規定~行上述原則的各件。

“(4)新加入本同盟肘以及因宴行第七奈或放奔保留而f大保妒蒞園肘，以上規定也同祥遁用。"

CT-13.3. 各釣第13奈規定“婦釣各方座特《伯均可尼合釣》第18奈的規定通用于本奈釣所規定的一切保妒"，

壘然是指比照造用。因而，在第(1)款中，“本金鉤"座理解均被“本奈釣"取代:在第(3)款中，“本同盟成員

固"座理解方“婦釣方" ;在第(4)款中，“本同盟"但指“本各鉤"。在第(4)款的比照遁用中，提到第7奈盎然是

指《伯均可尼合釣》第7奈，只是不草指法第7奈，也指WCT第9奈，它不准件精《伯均可尼合釣》第7奈第(4)

款通用于攝影作品，以此在逛一方面通述特攝影作品視同其它文學和主朮作品而延長了逗笑作品的最短保

妒期限。(盎然，文才前面美于《伯力支尼企釣》第18奈的現明所得出的錯尬，也座按比照方式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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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盔

[美于找行款利的奈款]

(1) 締釣各方承講根揖其法律制度果取必要措施，以硝保本祟的的通用.

(2) 轉釣各方鹿萌保依照其怯律可以提供拙，怯程序，以便能果取制止財本擎的所油畫根利的任何使

犯行方的有效行劫，包括前止使棍的快適朴敦和均過制避一步侵扭的朴救，

鳴保安施的必要措施

CT.14.1. 除有一+區別外，第14奈第(1)款是《伯示尼合釣》第抽象第(1)款的比照版，后一款規定:“本

企釣的所有錯釣園家承渚根揖其完法采取必要措施保証本公釣的安施。"正如滑比兩款的奈文可以看出的，

述一區別是《伯示尼企釣》提到根掘有美固家的完法，而WCT提到的是根掘法律制度。

CT-14.2. 亮法包含法律制度中最根本的要素一一“宏現大局九一般未說，提到締釣方的法律制度似乎暗

示更多的自由。遠似乎使諦釣方有可能自由造捍履行其象釣文勢的法律手段，盎然，只要送些手段萌宴遁

于逛一目的。

CT-14.3. 需要指出，在某科意文上，第14奈第(1)款萌挑了法律特征描述的相封自由原則:在前面美于奈

的第8祟的說明中， x才逛一原則和有美可造用于交互性數字岡絡恃輸的杖利的“忌括解決方案"一并作了吋

拾。

美于拭行款利的又Jr

CT-14.4. 后來成方WCT的祟的草案足包括兩+美于執行杖利的任捍方案。任捍方案A是特TRIPS協定第

田部分(第41奈至第61奈)全部象文的技朮性修改版納入一+附件(作方奈釣的一↑組成部分)。任擇方案B或
多或少也特宴現同祥的結果，只是要現方式不同。它規定z “錯釣各方座萌保根揖其固內法可以提供1994

年4月 15 日蜻錯的《耳拉喀什建立世界貿易組銀協定》附件lC <<勻貿易(包括假冒貨物貿易)有央的知iJ{f=杖

枷定)) ("TRIPS枷定")第111部分第41奈至第61奈規定的執法程序，以便能茉取制止財本身色釣所涵蓋杖利的任

何使犯行方的有教行功，包括肪止侵校的快速扑救和方過制避一步優校的扑救。 3句此目的，蜻釣方座比照

遁用TRIPS協定第41奈至第61奈的規定。"

CT-14.5. 外交金說設有道述兩+任擇方案中的任何一+。在美于不同任擇方案的辦槍和談判述程中，意

見椏均分歧。僵持局面最龔被牙芙加代衰固提交的~1'折衷提案打破，提案建說刪除兩+任擇方案，而用

一段宴廣上可見于附件草案第(1)奈(息管未完全采用途一形式)的案文宋代替。述一段案文徑通述后成方各

釣第14奈第(2)款。

CT-14.6. 第(2)款是TRIPS枷定第41奈(正好是第111部分的第一奈)第1款第一句徑非常細微地(仗“在技朮

上")改劫后形成的比照版，述一句規定[封照第(2)款奈文的區別部分用斜体字表示] : “品成封底保旺其固
內法中包括美于本辦少iÆ.定#宴施程序，以便滑任何侵犯本#定所涵蓋bifi戶成的行1.1采取有效行劫，包
括防止侵校的迅速救濟措施和制止過一步侵板的救濟措施。"

CT-14.7. 滑WCT第14奈第(2)款的解釋的一小重要因素是:它是四IPS協定遠一規定的比照版，因方它指

出積協定第ITI部分規定的執法奈款是宴現它所提到的錯果f‘制止封.......杖利的任何侵犯行3方b的有敷行劫"

所必需的，以及它們要求規定“防止侵校的快速朴敦和方過制避一步侵校的扑救"。狀第(2)數祭文的述一背

景和來源以及此它的通述情況似乎可以得出一+錯拾一一只有那些造用各釣規定的、或多或少勻TRIPS協

定第四部分要求相同的制止侵杖机制的錯釣方，才可能完漏地履行逛一款規定的文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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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券投棋者的侵叔責任

CT-14.8. 如同在前面美于WCT第8祟的說明中所吋站的，出于說明中吋拾的原因，奈釣并未封責任何題

加以規蒞仰PPT也是如此)。因此，遠里似乎設有必要也設有理由花費精力來封責任問題作出安康性分析。

CT-14.9. 所有錯釣方的立法均就交互性岡格的服各提棋者的責任制定特殊規則，特被主人均設有必要。原

管如此，似乎迪是有一+采用述科規則的起勢，而)A通用WCT的角度看， i主充疑是具有某科意叉的，因克

侵杖責任何題勻采取奈釣第14奈第(2)款所要求的執法措施有失。

CT-14.10. 看來，方了能送到WCT第14奈第(2)款提出的要求，任何可能就服各提供者的責任(硝切地說一一

責任限額和述神限額的各件)作出的規定，均座符合以下的原則: (一)座仗在鴨保服各提供者的通過安全所

必需的程度上萌定免費，一概免賣格不符合奈釣第14奈第(2)款; (二)任何可能制定的規則均座在以下意叉

上每版杖法一致:即不得危及法法宗旨的安現，也就是不得毀損創作、生戶和持播作品的劫机，不得忽視

人美創作所具有的份值; (三)任何送科規則均座促避版校所有人和服各提供者之間的合作(凡有可能，鼓勵

采用市場解決方案)，以便于投現版杖盜版，座用技朮手段，)A岡絡中迅速移除侵校實料，硝令人和起訴侵杖

人，等等; (四)座使法院有可能鑑縷通用禁令救濟及其它獎似的法律朴救。

下面是奈釣的行政奈款和最后余款。如同在辱書中所i寸地的，方了使象釣保持完整以及可隨肘提供查間，

遠里也收最了遠些各款。由于本指南仗滑安E質性規蒞作出說明，下面未滑述些各款避行分析。

窮的學

{大舍]

(1) 制 轉釣方塵世大舍，

(b) 每一締釣方座有一名代表，最代表可由副代表、廟陶和寺家協助，

(c) 各代表圓的費用血由指派它的蹄釣方負祖.大金可要求世昇知棋戶根組訊(以下車軍方“本組

鼠")提供財致擾助，以便利控闢融合圓大金既定價側訊方是若是展中團家或向市場蛙濟特軌

的回家的蟬的方代表團參加.

(2) (a) 大金虛赴理辦及推妒和裳展本各釣及遁用和宴施本各鉤的事項.

(b) 大金鹿履行依第17每第(2)款向其指定的美于接鋪某些政府間組組成均本學釣蹄釣方的眼
能.

(c) 大舍塵封召卉任何修訂本各鉤的外交合故作出抉定，并錯予本組訊ä干事簿各此神外交

金龍的必要指示-

(3) 制 凡厲國家的每一轉釣方底有一票，井座只能以其自己的名X衰抉.

(b) 凡厲政府間組凱的錯釣方可代替其成員固參加衰快，其票數勾其周本學釣蹄釣方的成員

固暈目相等.如果此神政府間組鶴的任何一令成員國行使其表抉杖，剛讀盤棋不得參加

衰痕，民之亦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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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舍區每兩年召弄一吹倒舍，由本組棋且干事召集，

(司 大舍鹿制定其本身的故事規則，其中包括特別含混的召集、法定人數的要求及在不逼反本各釣

規定的前提下作出各科快定所需的多數.

第 16 .~ 

[麗捧為]

本盤棋的園時周ßY.履行每本各釣有美的行政工作.

第 17 盔

{或玲本奈玲玲封方的資格]

(1) 本組鼠的任何成員固均可成均本各鉤的蜻釣方.

(2) 如果任何政府間組銀再明其財于本學釣涵蓋的事項具有根限和具有約束其所有成員目的立法，
井戶曉其根揖其內部程序被正式扭扭要求成均本各鉤的錯釣方，大金可抉定接鋪t黨政府間組銀

成均本各鉤的卸的方.

(3) 歐淵共同伴在過注本身§鉤的外交金說上做出上數提及的青明后，可成均本學鉤的蟬的方.

第 18 各

{本奈為規定的根利和又多]

盟會本..鉤有任何相反的具件規定以外，每一蟬的方均座享有本各釣規定的一切杖利井承扭本各釣規定的一

切又各.

實 194

i本余玲的鑫署1

本各釣直在1997年12月31日以前卉放ft，本組敏的任何成員固和歐洲共同伴盤暑.

第 20 各

[本奈鑄的生故]

本學釣鹿于30~固家向本組銀且干事交存批准有或加入有三+月之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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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 

{成方本奈封玲對方的生效回頭:

本學釣血自下列日期起具有釣束力z

仰 封第20象提到的30-1'團家，自本學釣生數之日起z

(誼) 封其它各固，自按國向本組棋且干事交存文有之日浦三-1'月起E

(祖) 財歐淵共岡件，如果其在本盔的根揖第20余生敷后交存批准有或加入者，則自交存此神文有
后浦三-1'月起，或如果其在本各釣生教前交存批准有或加入唱，則自本各釣生效后浦三小月

起z

(iv) 滑被接鋪成方本各釣蟬的方的任何其它政府間組餌，自議組親交存加入有后浦三-1'月起，

第 22 ... 
{本奈持不得有保留]

本..鉤不允吽有任何保留.

第 23 盔
[退為 1

本各鉤的任何締約方均可迫出本各鉤，過釣直通知本組銀ä干事.任何過釣虛于本組銀且干事般到通知之

日起一年后生效.

第 24 每

{本奈鶴的吾吾言}

(1) 本祟的的盤字原件座3每一般，以英文、阿控伯文、中文、怯文、僧文和西班牙文盤署，各法文科
的文本具有間等致力.

(2) 除本各第(1)款提到的潛文外，任何其它講文的正式文本須由且干事底有美道事方清求，在每所有

實 25 蠱

有央對事方種商之后制定.在本殼中，“有夫對事方"系指涉及到其正式語文讀正式潛文之一的本

組棋任何成員固，井且如果辦及到其正式語文之一，亦措歐洲共同祥和可成方本各釣諦釣方的任

何其它政府間組鼠，

[保存入}

本組親且干事均本裊的的保存人.

2位 參見第 17 奈第(2)敦和第(3)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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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夢見《美于某些版棍和部接杖陶趣的外交金圾站景， 1996年，日內瓦>> , WIPO出版物， 1999年，日內瓦(下都“1996
年日內瓦全放記是")，第722東和第743頁。

蓮香見前面早吉第 25 鹿至第 31 段。

蓮香鬼哭于 WCT第 4奈、第 5 奈和第 7奈的故定青明。

四IPS掛定第 71 奈第 2數規定z “但遁于提高在其它多迪掛定中造成和安施的、井由 WTO所有成員在遠些#}定頂下

接受的知棋戶校保妒水平的修正，在四IPS 理事金鐘掛商一致所提建設的基抽上，可依照 (WTO 掛定》第 10 學第

6載提交部長鈑金說果取行功。"

《世界貿易組餌失于爭端解決規則每程序的諒解(1994 年)))規定，“朴怯和中止揖吐"可在爭端解缺机拘適泣的建坡和

裁決末在合理期限內執行肘作方I描肘措施通用(第 22 奈第 1 款)。依照曹解第 22 奈第 3 款，“拉的原則是，起訴方座

首先尋求封寺家組或上訴机柏主人定有造反文各或其它造成利益責央或織損情形的部n相同的都叮中止減吐或其它又

各t .......如官方說均財相同部n中止攝址或其它又各不可行或五殼，則可尋求中止財同一掛定頂下其它部口的棋吐

或其它文勢， ..t...卸i衷方說方財同一掛定頂下的其它部口中止揖吐或其它文各不可行或充殼，且情況足略F重，則

可尋求中止另一道用協定項下的藏吐或其它文賽。"第 22 奈第 3 鼓起闡明，“就本故而富，‘部1'1'一向. ......封于勻

貿易有央的知棋戶杖，指訂閱PS掛定》第二部分第 1 哲、第 2帝、第 3 哲、第 4 可亨、第 5 智、第 6帶或第 7令所涵

蓋的知ìJtrz:校的每一美剔，或第三部分或第四部分下的文勢， .......就本載而盲，‘掛定，一向: (i)財于貨物，指 (WTO

掛定》附是 1A 所列各項協定的且体，以及清迪貿易掛定，只要有失爭端方厲遠些掛定的參加方; (ii)封于服勢，指

GATS; (iii)神于知怎Rrz:杖，指的'RIPS 掛定)) 0 " 

毒害見前面早吉第 63 段至黨 66 竄。

參見 1996年日肉瓦金故站是，第 176頁至第 181 頁。

蓮香見下面美于第 8 蠱的說明中封攝“解抉方案..的叡述。

美于述一金坡的掘道，參見《版杖》何IPO 昔日的呼~月刊)， 1982年 9 月期，第 245 頁至第 246 頁。

美于封靠各工作的飯述以及示范各款的各文和說明，參見《版根>> , 1978 年 1 月期，第 6頁至第 19 頁。

例如，美國版技法第 101 魯特“汁算机程序"界定;每“直接或間接用于計算机中以引起某神錯果的一套吾吾旬或指令。"

日本版根挂第 2 象(之三)包含一+筒草而概括的美但定文，根揖議定咒，“[計算机]程序是指均使計算机遠行并得
到某科措果而投捨它的組合指令的表垃式，"

1991 年 5 月 14 日理事金美于汁算机程序法律保伊的指令。

iJ!J如，根揖歐共体計算机程序指令，“汁算机程序"的概念不起及計算机程序的操作錯果。若干法院對dtR:反映的美圓

法也可臥視同祥如此。 PaulGol也扭扭以下遠方式品結美圓的法律收現:“屯子游竟是一般包含兩神分高的成分，可有各

自祖立的版扭z 計算机程序，祖特地件現方安裝在當競揖作台上的半辱体芯片:以及被游或者激活肘由計算机程序

投射到視頻屏幕上的活功祖昕里示。，.....汁算机程序的根利可能在視昕星示的根利未受優害的情況下受到侵害;

視昕昆示的根利也可能在汁算机程序的根利未受優害的情況下受到優害。......息管屯于游或壘示的固像可能未按固

定順序出現，但法院一般且要判定它們符合第 101 奈中‘系列相美圖像'的要件， JA而相成視昕作品。"(paulGolds扭扭，

《版枝一一原則、法律和要努)) , LittleBrownandCo.，波士頓，多佮多，恰數， 1989 年，第 1 卷，第 168 頁至 169 頁。)

美于財靠各工作的敘述臥及示蒞奈款失于特殊制度的象文和說明，參見《版杖>> , 1978 年 1 月期，第 6頁至第 19 頁。

MichaelS.K中linger， (計算机程序的法律保妒z 固內立法和判伊j怯的調查分析)) (文件 UNESCO用IPO/GElCCS峙。

如同官研究滑逛一制度的闡述，在~肘，的但有五+圍家在其鄰定辟中規定了汁算机程序的版杖保妒一→擴肘間順

序)菲律真、美園、甸牙利、澳大利E、印度(原管足有其它一些園家已基于判例法倍于汁算机程序版校保妒)0 1985 
年 2 月告說之后，倒如在 5 月、 6 月和 7 月不足兩+月期間，就有下面四+園家在其鄰定按中喃說了迫神保妒一一〈按

肘阿順序)德園， 5 月 23 曰:日本， 6 月 14 曰:法園， 7 月 3 曰:英固， 7 月 16 日(遠也是本指南辱盲一章闡述的“有
指旱的投展"附設滑各固版扭法的協調作出貢獻的一+很好的宴倒)。

“源代呵"是用程序培盲穹成的計算机程序的原始代呵，能被人獎(且無但限于寺內此事述一頓嗤工作的人)關懷和理

解。“目掠代呵"是程序的一神可敬汁算机直接使用的版本，具有三避制形式(一系列的啥，和“1勻，能被計算机赴理器

理解，但除非銓垃“反正編"(即特換成海代高)，免法被人美理解。

1996年 3 月 11 日歐訓班舍和理事金美于教揖庫法律保伊的指令 96月眉Co

蓮香見 1996 年日內瓦全放t己是， <<掛由外交金說申坡的美于教揖庫知棋戶校每釣宴at性奈載的基咄提案>> (文件

CRNRIDC/6)，第 332 頁至第 374 頁。

毒害見 1996 年日內瓦全放姐是，第 97 頁。

參見前面專吉第 51 康。

(TRIPS 協定封 WIPO 管理的奈釣可能戶生的影喃>> , WIPO 出版物第 464 哥(英)， 1996 年，第 28 頁，第 70 康。

參見前面早盲第 5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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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車主辦才更~-Ix祥一靖宜日友行杖、出租杖或企卉出借杖(胡被睛說的活卜一控制特愛制晶提供錯企余使用的行

;F.J;合成的使用通常是“延迫的"，因均提供行克和企余成員感知(掌耳、現看、收昕)借以表現作晶的信骨、圈館和青

音或感知景音制晶(即~~“使用")的肘悶不同。另一方面， -會主辦圓恩_;f)é~，成祥一一諸如金卉衰讀杖、「措杖、以有

錢方式向企余持播的根利一一控制特作品或相美根客件提哄錯公余成員遊行直接(即并非“延迫的可使用(感知、掌司、

m看、1&昕)的行舟。

參見 1996年日內瓦全放氾景，第 675 頁，第 301 康。

述一垃程可簡短扼要地概括;F.J: (一)舍的長ißIV 1886 4丈革的最典故定有要車 Il軍管提到攝影作品，部特它們的保

妒圖交圍內法自行萌定，并准i午就它們的保妒遁用真廣性互惠。(二)1896 4己讀書鑽方去缸拓覽了保妒攝影作品的基

醋，井使之較方一致。滑攝影作晶錯予園民持過(保妒期限可遁用宴廣性互惠的除外)，不浩特它們置于勻美朮作品相

同的地位，語是宇可用特別法保妒它們。金訊逼逼迫一+誓愿=希望眼盟所有成員圍的法律保妒攝影作品和以美似

方法制作的作品，以及保妒期限至少 15 年。(三)1908 手指#鑽戒T丑iit.造成膜盟所有成員國保妒攝影作品的一致意見。

但在柏林文本中，攝影作品是在草租一象(合釣第 3 奈)中規定的，而未被輸入第 2象以非祥恩方式列幸的“文掌作晶"

中。所凶，全釣美于“文掌和草木作品"的規定不遁用于攝影:各聞法律具有重要意文。圍肉法起被准吽自行碗定遠

神保妒的性盾和期限o (四)19284_F..!.學9至r1HX.末在攝影作晶方面改劫《伯承尼兮的》的的文。(五)在 19484本手
萃求伊方針i:<:上，“攝影作品和以美個攝影的方法制作的作晶"逛一朮培被扑充道企釣第 2 奈第(1)款以非譚厚方式列

有生的文掌和重朮作品中 o (六)1967 4 /11ftt-.f ifr#f!I--ir昔d改劫了《伯均可尼告釣》第 2 奈第(1)載有美部分的措呵，即
用“攝影作品和以美但攝影的方法表現的作晶"逛一表述取代了“接影作晶和以美但攝影的方法制作的作晶"的表述，通

迂述一改功，強調了定文中的抉定因素是作晶得以表現的方式而不是技朮追程的性盾。失于接影作品的保妒期限最

鑄造成一致意見。第 7 奈第(4)款規定z “接影作品.......的保#期限由本同盟各成員園的法律規定:但述一期限不區少

于自告作品完成之后算起的二十五年。"追問吋也是攝影作品的地位勾一般文學和吉木作品的最后一+區別，逛一區

別最龔由 WCT第 9 各取消了。

方述一款進揮的行文似乎井不成功，因方它提到《伯$尼企釣》的遁用，而皇然在逛一上下文中，各蜻釣方遁用的

察時上并不是《伯均可尼告的》本身，而只是規定了遵守告釣第 1 奈至第 21 奈規定這-j(勢的各釣(述一且各也延及井

未同祥加入企鉤的那些錯釣方)。

述一解釋得到美于基咄提案第 10 奈(按原輔哥;F.J第 12 奈)草案的說明的睛說。(需要指出，象文草案勾最典適娃的各

文是相同的，唯一的區別是第(1)款中“在某些........特殊情揖下"之前出現的“缸"字，由于投有必要而被刪除，因方根

揖述一數奈文的其余部分，同祥很清楚z 限制和側外告在某些特殊情視下以及血在同肘符合“三步磕磕"的其它兩+

括准時才能授予。)美于第(1)獸， ì表現明作出糧清z 其中的各件“勻《伯均可尼企釣》第 9奈第(2)款中的各件完全相同，'，

過提到三↑每件吋它特別開明，“任何限制均函、須服于某些特殊情缸" [斜体宇用于突出第(2)款行文和 TRIPS 掛定第

13 奈行文的相似性]。隨后，美于第(2)載， ì袁世明強調其中也遁用相同的各件。(參見 1996 年日內瓦舍故坦景，第

212 頁第 12.04.一展。)

側如，教育側外的作用里然座予保留，但均在數字岡嬉耳境下通用述些倒外(如就垣程教育而盲)，可能尪需要規定特

殊要求，清如座用一些技朮保妒措施和杖利管理信息，以鴨保受保妒的實料但由預期用戶但用于預期目的。勻此同

肘，側妞，通述全球阿搗封受保妒的作晶避行私人畫制一般是不能准件的，因方迫特勻有美作晶的正常利用(也可以

追祥說一一遠已成方一神被拘重要的新形式的利用)投生F重沖突。

可能造用的新伊j外的一+明星倒于，即美于過近全球數字阿錯過行交互性恃輸期間貴生的Jl~#扉掙站的曹吋璽制

行舟的倒外。“某些特殊情缸"几+呵改均斜体字以強調:暫肘畫制品不治存在肘間如何短暫，均不能排除在軍制校

的控制蒞團之外，只有那些充分符合“三步撞驢"要求的曹肘畫制晶才能不受迫一根利控制。

參見前面辱吉第 31 段和第 3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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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浪F放組銀表演和最音制品各釣)) (WPPT, 1996年)宴廣性奈款指南

序吉

姆鈍各芳，

出于以息可能有敷和一致的方式度展和維妒保妒衰讀者和最音制品制作者根利的風鹽，

承弘有必要果用新的固~規則，以提快解抉由控告井、社舍、文化和拉木~展所提出的阿盟的道道b法，

承iA信息勾通信說朮的~展和交在商衰輯和最音制品的制作勾使用的課刻影喃，

承說有1必要保持表讀者和最音制品制作者的根利勾f大企余的利益尤其是教育、研究和裝得信息的利益

之間的平衡，

速成協說如下z

第一段

PPT-Pr. l. 序吉第一殷勻《世界知怎R;n:杖組欽版杖奈釣)) (WCT)的序言第一段相同，區別在于迪里盎然是
指表演者和這是音制品制作者的根利，而不是指作者的根利。

PPT-Pr.2. 同肘， WPPT的序言勻<<~耳公釣》的序言也存在差昇。后者要筒草得多z “締釣各固，出于

保妒衰演者、最音制品制作者和尸播組欽的根利的愿望，......"。其中沒有提到友展和推妒商所涵蓋的几

英杖利的保妒。遠元疑是由于<<~司合釣》在其通述之肘具有“先驅性" :它只是卉辟了喃立相美枝的造豈

保妒的道路:因而，:博友展和推妒遠神保妒指明方宗旨就不遁宜了。到1996年，又才表演者和汞音制品制作

者的根利的保妒已在很多圍家喃立，而且在地區和固障屋面上也得到投展，堵如在歐共体的一些指令和在

《勻貿易有央的知棋戶杖協定)) (TRIPS~定)中。因而，在WPPT的序言中，已星有理由世雄妒和(避一步)
友展封表演者和是音制品制作者的杖利的保妒了。

PPT-Pr.3. <<~司合釣》的序吉勾WPPT的序言之間挂有一+區別，即前者位提到保妒它所涵蓋的根利的愿

望，后者則避一步說准各“以息可能有效和一致的方式"安現遠神保妒。述一表述是JA<<伯均可尼公釣》那

里逐字照搬泣來的。如同在前面美于<<~耳企釣》的說明中所分析的，由于企釣在通道之肘的“先驅性"，

在序吉中說“思可能有效和一致"格是一神設有根掘的自翊。在WPPT的序言中指出勻《伯想尼企釣》的序

吉中相同的更方雄心勃勃的目結非常重要z 它反映了版杖及相美枝的保妒水平趙于一致(息管仍存在一些

差昇，但早竟在逐漸減小) ，并硝主人了WPPT的制定者跟隨述一趨勢的意圈。達科目;括后來在企釣中以各方

面表現出來，例如胡說表演者的精神杖利，或(以W口中的相同方式)財交互性恃輸(“向全余提供" )、友

行校、還用制外和限制的各件、有美技求保妒措施和根利管理信息的又各、杖利的執行加以規蒞，等等。

第二段

時T-Pr.4. 逛一段的行文除有一小區別外，勻WCT的序吉第二段相同，因而，前面美于那一序言的吋啥

也同祥這用于逛一段。唯一的區別是， WCT的序言第二段不但提到“有必要采用新的固隊規則，'，而且提到

有必要“澄清滑某些現有規則的解釋九存在述一區別的原因可用下面的事察說明: tlPWCT第4奈和第5奈但

各自闡明汁算机程序和教掘庫根掘《伯均可尼告釣》受到保妒:勻述兩奈相比， WPPT則不包含草繩解釋現

有規蒞的象款，它的行文赴赴采用了“鹿"字。遠并不意昧著1996年日內瓦外交金放設有財遁用有美WPPT

涵蓋的根利的某些現有規范作出澄清。只不迂述神澄清是以通迫放定再明(清如美于在數字耳壇下相座造

用隻制校以及例外和限制的故定寅明)的方式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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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最

PPT-Pr.5. 述一段用WCT的序吉第三段所用的相同方式提到信息和通信技朮的投展和交茫的影哨，唯一

區別在于它是航表演和是音制品的戶生和使用的角度提出的。因此，前面美于WCT的序言第三段的吋拾，

也可以比照遁用于述一段。

第四段

PPT-Pr.6. 述一段有兩赴不同于WCT的序盲中的相座段落(第五段)。第一，它(三自然)設有提到“《伯示尼企
釣》所反映的"平衡:第三，它不像在WCT的序吉中那祥，前面另有一段闡明，締約各方“強調版校保妒作

方文掌和古朮創作缸遊因素的重要意文九美于第一+區別，如果真的提到已相對社肘的<<~耳合釣》提

供的“利益平銜，'，就里然不遁宜了:就第二+區別而盲，似乎設有理由訊方它非常重要，因方几乎完法否
說，封表演者和是音制品制作者的根利的保妒胡安作方戶生新的表演和是音制品的促遊因景而具有重要意

文(~定廊上述科保妒是不可缺少的)，不洽是否清晰地閻明述一品。

第一章:~則

第 1 聳
[每其它公銬的美系}

(1) 本各鉤的任何內容均不得減扭轉釣方相互之間依照于1961年10月26日在J'耳盤叮的《保妒衰讀
者、最音制晶制作者和尸擋坦敏因綜合的>> (臥下車拉均“(~司合釣) ")己承扭的現有)(各.

(2) 帳本各釣授予的保妒不得蝕功或以任何方式影喃財文學和乞求作品版根的保妒.因此，本祟的

的任何肉睿均不得擻解釋方損害此神保妒.

(3) 本各釣不得每任何其它各釣有任何美脹，亦不得損害依任何其它祟的的任何杖利和文學.

美于第1各第(2).款的說定ïB明z 不言而喻，第1每第(2)數澄清本學的規定的男才是音制品的報利勻叫最音制

品伴現的作品的服根之間的美系.在需要以最音制晶体現的作品的作者每其才是音制晶持有極利的衰讀者或

制作者吽可的情配下，裝得作者件可的需要并非因間肘起需義衰讀者或制作者的件可而不靈存在，反之亦

然.

此外，不言而喻，第E每第(2)載的任何內容均不阻止錯釣方對表演者或是音制品制作者規定的寺有根超出

依照本學釣需要規定的寺有根.

第1奈的林建

PPT- l.l. 第1奈的結題不完全遁章。因方只有第1奈第(1)款和第(3)款涉及WPPT句“其它合釣"的美系，而
第(2)款闡述的是WPPT捨予的保妒勻丈掌和2朮作品版校保妒的美系。此外，且然第(1)款喃宴涉及勻一小

企釣( <<~司合釣)) )的美系，第(3)款部提到“其它裝釣"。鑒于“奈的"是更方通用的朮唔，似乎改換一神不

同的揖題(倒如“勻其它奈釣及版杖保妒的美系可金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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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美于奈局的“寺內協定"桂盾的戶明

PPT -1.2. WCT在其第1奈第(1)款中青明，它是“按合釣[ <<伯均可尼合釣)) ]第20奈意又下的寺叮協定"。
WPPT第1奈或其它任何一奈中均設有失于它在“<<~司合釣》第22奈意文下"的“寺叮協定"性廣的美似育明。

按合釣第22奈基于比照方式，就“寺n~定"碘切地規定了《伯示尼企釣》第20奈所規定的相同的可能性。
234wpPT沒有提到其“寺n~定"的地位，就意昧著它不是<<~司合釣》第22奈意文下的寺f1~定時?逛一
問題的答案似乎座是否定的。具有抉定意文的完疑是協定本身的性庚，而不是其中是否包含它是一小夸口

協定的青明。如果某一協定是由<<~司合釣》締釣固相互之間(或在它們勻其它固家之間)錦錯的，而且它

的主要內容全部或部分勻旗公鉤的相同，它充疑屑于最合釣規定的寺f1協定。在遠祥一神情況下， ì衷跡定

必須符合<<~司合釣》第22奈規定的奈件。它必須比<<~司合釣》授予更尸、泛的杖利，它也可以包含其它

象款，但在遠神情況下，遠些其它象款絕不能達反《步司合釣》。

PPT-1.3. 下一+問題三自然是WPPT是否符合<<~耳合釣》第22毒品規定的各件。似乎座i袁世它尪是符合的。

息管WPPT仗涵蓋<<~耳企釣》規定的三美受益人中南美(表演者和是音制品制作者)的杖利，而且息管就

表演者的根利而言，它的涵蓋蒞固仗延及“昕賞"表演(而不延及“視昕" 235 表演)， 236 但在它所涵蓋的領域，

它充疑比<<~耳公釣》授予了更尸泛的杖利。

PPT-1 .4. 如同下面所付洽的， WPPT第1奈第(1)款中包含一令保障奈款，它就加入<<~耳企釣》的固家

排除了任何勻第22奈相沖突的可能性。遠一規定赴理WPPT未涵蓋的根利的問題，國方<<~耳兮的》第22
奈財于加入按合鉤的因家才有意叉，而在遠些固家之間，使保妒同祥延伸至那些神獎的根利述-:x..各并不

合終止。

美于 ((fJ.自*-足，公對》規定的丈毒的保障奈款

PPT-1.5. 第1奈第(1)款包含了WCT第1奈第(2)款所包含的同一神保障各款。但由于剛剛提及的原因，逛
一奈款比WCT中的相座余款的作用更加重要。而且，逛一保障奈款之所以更加重要，不但是因方WPPT的

涵蓋蒞團比較窄，也是因方法奈釣(連同下面美于第3祟的說明中吋拾的較小例外)并未要求締釣方履行遵守

《劈耳公釣》的宴盾性奈款的:x..努(勻此相封照， WCT則就《伯示尼企釣》的要E質性奈款規定了錯釣方的

追-:x..努)。且然WPPT包含的各款一般而言做乎(至少大体上)符合<<~再合釣》就它所涵蓋的那些杖利規

定的保妒水平，但遠些象款的象文和會文并不品和<<~耳企釣》相座奈款的相同。

PPT-1.6. 四IPS枷定第2奈第2款中的保障奈款勻WPPT第1奈第(2)款中的相美似，因方TRIPS協定也不要

求WTO成員履行普遍遵守<<~耳公釣》的安康性奈款的文勞，只是要求它們履行遵守其中一些奈款的又
勢，而且它也包含或多或少相對于<<~司合釣》的有美安M性奈款的規定，而不是要求履行速科普遍文勢。

WPPT每鼠叔保是戶

PPT-1.7. 第1奈第(2)款相豈于<<~耳合釣》第1奈， 238 唯一的區別在于<<~耳企釣》的奈文指的是法公
鉤，而WPPT的象文指的是按奈鈞。因此，提到前面美于<<~司合釣》那一奈的分析就瞥了。

PPT-1.8. 美于第1奈第(2)款的故定青明第一句硝坑了上述分析的錯槍和法分析提到的1961年9司外交合
拔的共氓。第二旬同祥闡明，除祟的授予的根利以外另授予表演者和最音制品制作者寺有杖，勻述一款并

不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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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其它余均元任何美誤"

PPT-1.9. 第1奈第(3)款勻WCT第1奈第(1)款第二甸樂似，只有一小區別， epWCT的逛一規定通提到每《伯
均可尼企釣》的特殊失系，因3方b它規定z “本奈釣不得勻除《伯均怨=尼公釣》以外的奈釣有任何失朕.……..……..…..…..入，
i遮主似乎不是一小宴E盾責性區另剔d。勻《伯示尼企釣》的特殊美系在于: WCT被棍方《伯力之尼合釣》第20象規
定的一令“寺內掛定，'，因此法奈釣包含一+失于已加入《伯$尼企釣》的締釣方之阿通用法公釣的保障奈

款。如同上面所付槍的，不洽是否明萌F哲明， WPPT也均座視3均9 <<里劈~1耳吾企釣》第22奈規定的“寺f叮lt協仔定"

而根揖迋一鼠，如同WCT第1象第(2)款就安施《伯示尼企釣》所規定的， WPPT第1款第(1)款包含同一神

失于同祥已加入 <<w司合釣》的錯釣方之間要施淒企釣的保障奈款。所以，几乎充法否說， WPPT硝要勻

((W耳兮的》有某科夫系。

PPT- l. I0. 由于WPPT第1奈第(3)款察隊上勾WCT第1奈第(1)款第二旬相同，上面就WCT的遠一句所作的
吋洽(美于財逛一旬的必要性的悴疑，將它納入各釣的原因一一即滑勻四IPsiro-定可能存在的(制度化)美系

的某些扭心，象釣勻四IPS枷定的事宴上的美系，奈的每TRIPS掛定之間的相互影咱，以及格呆在兩小文

有之間可能建立的美耳其)，可以比照遁用于WPPT的述一規定。

第 2 各

/定;>(J

在本學釣中z

叫 “衰8萬者"指演員、歌唱家、音舉家、舞醋家以及衰潰、歌唱、續說、胡靖、誼賽、表現、或

以其它方式表演文學或乞求作品或民間文學乞求作品的其它人員 z

(b) “是音制品"系指除以咆影作晶或其它音像作品所舍的最制形式之外，封表演的實膏、或其他
戶音、或青青表現物所遊行的最制z

美于第2象(b)頂的故定jIf明 z 不言而喻，第2*(b)項規定的是音制品的定又并不表明財是音制品的根利因

特景音制品包含在咆影作晶晶其它音像作品中而受到任何影喃.

(c) “是制"系指財F聲音或肯音表現物的体瑰，}A中通述某神裝置可感賞、軍制或倩措接責音z

(d) “是音樹晶制作者"嘉措滑首故格表潰的責膏、或其它pt膏、或pt音表現樹豪制下來提出劫

放井負有責任的自然人或法人z

的 “~行"最制的表演或最音制品系指盤根利持有人間意井在以合理的數量向企余提俱隻制品的

學件下，特最制的表讀或最音制品的軍制品提供錯金玉)\:;

美于第2舉制頂，第8、 9、 12和13盔的故定實明z 遠些裝載中的用語“畫制品"和“原件和軍制品"，受各讓各

中農行棍和出租扭的釣束，寺指可作均有形.晶投放疏通的固定的貫制品，

的 “f攝"系捕以竟能方式的指道，使企余能接IßC青青、或團象和青音、或團象和青青表現物z

通注耳星進行的此科播送亦均“f播"z 播送密調信寺，如果尸措組銀或經其同意向企余提供

了解闊的手晨，則是“f擋":

(g) “向企余傳播"表演或景音制晶系指逼迫除f捕以外的任何媒伴向企余播送表演的青音或以最

音制晶最制的實音或賣音表現鞠.在第15奈中，“向企余持擋"包括使岔五k能昕到以最音制品

最制的pt音或戶音表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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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2.1. WPPT第2奈在錯法象釣中果用的某些美鍵朮培下定文肘，遵循了<<~耳企釣》的特撓。要跡上，

述一奈捨或多或少和<<~司合釣》第3奈中相同的朮培下了定文，息管方式未必相同。存在的區別是:WPPT

第2裝運包含“最制"和“向公成恃擂"的定叉，它們未被納入<<~司合釣》第3奈，而在<<~司合釣》中有兩

+定又一一“靈制"和“特播"的定又一一也未見于WPPT中。

(a)項:表潰者

PPT-2.2. “表演者"的定又是基于《劈互通公釣》第3奈(吋中同一朮梧的定文作出的。如同前面所付拾的，

后一+定文被局限于但涉及文掌和2朮作品的表演(且然<<~耳企釣》第9奈規定締釣固可以特保妒延伸至

不表演文掌和2朮作品的古人)0 (a)項中的定文大体沿用了<<~司合釣》的定叉的措祠，但在兩↑方面有

所區別。

PPT-2.3. 第一小區別是它注包含“表現"行方。增加這一劫祠的意囡椒乎是zj句胡說那些財表演的唯一貢

獻是闡釋被表演的作品的人的“表演者"地位，而在定文中硝立一+比較遁章的依掘。設有察隊表潰的草鈍

闡釋(側如友表一篇美于貝多芬交吶原演奏法的槍文)是不略的:闡釋者要被視:JJ“表演者，'，他座有能力通

泣在他指早下的具体表演而言定現滑他的闡釋的座用。最好的例子是交喃~臥的指揮， 1961年9司外交全放

的掘告持他林方“表演者弋但并未在定J足的行文中方此硝立一+造盟的依掘。(美于述一情況以及財定文

的法文本中artistes inte中站tes(表現者)和artistes exécu伽旭(表演者)的區分，見前面美T<<~苟企釣》第3奈
(吋的說明。)

PPT-2.4. 第二小區別是定文已延伸至民間文字畫朮表現形式的表演者。遠一做法意昧著在固障屋面上取
消了封“表演者"和“表演"概念的隊!日的、不合理的限制，并可能通垃提供一神間接形式的知ì:RF杖保妒，

促避肘創作了有失民間文掌草木表現形式的那些社金群件的合法利益的保妒。

(b)項:汞膏制品

PPT-2.5. WPPT逼迫其第2奈(b)在兩方面更新了<<~耳合釣》第3奈(b)中“是音制品"的定文，后者佼佼闡
明‘“是音制品，是指任何財表演的青音和其它pr音的寺叮是音"。

PPT-2.6. 第一方面是定文已延伸至那些并非吉音若是制品的是音制品。遠也可以看作是一神草繩的澄清，

但似乎是必要的，因方現在適述數字拉木的@用，借助遁量的屯子設各來固定能修生成高音的教攝(即使

相庄的青音尚不存在)，也可以制作出景音制品。以技朮上模糊的方式表述的封“青青表現物"的固定指的

正是逛一可能性。

PPT-2.7. 第二方面是“寺叮是音"逛一表述已被一+校長的短培取代z “除以屯影作品或其它音像作品

所舍的最制形式之外九在基袖提案中提出的另一短語是z “音像是制品、青音和圈像的表現物或上述三者

的青音部分均不是最音制品。“39 (b)項中采用的短潛在非正式磋商期間銓述成一致意見，在設有財它背后

的原因作任何安廣性解釋和沒有任何爭槍的情況下，它作方定文的一部分適泣。 2岫逛一短活的作用是:

在視昕是制品不被磷主人均作品的情扭下，被納入i主祥一神視昕汞制品中的衰演的青音或其它再音的是制

品，或黃音表現物的是制品，座被看作是“最音制品"。

PPT-2.8. 就(b)項適泣的故定pr明作出一+重要澄清。它閻明，最音制品的根利并不因素音制品被納入

咆影作品或其它視昕作品而受到影吶。遠意味看，是音制品只有基于通過的合同安排(充分考慮到奈釣規

定的是音制品制作者的根利)才能在追神作品中使用。如果它們又被避行組立于視昕作品的使用，它們座

被看作是最音制品。(宰你上述可以指相過大范圍的青音是制品，因7iJ用于視昕作品的音法往往是另外最

制的一一述祥，是制品就座被萌主人均達一定Jl..所涵蓋的“最音制品"一而是在后來才被納入視昕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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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2.9. 在外交金說第一主要委員舍的吋捨期間，同祥被闡明的是“屯影背帶祖立于屯影吋一一即作方
青音是制品投行肘一一座看作是最音制品。" 241 

(c)項:章制

PPT-2.10. (c)項中“是疇。"的定5(佼佼要求商音或寅音表現物的体現足略穗定，以至能睡通迂某神世各感

知、畫制或持播。它并未指出哪一科“体瑰"才可能是造盟的。由于缺少限制性澄清，似乎有理由特它解釋

方指可借以財它感知、寞制或倩播的任何一神物~形式。述尤其足可以指屯于存儲器內的存儲形式。基咄

提案中封述一項作出扑充的說明澄清一息:“定火并未在達科体現必鎮具有永久性和穗定性方面規定任何

余件:奈釣提案中設有任何硝定的要求。" 242 

PPT-2.1 1. 基耐提案中的說明尪指出“寞制"的定文未被提出，并解釋“遠是因均達一朮梧的含又在第7奈和

第14奈中有充分的f展。"且3 且然逛商象最態沒有適述，但如同在前面美于《伯均可尼企釣》第9祟的說明
中所i寸槍的，根揖述一奈以及在各吹修各T金放的坦是中造車反映出的有失“談判史"，“寞制"概念的主要特

征昆是足移明嘯的。在WPPT第7奈和第11奈中，有失寞制板的規定基本上采用了《伯示尼兮的》第9奈的

行文。

(d)項:汞音fJIj品制作者

PPT-2.12. 如同在前面美于<<~司合釣》的現明中所i寸拾的，在按合釣第3奈(c)中，“最音制品制作者"被

界定方“首坎特表潰的青音或其它青青是制下眾的自然人或法人"0 WPPT第2奈(d)中的定文仗朴充了--1'

要素z 出于上面吋泊的勻“是音制品"的定又有美的原因，其中也提到了“青音表現物"。

PPT-2.13. 基抽提案中封述一席作出扑克的說明指出 z “制作者是均是音制品的首吹最制提出劫坡、避行

協調井負有銓濟責任及其它責任的人，而不伺采用何科拉木。值得指出，已有表演的是制品的數字化或‘新

母版制作，不是‘首吹是制'，不捨校正音盾、消除崇音及其它遠神改劫的投贊如何。，， 2科

(e) 項:農行

PPT-2.14. <<~歹F主茍§企釣》在其第3奈(d)中;特恃“友行"界定3方fg: “向公玉戒k提供造三豈旦數量的某神唱片的隻制晶"

WPPT第2奈(盼e吋)除了f使吏行文似乎斐得不必要的隻奈外， 2的財逛一定文但扑充了一+要素，即閻明“以合理的
數量.......提拱隻制品"是仗就詮杖利所有人同意而遭行的“投行"而吉的。在述一方面，各釣中“友行"的概

念已被改得勻《伯示尼企釣》第3奈第(3)款中“已出版作品"的定文獎似。

PPT-2.15. 第2每個)(以及第8奈、第9奈、第12奈和第13奈)美于“隻制品"概念的故定青明一-h人比照的角
度看一一句WCT第6奈和第7奈美于同一概念的故定青明相同。因此，財后一說定育明在WCT方面所作的

說明，遠里也可以比照通用。

(f) 項:r播

PPT-2.16. 的項中“尸播"定叉的第一部分宴障上勻 <<W1主企釣》第3奈(f)中述一木梧的定又相間，依照后
一定文，‘“尸播，系指以元錢方式的播送，使企余能接收肯音、或圈象和資音。"但有的區別是，出于上面

就“是音制品"的定文指出的原因，遠里也朴充提到“黃音表現物"。由于述一定文果用了 <<w為公釣》第3

奈的的行文，它也就“鑑承"了一小起草伺題，即“公余.......接收"述一表述似乎晴示接收行均是在企余面前
或至少在向合成卉放的地寫炭生的。如同在美于 <<w耳企釣》的說明中所付拾的，述一表述里然設有表垃

i主祥一神會J足的意圈。 1961年9司外交舍坡的氾景并未指明 z 金拔希望采用一+木唔，其會又特勻《伯均可

尼公釣》第11奈之二第(1)款規定的尸播概念(即通迂元錢方式向企余倩播而不是在企共場所接投)根本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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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2.17. 定叉的第二部分胡說，先告余接收目的而過迂五星避行的恃輸也是“尸播"，只要它在其它方面
符合述一定又(即它是一神可被告余直接接收的持輸)。

PPT-2.18. 定文的第三部分涉及加密耳星「播。它胡說只要向企余提供解密手段，遠一恃輸的教果就相道
于持鏡「播。有一小奈件是，解密手段座由尸播組欽本身或鐘其同意提供。

PPT-2.19. 第2袋中投有“特播"的定文。依照<<~耳企釣》第3奈(f)， '“特擂，是指一+尸播組親的尸播哲目

被另一+尸播姐銀同肘「擂。"基耐提案中共于WPPT草案第2祟的說明指出了述一定又被省略的原因 z “特

播即「擂。在特播中，有美的青音或Jã音加圈像已被尸播。 }Á<<~耳企釣》引入逛一定文似乎投有必要。"

(曾項:向公正k持播

PPT-2.20. 如同在前面就《步司合釣》所付尬的，按合釣規定的“向企余持播"的概念勻《伯忽尼合釣》規
定的不同。<<~耳合釣》中并不包含述一概念的定文(它只能狀有美奈款的上下文以及1961年9耳外交全

放氾是中反映的合釣“談判史"來推斷)，而WPPT則在第2象包)中提供了一↑定文。

PPT -2.21. (g)項的第一句精“向公余持播"界定方通迂除尸播之外的其它任何媒介向企余避行的持轍。因

而，逛一定文排除了淘金余接收目的而以元錢方式遊行的持瑜，但同祥涵蓋封其它任何倩翰內容(包括尸

播咕目)避行的所有避一步倩輸。同肘遲座指出的是，它不涵蓋以有錢(或元錢)方式“提供"表演(最制在最

音制品中)和是音制品一一遠是WPPT第10奈和第14奈規定的持播方式。

PPT-2.22. (到頂的第二旬一_:tJ第15奈的目的一一也特“向企余持播"的概念延伸至“使企余能昕到以是音

制品是制的青音或青音衰現物九述祥一科行均是在去余面前或至少在向企余卉放的地席宴施的，而逛一

行方一一就《伯示尼公釣》而盲一一可以拘成合卉表演(根措第11奈第(1)款(i)和第11奈之三第(1)款(i))或公

卉恃播被尸播的作品的戶音(第11奈之三第(1)款(iii)) 。

實 3<<-

{依本昌等為受保串戶的受益人]

(1) 謝釣各方盧特依本各鉤規定的保妒錯予京其它攤釣方園民的表讀者和最音制品制作者.

(2) 其它轉釣方的固民座按理解渴符合(J1司合釣》規定的掠准、有實格受到保妒的表讀者或最音
制品制作者，如間本學鉤的全体蟬釣方均值設:'-1i黨合鉤錯釣圓的情形.財于追些實格掠准，攤

鉤各方鹿還用本身k釣第2象中的有美定文.

(3) 任何利用(J1司合釣》第5學第(3)載所規定的可能性、載舟讀金約第5聳的目的利用(J1司合釣》

第17余所規定的可能性的樺的方，血向世界知棋戶根組訊問IPO)且干事作出那些象數所預先規
定的通知.

美于第3奈第(2)載的故定戶明::'-1了遁用第3各第(2)款，不言而喻，最制系指制作完成原始帶(“母帶")0

美于第3蠱的故定青明s 不言而喻， (J1司合釣》第5舉制項和第16奈(吋現第前吋目中所指的“另一錯鉤圓

的固屁"，在遁用于本學釣肘，財于系本各釣諦釣方的故府間組餌，指系t黨組叡成員的固家之一的園民，

向其它玲玲方“茵氏"提供的揉造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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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3.1. 第3奈第(1)款闡明，改裝的規定的保妒錯予作方其它締約方園民的表演者和是音制品制作者。

如果只懷遠一款，可能使人財受保拼實格的棕准戶生娛解。如同下面所吋拾的，固籍是保妒是音制品制作

者的根利的掠准之一，但不是唯一括准，而滑于保妒表演者的杖利，它根本不是抉定性掠准。

PPT-3.2. 第(1)款中述一闡述具有濃辱性，因方TRIPS協定美于受保妒賢格的棕准的解抉方案用來遁座

WPPT的方式欠耍。 i友協定的有美各款(第1奈第3款)規定:“各成員座封其它成員的固民捨予本協定規定的

待遇。就有央的知祺戶杖而言，其它成員的園民座理解方符合《巴黎企釣)) (1967)、《伯均可尼公釣)) (1971) 、

<<~耳企釣》和《美于集成屯路的知怎Rrz:板每釣》規定的保妒資格林准的自然人或法人，價世所有WTO

成員均方述些企釣的成員。任何利用<<~耳企釣》第5奈第3款或第6奈第2款中規定的可能性的成員，均座

按送些象款中所預想的那祥，向勻貿易有央的知怎RF杖理事金('TRIPS理事金')作出通知。"

PPT-3.3. 第3奈以比照方式沿裴了四IPS掛定遠些奈款的錯梢。第一，第(1)款閻明，受保妒資格的掠准

是團籍:第二，第ο)款指出“圍籍"的會又(基于逛一會叉，錯果表明它意味著除園籍之外足有其它掠准);

第三，第(3)款使通知奈款遁于WPPT的上下文(和WIPO的背景，象釣由i表姐親友起而得以通注)。毫充疑問，

在遠一伺題上引ìïE<<~耳企釣》規定的受保妒質格的粽准也是正硝的解抉方案。但在這一奈釣中(仗涵蓋

表演者和最音制品制作者的根利)，似乎沒有必要沿裴TRIPS協定第1奈第3款的寞奈錯梢。如果取消第(1)

款的漢辱性闡述，而且現在的第(2)款一一星然，銓重新編哥后7g第(1)款一一的卉端述祥規定:“締釣各方

座格依本各釣規定的保妒給予..，...的表演者和是音制品制作者， ...... [其余的象文就可以和現在的第(2)

款一祥了] "，就可能安現完全相同的錯果。 WPPT造擇的解抉方案宴現了相同的結果，部采用了一神不必

要的軍崇方式。

取自盡歹局公對擎的韓准

PPT-3 .4. <<~司合釣》規定的表演者和是音制品制作者的根利受保妒費格的棕准一一在第(2)款中提到

一一可見于前面所付拾的按合釣第4奈、第5奈和第17奈。

PPT-3.5. 星然， <<~司合釣》的送些各款庫以比照方式通用于WPPT的上下文中。就第3奈適迫的兩+

說定F明方此目的封“是制"和“另一締釣圓的園民"商↑朮培作出一定澄清。此外，第3奈第(3)款指明<<~

司合釣》第5奈第3款和第17奈座如何遁用于WPPT的目的。

PPT-3.6. 就上述<<~司合釣》奈款的其余要薰而言，它們的比照遁用的會文十分清楚，但有一小例外，

即((~耳公釣》第4奈(c)中提到的棕准的倒外z “表演未被是制成最音制品，但在受本企釣第六奈保耕的尸

播哲目中播放。"逛一輯推需要解釋，因7gWPPT并不延及尸播常目的保妒，而且在原則上，它并非某一固

家或政府向組棋就尸播哲目封尸播組銀捨予保妒的一+奈件。述一棕准如何遁用于WPPT的上下文并不十

分明嚼。

PPT-3.7. 第一小可能的解釋是:述一粽准不遁用于WPPT，因方依照按每鉤，尸播哲目是不受保妒的，

它并不包含笑似于<<~耳兮的》第6奈所包含的規定。

PPT-3.8. 作7g第三神可能的解釋的基拙，可能戶生的一科現成是， <<步耳告釣》第4奈(c)規定的林准封

在<<~司合釣》第6奈保妒的尸播常目中「攝的最音制品仍可能造用。但似乎遁用途祥一科解釋特很困雄。

如同前面所i寸拾的， <<~耳公釣》第6奈規定:

“1. 只要符合下列兩項奈件之一，蜻釣各園就座對捨予尸播組訊以園民待遇z

(a) ì亥尸播組銳的且部設在另一締釣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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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播哲目是由設在另一諦釣園的投射台播放的。

“ 2. 任何締釣園，通迂向朕合固勸告長過交通知唱的亦法，可以肯明它只保妒其且部坡在另一+締
釣固井JAi是在法同一蜻釣園的投射台播放的「播組欽的「播哲臣。此神通知有可以在批准、接

受或參加本企釣的肘候過交，或在此后任何肘閃過交。在后一神情況下，通知有座對于過交六

+月之后生效。"

如果第 6奈仗由其第 1 款的規定相成，上述第二科解釋就可以造用。但第 2款引出一+伺題，因均不能說

jg它規定的通知制度可以通用于 WPPT 的上下文。 i衷奈釣第 3 奈第(3)款仗涵蓋<<~司合釣》第 5 奈第 2

款和第 17 奈提到的通知，而不延及法公釣第 6奈第 2款規定的情況。

PPT-3.9. 起可以想象出第三神可能的解釋:即只要諦釣園就「播常目財「播組銀捨予保妒， <<~耳公釣》

第6象第2款規定的棕准就可以視角遁用于WPPT的上下文。但采用述一神解釋也金很困雄。<<~司合釣》
第5奈第3款、第6奈第2款和第17奈規定的通知要求指明，某一特定諦釣固遁用的受保妒賢格的掠准座通告

其它蟬的固。如果設有遁宜的通知制度來保証述神通告，進一可能的第三神解釋充疑不能浦足述一要求。

PPT-3.10. 在外交合攻投有提供任何指辱的情況下，似乎很雄使人想到， WPPT婦釣方在<<~耳公釣》第
4奈(c)的遁用阿題方面的最純文勢，特超出上述第一神解釋的結拾。

在歹為公約草的粽准每IYPPT，的定又

PPT-3.1 1. 由于有WPPT第3奈第(2)款，因而造用上述《步司合釣》的受保妒費格的輯推肘，座考慮的是

象釣第2數中的定文而不是<<~司合釣》第3款中的定文。考察一下<<~司合釣》的有美奈款(第4奈、第5

奈和第17奈)的象文即可知道，迪是指WPPT第2奈的前五項(即(a)項至(e)項)中的定文z “表演者"、“最音制

品"、“是制"、“是音制晶制作者"和“友行"。

第 4 各

[8/民掙超/

(1) 在本學釣所寺叮授予的寺有放以及本各釣第15象所規定的裝得合理撤酬的根利方面，每+錯釣

方均盧特其錯予本圓圓民的持過錯予第3*.第(2)數所定叉的其它諦釣方的園民.

(2) 本學第(1)數規定的文勢不遁用于另一節釣方使用了本奈的第15奈第(3)數允畔的保留的情說.

PPT-4.1. 在外交金坡上，有兩神立場友生沖突。一科希望保障寞時的固民特過:另一科則希望使它縮減

到句安~性互惠相差充凡的地步。金披上提交了很多修改裝釣草案的提案，由于如何規定固民待遇涉及重

大詮濟利益(星然，不泊是鈍輸入固尪是規定了某些杖利而未被其它固家承汰的回家，均失注息可能縮小

固民持過的蒞園)，連一伺題后來被留到外交含混的三周非正式談判期間再考慮，它在全坡的最后一天上

午才由第一主要委員含著手赴理。激烈的辦拾表明，即使到那肘，代表們也未形成一神可被普遍接受的一

致意見。

PPT-4.2. 瑞士代表困在第一主要委員舍的那吹舍坎上提交的案文，最興作方WPP1第4奈通述。按代表因

指出，其修改案是“以四1Psib定的釣文方基拙的，述一釣文庇雛續成均可被所有代表間接受的一神妥協的
基拙。"到7

PPT-4.3. 描述一下瑞士提案的特征尪是正嘯的。述一銓提出(并通社)的解抉方案鴨裝和TRIPS枷定的有

美規定(第3奈第1款第二旬)相一致， ì哀旬規定:“就表演者、是音制品制作者和尸播扭頭而吉，此文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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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成員依照咳款第一旬，‘在知怎grz:校保妒方面.......捨予其它成員園民的待遇不得低于蛤予本固固民的待

遇'的文各]仗遁用于本掛定規定的根利。"

PPT-4.4. 如果待遇仗仗意昧著:將奈釣寺叮規定的根利授予其它締釣方園民這一文勢，它就不是真正的園

民待遇:它更近似于遁用符合各釣規定的某些最低文各的安康性互惠。

PPT-4.5. 息管WPPT第4奈相對于四IPsi9J.定第3奈第1款，它部根本不同于<<~司合釣》第2奈的規定。
如同在前面美于按合釣第2奈的說明中所吋站的(且然有一些相反的現熹 248 )，按各規定了《伯加尼企釣》

所規定的同一科真正的固民待遇。

PPT-4.6. 第4奈准吽締釣方就不屑于“本奈釣所寺口授予的"寺有校和不屑于第15奈規定的義得合理擺酬

的根利拒絕錯予固民特過(同祥考慮到按每第(2)款中美于后一科杖利的倒外)。“寺內授予的杖利"被扎克庇

由各姆的方授予，因而，只有在除“寺叮授予的"杖利之外授予更多的杖利肘，固民待遇的作用才金真正戶

生，但正是就這科授予的更多杖利而盲，轉釣方沒有錯予固民待過的文努。然而，只有在某一婦釣方井未

同祥加入<<~耳公釣》的情況下， WPPT才准祥用~廣性互惠取代園民持過。在兩+錦釣方均同祥加入<<~
耳公釣》的情說下，座遁用奈的第1奈第(1)款中的保障奈款，因而仍需要履行蛤予真正的固民待遇(盎然，

連同《夢耳企釣》所准祥的倒外)的文勢。

PPT-4.7. 封“本奈釣所寺叮授予的"逛一表述仍須作出以下解釋。里然，必頌訊方各釣寺f1授予的根利是

連帶奈釣第16奈所准畔的有失達科杖利的例外和(或)限制的。因此，如果某一寺有杖(側抽象釣第7奈和第

11奈各自規定的寺有隻制枚)基于每鉤的上述述一奈而被限制方一科藐得掘酬杖(例如在“私人寞制"的情況

下)，讓寺有根仍然是象釣規定的杖利，息管它在特定情況下受到限制。几乎不能說，由于存在遠祥一科
限制，就可以轉述一杖利不仗排除在“回民待遇"的蒞圈之外，而且一一宴廊上一一排除在座捨予其它緝的

方固民的最低保妒的范圍之外。

PPT-4.8. 所以，依照奈釣第4祟，不授予追耕蓮在得揖酬杖(虫送些杖利是由奈釣寺1'1規定的寺有根特化而
未肘)似乎是不准祥的。(只有基于所謂“掘隻視"才可能遠祥做:根揖述一學說，例如，就WPPT而言，在

依照其第16裝而有文努至少承令人一科技得掘酬杖，以減小私人寞制錯杖利所有人造成的損害的情況下，如

果另一蜻釣方仍不授予追祥一神杖利，己履行文勢的蜻釣方就不再有文努接受向另一諦釣方支付撮酬的草

方負扭。挂在某科意文上也是符合WPPT第4奈第(2)款的精神的。)

第二章z 衰讀者的根利

第 5 各

i表讀者的蜻持社科]

(1) 不依賴于衰續者的控告存根利，甚至在遠些根利特吐之后，衰讀者個塵封于其現場有責表請或

以最音制品最制的表演有根要求承試其系衰潰的表演者，除非使用表演的方式決定可省略不

提其京衰讀者:井有根反滑任何滑其表演過行帶有損其名貴的歪曲、華改或其它悔改，

(2) 根揖本.. 第(1)數授予表讀者的根利在其死后塵繼續保留，至少到其鎧許根利期輸方止，井座

可由極要求提供保妒的錯釣方立怯所扭扭的+人或机掏行使.但批准或加入本祟的肘其立法
尚未規定在表讀者死后保妒上數所述之全部根利的蹄釣方，可規定其中部命根利在衰讀者死

后不再保留.

(3) 均保障本余所授予的故利而果取的朴載舟法座由被要求提棋保妒的轉釣方立法規定.

190 



主吾吾伯 tfr.足，公約》第6奈之二的相筒，主

PPT-5. 1. 如同基咄提案第5奈草案的說明所指出的，法象規定“是估效《伯示尼合釣》第6奈之二(美于作
者的精神杖利)作出的九 249 它們具有的共同要素(真正的區別仗在于比照修改帶束的斐化)如下z

一 授予作者和表演者的精神杖利均“不依賴于...a...鎧濟杖利，甚至在遠些杖利特吐之后"仍然存在。
(遠也含蓄地指出，同祥根揖WPPT一一如同根揖《伯均可尼公釣》一一詮許杖利是可以特吐的。)

一 不始在《伯均可尼企釣》第6奈之二迪是在WPPT第5奈的行文中，均未涉及精神杖利不可特移(禁止

生前特移)的伺題。在遠一方面，基咄提案中的說明(其有效性在外交金坎上未受到杯疑)作出以下
解釋z “表演者可以行使其精神杖利，也可以造揮不行使述些杖利，甚至可以放弄它們。本例而吉，

他可以充限期地釣束自己不披露他是某一特定表演的表演者。三自然，作方特定表演的表演者的地

位不能特移，投有人能在遠一意叉上取代他的身份。“50

一 《伯怨尼公釣》第6奈之二和WPPT第5奈規定的所謂“受尊重杖，'，均包含“反滑任何"封作品或表演
“避行持有損其[作者或表演者的]名甫的歪曲、鑫改或其它悔改"的杖利。

一 一一如同基瞄提案第5奈草案的說明所指出的，“斐更或修改行方本身句精神杖利完美。，，251 在修

改可能勻“受尊重叔"友生沖突的情況下，就WPPT而言，它在某科程度上有損表演者的黃望:而就

《伯均可尼企釣》而言，它在某神程度上有損作者的名書或戶望。

一 第(2)款和第(3)款中包含除F格以比照方式作出修改之外的相同規定。

每剎車索尼公的全第6奈之二的不同，主

PPT-5.2. 就兩神精神杖利(“作者(或表演者)實格根"和“受尊重校")而言，在以下方面均存在安廣性區別。

PPT-5.3. 就“作者(或表演者)資格校"而吉，述科區別息管是安康性的，部似乎并不十分重要。根揖《伯

想尼企釣》第6奈之二第(1)款，作者有杖“要求其作品作者身份~而根揖WPPT第5奈第(1)款，表演者的根
利則是“要求承說其系衰潰的表演者，除非使用表演的方式決定可省略不提其系表演者。"“除非使用表演

的方式抉定可省略不提其系表演者"述一旬井未宴廣性地改斐逛一精神杖利的蒞團和俯值。《伯力吉尼公釣》

第6奈之二中不包含述神但唱，并不意昧著在任何情況下(即使使用作品的方式辱致遠神署名不再具有可能

性或至少很不切宰你)，均品須指出作者姓名。至于表演者，在1996年日內瓦外交金坡上，就表演納入尸
播咕目而言，作方安倒提到的是不可能逐一指出交咱尿臥中的余多表演者。 252

PPT-5 .4. 美于“受尊重杖"的區別比較重要。第一，在《伯示尼企釣》第6奈之二中，述一根利同祥延及“財
其作品的......其它損害行方弋而WPPT第5奈不涵蓋述神行方。第二，根攝《伯均可尼舍的》第6奈之二，作
者可以反封i真象中提到的任何行角，不但在它特有損其商望的情況下可以，在它特有損其名書的情況下也

可以:但在WPPT第5象中，見不到后一+反封依揖。遠似乎是一+比較重要的區別，而它的合理性井不移
清楚，因均有損表演者再望而又才其名警設有美似影咱的行7g似乎十分罕見。~管如此，在非正式談判期間
運是提到滑稽模1ñ作品，并強調准許表演者以可能有損其名營方由反封滑稽模的作品格是不造宜的。

PPT-5.5. 但述一倒于似乎投有太大的說服力。滑稽模甜作品勻衰演者青望的蓮英系比它勻表演者名營的膜

系要緊密，因方它一般參照的是被主人均厲于他所特有的(至少滑稽模佔作品是述祥暗示的)風格和其它獎似

要素。看來在行文上加以區別的意圍在于表明 z 財于表演者，“受尊重校"的保妒奈件勻封作者有所不同

一一很可能的是，其保妒水平被主人均座在某科程度上低一些。

第 6 盔

191 



[表演者持其尚未承尋呼的表演的鐘海款利]

衰讀者血享有寺有杖，財于其表讀授杖z

(i) 尸捕和向全余持揖其尚未最制的表讀，除非議表讀本身已肩「播衰讀:和

(的 是制其尚未最繭的表演，

持在歹為公的》的相同志

PPT-6.1. 逛一奈涵蓋的行方宰你上勻 <<w司合釣》第7奈第1款制和(b)中提到的相同，息管后者采用了比
較隻祟的行文。 253 就WPPT第6奈(ii)而吉，如果在下面吋拾的封“是制"一祠的兩神可能的解釋中，仗指揮

音的体現的限制性解釋被接受，那么唯一可能的安盾性區別注金存在。因均在 <<w再告釣》第7奈第1款(b)

中，“是制"一祠的使用設有限制，也延及制作視昕最制品的行舟。

主吾吾歹且每公的》的不同志

PPT-6.2. 由于 <<w耳企釣》第7奈第1款制和(b)的行文，“均表演者提供的保妒"只是座“包括防止可能友生"
某些行方，而WP叮第6奈就送些行方規定了真正的授板的寺有杖。至于那些章作但規定“防止可能友生"
的依掘的理由，在前面失于《夢耳企釣》的上述那一奈的說明中作了吋洽。

“汞制"商合丈

PPT-6.3. 又才第6奈(ii)中“是制...........尚未是制的表演"送一表述并未作出一致的解釋:似乎存在限制解釋和尸

又解釋。

PPT-6.4. 伺題在于z 第6奈(ii)規定的授校最制尚未是制的表演的根利，是延及所有是制昆是仗延及最制

成是音制品。述一規定的行文可能暗示一科比較尸涯的涵蓋蒞園:但如果也考慮一下第2奈(c)規定的“是制"

的定文，似乎采用族文解釋才是合理的。依照古定)(:“是制"仗指“#.Jt苦或-j苦是越t#JR9#濁，}Á中通

迂某神裝置可感賞、畫制或倩播i衷育音" [強調部分用斜体宇表示]。基于逛一定文，第6奈。i)仗延及是制
成是音制品。 254

PPT-6.5. 但述一解釋似乎不被普遍接受。例如， 1997年9月幸行的WIPO美于視昕表演說定有的寺家委員

金第一坎舍仗的提告，以下面的方式反映了日本代表團的不同立場:“提及WPPT第6奈，本代表國所持親

戚是t 可以私均表演者授枚是制其未是制的表演的根利涵蓋棍昕表演，因均在外交金故土己就刪除故奈草

案所包含的“音眾表演"述一表達中“音氏"一向注成一致意見，以特視昕表演鍋入滑尚未是制的表演的保妒

蒞圈。" 255 

PPT-6.6. 息管如此，滑刪除“音氏"一祠的原因本身需要作出解釋。外交金坡的氾是設有指出刪除WPPT
草案“部分合并"案文中述一已添加方括哥的形容祠的原因。 256第一主要委員金合斌的氾是遠祥反映述一形

容向被刪除的垃程:

“ 863. S且VASO且ES先生(巴西)何，美于方括哥內的“音眾"一祠，是否金作出一令抉定。

“864. 主席邀清美團代表國就逛一伺題投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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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5. KUSHAN先生(美固)解釋氓，其代表國曾就刪除第9奈和第11奈中方括寺內“音氏"一祠作方唯

一的代表困提出垃保留意見。其代表國現在的立場是收回族保留意見，以至“音EE'，一向只能被

刪除。

“866. 主席感謝美回代表國作出遠一澄清井收回其保留意見。因此，目前尚在方括哥內的“音眾"一向

只能JA第9奈和第11奈中刪除。" 257 

PPT-6.7. 封述一情況座作商品朴充說明。第一，在特定的辦洽附段，滑第9奈和第11裝作了吋檔(遠是美

圓代表在隊述中仗仗提到述兩奈的原因)，但宴廊上，美固代表國收回保留意見勻仍然可見到方括哥內“音

法"逛一形容祠的所有奈款有失。第二，收回“保留意見"的原因似乎并非日本代表困在上述戶明中提到的

原因，而是在非正式磋商期向提出和討拾的一↑理由=即如果有“音笨"逛一形容祠， WPPT的涵蓋范固特

斐得窄于TRIPS協定的涵蓋蒞圈，在i亥掛定第14奈第1款中，逛一蒞周延及特表演是制成是音制品的一般

行方(因方靖宜日i寺歌等文學作品的衰演一一朗桶一一也是制成是音制品)。

PPT-6.8. 在美于視昕表演說定有的寺家委員金第一吹金誠的上述辦洽中，提出了一+更方安康性的理由
(但并未在掘告中反映出來): IlP財第6奈(ii)可以作比較尸文的解釋，因方法項中“是制"一河是指一神行方

一一最制尚未是制的表演，而依照奈釣第2奈(c)中它的定叉，“是制"是指一神行方的結果一-FE音的“体

現九息管述磷安是一+更方重要的理由，但似乎仍然是PPT-6.4.一段中提到的第一神解釋更遁章地指出了

最低文各水平。如果在向一奈釣中提到一神行克和演行方的錯果(拼得通俗一些，提到密切相美的一神功

伺形式和一科名祠形式)是方了財它們加以區分，逛一意園里然座在奈釣的談判史中以某科方式指明。就

WPPT而盲，并投有遠科表示。

PPT-6.9. 此外，所有代表因均贊同一店(且然其中一些代表困十分勉強):凡是涉及最制，奈釣就不遁用
于視昕方面，遠或i午也是造捍限制性解釋的一↑可能的理由。最鏈，基本形成的一致意見看來硝說土面概

述的限制性解釋更方造宜:根揖述一意見，就已在叩IPS協定背景下談判和解快的那些問題而盲， WIPO 
的兩+奈釣不座f大按協定規定的文勢。 258 但座再改強調，遠仗勻奈釣(及TRIPS枷定)規定的最低又各有
美，因方很崑然，在擅自財表演避行視昕若是制的情況下，制止“偷是"的保妒至少和在第6奈。。涵蓋的情況

下一祥是必需的(只要進捧上述限制性解釋作方基抽)。

第 7 各

[主動j叔]

表讀者座享有授杖以任何方式或形式xt其以是音制晶是制的衰演直接或伺接地避行軍制的寺有杖，

美于第7、 11和16祟的故定j!IilJO:第7奈和第11余所規定的軍制校及其中過述第16學允祥的倒外，完全遁用
于數字耳墳，尤其是以數字形式使用衰讀和是音制晶的情說.不言而喻，在屯子媒件中以數字形式存儲受

保妒的表輯或是音制品，樹成進些學數章又下的隻制.

主吾吾歹局公的學、 TRIPS棒定、 制自;fr足，公對》及.WC~的比較

PPT.7.1. WPPT第7裝在三小方面勻<<~耳告釣》第7奈第1款(c)及TRIPS掛定第14奈第1款述兩小相座奈款
有所區別。 259 第一，也像其才有美尚未最制的表演的根利一祥，它規定了一神寺有杖而不是草純的“防止可

能九第二，它包含勻<<~司合釣》第10余及四IPS協定第14奈第2款中相同的澄清，即不地直接迪是向接

寞制均涵蓋在肉。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它在闡明隻制杖控制“以任何方式和果取任何形式"的愛制肘，沿

用了《伯均可尼公釣》第9奈第(1)款的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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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7.2. 直接和向接方式的畫制也必然包含在“以任何方式和采取任何形式"的愛制述一朮培蒞時內。勻
后一+完所不包的朮培相比，提到直接和間接方式的畫制鈍厲贅言(JA <<~耳企釣》第10奈承護而來)。因
而可以姐，述一舉規定的表演者財其最制成是音制品的表演的重制杖，勻《伯均可尼合釣》第9奈第(1)款規

定的作者的重制杖是相同的。<<伯均可尼告釣》的述一規定必然也適垃WCT第1奈第(4)款而納入按每鈞。

持美于IYC[第1奈第 (4)款的說明的比照這用

PPT-7.3. 美于表演者的靈制杖，不但基本規定勻WCT中美于作者的畫制枝的規定宴廣上相同，而且芙于
滑逛一杖利可能通用的例外和限制的規定也3t;)j責上相同。之所以如此，是因方WPPT第16奈第(1)款規定，
封按奈釣涵蓋的根利可以遁用封版杖所造用的相同例外和限制(在加入WCT的固家，則需要根揖按奈釣)，

也是因均不槍WCT第10奈語是WPPT第16奈第ο)款均造用“三步瞌驢"(最初正是包含在《伯示尼企釣》失
于重制校的例外和限制的第9奈第(2)款中)。

PPT-7.4. 此外，在數字耳境下造用踅制杖方面，特別是在土面引述的承主人屯子存儲方笈制方面，比照美

于WCT第1象第(4)款(和通迂按款而納入各鉤的《伯均可尼合釣》第9奈)的故定戶明，通述了美于WPPT第7
祟的相同的故定F哲明。

PPT-7.5. 因此，在前面滑WCT第1奈第(4)款(涉及逼迫i亥款而納入奈鉤的《伯均可尼公釣》第9奈)的分析中
特別就靈制的概念和在數字耳境下這用寞制校所作的說明，可以比照通用于WPPT第7奈。

第 8 長

[皮特款 1

(1) 表讀者直享有授杖迫近備會或其它所有扭轉吐形式向合起k提供其以最音制品最制的衰潰的原件
或軍制品的寺有根-

(2) 對于在己最制的表潰的原件或軍制晶鐘表讀者授根被首扶備售或其它所有根特址之后通用本學

第(1)數中根利的用思所依攝的學件(如有此科舉件)，本各鉤的任何內容均不得影鴨螃釣各方硝定

讓每件的自由.

美于第2ft(e)頂，第8、 9、 12和13奈的故定責明E 遠些學數中的用潛“畫制品"和“原件和寬制品"，受各法象
中君主行板和出租枝的釣束，寺指可作均有形樹晶投放疏通的固定的畫制品，

PPT-8. 1. 美于衰讀者的友行杖，不始在<<~司企釣》中迪是在TRIPS掛定中均設有美似奈款。

PPT -8.2. WPPT第8祟的祭文及美于它的故定青明，}A比照的角度看，勻WCT第6祟的奈文及美于它的故
定育明相同。因而，在前面封按奈的分析中所作的說明， i主里也可以比照造用。

算 9 盔

{車租叔]

(1) 表讀者塵控婦釣各方圍內法中的規定享有接扭轉其以最音制品景制的表演的原件和軍制品向企

余避行商並性出租的考有扭，即使讀原件或畫制品已由衰讀者~行或根揖衰讀者的扭扭農行.

(2) 息管有本各第(1)載的規定，任何蟬的方姆在1994年4月的自己有且現伯宴行衰讀者出租其以最音
制晶最制的表樹的軍制品挨得合理掘酬的制度，只要是音樹晶的商量k性出租設有引起封衰讀者畫

制寺有扭的F重揖害，即可保留述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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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于第2象(吋頂，第8、 9、 12和13祟的故定青明z 述些裝載中的用謂“軍制品"和“原件和畫制品，'，受各讀學
中盟主行根和出租校的釣束，寺指可作均有形物品投放流通的固定的畫制品，

PPT-9.1. 在前面封WCT第7奈的分析中，以“WCT失于出租校的第7奈: TRIPS協定的相座奈款的修改版"
方掠題作了說明。其中吋挖了TRIPS協定第14奈第4款(美于“成員法律硝定的是音制品的任何其它根利持有

人"的出租杖)是如何用來遁座兩+新奈釣的上下文的。這些說明在遠里可以比照遁用于WPPT第9奈和美于
它的故定肯明，而在某些方面可以直接通用，因均述一分析也延及表演者的根利。

PPT-9.2. 在上述文才WCT第7奈和美于它的第二↑放定寅明的分析中，以‘“按締釣各方固向法的規定，以最
音制品体現的作品，的會文"方掠題所作的說明，也還用于WPPT第9奈，用以解釋“按婦釣各方圍內法中的

規定.......以是音制品是制的表演[的杖利] "述一木唔，其中一部分可以直接通用(因方述一分析在某些方

面也涵蓋衰演者的根利)，一部分別可以比照遁用。

PPT-9.3. 如同在前面封WCT第7奈的分析中所付拾的，封于改穹TRIPS掛定第14奈第4款第一句不十分明

嘯的規定遠一離題， WPPT第9奈第(1)歡在以主義音制品件現的表演方面，以同一神行文采用了WCT第7奈第
(1)款(iii)在作品方面采用的完全相同的解抉方案。

PPT-9.4. 考慮到逛一事裳，就很誰想象和斷吉，就出租杖而吉，外交金攻打算就表演者的根利提拱一神
勻版校所有人的根利不同的保妒地位和水平。因此很星然，就述一伺題逼迫的美于WCT第7祟的第二小波
定青明，即使未明磷地延伸至WP叮第9祟，也可以在裝釣述一奈的上下文中比照造用。如果作出比照修改，

述一波定青明的WPPT版本(遁座墳奈釣失于表演者可能享有的出租校的第9奈第(1)款)連起未是遠祥z “不
吉而喻，第9奈第(1)款規定的文各不要求蜻釣方封依照法締釣方法律未授予其荒才是音制品杖利的表演者規

定商~性出租的寺有杖。逛一文各庄被理解均勻四IPS#}定第14奈第4款相一致。"

第 1。每
{提接己毒'l{þj表潰的款利]

表讀者直享有寺有叔，以扭扭過足有錢或完錢的方式向企余提棋其以最音制品是制的表演，使讀表演可淘

金余中的成員在其小人造定的地處和吋間接得.

“忌括解之長方案"的完全成熟的這用

PPT-10.1.在前面失于WCT第8奈的說明中，敘述了美于交互性措瑜的“各追根利"(炭行校和向企余持播的

根利及它們的JA厲杖利)的i寸治意見和“拉括解決方案"的戶生。逛一敘述在遠里也具有意文。

PPT-10.2. 如同在上面財WCT第8奈的分析中所付拾的，“且括解抉方案"的基本要素是封交互性特輸所作的

一神模糊的、不帶法律特征描述的描述(在不提友行或向合成持播作晶和相美杖客体的意叉上具有中立性)。

外交金放在版校方面果用了以下達一特殊的解抉方案z 它先是在WCT失于一般的向金戒持播的杖利的第8
奈中納入一小財交E陸持翰的模糊描述，但隨后又接受迫祥一神澄清一一美于規定遠科交互性倩輸的寺有

校的文勞，也可以逼迫授予一神除向企余持播的枝利以外的其它根利(考慮到友行板就是這神可能授予的

“其它"杖利)或銓合井的不同杖利來履行。勻此相財照， WPPT第10奈一一同祥，就是音制品制作者的杖利

而言，起有第14每一一則以一神完全成熟的方式遁用“且括解決方案"，直接納入封交互性數字恃翰的模糊

描述。

PPT-10.3. “，且括解抉方案"的通迪和它在WCT中的通用所表現出的文才有美杖利的法律特征描述的東活

性，盎然也可以遁用于WPPT第10奈的安施。遠意昧著， i車裝規定的文勢不仗可以逼迫授予一神按奈所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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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草拙的“向企余提供的根利"來履行，也可以通迢迢用投行杖、向企余倩播的根利(在某神意文上美似
于WCT第8奈的情況)或銓合井的述些根利未履行。但強調-ß_很重要:即在法律特征描述方面的述一自由

是相財而吉的一一所造用的杖利必頸充分符合所要求的保扭住盾和保妒水平。就是說一一例如一一向合成

倍捕的根利只有在作方授校的寺有杖而不是WPPT第15奈規定的草純的挨得報酬杖，才能造用于第10象所

涵蓋的行舟。

向公立“提鶴"的叔科和向公A:持播的款利

PPT-10.4.且然WCT第8象要求承弘一神向企余持播的寺有根(在法象果用的更尸泛的含叉上)， WPPT第15
各部只是就尸播和其它“持撓"形式的向企余特播(包括有錢持播)規定了一神裝得掘酬杖。遠是因均在景音

制品和其中最制的表演方面，大多數回家不愿就送些行方授予寺有杖。既然必須承弘一科交互性恃瑜的寺

有杖，就不可能在WPPT的上下文中遁用WCT第8奈所造用的同一解抉方案。逛商科(最低文各水平上的)

杖利只能分別(一神在第10余和第14奈中、男一神在第15奈中)作出規定(見下面封后一奈及美于它的故定青

明所作的說明)。

第三章z 最音制品制作者的根利

第 11 每

fX砌成 j

是音制品制作者直享有扭扭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封其這是音制晶直接或間接地避行宣制的考有根.

美于第1 日和16祟的故定戶明z 第7奈和第11象所規定的軍制校及其中逼迫第16奈允祥的側外，完全遁用
于數字耳墳，尤其是臥數字形式使用表請和是音制品的情混.不言而喻，在屯子媒件中以數字形式存備受

保妒的表積或是音制品，樹成述些各款章又下的軍制.

P盯﹒1 1.1. WPPτ第11奈的規定相對于((~司合釣》第10奈及TRIPS協定第14奈第2款的規定。泊。即使WPPT
的述一奈采用了“授杖.......的寺有根"而不是“有杖授杖或禁止"遠神表述，也仍然如此。兩神表述的會文是

相同的。根利人可以授杖或禁止安施被某一根利控制的某一行角，安跡上就享有授板的寺有根:而授校的

寺有板一一正是基于其寺有性一一也意昧著不授杖(此而禁止)~施述一行方的可能性。在WPPT第11奈中

造擇的述一表述，在WCT和WP盯的其它各款中也被用于述些神獎的根利。就相同的根利采用相同的朮培

有兩+里著的益赴z 第一，可以在不同的規定之間安現有益的掛調:第三，可以避免任何可能基于反向解

釋原則而戶生的最解或曲解。

才P盯-1 1.2. WPP叮T第11奈中逆包含一+未見于((~夢F耳企釣》和四IPS掛定上述規定的有益澄清(恩管通垃頁滑

它f們fJ避行遁宜的分析也可以推演出):即它也包括未源于《伯均航=尼合釣》第9奈第(仰1η)款的一神衰述一一“以
任何方式或形式"

P呻PT-1 1.3. 由于: (一)JA比照角度看， WPPT第7奈和第11象相對于《伯想尼企釣》第9奈第(1)款; (二)勻
《伯承尼企釣》第9奈第(2)款規定的相同各件(美于“三步拉磕勻，可以通用于逛商奈授予的根利可能涉及
的例外和限制; (三)在數字王軍境下遁用寞制校方面，比照美于WCT第1奈第(4)款(規定了特別遵守《伯眉毛尼

公釣》第9祟的文各)的故定青明，過垃了美于逛商奈的相同的故定青明; (四川1PPT第11奈的行文、蒞固和

會文， h人比照角度看，持按奈釣美于表演者的軍制板的第7祟的情況相同一一因此，封第7奈所作的說明(包

括指出財WCT第1象第(4)款所作的有失靈制板的說明具有相美性的說明)在迪里同祥也可以遁用(必要吋以

比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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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各

{是行叔}

(1) 是音制晶欄作者座享有授根遍述情售或其它所有根特吐形式向企余提俱其是音制品的原件或軍
制品的寺有根.

(2) xt于在最音制晶的原件或寞制晶握最音制品制作者授技投首吹備售或其它所有扭轉吐之后遁用

本學第(1)數中根利的周恩所依攝的各件(如有此神象件)，本..鉤的任何內容均不得影喃締釣各

方硝定讓每件的自由.

美于第2學(e)項，第8、 9、 12和13祟的放定青明E 遠些學數中的用借“畫制品"和“原件和.:制品，'，受各讀學
中食行根和出租根的釣束，寺指可作均有æ樹品投放流通的固定的畫制品，

PPT-12.1. 由于此比照角度看，述一奈的奈文以及就它通述的故定再明，每美于表演者的友行枝的第8拳
拳文以及就它通泣的故定戶明相同，因而遠里可以比照通用前面封第8奈所作的同一說明。

第 13 蠱
[車租叔]

(1) 是音制品制作者座享有授杖財其最音制品的原件和軍制品向公余避行商並性出租的寺有杖，即使

按原件成畫制品已由最音制晶制作者盟主行或根揖是音繭晶制作者的扭扭食行.

(2) 息管有本學第(1)，載的規定，任何節約方如在1994年4月 15自己有且現仍冀行是音制品制作者出租
其最音制晶的畫制晶挨得合理披酬的制度，只要景音制晶的商並性出租設有引起財景音制晶制作

者.:制寺有根的F軍損害，即可保留述一制度.

美于第24島(吋頂，第8、 9、 12和13盔的故定實明z 追些裝載中的用潛“軍制品"和“原件和宣制品"，受各讀學
中食行棍和出租扭的釣束，寺指可作均有形物晶投放流遁的固定的重重制品.

PPT-13. 1. <<~司合釣》中設有失于出租校的規定。遠一根利是在TRIPS#}定第14奈第4款中被首吹承誠

的。 WPPT第13奈宴廣上包含了四IPS協定中所作的相同規定，且然在措向上有一些區別。

PPT-13.2. 第13奈沿用了四IPS#}定第14奈第4款規定的行文，它授予最音制品制作者一神明碼的寺有出
租杖。遠里設有在作者封其作品和表演者滑其件現均是音制品的表演可能享有的出租杖方面存在的解釋何

題。

PPT-13.3. }Á比照角度看，第13奈第(2)款及美于它的故定戶明勻WCT美于作者的出租校的第7奈以及
WPPT失于表演者的出租叔的第9奈的情血相同。因此，遠里可以比照遁用前面美于WCT第7奈的分析中所
作的說明。

197 



第 14 各
[提替汞膏制品的叔利]

最音制品制作者直享有寺有杖，以扭扭逼迫有錢或~鐵的方式向企余提供其最音甜晶，使皆是音制品可淘

金余中的成員在其~人遍定的地處和肘間接得.

PPT-14. 1. 前面滑第10奈(美于表演者“提供"其是制成是音制品的表演的杖利)所作的說明，也可以(在上述

說明滑制作者的根利作出同祥分析的程度上)直接通用或比照遁用于逛一奈。

第四章z 共同奈款

第 15 各

{胃f播和向公~.持播為裝得報酬的款利]

(1) 滑于特均商企目的君主行的最青樹品直接或間接地用于f措或用于財企余的任何德擂，表演者和是
音制品制作者座享有義得一吹性合理擺酬的故利.

(2) 館釣各方可在其園內立法中規定，讓一故性合理撤酬座由表讀者、或由是音制品制作者或由二者

向用戶索取，締釣各方可制定圍內立法，男才義讀者和是音制品制作者之間如未注成掛訟，表讀者

和最膏制品制作者座如何分配讀一故性合理撤酬所依攝的學件作出規定.

(3) 任何錯釣方均可在向世界知棋戶根組銀且干事交存的通知有中，實明其特缸財某些使用遁用本各

第(1)載的規定，或Jt!明其特以某科其它方式討其遁用加以限制，或Jt!明其特根本不遁用遠些規

定.

(4) 在本奈中，以有輯或完錢的方式向全余提供的、可~*余中的成員在其+人進定的地店和肘阿若是
得的是音制品底被說~i1ï儕其原本即均商並目的而食行.

美于第15祟的故定實明s 不言而喻，第15學井非表示完全解抉衰讀者和最音制晶制作者在數字肘代鹿享有

的尸播和向企余德擋的根利的水平，各代表固未能就美于需在若干情視下規定寺有軾的几~方面或美于需
在設有保留可能情況下規定根利的不間提案述成協商一致，因此特此說題留待以后解決.

美于第15蠱的故定戶明z 不言而喻，第15奈不妨磚特本學授予的根利提供錯民間文學童朮作品的表演者和

蒙個民間文學童朮作品是音制品的制作者，只要追些是音制晶未按以挨得商企利潤均目的而麓行。

主5 毫歹局公為》及TRIPS替定的比較

PPT -15.1. WPPT第15奈規定的根利勻<<~耳公的》規定的所謂“第12學杖利"的性廣相同，息管如同下面

所付拾的，規定的方式不完全一祥。 TRIPS枷定中沒有遠些神獎的規定(但遠并不辱致戶生一科硝宴較低的

最傀保妒水平，只要考慮到根攝<<~耳企釣》第16奈第1款(a)可以不受限制地作出保留，而基于述一可能

性，錯釣固甚至可以完全拒絕宴施第12象)。

PPT -15.2. <<~司合釣》第12奈和WPPT第15奈的共同要素是z 它們遁用于方商~目的友行的是音制品。

上面引用的故定青明(闡明“第15奈不妨再轉本奈授予的根利提供錯民間文字畫朮作品的表演者和是制民

間文掌主木作品是音制晶的制作者，只要追些是音制品未被以蓮英得商並利潤~目的而友行")并不伊大最低

文各的范圍。它只是在述一方面闡明封奈鉤的其它象款同祥有效的一息:即它們仗規定了最低保妒水平，
因此，錯釣方可以封表演者和最音制品制作者授予更尸泛的根利(或在更「泛的領域內授予相同的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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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15.3. 但真正的安廣性區別是:依照第(4)款，以有錢或元錢方式向企余提供的、使企余成員可在其

+人進定的地府和肘向荻得的(即在交互性系統中均數字持過而提供的)是音制品一一“拉拉4串戶，一一座被

說宛如同己1J商~目的友行。遠意昧著，由于特是音制品上持到岡站上，以追神方式提供最音制品，法是

音制品庫被看作如同已投行(J軍管依照奈釣第2奈(e)，“友行"定文勻就接項適泣的故定青明一起淒肘并不涵

蓋遠祥一科行方)，而且如同己方商~目的友行，不治迫一行均是否具有潛在的商~目的或影吶。上面強

調了“在本奈中，'，因方它指出述一規定不改斐祟的的另一裝一一第2奈一一規定的“友行"定夫。

P肘-15 .4. 指出~ß很重要z 方交互性待過而“提供"相同的根利客体的行方本身被其它根利一一第10奈和

第14奈規定的授校的寺有根一一所控制。第15毒品仗在以法奈描述的方式使用是音制品的情況下才造用。

PPT-15.5. 在<<~司合釣》和WPPT中，描述義得披酬校所控制的行方的行文既有共同成分也有不同成分。

有意思的是，不同的上下文似乎使兩↑丈括中的共同成分具有相互區別的會文:同肘，那些措向上存在差

昇的成分也逆不能真正F生不同的后果。 tx生遠神情形似乎出于以下的原因。

PPT-15.6. 間然， <<~司合釣》和WPPT均提到「播和向全余恃擂，但在述兩小文括中，尸播和向企余持

播的概念并不相同。<<~耳合釣)) (在第3奈(f)和(g)中)分別界定了“尸播"和“向企余持播" ;而WPPT第2祟的

規定的“「播"定文一一如同在上面美于法定叉的說明中所i寸洽的一一也涵蓋特擂。因而，“「播"一向在
WPPT第15奈第(1)款中的會文比在<<~司合釣》第12奈中要寬泛。在“向企余倩擂"的概念方面也有美似差

昇，息管如同在前面美于<<~司合釣》第3祟的說明中所i寸啥的，合釣中不包含美于逛一行方的任何明嘯

的定艾。

PPT-15.7. <<~司合約》第12奈只有在(最音制品或其隻制品)被“直接"用于「播或任何方式的向全余倩播

的情況下才遁用。 1961年9耳外交金說坦最指出，使用這一副祠的意圍在于闡明特播(星然挂有其它任何

形式的轉播)被排除在逛一杖利的控制蒞圍之外。 261 WPPT第15奈第(1)款提到“直接或間接"使用方商企目
的友行的是音制品。就WPPT的的文而言，使用最音制品的直接或間接的性廣似乎勻特播伺題設有美系，

因方正如剛剛提到的，它是通述“尸擂"和“向企余倩播"的定又解抉的。提到直接和間接使用似乎勻另一方
面有笑:即述里是佼佼涵蓋是音制品制作者投行的靈制品(“最音制品勻注是也涵蓋達些是音制品的愛制

晶? <<w耳企釣》第12奈也明磷提到它們的畫制品， WPPT第15奈第(1)款則設有。在后一規定中，一并提
到“直接或間接"使用， i:以乎座被理解1J一神財友行的是音制品及其重制品的替代提法。

PPT-15.8. 不槍根掘<<~耳公釣》第12奈昆是WPPT第15奈第(1)款，受益人(表演者和制作者)都是相同的，
但美于他們被令人均皮享有的根利的規則卸有所不同。最重要的區別是， ((W耳企釣》的規定准i午自由遍擇

格在得掘酬根仗授予表演者或制作者或授予述兩神受益人:而WPPT第15奈第(1)款規定表演者和是音制品

制作者均必須是一吹性合理擺酬的受益人。美于掘酬的收取和分配，可WPPT第15奈第(2)款包含的規則比 <<w
耳企釣》第12奈第二旬的規定要祥細。

PPT-15.9. 第15奈第(3)款的行文比<<~耳公釣》的16奈第1款制的要概括得多。在述一方面塵滾指出，在

基拙提案中，第15奈第(3)款(按原編等方第19奈第(3)款)包含后一款采用的相同祭文，但朴充了第二旬(未

出現在最后釣文中)，它規定z “蜻釣方援用述一可能性肘，可比照遁用 <<w耳合釣》第16奈第1款(a)(iv)的

規定。"第15奈第(3)款草案的說明作了以下i串連z “如同上面所說明的，封 <<w司合釣》規定的接得擺酬杖
可以作出保留。述一基本錯拘己在各釣提案中沿用。第(3)款中的保留奈款准i午自由造擇保留程度....，.，..錦釣

方可以封裝得扭酬校作出較小保留或較尸泛的保留。錯釣方甚至可以(就清如保妒期限或完全互惠等特殊

奈件)特互惠喃定方商符合粽准(勻另一錦釣方有美的受保妒賢格的棕准)的表演者和是音制品制作者授予

表得掘酬校的一小奈件。第(3)款中的保留奈款明鴨提到適垃比照遺用 <<w耳企釣》第16象第1款(a)(iv)規
定的互惠而作出的保留。"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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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呵-15.10. 鑒于送一鼠，另外考慮到WPPT的其它裝載，座就互惠問題作出以下現明。由于述一款草案第
三句已被刪除，第(3)款投有再提到比照遁用<<~耳企釣》第16奈第1款(a)(iv)的可能性。那一句是准件就
蛤予園民待遇的文勢作出保留和遁用互惠的規定。因此，隨著它的刪除，在上面引用的說明中央于可以根

揖第(3)款造用互惠的坪述就失去了根揖。 WPPT第4奈第(1)款磷汰了捨予園民待遇的一般性文勢， ì衷款明
喃提到第15象規定的、作方捨予園民待遇的一神文勞而座授予的接得合理掘酬的根利。第4奈第(2)款仗准

i午在另一婦釣方利用第15奈第(3)款所准畔的保留肘遁用述一文各的倒外。

PPT-15.1 1. WPPT第15奈第(3)款似乎唯吽作出<<~司合釣》第16奈第1款(a)(i) 、 (ii)和(iii)中提到的保留，
因方它的行文相~寬泛而足以涵蓋述些保留。如果某一締釣方利用了任何保留，其它締釣方根揖奈釣第4
奈第(2)款是設有文勢在作出保留的方面給予園民待遇的。

基于預訂的持輸

PPT﹒ 15.12. 在基咄提案中，第15奈(按原編哥克第19奈)草案曾銓包含一數(第(4)款一一但涉及的問題勻作

方現在第(4)款通泣的規定所涉及的問題完全不同)，它規定z “第(3)款的規定不造用于仗基于預訂和付費才
能接收的任何尸插或任何有錢或元錢方式的持播。" 263 述一規定如果豈吋適泣，;時保証E締釣方至少金就達

科預叮服各授予一神裝得報酬杖。

PPT﹒ 15.13. 在外交金坡上，美固代表圓滑申攻中的(和上面引用的)第(4)款作了以下評述:“第(4)款在預叮
服各方面兩[其]固家而吉事美重大，因方其涵蓋范闡述大，未捨各固留有充分余地，以在某些神獎的預

訂服各方面就在得掘酬校規定造盟的文努免除:同肘其涵蓋范圍又嫌不足，未能封因其常目:編排站拘而需

要取得寺有校的那些神獎的預訂服各~錯于通過的保妒。叫“

PPT-15.14. 隨后美固代表團提交了一份修改方案，其內容如下:

“刪除第(4)款而代之以下面三款:

“(4)息管有本奈第(1)至(3)款，是音制品制作者座享有授校以預叮和付費接收「播或恃播哲目的方式、

通道數字手段尸播或向公余待播其是音制品的寺有杖。

“(5)蟬釣各方可特第(4)款規定的杖利限制方一神就尸播和持播哲目;張得擺酬的杖利，只要哲目:編排的

結拘和順序硝保送神尸播和特播哲目不損害制作者根揖第16奈享有的投行杖，或根揖第18奈享有的

向企余提供其是音制品的根利。

“(6)締釣各方可在特殊情況下滑第(4)款規定的杖利果用有限的倒外，只要追耕倒外不封景音制品的基

本詮許使用或掛值造成宴盾性損害。" 265 

PPT﹒15.15. 不捨第(4)款草案起是美園提出的修改方案均未裝得足慘的支持。因而，在一系列集中的非正
式薩商后的第一主要委員合金說上，美固代表間同意不采用有失達一向題的任何奈款，但奈件是朴充一+

放定青明，闡明即J悔過娃的每釣不代表美于是音制品制作者和表演者在數字肘代鹿享有的尸播校和向公余

倩播校的水平的完浦解決方案。 266

PPT-15.16. 基于述一要掛的一致意見通泣的說定戶明，或多或少勻早期穆叮《伯均可尼合釣》的一些外交金
放所逼迫的誓愿具有相同的性盾。述一說定青明像那些誓愿一祥指出，速有一+重要的阿題未解快，最好

特它留在說程上，園時社金以后有可能需要重新提出。

第 16 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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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持制外}

(1) 諦鉤各方在其固內立法中，可在財表演者和最音制品制作者的保妒方面規定每其圍內立法中

財文學和踅朮作晶的版杖保妒所規定的相同科養的限制或側外，

(2) 締釣各方盧特>>t本各鉤所規定根利的任何限制或例外限于某些不勻最音制品的正常利用相攝

融、也不完理地損害衰讀者或景音制品制作者合法利益的特殊情況.

美于第7、 11和16祟的故定實明自第7奈和第11余所規定的友制報及其中適述第16各允畔的倒外，完全遁用
于數字JF境，尤其是以數字形式使用衰演和最音制品的情說.不言而喻，在咆子媒件中以數字形式存儲受

保妒的表演或最音制品，掏成述些.. 款意文下的貫制.

美于第16奈的故定F聲明 z 美于《世界知ìß~扭扭叡版根..釣》第1。每(涉及限制勻倒外)的故定jff明，亦可
比照遁用于《世界知祺戶杖組銀衰攝和是音制品各釣》的第16象(曹及限制每個外) [失于WCT第10余的

說定F哲明原文如下z “不言而喻，第10祟的規定允吽鉗釣各方符其圍內活中依《伯克K尼企釣》被試均可接

受的限制勾側外繼續追用井遁遍地延伸到數字耳攪中.同祥，追些規定直被理解渴允吽締釣方制定財數
字岡絡草草攪遁宜的新的倒外勾限制.“另外，不言而喻，第10余第(2)數既不蜻小也不延伸由《伯克R尼企釣》

所允祥的限制勾側外的可遁用性蒞圓o "] 

PPT-16.1. 如同前面就<<~耳合釣》所i寸拾的，台釣第15奈包含兩英美于例外和限制的規定。第一槳，

在按各第1款中，它喃說了四科具体情況下的“例外~第二矣， ì衷奈第2款特版校領域所准祥的各科“限制"
的造用延伸至全釣涵蓋的根利(強制i午可除外)。

PPT-16.2. TRIPS協定第13象已持“三步控瞌"(最初在《伯均可尼企釣》美于軍制板的第9學第(2)款中采用)
延伸至版杖包含的所有杖利，但未延伸至相美杖。美于相美杖，第14奈第6款規定z “任何成員可就第1款、
第2款和第3款授予的根利[衰演者、是音制品制作者和尸播組欽的杖利] ，在<<~司合釣》允祥的限度內，

規定各件、限制、例外和保留......九遠意昧著，根揖TRIPst仔定，相美校的例外和限制的蒞園勻<<~耳企

釣》比較并未食生斐化。

PPT-16.3. WPPT第16裝作了兩+斐更。第一，它不再提及具件情況，而過迂一些措河修改，但在其第
(1)款中盤續提到婦釣方在其圍內法中規定的版校領域的例外和限制。在理想的(希望也是典型的y情況下(即

錦的方也加入了WCT)，遠意昧著所准畔的倒外具有勻WCT所規定的相同范圍。(但很清楚，依照第(1)款，
諦釣方只有在其固內法規定了句美于版校的相同例外或限制的情混下，才可能被推吽遁用WCT所准i牛的

某一倒外或限制。)

PPT.16.4. 第三，也是比較主要的斐更，第16象第(2)款使表演者和是音制品制作者的根利的所有例外和

限制均要接受“三步撞撞九述封因此也被置于逛一撞撞制釣之下的私人貫制特別重要。

PPT-16.5. 出于剛剛吋槍的原因， WPPT第16奈規定的表演者和是音制品制作者的根利的側外和限制的

造用蒞園和裝件，勻WCT第10象規定的相同(甚至連失于逛商祟的故定青明此比照角度看也相同)，因而在

封后一奈的分析中所作的現明，站里也可以比照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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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盔
{味品戶期f/l. J 

(1) 依本各釣授予表演者的保妒期，盧自衰潰臥最音制品最制之年年終算起，至少持縷到50年期

浦均止-

(2) 帳本各釣授予最音制品制作者的保妒期，直自t真是音制品投行之年年鑄算起，至少持續到50

年期浦.'-11.1:;或如果最音制品自豪制完扇起50年內未極投行，則保妒期座自豪制完成之年年

鑄起至少持續50年，

PPT-17.1. 依照<<~司合釣》第14奈(a)和(b)，最短保妒期限必須至少紙以下事宴友生三5年年底起持縷20
年期間: (一)封于最音制品和是制成是音制品的表演一一是制品完成; (二)肘于未被最制成景音制品的表

演一一衰演友生。四IPS~定要嚴性地延長了最短保妒期限。根揖其第14奈第5款，“本協定項下表演者和
是音制品制作者可裝得的保妒期限，自改固定或表演完成的日由年年鹿汁算，座至少持縷至50年年末。"

PPT-17.2. 就是制成是音制品的表演(它們是奈釣所涵蓋的唯一表演)的表演者根利的保妒期限而言，

WPPT第17奈第(1)款宴障上相告于TRIPS枷定第14奈第5款。(未是制的表演的保妒期限被主人均完全是理搶
上存在的，因均表演未銓最制不可能被再改使用。)

PPT-17.3. 但各釣第17奈第(2)款改斐了是音制品制作者杖利的保妒期限的計算基拙。最制只是一神“各

用"基耐:通常， 50年保妒期限座自豪音制品投行三5年的年底起汁算，因而保妒期限一般持縷肘間更長。

如果在50年期間沒有友行，保妒期限仗在自豪音制品是制三5年年庸起汁算的50年后屆渦。遠祥，以極端情
況克制J: 是音制品在是制后第50年度行，是音制品保妒期限原則上可以長遠景制后近100年。

費 18 ~ 
[美于技求措施的丈旁]

締的各方鹿規定遁盟的法律保妒和有殼的怯律朴數舟法，制止規避由表讀者或最音制品制作者'-1行使本祟

的所規定的根利而使用的、爾就其表演或最音制品避行未蛙識有美衰讀者或最音制品制作者件可、或未由

法律准祥的行克加以約束的有數控朮措施，

PPT-18. 1. 在兩↑奈釣的第各工作期間以及在外交金坡上，)}...版校和表演者、是音制品制作者的根利兩

+方面， ì寸拾了 :Jg保妒和執行杖利而封技朮保妒措施的座用。在WCT第11奈和WPPT第18奈中，)}...比照角

度看，美于達科措施的奈款是相同的。因此，在前面封WCT第11祟的分析中作出的說明，這里也同祥可

以造用(必要肘以比照方式)。

第 19 .. 
{美于款利管理信e色的又至今]

(1) 攤釣各方鹿規定造車和有殼的錯律朴載舟法，制止任何人明知、或就民事扑救而富有合理根

揖知道其行淘金講使、促成、便利或包庇滑本各鉤所涵蓋的任何根利的優犯而故意JA專以下

行'-1:

(i) 未鐘祥可去障或改斐任何杖利管理的屯子信息z

尚 未握吽可愛行、.'-1!t行目前避口、尸捕、向企余倩措或提供明知已被未盤帶可去除或改
斐根利管理咆于信息的表演、是制的表讀或是音制品的軍制晶，

202 



(2) 本象中的周培“根利管理信息"系指浪到衰讀者、表讀者的表演、最音制品制作者、最音制晶、

2才表演或是音制晶擱有任何故利的所有人的信息，或有美使用表演或最音制品的學款和各件

的信息，和代表此神信息的任何數字或代祠，各t真項信息均附于是制的衰讀或是音制品的每

件隻制品上或在議制的表讀或景音制品向全余提供肘出現.

美于第19奈的故定青明=美于《世界知棋戶根組親獻技每釣》第12~島(涉及美于根利管理信息的又各)的故
定jlf明，亦可比照遁用于《世界知祺戶扭扭銀表演和最音制晶磊釣》的第19象(涉及美于根利管理信息的

文各)0 [美于WCT第12祟的故定實明原文如下=“不言而喻，‘滑本各釣或《伯克R尼企釣》所涵蓋的任何杖

利的侵犯'的提法既包括寺有杖，也包括裝得扭酬的根利.

“此外，不言而喻，轉鉤各方不合依賴本各業制定或~施要求履行方《伯克R尼舍的》或本奈釣所不

允祥的手續的根利管理制度，此而阻止商品的自由疏通讀如再享有依本各釣規定的根利o "] 

PPT-19.1. 在兩小“互耳其阿奈鉤"的籌各工作期間以及在外交合坎上， JA版校和表演者、最音制品制作者的

根利兩+方面， ì寸拾了方行使和執行杖利而又才杖利管理信息的座用。在WCT第12奈和WPPT第19奈以及美

于它們的故定青明中， JA比照角度看，美于遠神信息的奈款是相同的。因此，在前面封WCT第12奈的分

析中作出的說明，迪里也同祥可以通用(必要肘以比照方式)。

第 204
i手摟}

享有和行使本學釣所規定的根利完須履行任何手續.

PPT-20. 1. 逛一規定很清楚，而且是不言自明的。可以提一下的是，通道述一規定， WPPT遵循了《伯想

尼企釣》第5奈第(2)款在版校方面所反映的同~5t手續保妒原則。(需要指出， <<~耳兮的》和《是音制品

全釣》仍准i午封是音制品遁用手縷，但又各自在其第11奈和第5奈中規定，只要供銷售的是音制品的靈制

品或其包裝物上指出遠些規定所描述的筒要掠記，任何手摟均被視均已履行。)

第 21 蠱
{保留}

隊第IS象第(3)載的組定外，不允吽爾本各釣有任何保閏.

PPT-21.1. 述一規定也是不言自明的。第15奈第(3)款所准祥的保留在前面滑第15奈的分析中己作吋拾。

黨 22 蠱

[這罵的時fP.J

(1) 謝釣各方直轄《伯均可尼舍的》第18奈的規定比照遁用于本各釣所規定的衰讀者和最音制品制

作者的根利.

(2) 息管有本各第(1)載的規定，翰的方可持對本學釣第5祟的造用限制于在本學鉤滑坡卸的方生效

之后避行的表演.

持在歹為公的華、 TRIPS棒定、 1YCJ:及《禎;fr尼公為》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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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22.1. 如同前面所i寸拾的， <<~耳企釣》第20奈第2款規定如下z “任何締釣固克領一定格本企鉤的奈

款這用于本企釣在接因生效之前已銓避行的表演和己銓尸播的哲目，以及已經是制的是音制品。 "TRIPS

掛定在其第14奈第6款中，通社比照遁用《伯$尼舍的》第18奈，也使保妒表演者和是音制品制作者杖利

的火勢延伸至i友協定滑WTO某一成員生激之肘存在的是音制品和其中最制的表演。同祥，依照WCT第13

奈，“締釣各方座特《伯眉之尼企釣》第18奈的規定遁用于本奈釣所規定的一切保妒。"

PPT-22.2. WPPT第22奈逼迫其第(1)款，以比照方式特《伯句:尼企釣》第18奈的通用延伸至按奈釣規定的
表演者和最音制品制作者的杖利。

美于特神款利的特別扭a定

PPT-22.3. 第22奈第(2)款規定，締釣方可以仗財奈釣生效之后安生的表演造用美于精神杖利的第5奈。逛

一規定是加拿大代表囝提拔鍋入奈釣的:它解釋況，方了容i午“精神杖利的行使逐步生效，避免衰演者和
制作者之間的現有合同失效"，納入達一規定是必要的。 267

第 234
i美于航行款利的奈數}

(1) 蜻釣各方承滑根揖其法律制度采取必要的錢律措施，以硝保本各鉤的道用。

(2) 錯釣各方座萌保依照其浩律可以提棋掛法程序，以便能果取制止財本各釣所涵蓋根利的任何

種犯行洶的有效行劫，包括防止侵放的快速朴敦和均過制避一步侵校的扑救.

PPT-23.1. 述一奈的象文勻WCT第14祟的完全相同。在前面滑WCT第14奈第(1)款的分析中提到，除有一
+區別外， i衷規定是《伯均可尼合釣》第36奈第(1)款的比照版，后一款規定z “本公約的所有錯釣因家承當

根掘其霓法采取必要措施保証本企鉤的宴施。"正如上述分析同祥指出的，述一旦著區別(比較兩+余文即

可看出)是: <<伯均可尼企釣》的規定提到根揖成員圓的“亮法，'，而WCT的規定提到的是依照“法律制度"。

PPT-23.2. <<~司合釣》第26奈第1款宴JJî上包含了《伯均可尼合釣》第36奈第(1)款所包含的相同規定，前

者規定:“各蜻釣固保証根掘本固免法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本企釣的安施。"因此， <<要F司合釣》的述一規定

和WPPT第23奈第(1)款之間的區別，勻《伯均可尼公釣》的上述奈款和WCT第14奈第(1)款之間的區別相同，

因而，在封上述第14奈第(1)款的分析中就送一區別所作的說明，述里也可以比照遁用。

PPT-23.3. 在WCT第14奈和WPPT第23奈中，第(2)款的來源是相同的，即TRIPS-ß1}定失于知怎RF杖抗法的
第111部分中第41奈第1款第一句。因而，在前面美于WCT第14祟的分析中財那一款所作的說明，同祥可以
比照通用于WPPT的逛一奈第ο)款。最后，在美于WCT那一奈的分析中就服各提供者的侵杖責任問題所作

的說明，遠里也可以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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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各鉤的行政奈款和最后奈款。如同在辱言中所付尬的，方了使奈釣保持完整以及可隨肘提供查閱，

遠里也收棄了述些象款。由于本指南仗就安廣性規范作出現明，下面未滑遠些奈款避行分析。

第五章z 行政余款和最后余款

第24 每
{大舍}

(1) (吋 婦釣方塵世大合.

(b) 每一締的方血有一名代表，讓代表可由副代表、顧阿和寺家掛助.

(吋 各代表固的費用血由指派它的錯釣方負扭.大金可要求世界知棋戶根組訊(以下車拉克“本組

餌")提棋財政援助，以便利按照眼含圓大金既定價倒臥均是君主展中回家或向市場經濟特軌

的固家的蟬的方代表固參加.

(2) 叫 大舍座赴理涉及維妒和覽廳本各釣及還用和~施本蠱的的事項.

(b) 大舍座履行依第26象第(2)數向其指定的美于接納某些政府間組頓成均本聳的員會釣方的取

能.

科 大金塵封召卉任何修叮本學鉤的外交金故作出抉定，并錯予本組銀且干事簿各此神外交舍

放的必要指示.

(3) (吋 凡厲固家的每一蟬的方底有一票，井鹿只能以其自己的名又表抉.

(b) 凡厲政府陶鎧額的蟬的方可代替其成員團參加衰快，其票數每其厲本奈的蟬的方的成員團
數目相等.如果此神政府間組觀的任何一+成員固行使其衰快杖，則議組棋不得參加衰快，

民之齊然.

(4) 大金庫每兩年召弄一吹倒舍，由本組毒Rä干事召集.

(5) 大舍座制定其本身的故事規則，其中包括特別金放的召集、法定人數的要求及在不逼反本各釣

規定的前提下作出各科換定所需的多數。

第 25 各

[囡隊局}

本組欽的固防局座履行勻本各釣有美的行政工作，

第 26 盔
{成玲本奈為錄為方的資格:

(1) 本盤軾的任何成員團均可成均本學的的錯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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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任何政府向組銀寅明其財于本各釣油畫的事項具有根限和具有約束其所有成員圓的立法，并
F哲明其根揖其內部程序接正式授校要求成均本各鉤的節釣方，大金可缺定接鋪t黨政府間組銀成均
本各鉤的錯釣方，

(3) 歐洲共同伴在通迂本祟的的外交合坡上做出上敢提及的青明后，可成方本學鉤的蹄釣方。

第 27 每
{本奈的規定的款利和丈:Ø- J

除本盔的有任何相反的具件規定以外，每一螃釣方均血享有本各釣姐定的一切根利并承扭本各鉤規定的一

切文勢，

第 28 各

[本奈鑄的鑫署]

本蠱的座在1997年12月31日以前卉放棋本組軾的任何成員固和歐洲共同伴盤署.

第 29 各

{本奈玲的生效}

本學釣鹿于30-1'團家向本組棋且干事交存批准有或加入有三+月之后生擻，

第 30 蠱

{成方本秦為捧為方的生效日期]

本各釣鹿自下列日期起具有釣東jJ:

制 財第29每提到的30-1'固家，自本學釣生教之日起z

(的 財其它各園，自讀團向本組觀且干事交存文者之曰:精三+月起z

(世)封歐洲共同体，如果其在本蠱的根揖第29余生效后交存批准帶或加入者，則自交存此神文括后

講三+月起，成如果其在本學釣生效前交存准有或加入唱，則自本身島釣生效后浦三+月起E

(i吋 >>t極接鋪成均本..釣錯釣方的任何其它政府間組鼠，自t黨組銀交存加入者后講三+月起。

第 31 盔
[退封]

本各鉤的任何蹄釣方均可退出本學鉤，過釣直通知本組銀且干事.任何過釣座于本組訊ä干事性到通知之

日起一年后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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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各
{本奈鑄的母言]

(1) 本各釣的盤宇原件直角一帥，以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價文和西班牙文盤署，各讀文
神的文本具有間等效力，

(2) 除本各第(1)敢提到的謂文外，任何其它謂文的正式文本須由ä干事底有美造事方靖求，在句所
有有美~事方種商之后制定。在本數中，“有失道事方"系指控辭及到其正式潛文讀正式謂文之一

的本組銀任何成員園，井且如果涉及到其正式潛文之一，亦指歐洲共同伴和可成方本各釣錯釣

方的任何其它政府向組親.

第 33 蠱

{保存入]

本組銀ä干事方本各鉤的保存人.

234 在前面(~再告釣》的~)j實性奈款指南中i寸拾的企釣第 22 奈規定: "螃釣各固保留互相之間鑫叮特別協定的根利，
只要此美協定捨予表讀者、最音制晶制作者和「播組欽的故利比本告的錯予的根利更「搓，或包含其它不勻本企約

相反的各款。"

235 美于“昕賞"表演(或表讀者)和“視昕衰演(或表演者)"的概念，以及這些衰述不移准繭的原因，參見后面朮唱詞二
編中的相極向奈。

236 美于未最制的表潰的情混個乎同祥如此的原因，蓮香見下面 PPT-6.3. 至 PPT-6.9. 几陵。

237 參見旗掛定第 14 奈。

238 在前面(~司金的》指南中吋槍的法企釣第 1 奈規定: "本舍的倍于之保妒持不更劫也缺不影喃文學和重木作品的
版校保妒。因此，本舍的的舉數不得作站轉此神保妒的解釋。"

239 蓮香見《美于某些版租和部接根伺趣的外交金改t己是， 1996 年，日內瓦>> , WIPO 出版物， 1999 年，日內瓦(下都“1996
年日內瓦全放氾景" )，第 241 頁。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同上，第 159 頁，第 835 鹿至第 836 獸。

同上，第 691 頁，第 400 鹿和第 402 竄。

同上，第 246 頁，第 2.09 段。

同上，第 210 段。

向上，第 250 頁至第 252 頁，第 2.19 段。

(e)項的行文位乎被不必要地宣融化了，如果措護(~耳企釣》第 3 奈何)的措梢，定又可以筒草地規定-:tJ: “ 6盎

行，是制的表演或是音制品系指控杖利持有人同意而向金魚提供遁豈數量的i真是制的表讀或是音制品的重制晶。"

246 1996 年日內瓦全放祖輩，第 252 頁，第 2.23 踐。
247 

同上，第 111 頁至第 172 頁和第 115 頁，第 941 嚴、第 950 段和第 976 段。

248 歐共件代表固在介入肘提到遠祥一科班息，它在下面的外交金說記最中反映出來: [替代表固] "就 [WPPT 草案]
提交了一項失于園民待遇的提案，其中官蔣':.fJ( T (!JP.尋甜甜J 起指~tJfJN;揖才居一一几年前ffÉ THIPS 跡宏掃iA.tJfJ一#

Jf!串串:/j，按......芷像在另外商↑掛說中一祥 ， ætè得J8.J(JJ-JiJlJ.g神至 [WPPT 草案]本身剪緝'/!l于J官辦贖身rß1.JjþjJl，就

[i車]代表固在喃說其提案的同肘，說-:tJ需要站成一神特造于所有代表園的墨跡。迫祥一神妥掛不座偏高($.早卦

身') $1 THIPS 跡店主E楞是1J(/JltJ;是fJi!I!JÊ，肘'ætèRi6.J(JJ-tJfJlif拉辭揖7.ïii.i皆是亨神......瑞士代表固提出的提案是被所有

加入(~耳告的》的固家接受和被所有加入 TRIPS t1J.定的圍家硝斌的一神解抉方法[強調部分用科体字表示] 0 " (蓮香

見 1996 年日內瓦金說記是，第 172 頁，第 953 段。)

249 1996 年日內瓦金圾站最，第 262 頁，第 5.0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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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251 

252 

同上，第 264 頁，第 5.07 段。

同上，第 262 頁，第 5.03 康。

同上，第 692 頁，第 409 段。

253 遠里摘最了<<~耳告釣》宴J!It性奈款指南中吋龍的法企釣第 7 奈第 1 數 (a)和 (b) 的奈文，隨肘提拱查闕，但乎迪是
有益的。讀款規定z “1.本企釣均表讀者提怯的保妒鹿三自包括防止可能控生的下列情缸: (a)未握他們岡意"播

和向告成恃播他們的表演。但是如讀衰讀本身就是尸措演出或出自景音、最像者例外; (b) 未握他們同意，是制他們
未曾最制泣的衰演...... "。

254 進一解釋一-1個j如一一是由 WIPO 目時局提出的(參見文件 WIPO/CR/SYM/GUZ/01月/a，第 18 頁至第 19 頁，第 91 段)。

255 文件/AP/CE/1/4，附件口，第 3 頁，第 5 陵。

256 美于第 6 奈，參見 1996 年日內瓦金說坦奈，第 522 頁。
257 

1996 年日內瓦金說氾景，第 762 頁。

258 參見前面辱吉第 52 展。

2閱 迪里摘最了(g?早五明J 的安盾性余款指南中吋泄的官仕的有失奈款一-J!! 7奈互尊1 JJtω一一的各文，隨肘提供查
闕，做乎迪是有益的。按款規定: 呵，本金釣均表演者提供的保妒庄岩包括肪止可能友生的下列情m.: •••••• (c) 未
控他們同意，重制他們的表演的最音或最偉: (i) 如果是音、主義像的原版是未盤他們同意是制的; (ii) 如果制作重制

晶的目的超出表演者同意的蒞闇; (iii)如果是音、最館的原版是根揖第十五蠱的規定是制的，而制作重制品的目的

勻此舉規定的目的不同。 JJ TRIPS þ/jJË第14接第1 JJ).包含以下規定z “就特其表演國定在是音制品上而盲，衰讀者

座有可能防止下列未蛙其授叔的行方. ......寞制該是制晶。"

260 如同在前面勾<<~耳告的》有夫的部分中摘柔的，誠合的第 10 各規定: “是音制晶制作者座豈有扭扭扭或禁止直接

或間接軍制他們的是音制品。 JJ TRIPS 協定第 14 奈第 2 款的奈丈除有一挫蚵徵區別(即“攪校"一祠的拼寫勻<<~耳

舍的》中“授租"有一+字母的差昇) ，勻此完全相同。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1961 年~耳金圾站最，第 49 頁。

1996 年日內瓦含混氾是，第 314 頁，第 19.07 陵。

同上，第 313 頁。

同上，第 685 頁，第 365 鹿。

同上，第 429 頁。

同上，第 769 頁至第 770 頁。

1996 年日內瓦金圾站棄，第 729 頁至第 730 頁，第 611 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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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杖及相美技朮培虹編

Access provider 
接入服毒提棋者

拳乳“'lI/J.券提棋是r; 目前責任"。

Access (right to ",-,) 

接融(-款)

1.在某些國家，美朮作品的作者被授予財述獎作

品原件的“接組杖九根揖述一根利，作者可以在

合理的余件下，要求作品的原件所有人曾肘提

供原件，只要改原件封于作者行使某些杖利是
不可缺少的，如畫制杖或展示杖(就行使后一

科杖利而吉，一般仗限于某些特定情況，例如

方展覽其與身成就或其創作浩劫某一肘期的作

品〉。遠是作者的一神剩余杖利，}A另一角度

來說，也是滑作品原件所有人的所有杖的一神

限制。

2. 在第二神意叉上，“接她杖"的表述迄今仗在法律
著述中使用，是指版校或相失根所有人可能享

有的一神控制技取作品或相美杖客伴的寺有

杖。根攝一些理拾，如果滑作品的技取通述一

科技朮保妒措施加以保妒，而且，如果依照《世

界知怎Rtz:校組銀版板每釣》勻《世界知棋F杖
姐欽表演和是音制品奈釣)} ，規避遠神保妒是

被禁止的，那么其結果可能是，使用者表取作
品或相芙杖客体就需要直接或間接取得杖利所

有人的許可，因此，可以說杖利所有人享有一

神授杖菩提取的寺有杖。(安廊上很准視，隨著

技朮保妒措施的血用以及防止規避述些措施的

法律保妒，一神新的故利出現了:所有遠些，

其察是一神保妒、行使和執行己授予版校及相
美校所有人的根利的手竄。)

3. 在第三神意叉上，“接蝕杖" (或“裝得杖叮是在

涉及版校及相美杖肘提到的。在遠神意文上，
它是指企余接得信息和文化戶品的根利。遠科

杖利庫被視角一神人杖，正因:Jg如此，它不在
版杖及相失校的蒞時內。保障告余成員可以享

有和行使這祥一神杖利是成員固的火勢。 :Jg 了

使企余享有和行使述神人杖，在需要提棋(“荻

得")受保妒的作品和相美杖客件的情況下(情

況往往如此) ，成員回通常被主人均座i衷方此取

得根利所有人的必要授杖。但是，在某些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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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阻下，版校及相美校園跡規范規定，方了促
赴成員固履行其保証合成享有和行使遠科人校

的又多，可以造用(固內法也硝察在造用)有

美版杖及相美校的例外和限制。

Access (to works in case 01 alleged plagiαrism) 
接近(在涉嫌剝窮的情況下自作品)

在有美涉嫌以劉窈形式侵害版枝的法律糾紛中，在

投有直接近掘的情況下的一小抉定性事安因寰。它
是指直接了解作品(如占有作品的隻制品或現看社

作品的表演) ，或有合理机金直接了解作品(如由于

在被告居住的圖家尸泛友行或提供了故作品)0 (但

証明接近事安尚不足以推斷友生侵害版杖行方或得

出逛一錯拾。原作品勻涉嫌飄葫物之間具有安康相

似性以及未挂授杖，是需要進一步考慮的奈件。)

Access (to -- works/objects 01 related rights 句

members 01 the public) 
裝得(公正足成員-作品式持美拉客体)

“接得"一向見于《世界知棋戶杖姐俱版校各釣》第

8 奈以及《世界知1RF校組訊表演和是音制品各釣》

第 10奈、第 14奈的行文z “向企余提供其[作品]
[以是音制品是制的表演] [是音制品] ，使該[作

品] [表演] [是音制品]可均告余中的成員在其

+人造定的地品和肘間可謀得。"它是指企余成員

可能感知和使用作品或相失杖客体的活功。在座用

技朮保妒措施的意JI..上，藐得和使用作品或相美杖

客体都可能是有余件的，因此告余成員只有在符合

技朮保妒措施所要求的某些余件(如支付擺酬)的

情況下，才能移以特定方式裝得和(或〉使用法作

品或相美杖客体。

Acquisition 01 copyright or related rights 
鼠板式相美耘的取得

1. 封原始枝利所有人(作者或其他原始版杖所有
人、表演者、最音制晶制作者、尸播組訊等)

而盲，版杖或相失校的戶生。

2. 一般而盲，版杖及相美校是在作品創作完成(且
然作品的固定耳能是一+每件〉、表演遊行、
是音制品是制或尸攜帶目持輸肘，相座依法自

功取得的。依照《伯均可尼告釣》第 5 奈第 (2)



款(因而同祥依照《勻貿易有美的知W-.f=杖協

定》和《世界知i_gf=杖組欽版杖奈釣》一一因

方它們規定遵守《伯航尼企釣》述一款是一神

文努) ，版校是自功取得的:這神取得不得以

履行任何手縷(如登記或交存祥本〉方前提。

《世界版杖公釣》在版校方面，以及<<~司公
釣》和《是音制品全釣》在是音制品制作者的

根利方面，各自准許要求(少數目內法也硝呂定

要求)履行某些手嘍，情如指明特別的版杖掠

吧。

Adαrptation; right 01 ,..._ 

鼓搗;-杖

1. 均不同于原有用途的另一用途，而以某科方式
改功已有作品(不治受到保妒注是在全有領域

內)或民間文學金朮表現形式的行舟，以至一

件新作品F生，其中已有作品的成分勻(因改
編而朴充的〉新成分融合一体。其目的可能是

以新体裁的形式創作故作品(如梅小說改編方

或劇作品或視昕作品，或持民歌改編方交喃原

作品) ，或是使它造于在另一背景下使用(如

均教掌目的而創作一耕較短小和(或〉較筒草

的斐化形式)。方采用新的表演方式而改劫音

原作品，以及用另一科培吉來表述文掌作品，

均有寺口的木唔，即“編曲"和“翻譯"。

2. “改編杖"是滑《伯示尼兮的》第 12 奈規定的杖

利的一科簡單飯。依照述一奈，必須使作者享有

授杖財其作品避行改編、編曲和其他改功的寺

有杖。

3. 改編行方的結果被轉方改編(改編物)。改編
包含在派生作品述一普通美別中，并根措《伯

均可尼企釣》第 2 奈第 (3) 款受到“勾原作同等的
保妒，但不得損害原作的版杖。"同肘，改編行

方又受原作版杖所有人的改編杖控制。

Agreed statement 
i又走戶曉

1.滑園時象釣避行解釋的一科重要依掘。<<誰也

輛裝釣法合釣》在第 31 奈第 1 款中規定，“各釣

虛假其用罷按其上下文井參照奈釣之目的及宗
旨所具有之通常意文，善意解釋之~隨后它在

第 31 奈第 2 款(a)中鑑縷規定z “就解釋奈釣而

吉，上下文除指連同卉言及附件在內之釣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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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座包括: (a)全件對事國間因締結奈釣所叮勻

奈釣有失之任何協定。"

2. 1996 年日內瓦外交金改(其阿通述了《世界知

主Rf=校組訊版杖奈釣》以及《世界知怎Rf=杖姐

訊表演和是音制品各釣)) )通述了很多有美逛

商+奈釣的故定F哲明(有美《世界知怎Rf=杖組

訊版杖奈釣》中九各規定的九+放定青明:有

美《世界知怎Rf=杖短缺表演和是音制品奈釣》

中十三奈規定的十小說定青明)。所有遠些故

定青明均符合上面引述的第 31 奈第 2款制的要

求，因此，它們必須視角具有充分的解釋效力。

3. 上面第 2 克夫于說定FE明的有效性的闡述，也

通用于有失《世界知祺戶校組旗版校各釣》第 1

奈第 (4) 款的說定青明第二旬，它規定:“不

言而喻，在屯于媒体中以數字形式存儲受保伊

的作品，相成《伯永尼告釣》第 9 奈意文下的

靈制。"遠是唯一投有以全票而是以多數票通述

的一+戶明。不泣，它仍然具有充分的效力，

遠不但因方它反映的某科主人俱直接源于“隻制"

概念和《伯示尼合釣》第 9奈第 (1) 款，而且

因方它一一如同上述《維也銷合釣》第 31 奈第

2 款 (a) 所規定的一一系“全体豈事固間因締結

各釣所叮"。“全体三百事固向.......所叮...，.，...枷定"，

并不意昧著所有豈事固底完全一致地叮立法協

定，而仗意昧著按協定的通泣不但要由監事園

中某一集固〈參加外交合拔的代表回中某一集

囡〉逼迫(不地接集固有多大) ，而且要由按

照外交金斌的故事規則相有投票板的所有過事

園(參加外交金拔的所有代表囡)參勻。上述
說定青明的第二旬，首先在第一主要委員舍的

含混上，然后在外交金坡的全体舍坡上，在出

席述兩吹金坡的所有代表國參勻下以多數票通

道，迢迢高于外交合放的故事規則失于適泣述

些奈釣或其任何奈款以及勻之相美的任何說定

青明所要求的票數(相反，如果要求勻某一奈

釣余款有美的故定-ya明必須鎧全体一致通述，

而按奈的本身甜可因多數票而被接受，則是十

分荒謬的)。



Aleatoric work 
歧，章~伊品

1.作者(通常方音*作品的作曲者)創作的一神

作品，其中作者均表演或以其他方式表現議作

品的人的創作成分留有余地，授杖甚至邀清他

們作出某些進擇(以音原作品均例，在強度、

持續肘悶和其他笑似的青音元素或旋律音帶方

面，或在重室主或組合法作品的某些部分方面) , 
或基于作者提出的一般限定因素和作出的提示

完成法作品。

2. 一般挑舟，大部分就劇作品在某科意文上符合

隨意性作品的特鼠，即它們的作者并未完全磷

定遠些作品被訊方形成舞台讀出吋包含哪些要

素。
3. 完成述耕作品的人的創作成分，可以根揖其創
作成分的性展以及特定圍內法滑述一形成物的

法律特征描述，作方寞合作品的具体改編或創

作成分受到保妒。

Alteration of a work; other _..._, 

作品的故現;其他自

1.財作品避行任何斐更的行舟。它是一+適轍，

既涵蓋那些由于具有原創性而可以享受版校保

妒的斐更〈也包括改編和編曲) ，也涵蓋那些

未送到新的創作成分水平的斐更。

2. 有一些可能避行的改劫不在“改編"和“編曲"兩

+朮稽的涵蓋蒞圍內，但仍然可以車拉克是封被

改功的原作的原創性貢獻。述一站站其宴主要

是JA<<伯示尼合釣》第 2 奈第 (3) 款和第 12

奈得出的:除改編和編曲外，它們也都提到“其
他改劫" (漫面和打油詩等楓刺性滑稽模仿有肘

被主人均厲于述科“其他改劫")。

3. “改劫"也指上面第 1 品和第2息中提及的改劫行
方的結果。進科改功在派生作品送一通用朮語

的涵蓋范圍內，井根揖《伯怨尼合釣》第 2 奈

第 (2) 款受到“勻原作同等的保妒，但不得損

害原作的版杖。"同肘，遠祥一神改功也受原作

版校所有人的改編杖控制。
4. 在詮授杖而使用受保伊的作品肘通常需要作出

的改功，如果由于不具有原創性而不相成派生
作品的創作，則不需要故作品的版校所有人另

外授杖。但是，根揖《伯想尼企釣》第 6 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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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者有根反封封其作品避行的任何特有損

其名營或戶望的改功(斐更)。

Alteration of electronic rights man，αgement information 
款利管理屯子信息的改葫

《世界知現戶杖姐銀版杖奈釣》第 12 象以及《世界
知棋戶校組銀表演和最音制品奈釣》第 19 奈中使用

的朮悟。它是指任何辱致“杖利管理信息"中友生任

何安康性斐更的行舟。

Analogformat/technology 
模掠格式;模掠技求

1. 作品或相失杖客体的模捌格式，是指故作品或相
美杖客体的連續可斐物理數量形式而不是高散

數值“數字"形式的固定物。

2. 模拙技朮是指鹿用于以模拙格式固定、畫制、
友行和倩輸作品或相美杖客体的技朮。

3. “模捌格式"和“模捌技朮"兩+朮活，是在勻

“數字格式"和“數字技朮"相封照的意文上使用

的。

Anonymous work 
不其名作品

1. 因希望不署名投表而未在其作品的軍制晶上或
未在向全余持播其作品肘故露其姓名或化名的

作者的作品。

2. <<伯均可尼企釣》第 7 奈第 (3) 款包含美于不具

名作品的保妒期限的具件象款，而i妻合釣第 15

奈第 (3) 款規定了一神推定，即其名字出現在遠
耕作品上的出版者是作者的代表，有校保妒和

執行作者根利。對作者披露其身份井旺~他封
旗作品的作者身份的主張肘， ì友告鉤的追些象

款不再通用。

Application in time 
逆耳$9具tfJl

1. 反映《伯均可尼公釣》第 18 奈涉及的阿題的正哺

表述( <<勻貿易有夫的知怎fUñ:杖協定》第 14 奈

第 6 款就讀枷定規定的相美杖，以及《世界知
根戶杖組拱版校舍釣》第 13 奈以及《世界知1R



P杖組銀表演和景音制品各釣》第 22 象就述兩

l'奈釣的余款，規定了財i玄學的比照造用)。

2. <<伯示尼企釣》第 18 奈規定的基本內容(包含

于按每第 (1) 敦和第 (2) 款中) ，即該公釣

必須自它滑伯均可尼膜盟某一成員園生效之肘

起，在改固造用于尚未因先前規定的保妒期限
屆漏而在其起源圖和被要求保妒固避入含有領

域的所有作品。(遠也意昧著，依照《伯均可尼

企釣》第 18 祟，由于設有可揖以受到保妒的固

障祟的等原因而JA未受到保妒的作品或相失杖

客件，如果就它們而言，上述團隊文有規定的

保妒期限尚未屆捕，它們必須受到保妒，直至

遠神保妒期限屆瀾。〉

3. 由于《伯京尼公釣》第 18 奈仗規定了按合釣奈
款的遁用(也涉及在它生效之吋已存在的作品

和相失杖客体) , JA上述三小文有生效之吋起，
它就不具有追溯效力(述神效力放若干回家的

免法角度來看不大可能被接受〉。只有在按合

釣奈款的通用也延伸至改兮的生效之前宴施的

行克和送些行方的錯果(如按合釣生效之前制

作的寞制品) ，而且達些行方對肘由于改仕的

每款尚未造用而的厲合法的情血下，遠神追溯

效力才存在。根揖按合釣第 18 奈第 (3) 款，
遠神追湖效力有可能通泣果用泣渡性奈款(但

它們不能勻按奈第 (1) 款和第 (2) 款的基本

規定相沖突〉呆消除。

Archival c叩Y
存輯副本

就計算机程序而言，它被視角“各份"的同文悟。

Arrangement (01 a musical work) 
鴿曲(音惡作品的-)

1. 均以一科新方法或新形式避行表演而改劫音尿
作品(不治受到保妒迋是在告有領場內)的行

方〈倒如特原先方管弦眾演奏而創作的原曲改

編方鋼琴曲)。

2. 上面第 1 底提及的編曲行方的錯果。編曲包含

在源生作品述一普通英到中，并根揖《伯均可尼

合釣》第 2 奈第 (3) 款受到“勻原作同等的保妒，

212 

但不得損害原作的版杖。"同肘，編曲行方又受

原作版杖所有人的改編杖控制。

Article 12 rights 
第12余款利

1. 常用于指<<~耳合釣》第 12 奈授予的杖利的木

活。依照逛一祟，“如果某科方商~目的友行的
是音制品或此美唱片的隻制品直接用于尸播或

任何向公余的倩播，使用者則鹿三百付一嘻忌的

合理的掘酬錯表演者，或最音制晶制作者，或

蛤二者。"根揖按奈，圍內法可以就虫事人設有

釣定的情況規定分配撮酬的每件。(但<<~耳

企釣》第 16 奈准i午又才第 12 奈作出保留，甚至准
吽完全不安施按每規定。)

2. 需要指出的是， ((世界知怎Rrz:杖組銀表演和汞

音制品奈釣》第 15 奈規定了相同科獎的杖利，

以及作出相同科獎的保留的可能性。但述一奈

滑表演者和是音制品制作者均授予了述一根

利，而准許固內法規定唯有校要求使用者支付
披酬 z 表演者，或是音制品制作者(對然，如

果仗其中一笑受益人有杖，他們即負有勻另一
笑受益人分配披酬的火勢) ，或二者。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王智能

通常用于指具有一定勻人美智慧(如主人知、理解、

掌司、推理和解抉問題)相美的能力的各美汁算机

系統的木悟。人工智能通常被區分均三美z 寺家(或

基于知垠的〉系統、試知系統和自然清言系鏡。后

兩獎是特定的計算机程序。寺家系鏡更克軍祟，它

們也可能被視角計算机程序，或被視方汁算机程序
和特定數揖庫的特殊組合。

Artistic works 
古拉伊品

指《伯均可尼合釣》中不被視方文掌作品的其他所有

作品。但按合鉤的絕大多數奈款普遍通用于“文掌和

草木作品"，很少有某一奈款仗造用于文學作品或重

朮作品，或仗造用于某一美或某一耕作品的情況。

且然有些作品可以視均純文掌作品(如短篇故事、

詩歌或科掌治文)或甜苦朮作品(如捨面或雕塑) , 

但事宴未必如此。(百科全苦和多媒件作品是典型



的“、混合作品"的例子，再如，描述面家某一創作肘

期的附帶插圓的唱，也同吋包含文學和重朮作品。〉

Assignment 01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鼠叔及相美軾的社每

“版杖及相美枝的特址(可特吐性) "的同3l..悟。

Audiovisual adaptation 
魏可?鼓搗

1.基于已有作品(最常見的是小說、短篇故事、

或創作品或音原創作品)創作視昕作品的活劫。

依照《伯示尼合釣》第 14奈第 (1) 款(句，必須
授予文學或草木作品的作者授杖“特逗笑作品

改編..."..成屯影"的寺有杖。在述一項中，“改
編...........成屯影"庫被理解均勻按合釣中規定的

“屯影作品"一祥，具有更「泛的會又:就是說，

它是指任何科獎的“視昕改編"。

2. 上面第 1 ß.提到的浩劫的結果。事宴上，視昕
改編通常是一件棍昕作品。

Audiovisual f lXation 
榴PJfg/.定;揖PJf!l/.定!/!;

1.特某一浩劫或垃程(衰潰、舞台演出、件育賽

事等)中的形象和青音固定下束的行方。

2. 上面第 1#..提到的行方的錯果。如果按視昕固

定物包含原創性因景，它就有賢格林方視昕作
口

Audiovisual performances/pej可ormers
魏可?表演;視呀表渡者

1.被控常使用但并不准嘯的同+表述。~豚上，

它們并不指厲于“視昕性的"表演和表演者，因方

除了某些不太現寞的極端情況外，表演且是同

肘包含昕賞和視賞成分的。述兩+表述其安是

指滑表演避行的、也延伸至其中視賞成分的那

些使用，尤其是指未詮景制的表演的屯視倩翰，

以及指表演的視昕固定。

2. 依照((~司合釣》第 19 祟，“一旦表演者同意特

其表演過行是像或是音最像，第 7 奈[失于表

演者的根利]就不再造用。" ((勻貿易有美的知

棋戶根枷定》以及《世界知現F杖組拱表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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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音制品奈釣》末就表演者在視昕固定物中的

杖利作出規定。

Audiovisual work 
視呀作品

1. 由借助遁宜世各“可通注視賞感知的一系列有
配音或7G配音(有配音肘可通垃昕賞感知)的

固定相美圓像"組成的作品 o (在前一句中，引

寺內的內容引自《屯影注珊奈釣》第 2 奈中“視

昕作品"的定咒。)

2. 一般而盲，過一系列固定相美團像借助遁宜投
各逼近視賞感知肘，即恃速滑功作的印象:遠

也被視方“視昕作品"概念的-1'-要素。

3. “祖昕作品"是《伯永尼企釣》第 2 奈第 (1)
款財文學和主朮作品的非譚厚列幸中“屯影作

品和以美似攝制屯影的方法表現的作品"的簡

單車。

且:uthor

作者

1. 作品的創作者。一般是指自然人一一作品的智

力創作者。然而，一些圍內法也承說某些法人
(如雇主、制片人等)的作者身甜，它的鼓起

并負責作品的創作(一般而吉，它們通道磷定

格要創作的作品的自輯和某些特息，事宴上也

封作品的性廳、風格和內容F生直接或間接的

影咱〉。

2. 根揖《伯京尼企釣》第 2 奈第 (6) 款，封作品

的保妒“系1'1作者及其根利繼承人的利益而行

使。"

Authorization 
虎虎

封于安施涉及作品或相美杖客体的行方的件可。捨

予(或不錯予〉授杖是版校或相美校所有人的一神

寺有杖。

Authorship; right to claim ,-..., 

作者身份;主張-的款利

作者身份是作方作品的作者的質格。根掘《伯均可尼

合釣》第 6 奈之二，主強作品的作者身份的杖利是

作者的一神精神杖利。



Authors I rights 
作者的款利

就其作品而授予作者的杖利。作者享有兩美杖罪U:

銓許根利和精神杖利。“作者的根利"述一表述銓常

被作方“版根"的同文活使用。但在某些遵循普通法

倩繞的固家，“版校"的含又較窄，而仗涵蓋鎧濟技

利(考慮到人格杖一一精神杖利一一的不同性廣)。

Authors I socie，砂
作者帶舍

最恃撓的一神集体管理組飯，代表層于枷合成員的

作者和其他版杖所有人管理版校中的控告存杖利，以

及代表由掛金根揖勻其他集体管理組銀盤叮的現迪

枷故或依法(以強制性集体管理或“f大的集体管

理"形式〉管理其根利的那些人管理上述杖利。

Automatic protection 戶neprinc伊le oj) 
tJ #ð~.tp ( -4 J/1 ) 

“元手續保妒(---原則) "的同又悟。

Bac缸foorprotection 
吏迢來拉

1. 并非伯想尼耳其盟成員囡囡民的作者根揖《伯示
尼合釣>> ，基于其作品首吹在接朕盟某一成員

固出版而享有的保妒(根揖《伯忽尼告釣》第 3

奈第 (1) 款( b )和第 3 奈第 (4) 款)。

2. 如果未加入伯示尼騏盟的回家未能滑厲于官司業
盟某一成員圓圓民的作者的作品捨予追賞的保

妒，法騏盟成員固可以在《伯力支尼企釣》第 6

奈規定的某些象件下滑述科斐適保妒避行限
制。

3. 由于伯均可尼朕盟成員固的數目大量增加，斐通
保妒的重要性近年未己詮下降。

Back-up copy 
-I-if)-

汁算机程序的机器可淒軍制品(有肘雅克“存描副

本")，用于防各法程序因出錯或元章中刪除而丟失。

根揖很多版杖法，作方寺有靈制校的倒外，准坪合

法襲制品的古有人制作一件各份。版杖法通常運規

定，如果古有人滑隻制品的占有不再合法， ì表各掛

必須哨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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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φ:ciaries 01 protection 
保者的受益人

1. 根攝版校或相芙校園豚規蒞和(或〉固內版杖
法而可以取得、享有和行使版校或相失校的自

然人和法人。在版校或相美校園隊規范的屠面

上，送些受益人: (1) 就《伯示尼合釣》和《世
界知怎Rf=校組銀版杖奈釣》而言，是指作者和其

他原始版校所有人及其根利鑑承人; (2) 就 <<w
再合釣》而盲，是指表演者、景音制品制作者、

尸播組親及其根利繼承人; (3) 就《勻貿易有
美的知怎Rf=杖掛定》而言，是指作者、其他原

始版杖所有人、表演者、 是音制品制作者、尸

播姐銀及其根利鑑承人; (4) 就《世界知怎Rtz:
杖組俱表演和是音制品奈釣》而吉，是指表演

者、最音制品制作者及其根利娃承人。

2. 在更尸泛的意文上，也包括那些由于禁止某些
行方而至少間接地滑某校利享有保妒的人。在

版校或相美杖園時規蒞的居面上，遠些受益人:

(1) 就《是音制品全釣》而吉，是指是音制品

制作者(可能進同其表演被是制在是音制品中

的表演者)及其杖利繼承人; (2) 就<<.n星公

釣》而吉，是指尸播組主貝及其根利鑑承人。

Berne Convention 
((1障社尼公均J

1. 1886 年 9 月 9 日錯錯的《伯示尼保伊文掌和吉

朮作品企釣>> , 1896 年 5 月 4 日在巴黎朴充完

各， 1908 年 11 月 13 日在柏林修訂， 1914 年 3
月 20 日在伯想尼朴充完各， 1928 年 6 月 2 日在
9耳侈品丁， 1948 年 6 月 26 日在布魯塞示修訂，

1967 年 7 月 14 日在斯德哥均可摩慘叮， 1971 年 7
月 24 日在巴黎修訂，并于 1979年 9 月 28 日修改。
在本朮培紅編中提及《伯示尼公釣》肘，是指

其最新文本，即 1971 年在巴黎修訂并于 1979
年悔改的文本。

2. 依照《勻貿易有夫的知iRf=杖協定》第 9 奈第 1

款和《世界知怎gf=杖組欽版校每釣》第 1 奈第

(4) 款，世界貿易組俱成員和《世界知怎gf=杖
短缺版枚金釣》諦釣方有文各各自遵守《伯均可

尼企釣》第 1 奈至第 21 奈(就《勻貿易有央的

知現戶杖協定》而言， <<伯力之尼公釣》失于精

神杖利的第 6 奈之二除外)。因此，在本朮培

tc編中提及《伯均可尼公釣》的追些各款中任何



一奈肘，也就間接提及《勾貿易有美的知怎grz:

杖協定》和《世界知怎grz:扭扭缺版杖奈釣)) , 
因方依照按協定和按每釣，送些象款同祥通用。

Berne Union 
神社'Æ~.ffI.

根掘《伯均可尼合釣》第 1 奈由“造用本金釣的因家"

所錯成的眼盟。宙歌盟的主管机拘是大金(參見《伯

示尼企釣》第 22 象) ，主要“赴理有美........宴施本
公釣的一切問題" (第 22奈第 (2) 款 (a) (i))。

大金下世一執行委員金(參見《伯均可尼公釣》第 23
奈)。勻i亥朕盟有美的行政任勞由世界知俱戶杖姐
訊 (WIPO) 的園時局執行( <<伯怨尼企釣》第 24

奈第 (1) 款 (a) 及 (b) ) 。世界知ì.Rrz:扭扭銀
且干事是最朕盟的最高官員并代衰i妻離盟( <<伯均可

尼企釣》第 24奈第 (1) 款 (c) )。

Blanket license 
-./j[子浮可

由集体管理組餌授予的一神吽可，以允許宴施由該

組銀集中管理的某一神杖利所控制的行方。遠祥一

神件可在原則上可能延及官組銳的管理項目清草中

所有作品或相美杖客体一一迋可能意昧著，除一些

可能的例外，在特定一美杖利所有人的特定一獎作

品或相美杖客件的特定杖利方面，可能延及全世界

的管理項目清草。 F生遠神尸泛的管理項目清羊，

可能是固克通用了“伊大的集体管理"制度，或是就

管理項目清草的遠神f展作出了一神有利于法集体

管理組欽的草鈍推定。

Book 
-/7'11 

接叮在某一封面內的若干紙張。“有籍"作J.J版杖保

妒的客件并非是指宴物，而是指印載在遠些紙張上

的文學作品(如小說或短篇故事)和(或)~朮作

品(如困面或攝影作品〉。根揖某些版杖法，有籍

的己出版版本的版式設計是由出版者享有的一神草

輯的相失杖保妒的客体。

Bootlegging 
益裘

盜版的一科特殊形式，即未鎧授杖而是制尚未是制

的表演(通常是音眾表演) ，一般以隨后的未詮授

校的有美隻制和投行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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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 measures 
遠遠措施

指一神法律程序，使版杖及相美校所有人在有正道
理由悴提其作晶或相美杖客体的盜版畫制品可能避

口肘，能移向海美聳肩提出申清，要求中止遠神寞

制品避入流通。述些措施封于打古盜版活功是不可

或缺的有效措施。<<勾貿易有美的知怎g;tz:杖枷定》

第四部分第 4哲(第 51 奈至第 60 奈)就有美迪境

措施的要求作了祥細規定。

Broadcast 
r l#7tn 

一神詮「播而倩送的哲目。因此，它是一神授予尸

播組欽的相美校的客体(參見<<~耳公的》第 13 奈)。

Broadcαsting; right 01 -
f播， _.....，拉

1.“尸播"是指逼迫元錢恃輸而向合成倍播作品或

相失根客体。它包括地面尸播和五星尸捕。“尸
播"不座理解方包括在計算机岡絡上交互性提

供作品或相美杖客体(在遠神情況下，接收的

吋間和地底可以由企余成員+人造定)。

2. <<伯均可尼公釣》中投有失于“尸播"的明萌定){，
但「播的概愈可以根揖按合釣第 11 奈之二第

(1) 款(i)推斷均以元錢方式向企余倩播作品。

根措述一規定，尸播枚是一科授校的寺有杖。

但是，根揖i表象第 (2) 款，成員園可以聽定行

使述神杖利的各件，遠植視角准t年遁用非自愿

祥可或強制性集体管理。

3. <<勻貿易有美的知棋戶杖協定》未就尸捕的定

文或尸播根草狙作出規定。它仗規定世界貿易
組委貝成貝尤其有又各遵守《伯均可尼合釣》第 11

奈之二的規定。

4. 就《世界知棋F杖組旗版校各釣》而盲，可以說
也是如此。但它在美于“向全余倩擠的杖利"的第

8 奈中提及《伯均可尼企釣》第 11 奈之二(仗胡說

美于遠祥一神尸泛的杖利的規定，不影喃道用

《伯示尼合釣》中美于以某些形式向企余持播某

些美作品的根利的那些象款，包括混合釣第 11

奈之二)。逛一提及萌主人了上面第 2 鼠的解釋，
即尸播是一神向企余恃播的形式。



5. <<~司合釣》第 3 旁是 Cf) 中包含以下明嚼的定

文:
音的元鏡屯恃播。"需要指出的是，“快企余接性

的.......倩播"逛一表述并不准碼。囡方一神倩播

被赫方“尸捕，'，不一定需要“金卉"接肢，即在符
合“金食"概念的一群人面前或至少在向全余卉

放的地成接收。它只座符合《伯示尼企釣》和

《世界知現戶杖組銀版校各釣》中遁用的那神

會文的“向全余待播"概念，即方接收 Cj句企余接
收)目的而遭行倩輸。一旦角迫神接收目的而

向企余避行了倩播，尸播行:tJ即告完成:安綜
接收不是遠神行jg完成的一+余件。依照<<~

Z主企釣》第 7奈第 1 款 Ca) ，文才表演者的保妒
包括“防止可能"未銓其同意而「播其現場表潰。

美于表演者和(或〉是音制品制作者就尸播方

商企目的投行的最音制品而接得掘酬的根利，

參見“第 12 奈杖利"。

6. 在園時居面上， “尸播"的最新定文件現在《世

界知i:Rrz:杖組銀表演和是音制品奈釣》第 2 奈Cf)

中(然而它“鑑承"了<<~司合釣》“供合余接收

的.......恃播"述一容易引起混僻的表述) 0 i衷項

規定:‘“「播，系指以元錢方式的播送，使全余能
接收青音、或因像和Jð音、或因像和青音表現物:

通道E星遊行的此神播送亦方6尸擂';播送密問

信寺，如果尸播組訊或室主其同意向企余提供了解

闊的手段，則是‘尸播'" 0 <<世界知棋戶杖表演和
是音制品各釣》尪規定了<<~司企釣》中“第 12

奈"神獎的枝利(參見i表象釣第 15 奈) ，但有一

些區別，而且在尸播尚未是制的表演方面，它規

定了一神寺有杖而并非只是“防止可能" C參見按

各釣第 6 奈〉。

Broadcasting org，αn泣ation
f播短銀

1. <<~司合釣》規定的三美受益人(其他兩獎是
表演者和是音制品制作者)中唯一在法舍的中

設有定文的一矣。 息管如此，進一朮梧的會又

似乎不吉自明，因方它可以此“尸播"的概念推演

出來z 兩作品和相美杖客体避行尸播的元錢屯

和(或)屯視姐棋。未明萌指出的是，遠也涵

蓋尸播之前的必要准各活功，即在集并按常目

表編排准各尸捕的常目。另一方面，述一概念

不包括佼佼特播「播組銀述祥~[集、編排和尸

播的哲目的那些組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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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61 年9耳外交合攻(在法金坡上適述了<<~
耳合釣)) )的且撮告中包含如下封“「播組紋"

概念的闡述:“如果諦釣固的技朮投各自師政管

理部刊所有，但待送到投射机的哲目;是由清如

法自「播屯視合司或英園「播合司那祥的組欽

制作和提供，則后者(而不是師政管理部1'1 ) 
特被視方尸播組旗。此外，如果某一特定暫目

是由「告客戶贊助的，或是由狙立屯視制片商

預先是制的，然后由堵如美團哥佮比里尸播合

司那祥的組俱持翰，則后者〈而不是贊助商或

狙立制片商)特被視方「播組飯。"

Bro，墨~sels Convention 
布魯塞奉公的

CE.星公釣》的別林。

cablecast 
有錢幸自

以“有錢尸播"方式倩翰的市目。

Cαrblecasting 
有錢f播

向企余倩播原始有錢可言目。以有錢方式倩輸原始有

錢常目的加密信哥，只有在有錢尸播組研或銓其同

意而向台余提快解密方法的情況下才是“有錢尸

播"。“有錢尸播"不座理解方包括通迂計算机岡絡以

交互性措輸方式向企余提供的行方。

Cablecasting organi泣ation
有錢f播短缺

1. 向企余倩播原始有錢咕目的組旗。未明磷指出
的是，遠也涵蓋達科持播之前的必要准各浩劫，

即在集并按常目表編排准各向台余倩播的哲

目。另一方面，述一概念不包括佼佼特播尸播

組銀或有錢尸播姐銀遠祥征集、編排或向企余

持播的哲目的那些組訊。

2. 現在暫肘注設有保妒有錢尸播組銀根利的團隊

奈鈞。但若干固內法己特有錢尸播視同「播，
授予有錢尸播組拱勻「播組銀所享有的相同神
獎的相美杖。



Cable-originated program 
J實#才結?于g

1. 以有錢方式(逼迫屯纜)向公余持播的哲目，
只要追祥倩播的不是尸播組俱被同步特播且未

詮改功的哲目(因1.1否則它就不是“原始有錢哲

臣"而是原始「播常目了〉。

2. (以有錢方式向公余恃擠的〉原始有錢常目包

括: (1) 有錢尸播組訊自己的常目; (2) 尸

播組銀未被同步尸播(特播〉而是被最制后尸

播的常目; (3) 尸播組俱被同步尸播(特播〉
但詮迂改功(如添加字幕或同青f音譯)的常目。

3. 向全余持播原始有錢可言臣，受《伯示尼企釣》
規定的向台余持播的寺有杖控制，涉及向企余

倩播竟是閥、音至長聞和音原作品的表演(第 11 奈

第 (1) 款 (ii) )、文學作品的朗誦(第 11 奈

之三第 (1) 款 (ii) )以及視昕作品(第 14奈

第 (1) 款 (ii)和第 14奈之三第 (1) 款〉。

Cα'ble retransmission 
有錢特播

以有錢方式(適迂咆纜〉向全成持播另一尸播組旗、

有錢「播組銀(或“阿第尸播"姐拱〉的尸播哲臣、

有錢可亨目(或“阿播「播哲目") 0 (上面提及“岡絡

尸擂"和“岡格尸播常目"肘加上引哥，因均在本朮培

tc編完成肘，美于追科行均或客件的性盾仍存在爭

放(參見“岡嬉尸播") 0 ) 

Cakethe，。可
蛋糕混

1. 指一神說法:就同一神文化戶品或信息戶品或
服各萌主人新的技利(通常是新的相美杖) ，可

能(而且一般也胡安〉辱致可用財努質源以遠

祥一神方式重新分配z 即已封特定F品或服各

享有銓濟杖利的那些人的收入減少，因方法F
品或服秀的制作者或使用者必須JA同一費源中

取出一部分，向新硝說的根利所有人支付掘酬

(就是說，“蛋糕"不金斐大，而唯一解抉舟法就

是以另一神方式未分割它〉。

2. 似乎有必要封述一“掌氓"作商店坪拾。第一，如
果它只是一神并不反映現宴的字說，就根本投
有理由去座用它。但似乎在某些情說下，這神

闡述所指的現象至少部分是事耍，因方即使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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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龔源可能增加，也不金迷到迫祥一科程度z

即能移至少避免財它遊行部分的、暫肘的再分

配，而分配方式可能肘己享有特定戶品或服勢

的短濟杖利的那些人的利益戶生消極影吶。第

二，即使在后一神情配下，滑送些事耍的描述

也不足以作方一科根揖未否定肘某些杖利的胡

說，只要追神磷主人航公平和完善的社金政策角

度來看是合理的。

Cα!ching 

援存

1. 由服各提供者提供的一神服勢，即在屯子(汁
算机)存儲器內財作品或相美杖客体避行自劫、

中間和曹肘的存備，其目的仗仗在于特作品或

相失杖客体更有致地待輸捨服各接受者。

2. 美于續存服各提供者的責任，參見“服各提供

者:~的責任"

Central management/centrallicensing 01 copyright αrnd 
rel，αtedrights 
起款及相美紋的集中管理(集中帶可)

有吋用作“版校及相美校的釀合管理"、“杖利錯算机

拘(中心) "和(或)“一站式服券"的同文罷。

Characters 
A~ 

虛祠的文字或踅朮作品中可辨主人的人物或其他人

物，他們如果可被明碼辨試并具有群明的原創性特

征，那么形成述耕作品中的~~性成分，就座作方
遠科成分受到版杖保妒。有的圍內法中作了大意如
此的闡明。

Choγeographic work 
舞竭作品

1. <<伯京尼企釣》第 2 奈第 (1) 款封文掌和古朮

作品的非祥思列幸中的一獎作品，由一系列舞

步和功作拘成，一股具有芭蕾舞的舞蹈形式，

通常(但不一定)涉及或別要素的表現形式井

有音*伴奏。

2. 有的圍內法但在舞蹈作品通垃特殊粽注技法

(如拉班舞增)而以某科物廣形式固定下朱，



或鉅垃棍昕閩定( <<伯均可尼企釣》第 2奈第 (2)

款准吽遁用的一+版杖保妒奈件)的情況下，

才倍于它們保妒。

Cinematographic adaptation 
也影反掃

參見“視昕改編"

Ci，的nematl的ogr尚可官'aphi，扣~c work 
也最影~1tø品早

l. JA換文上啡，是指逼迫采用特殊技朮(屯影攝

制朮〉創作的作品:遠科技朮是指持一系列相

央的囡像(有配音或完配音)固定在屯影肢片

(或其他美似媒介〉上，借助造宜的裝置而使

之可通垃棍賞感知，如有配音則可通垃昕賞感

知， JA而tr-生劫作效果(“活功影歲"的提法即由

此而未)。

2. ~它在《伯~尼公釣》的象款中使用肘，座核
理解均不但仗指上面第 1 府提及的號文的屯影

作品，而是指《伯均可尼企釣》第 2奈第 (1) 款

在蔚文掌和草木作品的非祥思列幸中指出的更

「泛的一槳，即“屯影作品和以美似攝制屯影的

方法表現的作品九述一笑勻“視昕作品"的概念

相對。

Circumvention (01 a techn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 
揖逆(-炭-*~.tP./H:描 j

回避、鏡述、移除、興止或以其他方式損杯技朮保

妒措施。美于《世界知ì，J{tr-杖組頭版杖奈釣》以及
《世界知怎只戶杖組餌表演和是音制品奈釣》的錯釣

方規定造三目的法律保妒和有效的法律朴救舟法以制

止遠神規避行洶的又勢，參見“技朮保妒措施"。

Claim authorship 01 a work; right to ---
主張作品的作者身論; 目的款利

l. 要求喃說其作者身份。一般而言，遠涉及要求
在作品的靈制品上以及在滑作品的任何合卉使

用中指明作者的姓名，除非遠在特定情沮下是
做不到或不合理的。

2. 主張作品的作者身翰的根利是《伯均可尼合釣》
第 6奈之二授予的精神杖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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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ming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perlormer 01 α 

performance; right to ,......, 

主義表潰的表潰者身份;-的款利

主張表演的表演者身份的杖利，是《世界知怎Rtr-杖
姐頭表演和景音制品奈釣》第 5 奈鴨說的表演者的

一神精神杖利，勻主張作品的作者身份的根利相美

似。 i表各第 (1) 款明硝規定遠神杖利不延及某些情

況，即“使用表演的方式抉定可省略不提其系表演

者"。

Coding 
結局

參見“加密"。

Collecting organization/sod時
拔制收取鈕銀(梅金)

l. 在比較尸泛和控常理解的意叉上，是“集体管理
組棋"或“作者-þj)舍"的同文悟。在i主神意文上，

它是一+不恰章的名擲，因均收取掘酬佼佼是

述些組欽的任勢之一:特別是，分配掘酬并轉

它特交給法組銀所代表的根利所有人，至少同

祥也是最組欽的一項重要任勢。

2. 在換文上，是指仗承扭收取掘酬述項任勢的組
訊(也可能是一小政府姐在只) ，收取的掘酬隨
后持交錯集体管理組訊和(或)其他朕合管理

詛餌，以便分配錯杖利所有人。

Collection/compilation (01 works/data) 
汪集{i~ζ鴿V; 作品(教搔)的自

l. 這兩小木潛在美于版校的團隊規范中是作方同
3(i吾棄使用的。作品、教揖或其他資料的任何

形式的征集或在鋪，只要由于其內容的進捍或

編排而拘成智力創作，即作方作品受到保妒。

(在述兩+朮活中，“在集"但乎首先是指遍擇的

所段，而“tc編"似乎更明喃地涵蓋了內容的進擇

和編排兩+盼竄。〉

2. 不考慮有美奈款的細窄，遠神tc集 (tc編)在

《伯均可尼企釣》、 《勻貿易有美的知怎貝戶杖協

定》和《世界知怎Rtr-校組訊版杖奈釣》中均受

到保妒。



一 《伯示尼公釣》第 2奈第 (5) 款規定如下:“文
掌或草木作品的~捕，情如百科全持和進集，

凡由于財材料的造擇和編排而拘成智力創作

的，座得到相庄的、但不損害在編肉每一作品

的版校的保妒。"在法款規定中，連接向“和"表

示“和(或) "，而不可能是其他情況，因方任何

成果(包括任何征集或正編〉只要存在其中一

+理由使之拘成智力創作即可，而不需要另一

小理由。因此，征集(~編〉如果仗由于其內
容的進擇或仗由于其內容的編排而拘成智力創

作，也受到保妒，且然不是根揖《伯均可尼企釣》
第 2奈第 (5) 款，而是根措其第 2 奈第 (1) 款

的一般規定:根揖后一款，文學、古朮和科掌

領域內拘成智力創作的一切成果均受版校保

妒。教掘和其他資料的征集 (~c編)如果不符

合版校保妒奈件，則不能根揖第 2 奈第(5)款受

到保妒:但由于征集(~編)受到保妒的理由是其
內容的過捍或編排具有原創性，迫科征集(~

編〉作方文掌和草木領域內拘成智力創作的成

果，根揖《伯均可尼合釣》第 2 奈第 (1) 款的一

般規定受到保妒。

- <<勻貿易有夫的知棋戶杖榔定》第 10奈第 2款
和《世界知怎Rrz:杖姐餌版杖奈釣》第 5 象中包
含獎{以規定。它們規定(不同部分相鑑在方括

哥內掠明) :“教揖或其他賢料的在輔， [元始

机器可棲運是其他形式， ] [充拾果用任何形
式， ]只要由于1才其內容的進捍或編排拘成智

力創作， [即座] [即]作方智力創作受到保

妒。[旗保妒不得] [達科保妒不]延及教掘
或質料本身， [井不得] [亦不]損害 [tc編

中的]教揖或實料[本身]己存在的任何版杖。"

述兩奈的林題均容易引起瑛解，因~它們均只

提及“教揖tc編"0<<世界知俱戶杖組銀版杖奈釣》
第 5 奈棕題中增加括寺內“教揖庫"一祠，更加重

了它具有的漢辱性，因均達些規定不但還用于

原創性教揖庫，而且也遁用于作品及其他任何

費料的原創性征集(紅編)。

3. 另見“教揖庫"。

Collective α!dministration 01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版款及相美軾的共同管理

“版校及相失枝的集体管理"的同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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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ective managl凹nent 01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版款及相美耘的集体管理

在三E法+別行使版杖及相美校或述祥做很不切寞時

的情況下果用的一神行使杖利的方式。有夫的根利

所有人授杖某一組欽宋代表他們行使其根利，特別

是授予祥可、血控使用、收取相座報酬，以及分配
掘酬井特它特交錯座裝得擺酬的杖利所有人。述一

朮梧的持統概念也意昧著要廊上作方集体的作者、

衰讀者和杖利所有人通迫他們建立的通道机拘和行

政草位來管理有美的根利。在遠神集体管理的情況

下，通常金授予使用者一攬子祥可，制定統一的收

費你准和分配規則，以及JA收取的掘酬中扣除一定

數額作均管理成本以及用于文化和社金目的。但述
一朮培也室主常用以涵蓋所有行使杖利的眼合形式，

述神情況下的呼可是JA草一來源衷得(而井非小別

授予)的。男見“版杖及相美板的離合管理"

Collectiv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集体管理短缺

安行版校和(或)相美枝的集体管理的組棋。

Col/ective work 
集体作品

1. 通迂融合若干作者的作品而創作的作品，由一

自然人或法人投起、負責創作并以其名又投衰
(官自然人或法人因此成方原始版校所有人) , 
其中各神創作成分(因數量大或具有間接性而)

融合在整体作品中，以致7G法辨別各件作品及

其作者，或送祥做至少是不切察隊的。

2. 但在某些圍內法中，“集体作品"述一朮培是作方
“作品的征集"的同文培束使用的。

Commissioned work 
要指帝品

某一自然人或法人適垃勾作者叮立的合同而委托創

作的作品。某些圍內法就委托作品的版杖阻屬作了

勻雇員作者創作的作品的版杖阻厲相英似的規定

(特別參見“雇個作品")。



Communication theory 
#攝垢

1. 察隊上不仗仗指一科草鈍的掌視，而是指封尸

播性庚的一神描述:即尸播的概念不能局限于

尸攜帶目信哥友射f‘射入勻的那一刻，它是一+
始于追神信哥投射的迂程，述一垃程只有在信

哥承載的常目己提供(安廠長上恃播)錯合成肘

才算完成(但企余察隊接性最常目:不是尸插行

方完成的一+奈件)。達科解釋封于E星直播

尤其重要:在遠神情況下，它意昧著尸播行方
始于咕目信哥向E星投射的那一刻，但也包括

持播垃程中向E星投射的上行附段和由E星特

度的下行附段，并只有在常自安廊上倩播(已

Jg接收目的提供)錯E星“覆蓋區域"的合余肘才

完成(全余裝時接收并非法行方完成的一小奈

件)。

2. 逛一“掌說"(硝切地說，封現有法律狀玩的逛一
描述)得到《伯示尼公釣》第 11 奈之三第 (1)

款的鴨斌，依照法款，“「播"是一神[以充鐵方

式]“向企余恃播"的形式。遠似乎也勻<<~耳
企釣》第 3 奈 (f) 以及《世界知怎RF杖組俱表
演和是音制品各釣》第 2 奈 (f) 中“「擂"的定

文相一致，逛商項均提及“持輸" (JA一小慮到其

他地成的必然拉木泣程) ，而不是“投射" (可能

暗示一神勻空間中的草狙一戚、持肘閩中的草

狙一刻相融系的行方)。

3. 相滑的掌視是“2友t射現"

Communication 的 t的hepu帥4站blic扣'c b妙~ cable (伽、wi，ν叫仰'i，枷i計r砂
d才互竭筠串宮.2才夕式; (迢i:l 也JJt) I命公正走#1#

參見“有錢尸播"和“向企余倩播"。

Communication 的 the public; right 01 -
I命公次帶{6; --19成才可

1.在換文上(正是《伯均可尼企釣》果用的會

文) ，是指以有錢或元錢方式持輸作品或相美

杖客体的圈像和(或〉育音，便改圍像和(或)

再音可被通常的家庭及其最密切的社金美系范

圍以外、通高持輸起貞的人們感知(以致沒有

待輸特充法安現述耕錯果) ，而不治迫些人可

能在相同或不同的地鹿和肘間感知送些困像和

(或)戶音。~隊接收倩瑜的哲目一般不是恃

輸行方完成的一小奈件，也不是持輸行方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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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伯忽尼告釣》就栽倒、音原副和音

~作品的全卉表演(第 11 奈第 (1) 款(ii) )、

文掌作品的合卉朗浦(第 11 奈之三第 (1) 款

(ii) )和視昕作品(第 14奈第 (1) 款 (ii)和

第 14 奈之二第 (1) 款〉規定了述祥一神向公
余待播的根利。<<伯力可尼告釣》規定的“向公余

恃播"概念也延及尸擂，但由于第 11 奈之三，特

定的尸播校也涉及這一概念。

2. <<世界知ì，J{jñ:杖組欽版枚金色釣》果用了逛一概

念，但也通迫在其第 8 奈中提及遠一概念同祥
涵蓋(交互性〉“向企余提供"而f大了其會文。

3. 就相失杖而吉，依照<<~司合釣)) ，“向企余恃

播"的概念在某一方面窄于《伯均可尼企釣》的規

定，而在另一方面則寬于《伯句:尼企釣》的規

定。在某一方面校窄，是因方尸播被視角草租
一耕杖利(注可以JA第 7 奈第 1 款 (a) 中“「播
和向企余倩播"述一短培看出，但述井未改查一

+事宴，即尸播是一神特定(元錢)方式的向

公余倩插入另一方面， <<~司公釣》規定的“向

企余恃播"的概念則較寬，因方它不但包括向倩

播友生地以外的合余恃播是音制品或尸播常

目，也包括在台余面前或至少在向全成卉放的

地店向企余恃播。依照法合釣第 7奈第 1 款(a) ，

封表演者的保妒包括防止未銓其同意而向合成

伶插其尚未汞制的表演的可能性。美于表演者

和〈或)是音制品制作者就向企余倩播方商~

目的友行的是音制品的孩得披酬杖，參見“第 12

奈杖利九根揖第 13 奈(肘，尸播姐飯也有杖
授校或禁止“向企余待播屯祖市目，如果此美恃

播是在收n票的合共場所避行的" (不泣，締釣

園可以硝定行使述手中杖利的各件，甚至可以封

該項規定的造用作出保留〉。

4. <<世界知俱F杖姐拱表演和最音制品奈釣》在

其第 2 奈 (g) 中Jg“向公余倩播"提拱一+明硝

的定文，它規定z “向全班持播，表演或景音制

品系指適迂除尸播以外的任何媒体向合成播送

表演的青音或以是音制品是制的青音或商音表

現物。在第 15 奈中[規定了勻<<~司合釣》第
12 奈規定的美似杖利] ，‘向公余持播，包括使企

余能昕到以是音制品是制的青音或商音表現

物。"述表明《世界知棋P杖組銀表演和是音制

品奈釣》像((~司合釣》一祥接受了同一概念

(它同祥闡明尸播的基本性屁也是向合余倩



捕) 0 <<世界知俱戶校組銀表演和是音制品奈

釣》井未效倩《世界知ì.Rrz:杖扭頭版校每釣>> , 
使“向全余持播"的概念延伸至(交互性)“向企

余提供"，而是在它的第 10奈和第 14 象中另外
授予表演者和是音制品制作者按杖避行送神

“提供"的寺有杖。

Comparison 01 terms 
~.tP痴喂#站在

指給予園民待遇遠-5(各的一科例外。根措《伯力之

尼企釣》第 7 奈第 (8) 款，除非被要求保妒圓的立
法另有規定，它捨予保妒的期限不超誼作品起游固

蛤予保妒的期限。“保妒期限的比較"即基于這一規

定戶生。

Compilation 
Z為

參見“~[集(~編);作品(教揖)的，..._，"。

Compulsoη， license 
!~f#!I淨可

1.滑版校和(或〉相美杖所有人的杖利的一耕限

制，其宴盾在于z 是否就安施特定枝利所控制

的行方給予授扭，不取抉于改杖利的所有人。
述神“件可"如同它的名林所表明的，是在一神強

制狀惑下由杖利所有人授予的或由集体管理組

俱或主管三百周代替他授予的。它不同于法定件

可，在后一神情配下，使用者甚至充須提出申

清，因方法律直接授杖避行特定使用，他只須

方此支付擺酬(一般也由法律或主管道局硝

定) 0 <<伯力之尼企釣》在第 11 奈之二第 (2)

款中就「播和某些相美行舟，在第 13 奈中就音

示作品的最音，以及在附件中就作品的某些用

途(基本上是方投展中園家的教掌、學司和研

究)的翻譯或畫制理規定了造用途些件可的可

能性。

2. 男見“例外和限制"。

Computer-assisted work 
計算机輔助作品

作者利用計算机和造三盟的汁算机程序作方輔助手設

而創作的作品(例如，均創作計算机輔助音原作品，

作曲家利用計算机程序戶生和當斌各+斐化，然后

此中進捧一小或多小融入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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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generated work 
汁算私戶生的作品

“計算机制作的作品"的同文倍。

Computer program 
汁算私程序

1. 一組以宇胡、代屑、模式或其他任何形式表述
的指令，豈有入机器可懷媒廣肘，能使“計算

机" (具有信息赴理性能的屯子裝置或美似裝置

〉執行某一特定任各或宰現某一特定結果。(以

上取自世界知mrz:根姐拱 1978 年通泣的《保妒
計算机軟件示范奈款》中的定文。且然i衷示蒞

奈款現在已完全迫肘，但逛一定文似乎仍然是
成立的。)

2. 首先， <<勻貿易有夫的知ì.Rrz:杖協定》在其第
10 奈第 1 款中闡明，“計算机程序，元始是源代
喝足是目掠代呵，座作方《伯然尼企釣>> (1971 

年)項下的文字作品加以保妒";隨后， <<世界

知祺戶校組主只版杖奈釣》在其第 4 象中作了相
同的規定，偎在措詞上有些區別z “汁算机程序

作方《伯示尼企釣》第 2 費是意5(下的文學作品
受到保妒。此神保妒遁用于各汁算机程序，而
去搶其衰述方式或表站形式如何。"

Computer-produced work 
計算批制作的作品

借助計算机制作的作晶，由于其中人獎的創作成分

具有很大的問接性和(或)在很大程度上融入整体

作品，以致很准或不可能就遠神創作成分硝定其作

者身份。圍內法中包含失于計算机制作的作品的特

殊奈款，通常規定第姐l創作故作品的自然人或法人

是原始版校所有人。

Computers~丹ware
卅$.批從徉

逛一衰述的會又未被充分界定，也未被繞一使用。

在數字技朮引人注目的友展卉始之前，它有肘作方
汁算机程序的一神同艾蓓棄使用，有肘則是指能以

机器可淒形式裝入計算机內的任何京西。在三百肘，

遠基本上意昧著述一概念延伸至數揖庫和最早的比

較簡草的視頻游潰。隨著滑數字技朮的根:Jg普遍的

新使用，第三+會文己斐得非常尸泛，以致它失去



了作方技朮朮梧的樹值。述一表述(如今更是)不

能視角一+足移穗定和准嚼的木唔，而且JA圓豚版

校規蒞的~Jll寫來看，也几乎不能視均是這盟的。

Conflict (no "...,_, with α normal exploitation of works or 
o旬ectsofrelated rights) 
沖突(本主幸作品式相美執客体的正會利用相--)

參見“三步噓噓"

Consent 
同意

“授杖"的同文悟。

Content; ,...__ provider 
內容; --提棋者

1.在它的多+可供造擇的(普通的和特殊的〉含

文中，提到阿站中和通社交互性汁算机阿絡倩

播中所包含內容的會文尤方重要。完全可以說，

正是有了內容才使任何內容載仲、同站和持播

斐得具有意文。但果用述一朮培也存在不利之

赴，即它甚至比“軟件"逛一表述更方寬泛。它特

完全不同的“衣物"放在一起“海洗"一一特作品

及其他受保妒的實料勻其他堵多“內容"(不受保

妒的成份一一萌切地說，不受知i，JUn:校保妒的
成份)囊括在一小含混的和被~J泛的蒞時內。

述可能早致一些未銓深思熟慮的那品和理治F

生，即主人均所有神獎的“內容"均座蛤予相同的地

位和待遇，而隨之而來的危陸是元端地降低財

作品和相美杖客体的尊重，甚至可能降侃它們

的法律地位。 JA座i衷保妒什么以及如何保妒的
伺題角度看，內容是一+完全不相干的木樁，

因方逛一問題只有在首先闡明以哪一神方式使

用哪一科“內容"的情況下才可能得到合理的回

答。

2. “內容提供者"述一木唔，在岡站中和通道交互性
計算机阿錯倩播中所包含內容逛一上下文中，

是指上面第 1 局所提及意文上的“內容"的提供

者。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liability 
共同使叔;連帶責任

1.在某人明知侵杖活功，仍引游、促使或宴J9i性

地掛助他人真施侵杖括功的情現下，即炭生共
同侵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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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連帶責任以和侵杖活功的逛一眼系方根掘。

C叩Y
主制品

寞制作品或相美杖客体的結果。它可能是永久的或

l描肘〈短暫)的，可能是有形的或充形的，可能被

人美直接感知或只能借助遁宜設各感知;此外，一般

而吉，它可能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存在。

Copying 
管制

“隻制"的同J!..悟。

Copy-management system 
主制管理系說

一科屯子系統(世各、屯子編鵑器等) ，用于限制

封作品和〈或)相夫杖客件的宣制，或至少大大降

低超娃一定數量的隻制品(通常但允i午制作一件)

的廣量，如串行宣制管理系統 (SCMS) 。它是一

科技朮保妒措施。

Copy-protection system 
防主制系說

用于肪止隻制作品或相美杖客体的一科技朮保妒措

施。

Copy-related rights 
主吾友會j品有美的款利

1.版校及相失杖框架內三大笑詮濟杖利(迋有

勾畫制晶亮夫的根利和轉換杖〉中的一獎。逛

一朮培是指那些勻制作和投行宣制品有笑的杖

利，尤其是愛制杖、投行杖、出租校和(含卉)

出f昔杖。

2. 美于勾畫制品有夫的根利同勻寞制品完美的杖
利之間的模糊界錢，參見“向公余恃播;--的故

利"和“且括解抉方案"。

Copyright 
鼠叔

根掘其基本會文(正是《伯均可尼告釣》、 《勻貿易

有央的知怎RF杖協定》和《世界知怎RF杖組訊版杖



各釣》中東用的) ，述一英文朮培被用來指文掌和

乞求作品的根利。在遵循普通法恃撓的固家，它在

換文 (JA某一角度未看)和尸又()Á另一角度來看)

上均被頻繁使用。在接叉上，它是指控辦杖利(而

且，由于《勻貿易有夫的知怎grz杖掛定》并不涉及
精神杖利，因此在積協定中，逛一朮培必然是在遠

祥一神族X上使用的) ;在尸叉上，除指文掌和乞
求作品的根利外，它也包括如是音制品制作者的根

利、尸播組親的杖利，根揖某些版杖法，它通包括
已出版版本的版式投汁的杖利。

Copyright holder 
屁成#才λ

“版杖所有人"的同文悟。

Copyright lαw 
鼠杖、法

美于版杖及相美校的取得、保妒、行使和執行的規
范。在換3l..上(逛一朮培只是非常偶然地用于遠神

會文) ，它仗指美于版校的取得、保妒、行使和執
行的規范。

Copyr智ht notice 
屁成#起

1.在主張版校的已出版作品的畫制品上加注的一

神作方正式保妒余件(手續)的輯記。遠祥一
耕輯記通常包括: ( 1 )“版杖"一向或符哥@;
(2) 首吹出版年份; (3) 作者或其他版校所有

人的名字。由于《伯然尼企釣》第 5 奈第(2)款
禁止特任何手縷作;Jg享有和行使杖利的奈件，

因而滑于座受i車公釣保妒的作品，不得要求加

注版杖輯記作均達祥一神奈件。

2. 遠祥一神輯記被《世界版校舍釣》第回學采用，

按每規定z “任何婦釣團依其園內法要求履行手
摟一一如繳造祥本、注珊登記、刊登屆事、亦

理全世E文件、權付費用或在法囡囡內制作出版

等一一作方版杖保妒的余件者，財于根揖本金
釣加以保妒并在最固領土以外首吹出版而其作

者又非本囡囡民的一切作品，座視7g符合上述

要求，只要詮作者或版校所有者按杖出版的作

品的所有各冊，自首吹出版之日起，赫有@的符

哥，并注明版杖所有者之姓名、首吹出版年份

等，其棕注的方式和位置座使人注意到版叔的

要求。"根掘《世界版枚金釣)) ，述一舉并未持

除任何蜻釣固財于在其墳內首吹出版或其園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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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地方出版的作晶取得和享有版杖，要求

履行手縷或其他各件。

3. 且然《世界版校公釣》偎在極少數固家遁用，
但使用上述版杖粽氾仍是一科普遍耳慣(同祥

滑伯示尼膜盟成貝園、 《勻貿易有美的知怎貝rz

杖枷定》成員和《世界知棋戶杖盤棋版杖祟的》

蜻釣方而言)。遠是因均速祥一神棕氾包含著

有美作品的杖利阻屆和首吹出版年借等有用的

信息。版杖棕氾也可以作克一神依掘，而就其

中所包含信息的有致性作出可手推翻的推定。

Copyright owner 
屁成//f才看

參見“版校所有人"。

Coun昀) olorigin 01 a work 
掙品起源耳

1. 根揖《伯均可尼告釣》第 5 奈第 (4) 款，起源固

被令人均是指: (一)肘于在戰盟某一成員團首吹出

版的作品一-ì衷固; .x才于在捨予不同保妒期限

的眼盟几+成員固同肘出版的作品一一立法給

予最短保妒期限的成員圖; (二)財于在非朕盟成
員固和職盟某一成員固同肘出版的作品一一戰

盟成員固; (三)財于未出版作品或在非朕盟成員

固首吹出版而未在耳其盟成員固同肘出版的作品

一一作者系其固民的朕盟成員園，但是: (1)封
于其制片人且都或慣常居所在眼盟某一成員固

墳內的屯影作品，以改固方起源目:ο)滑于建

造在朕盟某一成員固墳內的建鏡作品或勻位于

職盟某一成貝固境內的建就物或其他拘鏡物合

成一件的其他~*作品，以法園角起源園。并
非敢盟成員圓圓民的作者，如果在戰盟某一成

員園境內有其慣常居所，被視同法成員圓圓民

(合釣第 3 奈第 (2) 款)。

2. 根揖《伯想尼企釣》第 5 奈第 (3) 款，“起源固
的保妒由i表團法律規定，"但“如作者不是起源

圓的固民..........旗作者在咳固仍享有同本圖作者

相同的根利。"就受公釣保拼的作品而言，一般

不是通用途神作品的起源圓的法律，而是造用

被要求保妒圓的法律，而且述耕保妒勻作品起

源團是否存在保妒完美。息管如此，在某些情

況下，仍需要考慮作品起源圓的法律(參見企

釣失于保妒察用主朮作品(工jk品外現設計〉



的第 2 奈第 (7) 款、美于“保妒期限的比較"的

第 7奈第 (8) 款以及美于造用的肘限(“追湖效

力")的第 18 奈第 (1) 款)。

Country where protection is claimed 
被要求保妒爵

座計兩涉及因你象釣保妒的作品或相美杖客件的特

定行方給予版校或相美校保妒的因家(“保妒地

法")。

Criteria of eligibility for protection 
受保串戶費格的轉准

1. 以其存在作方作品或相美杖客件受固除企釣和
(或〉版枝法保妒的一+奈件的粽准(渚如作

者或其他版校所有人或相美校所有人的自籍

圈，或首吹出版團)。

2. <<伯忽尼告釣》在第 3 奈和第 4奈中規定了版杖
的受保妒賢格的棕准; <<~司合釣》則在第 4

象中規定了表演者根利的受保妒費格的都准，

在第 5 奈和第 17奈中規定了是音制品制作者杖

利的受保妒賢格的棕准，在第 6 奈中規定了尸
播組銀根利的受保妒費格的括准。<<勻貿易有

美的知怎Rtz:杖掛定)) (第 1 奈第 3 款〉、《世界

知怎gtz:杖組銀版根奈釣)) (第 3 奈)以及《世

界知現戶杖姐銀表演和最音制品奈釣)) (第 3

奈)各自通道引証而規定了封《伯京尼合釣》

和<<~耳合釣》上述奈款中硝定的受保妒龔格

的棕准。

Damages 
接害轄權金

版校或相美校所有人因其根利受到侵害而裝得的用

以朴催其所遭受損書的一嘻款項。((勻貿易有美的

知調戶杖協定》規定，司法過局必須有根責令優杖

人向杖利所有人給付足以滑他扑館的損害賠催金，

只要使杖人明知或有合理根掘知道自己宴施侵杖活

劫(第 45 奈第 1 款)。根揖按協定，司法章局注必
獨有根責令侵杖人向根利所有人支付卉備費用，其
中可以包括追過的律師費。此外，成民尪可以授杖

司法對局在造章的情況下責令侵杖人返注所得利潤

和(或〉支付預先制叮的損害賠怯金(“法定損害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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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η ，即使侵杖人不知或投有合理根揖知道自己安

施侵杖活劫(第 45 奈第 2款)。

Datj年 database
教搔;數括庫

1. “教揖"由本身不享有知怎Rtz:校保妒的事安信息

所拘成。

2. 教掘的~[編(~[集)如果由于財教掘的進擇或
編排而拘成智力創作，即座受到版校保妒。述

一木梧的原有會文(在某科程度上的被普遍采

用)包括也被接常提及的所謂“屯于教措庫"，即

通垃屯子垃程或美似垃程(通常是通垃汁算机)

編排、存備和拉索的信息(草繩數揖)聚合体。

述一會J1..通道兩神方式有了f大。第一，根揖

某些園內法，數揖岸的概念已不再仗勻屯子迂

程或美似迂程的使用相耳其系，而是延伸至所有

信息(草繩數攝)的~[編(K:集) ，不洽它們

以印刷形式、屯子儲存器或任何其他格式存在。

第二，根措上述和(或〉其他圍內法，“數揖庫"

的概念也延伸至所有的正編(~[集)，不治它們仗

包含作品迋是既包合作品也包含草純教揖，或

是位包含草鈍數掘。完洽賦予追一朮培什么會

叉，教揖庫均根攝《伯力之尼企釣》第 2 奈第 (1)

款和第 2 奈第 (5) 款、 《勻貿易有失的知祺戶

杖協定》第 10 奈第 2款以及《世界知俱戶杖組

釵版杖奈釣》第 5 象受到保妒，只要它們由于
封其內容的造擇或編排而拘成智力創作。此外，

滑教掘庫的保妒不延伸至其中包含的草鈍教掘

或其他不受保妒的資料:同肘，封數揖庫的保

妒也不座妨害滑其中包含的作品和相美杖客体

的保妒。

3. 根掘某些固內法(尤其是歐盟困家的法律) , 
教揖庫制作者享有相美校的保妒，不拾某教措

庫是否拘成智力創作并因此受到版杖保妒。

Decoding; decoder 
解禹;鮮為器

指一神垃程或投各，用于移除或規避作品或相美杖客

件的編再或加密〈一科技朮保妒措施) ，紙而特它提

供錯人們感知、室制或(遊一步〉向企余恃擂。



Decompilation 
反編采

1. 特汁算机程序狀一科人美元法理解的代碼(目
棕代稿)特換成另一神可以〈至少鉅垃特定編

程培吉培圳的人可以〉理解的代間(源代問)

的述程。

2. 越來越多的版杖法在某些特定的各件下，免除
了愛制和改繡的寺有根滑反編渾的控制，只要

達科反編譯滑于荻得某一組立創作的汁算机程

序宴現勻其他計算机程序的互操作性所需要的

信息是必不可少的，井同肘提供造竭的法律保

障宋防止遠祥一科咧外可能被濫用。

Dec，ηpting; dec，ηption 

J/!/f 

“解鶴"的同文語。另見“3日密"。

Deduction for cultura/ and/or social purpos韶
文化和(或)社合用途的扣除

集体管理組訊A人它們代表版校或相美杖所有人收取的
根酬中扣除部分款項，用于除沖抵集体管理寞時成本

以外的目的，特別是用于某些文化目的(如促避圍內

創作)和(或)社金目的(如負扭其成員的巨佇保

陸和(或)莽老金計划)。因~i主科扣除來源于杖

利所有人座挨得的根酬，所以只有銓有美的杖利所

有人授叔(直接或逼迫其代表〉才是合法的。

Deminimis 
可以忽略的

棄自拉丁培 de minimis non curat lex，意方法律不汁
校瑣事。述一朮培用于《勻貿易有美的知怎Rrz:杖協

定》第60余中，它提到“微量避口"，即封旅行者+
人行李中擔帝的少量非商~性物品，因徵不足道而

可以忽略，此而可以排除造用法協定第51奈至第59

奈規定的迫境措施。

Derivative work 
d匪益帶回皂

1. 一般而盲，述一朮培是指已有作品的翻譯、改

編、編曲及美似的改功，它們根掘《伯均可尼公

釣》第 2 奈第 (3) 款受到保妒，而不妨書已有

作品的版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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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肘，述一朮培用于更尸泛的會叉，也延及受
《伯均可尼企釣》第 2 奈第 (5) 款(以及《勻貿

易有夫的知現F杖協定》第 10奈第 2 款和《世

界知俱戶杖姐俱版杖奈釣》第 5 奈)保妒的作

品的tc編(t[集)。

Derived signal 
接收信寺

依照 tTI星企釣》第 1 奈 (v) ，是指“適垃改斐投
射信哥的技朮性能而得到的情哥，不洽是否存在一

科或數科中間的裝置。"

Design 
外親赴封

參見“工~品外現設計"。

Developed ide，α 
接稱是的思想

參見“恩想.衰述二分法"

Dig誌αlαrgenda
數字說程

指 1996 年外交合攻(其間逼迫了《世界知棋戶扭扭

拱版校每釣》以及《世界知怎R;rz:杖姐欽表演和是音

制品奈釣)) )赴理的以及在其靠各工作期間涉及數

字技朮封版杖及相美校的影哨的那些問題。 i表說程

主要包括: (1) 宣制枝在數字耳境下的遁用; (2) 

造用于數字持輸(倩送)的根利(一科或一神以上) ; 

(3) 在數字耳墳下准吽造用的例外和限制; (4) 失

于技朮保妒措施和杖利管理信息的文勢。在述一意

文上，述一朮培不同于 1999 年 9 月世界知怎R;rz:杖組

銀大金上通道的更尸泛的“世界知棋戶杖姐欽數字

放程"。

Digital format/technology 
數字格式;數字技求

1. 作品或相美杖客体的數字格式(其中形容謂“教
字"由名詞“數字"特化而未)是指作品或相美杖

客体暫肘以高散數值(數字)形式(通常方若

干 0 和 1 ，即所謂的“三避制代呵"形式)存在

一一固定和(或〉恃轍，而不是以連續可斐物

理數量形式(模捌形式〉存在。



2. 數字技朮是指用于以數字格式固定、 寞制、友

行和恃輸作品和相美杖客体的技朮。

3. “數字格式"和“數字技朮"兩+朮培用于勻“模捌
格式"和“模故技朮"兩+朮培相封照。

Digital Millenium Copyright Act (DMCA) 
在數字千年級執法草(英文措霉方DMCA)

《數字千年版杖法》于 1998 年 10 月 28 日頒布，它
是封《美固法典》第 17 篇(基本上是版杖法〉的修

改，其中主要包括 <<1998 年世界知怎RF杖盤棋版杖
奈的以及表演和是音制品奈釣宴施法)) ，以及《在

鐵版杖侵杖責任法)) ，它們在使美固版杖法追座教

宇陶鑄耳境方面起了抉定性作用。

Digital 甘ansmissionldelivery
數字持輸;數字持送

(交互性)“向企余提供"的概念所涵蓋的一科行舟。

Digitizing/digit.話ation

虛字也

特作品或相失枝客体A人模拉l格式特換成數字格式。它

是一科室制行方井受軍制板的控制。

Direct broα'dcα'Sting sα'tellite 
主播主星

1. 能略特播作品和相芙杖客体供合余直接接收的
E星。(]!星企釣》不涉及財述神E星恃翰的

哲目信哥的保妒。

2. 直播E星在持鏡上不同于固定服各E星，后者

的常目并不准各供合余直接接收(尸播組訊之

伺或尸播組拱勻有錢屯視同之間的信哥持輸除

外)。隨著固定服各E星的功率增強，它們的

市目日益頻繁地被告余直接接收，因此，此版

杖及相美校的角度來看，固定服努E星可以看

作是直播五星。

Disclosure; disc10sed work; right 01 disc10sure 
友表;已是表作品;是表叔

1. zt表是指首坎特作品企褚于余。作品的首吹出

版就是一神友表形式，但不是唯一可能的投衰

形式，因方作品也可以逼迫勾畫制品完美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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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投衰，例如過垃公卉表演、尸捕或以有錢方

式(適迂屯纜)向企余倩播。

2. 已友表作品是指以上述形式投衰的作品。一般
而盲，版杖的例外和限制仗遁用于己合法投衰

的作品。

3. 在某些圍內法中，“友衰杖"是一神精神杖利。硝
說遠神杖利不是美于版校的團隊規范規定的一

神文勢。

Displaying/displ呵1; right 01 public display 
展示;公卉『叔

1. 以靜志的(非連接的)形式直接或間接地(即
通社幻何片、屏幕圈像或以其他任何美似方法)

演示(展出) (隊列)作品的原件或隻制品，

或就視昕作品而吉，非建縷地演示各+圍像。

2. 一些園內法規定了授根舍卉展示或公卉展覽美
朮作品的寺有杖。有失版校的園時規蒞并未要

求萌主人追神杖利。

3. <<伯均可尼企釣》第 3 奈第 (3) 款閻明，“美朮作

品的展出.".....不拘成出版。"

Dis甘ibu詰:on; rig知 01 ,,_ ; right 01 fiγ'St "...._, ; ,,_ 01 
programmecarrying signals; cable ,,_ 

是行; -叔;首次扭扭;可言自信寺的播送;有錢播

送

1.“友行"的第一神基本會文涉及勾畫制晶有夫的

杖利。在尸文上，它是指以下述方式向企余提
供作品或相失枝客体的原件或踅制品: (1) 通

注銷售或其他方式的所有枝特址; (2) 通迫出

租、出借或其他方式的占有特移。

2. 在魏文上，它是指適迂銷售或其他方式的所有

枝特址，向企余提供作品或相美杖客体的原件

或隻制品。

3. 根攝《伯均可尼合釣》第 14奈第 (1) 款(i) ，“文
學主朮作品的作者享有........寺有杖利.........授

杖......友行"其作品的屯影改編或軍制品。根擂

台釣第 14 奈之二第 (1) 款，咆影作品的版校

所有人享有同一神杖利。“友行"在送些奈款中的
會又是特夏制品“投放流通"，即首故友行作品的

重制品(友行板可能隨之用息)。遠祥一神涉



及首吹友行的體會杖利，作方一+不可分割的

必然結果，可以JAì衷企釣第 9 奈規定的畫制杖

中引申出束。

4. <<~耳兮的》并未規定投行杖。

5. <<是音制品全釣》第 1 奈( d) 包含了“合卉友

行"的定文，即“指格是音制品的重制品直接或間

接提供錯合余或任何一部分合余的行舟。 "ì袁公

釣并未規定投行杖，但規定錦釣固有又各“保妒

是其他轉釣固園民的是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

經是音制品制作者同意而制作隻制品和防止此

英靈制品的遊口，只要任何此神制作或避口的

目的是方了企弄友行，以及防止企卉友行此美
畫制品。"

6. <<勻貿易有共的知祺戶杖掛定》井未規定友行

杖，且然它就某些神養的作品規定了出租杖，
遠神杖利可以視方一般友行校(追星“投行"在上
面第 1 成所述的尸叉上使用)的一神狀厲杖利。

7. <<世界知現許根姐欽版校各釣)) (第 6 奈)以

及《世界知棋戶杖組俱衰績和景音制品奈釣》

(第 8 奈和第 12 象)分別規定了授杖通垃備售

或其他特吐所有校的方式向合成提供作品、最

制在是音制品中的表演和景音制品的原件和隻

制品的寺有杖。述一根利在遠些奈款的正式粽

題中赫方“友行板"。美于友行杖用厚的伺題(如
有的活)留待圍內立法自行解抉。在逛商+奈

的中，“友行"是在上面第 2 席提及的接J/...上使用

的。每述祥一神食行杖相美似，逛商+奈釣起

規定了《勻貿易有夫的知怎Rrc杖掛定》所規定
的相同情況下的出租杖。

8. 在固內立法的是面上，如同上面第 1 克和第 2

息所提到的，“投行"的概念或是按其JJ/...或是按

其號又而具有不同的含艾。根描述一情況，在

安現上面第 7 克提到的WCT和 WPPT的那些奈

款所要求的結果肘使用了兩科法律技巧=或是

規定一科句出租杖井列的首吹鼓行杖(即符合

上面第 2 席提到的族文概念的“投行"的君主行杖，
它隨著有失靈制品的首吹哨售而用恩) ;或是

授予一神一般炭行校(即符合上面第 1 成提到

的尸文概念的“友行") J 它通常隨著有失靈制品

的首吹梢售而用息。但在兩令奈釣規定了出租

校的情況下，封于作方投行的一科JA厲行方的

出租是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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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友行"的第二耕基本會文(“播送")勻上面提及
的第一神基本會文完全不同，涉及勾畫制晶亮

美的根利。它用于表述堵如友送帶目信哥的場

合下(如在<<J!星企釣》使用的朮活中，其第 1

奈(viii)特“播送"界定方“播送者特接收信哥倩

播給全余或任何一部分合余的操作") J 或用于

表述“有錢播送"作品和相美杖客件的場合。按照

迫祥一科基本會叉，“播送"是“持輸"和(或)“有

錢特播"的同文悟。

Distribution satellite 
持播主星

用于向地面接收站或有錢尸播組缺德輸常目信寺的

固定服努E星，后者再轉讓信哥恃輸捨企余。

Distributor 01 derived signals 
接紋信旁的播送者

根措<<J!星企釣》第 1 奈 (vii) J 是“指抉定格接收

信哥持播措企余或任何一部分合余的人或法律宴

体"。

DMCA 
f數字千年鼠執法》

《數字千年版杖法》的英文縮雪。

Domaine public 
公有頓我(法丈)

參見“合有領域" (英文)。

Domaine public pαryant 
付費公有續我(接文)

指舍有領域內某些作品或相美校客体的一科法文表

述(在其他培言中也以逛一形式使用〉。一些固家

的版杖法要求宴施涉及遠些作品或相美杖客体的特

定行方的人支付一定數額的費用。遠些款額一般用

于文化目的(以促避創作)和(或)用于有美作者

的社金目的。

Down/ink 

r-ft 

就直播五星而盲，是指在五星和E星信哥覆蓋區域

之間向全余待捕的垃程附段。



Downloading 

7或

1.特作品或相夫杖客体JA垣程汁算机(適述數字

持輸)待送至“客戶"汁算机(通常是/令人汁算机〉

的硬盎。它句“上倩"相反。

2. 遠是一手中由隻制杖控制的軍制行方。

Droit de suite 

i互#灰 f法丈 j

“特售杖"的相皮法文表述，述一原始法文形式也常

用于其他清言中。

g n 
呦
增

D

崩

1. 逛一木吾最常用的會又是指特視昕作品中原有
的活培改用另一神培育拼出。

2. 逛一朮培更方尸泛的會3!...是指在視昕作品中增
添任何科獎的ps音(啡活、音氏、音哨敷果等)。

3. 在《伯忽尼告釣》中，連一朮潛在上面第 l ß.

提及的農叉上使用。根揖第 14 奈之二第 (2)
款 (b) 的規定，“在其法律承主人參加屯影作品

[及其他視昕作品]制作的作者座扁于版杖所

有者的本同盟成員固肉，送些作者，如果座允

參加此項工作，除非有相反或特別的規定，不

能反財財屯影作品的........配音。" (需要指出的

是，第 14 奈之二第 (3) 款規定了逛一項的例

外。〉

Duplicate (01 a phonogn捌)
重申j翰(最音帶j品的-)

用于《是音制品~釣》中的木罷。在法公釣第 1 奈

(c) 中，它被界定19“一件含有直接或伺接JA景音

制品藐取的青音的物品， ì衷物品載有固定在法是音

制品上的青音的全部或主要部分。"它是“隻制品"和

“寞制物"的同文悟。

Duration 01 protection 
保伊觀河

“保妒期限"的同3!...悟。

Economic rights 
挂濟叔利

1. 指版校及相芙校所有人授校要施某些涉及其作
品或相美杖客体的行方(在某些情況下一一直口

就表演者杖利而言一一防止未詮他們同意而安

施述些行方)的寺有杖，或至少是指他們因述

些行方的安施而藐得掘酬的根利。

2. 遠一朮培主要用于使述些杖利勻另外一些自成
一笑的根利一一精神杖利一一區分卉束。因此，
它的使用必然首先涉及通常也享有精神杖利的

版杖及相美杖所有人一一作者和表演者。

Electronic commerce 
屯子商券

1.通常被理解方通垃全球汁算机岡絡(互膜岡〉

所避行的商~活劫。它們以不同方式避行分槳，

如 B2B (企~封企~)、 B2C (企~X才消費者)、
P2P(息封品) ，但兩小最根本的分突是間接(或

部分)形式的屯子商勢和直接(或完全)形式

的屯子商努。

2. 就間接屯子商勞而言，呼多浩劫是逼迫計算机

同第避行的(如戶品的尸告、推銷和根折、談

判和有美通信耳其系、盤叮合同和特移錢款) , 
但戶品本身不通垃阿格而以“持統"方式交付。直

接屯子商努包括所有逛一切，此外運包括一耕

真正的安康性新要素，即~品本身也是通垃

岡絡交付的。方此，~晶座以數字格式存在或

座特換均數字格式。由于絕大多數作品和相美
杖客体均以數字格式存在或可以特化均數字格

式，它們可能金日益頻繁地成方直接屯子商勢

的財象。

Electronic database 
屯子數捶庫

參見“教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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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sion theory 
是射混

1.一科主張尸播充非是常自信哥的投射，因而在

友射那一刻即全部完成的說法。就五星直播而

言，述一說法是指特咕目信哥炭射至(“射入")

E星的那一刻"播行方即被視角完成，而持

播迂程的其余所有附段一一上行至五星和kA_TI

星下行的lIk段，以及特哲目:察隊持播錯E星“覆

蓋區域"的合余〈提供合余接收〉的附段一一勻

此均不相干。

2. 在版杖及相美校園院長規蒞中，似乎找不到支持
遠一掌圾的造~依掘。因方根揖《伯是Z尼公釣》

第 11 奈之二第 (1) 款，“尸播"是“向企余倩播"

的一科[元錢]形式:而<<~耳企釣》第 3 奈 (f)
以及《世界知怎RF杖盤棋表演和是音制品各釣》

第 2 奈 (f) 美于“「播"的定文均提及“情輸" (狀
一+高到其他地品的必然技朮泣程) ，而不是

“投射"(特暗示一科句空間中的草狙一鼠、勻肘

向中的草狙一刻相互業系的行方)。

3. 相封的掌說是“持播說"。

Emitted signal 
且是射信芳

根揖<<_TI星企釣》第 1 奈 (iv) ，是指“送往或通迫

人造五星的任何載有市目的信寺。"

Employed author; work created by an ""'-' 
雇員作者，. --61作的作品

1.依照雇個合同:tJ雇主創作作品的作者。根攝一

些版杖法(通常是遵循普通法估銳的版杖法) , 

雇主是控告存杖利的原始所有人:而根揖其他一

些版杖法(通常是遵循大陪法持撓的版杖法) , 

所有杖利均被授予雇員作者。但在后一神情況

下，法律鎧常規定，除非合同另有釣定，某些

詮濟杖利被視方己特址錯雇主。

2. 另且“雇個作品"。

Encoding 
騙局

參見“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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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ryption; encrypting 
~!Jf 

特數字格式的作品或相美杖客体特化方密再信息

(編碼) ，以致在設有解密(解稿)所需密明的情

況下，它充法被感知或至少充挂被崗樓或理解。加
密是一科技朮保妒措施。

Enforcement 01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凝成:ß..:I!h老虎掃射手于

1. 造用法律程序、扑救舟怯和有失措施來防止、
制止、制裁和(或)每明滑版校及相失枝的侵

害。

2. <<伯起尼企釣》中包含的有美執行(或至少方

便于執行)的各款十分有限，而且具有很強的

特定性(如美于扣押侵校軍制品的第 16 祟，以

及美于作方提起侵杖訴訟依措的某些推定的第

15 奈) 0 <<~司合釣》、 《是音制品全釣》和

<<_TI星公釣》均未涉及執行問題。

3. <<勻貿易有央的知俱戶杖協定》第 m部分中就

知棋F杖(包括版校及相夫杖〉的執行規定了

非常佯娟的文勢。法部分由五常 21 奈組成。第

1 咕:一般文努(第 41 奈) ;第 2 常z 民事和

行政程序及救濟(第 42 奈至第 49 奈) ;第 3
咕: I屆肘措施(第 50 奈) ;第 4 咕:勻迪境措

施相美的特殊要求(第幻象至第 60 奈) ;以

及第 5 咕:刑事程序(第 61 奈)。

4. <<世界知怎RF杖短缺版杖奈釣》以及《世界知
視戶校組拱表演和是音制品各釣》中設有美T

執行杖利的偉細規定:但《世界知現戶杖姐銀

版杖奈釣》第 14奈以及《世界知祺戶杖組餌表
演和是音制晶奈釣》第 23 奈規定了在比照意文

上相若于《勻貿易有美的知怎RF杖協定》

失于一股執法火勢的第 41 奈第一甸的一般又

多。述兩奈規定z “蜻釣各方座硝保依照其法律

可以提供執法程序，以便能采取制止封本奈釣

所涵蓋杖利的任何侵犯行方的有效行功，包括

防止侵校的快速朴救和方過制避一步侵根的朴

救。"



E時;oyment 01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A友處是神逆灰s9芋才

JA版校及相美校中接益的能力。

Ephemeral recording，但xation
搭吋裘辦品 f 犀定t/f;)

1. 尸播姐告貝克本組飯以后「播目的而利用作品或
相失杖客体制作的是制品或固定物。

2. 依照《伯示尼合釣》第 11 奈之二第 (3) 款，

在設有相反釣定的情況下，授杖財作品避行尸

播井非默示授杖滑作品避行是制。但《伯力之尼

公釣》成員因可以准i午「播組拱遊行l描肘是制，
只要追神!描肘最制品是利用本短缺的世各制作

的，而且仗作方本組欽的「播常目使用。鑒于
達科棄制品的特殊文獻性，也准i午特它們保存

在官方樹案情內。<<~司合釣》第 15 奈第 (1)

款 (c) 准i午尸播組凱在美似奈件下滑相美杖客
体避行I惦肘是制。

Equitable remuneration 
合E凝~

就作品或相失杖客体宴施某些行方而座支付的掘

酬，其數額和支付方式座勾可以視角版杖或相美杖

所有人授杖宴施同一行方的正常商~掠准相一致。

達科撮酬通常是在銓濟杖利被弱化方謀得掘酬校的

情況下支付的(而且一般在非自愿許可的基拙上遁

用)。

Exceptions and limitαtions 
劑外和限制

1. <<伯示尼告釣》并未采用“倒外"和“限制"兩+名

呵，也未果用勻它們相財庄的劫向表述。 i妻合

釣在准祥自由使用肘，果用的是劫謂“允件"或形

容祠“可允祥的"，或采用比較寞眾的行文措梢，

清如“規定"可以宴施某一行方的“奈件弋或“喃

定"~施某一行方的“規章"。在准吽造用非自愿

吽可的各款中， (1) 劫向“允坪"出現了一吹，

它被解釋方也延及遁用非自愿件可的可能性:

(2) “規定，.，......每件"的表述出現了一坎，附帶
必須支付合理撤酬的但括; (3) “財......寺有

根利規定保留及各件"的表述出現了一坎，附帶

相同的但括; (4) 附件則規定了以“友捨非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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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和不可轉注的許可汪東代替......寺有杖"的

可能性。

2. 在<<~耳公釣》第 15 象中，既出現了“保妒.......
例外"的表述，也出現了“限制"一洞，而且逐果
用了“強制i午可"述一木倍。“倒外"似乎是指自由

使用，“限制"似乎涵蓋了自由使用和非自愿吽

可，而“強制件可"似乎是指任何神榮的非自愿i午

耳。《是音制品公釣》也使用了“限制"逛一普通

朮唔，其會文延及自由使用和非自愿吽可:“強

制件可"達一朮培則涵蓋了所有的非自愿坪可。

《五星合釣》由于其特殊的法律性盾，未使用

“例外"或“限制"一笑表述，而但仗指明由受保妒

的常目信哥所承載的常目內容，在述一方面按

合約并未規定有美文勢。

3. <<勻貿易有美的知怎RF杖掛定》在第 13 奈中規
定了遁用“限制和倒外"的可能性及各件，述一表

述明咱是指自由使用和非自愿i午可。<<世界知

~F杖組委只版校各釣》第 10奈以及《世界知怎R
F校組俱表演和是音制品奈釣》第 16 奈分別作

了相同的規定。

4. 考慮所有送些朮活的區別，唯一可靠的說法是，
“例外和限制"逛一表述涵蓋所有科獎的自由使

用、非自愿吽可和其他可能的限制(如封杖利

安行強制性集体管理〉。“自由使用"是指，息管

某些一般每款授予了寺有杖或荻得掘酬杖，但

作方例外，仍可以不經授杖甚至不支付擺酬。

“非自愿i午可"則包括法定吽司和強制許可。其中

“法定件可"是指法律直接授予的呼可:“強制坪

可"是指杖利所有人依法授予件可的一神文勢:

在造用述兩科件可的情況下均須支付擺酬。在

遠一基咄上，自由使用由于其例外性，可以車拉

克“例外" ;“非自愿祥耳"和規定以強制性集体管

理方式行使杖利，可以林19“限制"(囡均在述些

情況下，版杖及相美杖被“限制"方一耕草繩的藐
得扳酬校或一神JA集件管理組銀皈取的掘酬中

嶽得一定借額的杖利)。

5. 美于允i午通用倒外和限制的奈件，參見“三步拉

驢"。

Exclusive license 
寺有祥可

版杖或相失校所有人作方i午可人授予的一科件可，
其中特~施由某一銓濟杖利控制的某一特定行19并



禁止其他任何人(包括坪可人〉宴施相同行方的根

利特吐錯被件可人。

Exclusive right 
寺有社

1.版校或相美校所有人享有的一神杖利，它排除
其他任何人就同一作品或相夫杖客体取得和享

有相同的杖利。根揖述科杖利，根利所有人可

以(而其他任何人則不得)要施某一行方，也

可以授校或禁止他人安施法行方。要求支付披
酬以及抉定可以安施述一行方的其他奈件的杖
利，是享有遠神杖利的不可分割的必然錯果(因

此在闡述寺有校的情況下，投有必要另外說明

其中的述一部分校利)。

2. 必須指出的是，滑于同一成果可能并存若干神
寺有杖。例如就是音制晶而吉，被表演的音原

作品的作者以及遠些作品的表讀者和最音制品

的制作者，均可能享有寺有杖(如畫制技〉。

遠并不意昧著否說送些并列的根利的排他性，

因:h述些杖利的客体是不同的〈在上例中，存

在三科截然不同的客体z 作品:作品的衰潰:

是制了作品、作品的表演及其他可能受保妒成

分的最音制品)。

3. 在某些特定情況下，版杖及相美杖固掠規范准
t年規定有美寺有校的例外和限制，園內法也嘯

宴作了遠神規定。

Exercise 01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版社及相美款的行使

1. 宴施或授杖、禁止他人宴施版校及相美校中的
銓名存杖利所控制的行方，以及(或〉要求他人
就宴施遠些行方支付扳酬:或果取必要的措施

使精神杖利得到尊重。

2. 行使控告存杖利的兩神基本形式是令別行使(由
根利所有人或其代理人或其他代表)和集体管
理。規定寺有杖只能適述集体管理宋行使(“強

制性集体管理叮述一奈件，是封i主神杖利的一

神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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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austion 01 rights 
灰柯'Jf/ß...

1. 由于以某一方式行使杖利而實失滑坡杖利的享
有(寞時上ìtt失法根利本身)。

2. 在版杖及相失校領壩，杖利用f草原則遁用于友
行杖。作方一項規則，就某一笙制品而吉，在

官吏制品首吹銷售或以其他方式首坎特吐其所

有校后，支行杖隨之用息。因此，作方投行杖
用f草原則的基袖的掌說被蘇方“首坎銷售說九作

品和(或〉相芙杖客体的重制品的胸票者，可

以自由安施涉及官吏制品的某些行舟，渚如特

售以及在某些情況下出租(但不包括寞制) , 
囡方版校和(或〉相美校所有人財咳靈制品的

友行根已經用息。

3. 在出租成均利用某些作品(如棍昕作品或計算
机程序)或相失枝客体(如最音制品)的基本

方式之一的情況下，不遁用杖利用f草原則。在

這些情況下，出租杖(作均投行校的一科JA厲
杖利〉不因寞制品的首故輔售而喪失。

4. 作品和(或〉相共杖客体的靈制品在首吹銷售
后的根利用息，井不延及隻制根等其他任何勻

軍制品有美杖利，以及任何勻寞制品完美的根

利或任何特換杖，也不延及[交互性]向全余

提供作品和相失杖客件的根利，不治“且括解抉

方案"在某一特定團家如何遁用(因方法方案或

是合并向合余待播杖勻隻制杖，或是造用有美

以倩輸性靈制方式友行的友行校，在后一神情

阻下，所宴施的是一神新的軍制行舟，而作方

案施述一行方的基拙的愛制品仍然由“友行者"

保留)。

Exhibition; right 01 ,..._, 

反右;一處

參見“展示:公卉~根"

Ex parte procedural measures 
羊方面程序性措施

參見“不昕取其才方對事人隊述的程序性措施"



Expert systems 
寺家系統

最重要的一科人工智能系統。寺家系統的存儲器內

包含可由故系統文配的某一領域內全面的知頓(“寺

家銓磕")和一神能回答和解抉伺題的机制。它由兩

科主要成分組成z 一+知1R庫和一小利用還輯規則
赴理和操級知棋岸的所謂“推理机"。作方一項規則，
寺家系鏡尪包括另外商小要素:一小“知俱編輯器"，

幫助加載知怎貝岸的信息，以及一+“解釋設施，'，能

略~証官系統如何得出特定阿趣的答案。推理机、

知現編輯器和解釋世施一起被赫方寺家系撓的“外

亮，'，勾包含在法外亮內的知怎貝庫相滑。被普遍試方

的是，寺家系鏡享有勻計算机程序和教揖庫相同的

版杖地位，只要它們符合(一般而言它們也積宴符

合〉原創性要求，即受到版校保妒。

Exploitation (no conflict with a normal ---- of works and 
o旬ectsofrelated rights) 
利舟(不』勾幸件品牙和口輯美叔客体的正常-扭2沖+支)

參見“三步拉瞌"

Expression 
表達

參見“思想.表述二分法"。

Expressions of folklore 
氏前文芋乞求表現形式

1.在某一群体或余多↑人之間長期演化而成井保

存的、反映某一群体持統重木前景的持統金木

遺戶的特征要景，包括民間故事、民間詩歌、

民歌、民主長、民間舞蹈和裁制、民間本L位的重

朮形式以及其他民間盡木戶物。

2. 在 20世紀 60年代和 70年代，國廊上曾接作垃

一番費力(包括在慘叮《伯想尼合釣》的 1967

年斯德哥均可摩外交金說上和 1971 年巴黎外交舍

坡上逼迫了法合釣第 15 奈第 (4) 款) ，以期
特版杖保妒延伸至民間文掌草木表現形式，但

并未成功。近年末，有一神日益被普遍缺同的

現慮:即說方版校不是保妒民間文掌乞求表現
形式的一神通過的方法，因方其作者身掛通常

不能硝定，而且述科表現形式不符合文學或主

朮作品的概念。被普遍承主人的是，一科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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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妒制度可能金更造于民間文學童朮的知怎grz:

校保妒。

Extended col/ective management 
f丈師接辦/fÆ

一科具有以下特征的集体管理制度: (1) 遠神制度

仗在集体管理組銀至少具有全團代表性的情況下造

周; (2) 法組銀就其管理的那些神獎的根利授予一

攬于許可，不治權是改杖利的所有人，除非杖利所
有人援用下面第 (6) 店提及的根利; (3) 述神吽

可也涵蓋那些不由法組銀代表的根利所有人的根

利; (4) 被件可人不肘杖利所有人草拙負責; (5) 

不由法組銀代表的杖利所有人有板要求改組委貝草狙
支付掘酬; (6) 杖利所有人可以“退出"集体管理制
度(即可以再明不希望精采由集体管理組欽管理其

杖利) ，在遠神情況下，由集体管理組訊授予的一

攬子祥可不再造用于其作品或相美杖客体(座試方

其本人格草拙或通述其代理人或其他代表行使其根
利)。

Extraction 
析取

涉及財教揖庫制作者的特殊的相美校保妒肘使用的

朮唔，是指以任何方法或形式特某一數掘庫的全部

或主要內容永久或暫吋地特移到另一媒介中一一有

几分美似于隻制。

Fairde，α!ling 
合理赴歪

在遵循普通法倩銳的各固版杖法中，合理赴置是這

用版杖及相美校的例外的一般基咱，一般被理解均

是指不勻作品和相美杖客体的正常利用相沖突，也

未不合理地損害杖利所有人的合法利益的某些特定

行舟，就是現，“合理赴置"被主人均符合有美允呼道

用側外的“三步撞撞"。不止一小回家規定了美似的
一般倒外，即余所周知的合理使用。

Fairpnα!ctice 
合理樓剖

見于《伯均可尼企釣》某些各款中央于版杖保妒的側

外的一神表述(參見美于引用的第 10奈第 (1) 款，
以及美于在目的所限的合理蒞圍內以教掌解說方式

自由使用作品的第 10 奈第 (2) 款)。判斷哪一耕

耳慣做法可說3句“合理"，座考慮“三步撞撞"的結准。



Fairz且B
合理使舟

在不只一小園家的版杖法中，除了一些特殊例外，

合理使用拘成版校的一神一般例外。~了清如批評、

呼洽、新聞披道、教學、掌耳或研究目的，准t午避
行合理使用。述神使用座適注考慮以下因景來硝定:

(1) 使用的目的和特鼠，包括使用具有實利性迪是

方非蕾利性教育目的; (2) 受版校保妒的作品的性

盾; (3) 被使用部分相封整体作品的篇幅和安盾性:

(4) 使用封作品的潛在市場或份值的影吶。按“合

理使用"概念允件還用的例外被說方符合“三步撞

撞"的綜准。

Film Register Treaty 
屯影注冊奈為

《視昕作品園時注珊奈釣》于 1989 年 4 月 20 日在
日內瓦迪述。蜻釣圓承塘，如亮相反証明，特萌說

固時屯影注珊簿內所氾眾的青明的真呂定性，除非:

(1)按肯明依照本團版杖法或其他任何有美視昕作

品的知1RF杖法不能生效; (2) 法寅明勾固院長屯影

注珊簿內所坦是的另一青明相沖突(參見按奈釣第

4 奈) D ì.真象釣已銓生效，但后宋由于往珊蒞固不

移尸泛而中止;!t施。

Filmwork 
影片作品

“也影作品"和“視昕作品"的同文悟。

First f lXation 01αr fi/m; rights 01 the producer 01 the "'-' 
屯影首次報制;制片人的-叔

1. 歐共件的某些指令規定制片人享有特殊的屯影
首吹攝制杖，其中“屯影"是指u屯影或其他視昕

作品或活功團像，不始有充配音。"

2. 上述送些指令特迫些杖利林均相美杖。就未包
會在屯影或其他棍昕作品蒞時內的活功團像而

吉，述一林述三E疑是完全造過的。然而，就制

片人的“屯影或其他棍昕作品的首吹攝制"杖利

而吉，郁不能班同祥如此，因均速祥一耕作品

的首吹擾制物就是旗作品本身。息管財述科杖

利井列使用了兩令同又唔，但仍然涉及同一根

利客件。即使園內法特枝利像授予原始杖利所

有人一祥授予追神作品的制作者(制片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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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作者，也不改斐送些杖利屑于版校的事裳。
所有述些均得到《伯承尼企釣》第 14奈之三第
(2) 款 (a) 的硝說，依照i車頂，“硝定屯影作

品版校的所有者，屑于被要求錯予保妒的因家

法律規定的范圍" (就是說，成員圈可以特原始

版杖授予作者，或授予制作者(制片人) ，或

像上述指令所規定的，授予追耕作品的作者和

制片人共同享有)。

First-sale dOCi甘'ine
首次銷售琨

參見“杖利用惡"。

Fixation 01 a work or object 01 related rights 
詩作品式報美社客体的圈定

1. 以某科物廣形式(包括存儲在屯于存儲暑ι一一
計算机存儲器內)特作品或相夫杖客体穩定地

氾是下來，使作品或者相美杖客体由此可被感

知、隻制或向企余倩播。

2. 以物J9i形式氾景作品不是版杖保妒的一+學
件，但是《伯均可尼企釣》第 2 奈第 (2) 款准i午
圍內版杖法特具有固定形式規定方迫祥一+每

件。

3. 依照《野草告釣》第 7 奈第 1 數 (b) ，表演者

必讀有可能防止未握其同意而最制其未最制的

(現場)表演。<<勻貿易有共的知怎RF杖協定》

第 14奈第 1 款也規定財衰演者提供述祥一神可
能性，但但限于符其未最制的表演景制均是音

制品方面。最后， <<世界知棋戶杖組主只表演和

是音制品各釣》第 6奈 (ii) 規定表演者被授予

授校“議制其尚未是制的表演"的考有杖，但第 2

奈 (c) 特“是制"界定7g“滑FE音[即不包括圓像]

或黃音表現物的体現，)A中通社某科裝置可感

賞、軍制或特播i亥戶音。"

4. 根揖<<~司合約》第 13 奈(肘，尸播組拱被
授予授校或禁止最制其「播哲目的杖利。<<勻

貿易有央的知棋戶杖協定》第 14 奈第 3 款第一
句規定:“尸播組銀有根禁止下列未詮授板的行

;句:是制......J播哲目。"然而i宴款第三旬又規

定，遠只是錯釣圈可造擇的一神杖利。



Fixe.品service satellite 
g定)/Jl~J!Æ.

一神不使用分配給企余直接接收的頻率持輸，而是

用于在特定三百事人之間倩翰的E星，靖宜日方向步或

延肘尸播而在尸播姐飲之間倩輸哲目的E星。隨著

固定服各E星的功率不斷增強，全余直接接1&它們

所持翰的常目的可能性日益增加，因而又才直播E星

和固定服努E星加以區分的做法也就逐漸述肘了。

Folklore 
瓦月丈尹Z早E

參見“民間文學主朮表現形式"。

F ootprint of a satellite 
z星信寺覆蓋里或

指告余能略借助普通1i各接收直播E星持翰的作品

或相美杖客体的區域。

Formalities 

手#

1. 作均取得、享有和行使(包括執行〉版校或相
美校的一+奈件而需要履行的程序性或行政性

要求，如加注版杖棕氾、交存祥本或過行登記。

2. 根揖《伯均可尼公釣》第 5 奈第 (2) 款，就享有

和行使杖利而盲，不得要求履行任何手鎮。遠

也造用于《勻貿易有美的知俱戶杖協定》和《世

界知氓戶校組缺版校各釣》的上下文中。<<世

界知怎gF校組銀表演和是音制品奈釣》第 20 奈

也就改裝釣授予的根利的享有和行使作出了相
同的規定。

3. <<世界版枚金釣》、 ((~司合釣》和《是音制

品全釣)) ~恃要求以履行手縷作均保妒每件的可

能性限制方只須加注一科括氾(美于述一方面，

參見“版根棍氾"和“是音制品梅記")。

FormaU砂拆'eeprotection (principle oj) 
_;é手#棋JP (-反助

《伯均可尼企釣》第 5 奈第 (2) 款以及《世界知現F
杖姐訊表演和是音制品奈釣》第 20奈所表述的原則

(參見“手續η ，依照述一原則，享有和行使杖利

不得要求履行手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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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uses 
i! ril按月

參見“例外和限制"

General pubU，扣'c license (GPL) 
道/哥哥在、并淨才 (.j菩丈結2f_;替 GPLJ

最重要的卉放源代碼i午可~攻之一:參見“卉放源

代碼汁算机程序"。通常以其墉穹形式 GPL 提及。

Genev.α Convention 

在日內瓦公約》

指《世界版校公釣)) (UCC) ，由于它是 1952 年在
日內瓦迪泣的 (1971 年在巴黎修訂) ，因而有肘以

逛一串串法提及。

Geneva Phonograms Convention 
(( EI FJ瓦裘苦鄰品公f妙

《景音制品企釣》由于是 1971 年在日內瓦逼迫的，

因而有吋以述一林法提及。

Globall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全球信息基站改革

“互瑕岡"的同文稽。

Grand rights 
大款利(姜文)

參見“大杖利" (法文〉。

Grands droits 
大軟科(法丈)

述一法文表述(法原始法文形式也挂常用于其他培

吉中)是指所謂的就別(通常是音原風)作品的表

演杖，勻“小杖利"相反，通常不宴行集体管理(即

使安行，集体管理通常也不延及行使杖利的各↑方

面)。英文朮培“大校利"也用于同一會夫。

Hosting 
.L.$也提荼

1. 由服各提供者提供的一神服各，即封述神服各
的用戶(有肘赫3句“內容提供者")所提供的作品

或相美杖客体避行存備。



2. 美于主机服各提供者的責任，參見“服努提供

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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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版校保妒的現成東看，体現作品的重要性的

思想勻作品的表述是相滑的法律概念。作品賴

以戶生的思想井不受版杖保妒，而只有建立在

i哀思想上的原創性衰遠才受到保妒。思想是創

作的基石，封它們的保妒舍不合理地妨磚創作

(如封于文掌作品，一般性主題或情咕:財于

音示作品，可亨賽勻和甫的一些基本元素)。然

而，如果作方作品創作的准各步輯或者中間步

碟，思想控垃比較祥姻的描述，其結果可能己

堡包含原創性衰述的某些成分。 2才思想的述神

描述通常都~“控闡友的思想"。

2. 在述一背景下，“思想"是一小普通概念，它也指
垃程、攝作方法或教學概念。作品中被表述的

要素的后一笑側子也具有普通朮培“思想"所指

的性盾，遠是JA<<勾貿易有美的知lJUtz:杖協定》

第 9 奈第 2款和《世界知怎Rrr校組銀版杖奈釣》
第 2 奈引申出來的，它們宴廳上相同的各款規

定z “版校保妒[座延及] [延及]表述方式，

而不延及思想、道程、操作方法或教掌概念本

身。"

ILO 
爵陣勢工扭扭

“固障旁工組餌"的英文縮寄。

n 
。一

叫
聲

叫
做

，
坤
恥具体地表現音法作晶的斐洞、民向文掌重朮的音法
形式或相過于“思想"概念的草鈍音示主題。 i主神即
失表演如果符合原創性要求，即可作方派生作品或

原作受到版杖保妒〈取抉于斐爛的來源，以及即失
衰演勻可能存在的已有音原作品的美系)。在i主神

情況下，作品的創作和表演是同肘遊行的。如果在

即失表演垃程中同肘避行了汞制，遠手中即與表演在

以作品的固定作方版校保妒奈件的固家也可以受到

保妒。

lnaudita alter，αr parte procedural measures 
不可?取材方畫事人聽述的程序性措施

1. 仗座一方有美豈事人(拉丁文法律用龍舟“草方
面")要求，在不通知滑方古事人也不錯滑方古

事人隊述机舍的情況下采取的程序性措施(因

此拉丁文法律用官方“不昕取滑方奇事人陳

述，")。

2. “不昕取封方三監事人隊述"的表述用于《勾貿易有
夫的知怎Rrr杖協定》美于I描肘措施的第 50 奈中。
(按每第 1 款規定:“司法机共有根責令茉取迅

速和有效的I惦肘措施以便: (吋防止侵犯任何知

1Rrr杖，特別是防止貨物遊入其管轄蒞間內的

商}[k渠道，包括錯失后立即避入的避口貨物; (b) 
保存美于被指控侵枝的有美旺掘。"然后第 2 款
規定z “在造昔日才，特別是在任何退延可能滑杖

利持有人造成不可扑救的損害肘，或存在証揖

被哨毀的里而易見的風陸肘，司法机美有杖果

取不作預先通知的!描肘措施。"改奈起就防止可

能財i主耕措施的濫用提快了造晝的保障。)

Independence 01 protection (principle oj) 
輯立樣是戶(-扉頁~)

《伯忽尼合釣》第 5 奈第 (2) 款闡述的原則，法款

規定，“享有和行使[版杖] ......不地作品起源固是

否存在保伊"，而且讓保妒“完全由極要求蛤以保妒

的固家的法律規定。"

lndustrial design 
工並品外現改計

1. 一科錢奈和(或)色影的組合，或一神不治是
否配有錢奈和(或)色霧的三雄形式，只要達科組

合賦予工~rr品或手工重晶一神特殊外衰。 i主

科外現世汁的形式或多或少由法戶品的功能或

由具有法戶品特征的已有要薰磷定。出于這一

原因，一些版杖法根本不保妒工企品外現世汁，

另一些版技法則但在它們表現出相盟的原創性

或“里著的主朮性"吋才給予保妒。在很多固家，

工}[k品外耳目世汁的特殊保妒是在草行法中規定

的，它所規定的保妒期限通常短于版枝的保妒

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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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照《伯均可尼企釣》第 2 奈第 (7) 款，在起源
園仗作方主主~品外現設計受到保妒的作品，在

另一成員固仗享有遠科特殊保妒:但如果最固

不存在外現世汁的特殊保妒，而且旗客体拘成

受版杖保妒的作品，它必須作方重朮作品(通

常作方安用主朮作品)受到保妒。

lnformation location tools (providing---) 
信息定位工具(提棋-)

1. 由服各提供者提供的一神服勢，即逼迫使用信

息定位(擅蒙、湖覽〉工具，如目是、索引、

參考、指計光輝或超文本權接，向用戶指示某

一位置(通常是某一阿站) ，或使用戶勻某一

位置權接起末。

2. 美于服各提供者提供信息定位工具的責任，參

見“服各提供者:~的責任"。

lnform耐on Socie，句 Directive; “lnfoSoc"Directive 
制言息社合指令)) (筒韓秀‘'InfoSoc 指令，，)

2001 年5 月 2 日歐洲放舍和理事金美于協調信息社

金版校及相美杖某些問題的指令 2001/29，旭C 的筒

轍。 i衷指令起特別宴施了《世界知棋戶杖組俱版根

奈釣》以及《世界知ì_gtz:杖組訊表演和是音制品奈

釣》。

lnfringment of c呼呼'right or relα!tedrights 
吋鼠款式特美軾的使害

1.在需要銓版校或相美校所有人授校的情況下，

未鎧述神授杖即安施涉及受保妒的作品或相美

杖客体的行舟。使杖責任不但可以基于直接責

任(因宴施未經授校的行方〉存在，也可以基

于“連帶責任"或“替代責任"存在。

2. 美于侵校的后果，參見“版杖及相美校的執行九

lntegrity (right oj) 
完整a挂(-板)

參見“精神枝利"

lntellectual creation 
看r7';~1伊

參見“文掌和主朮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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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ternαtional c叩')'right
茵詠鼠叔

一神不遁君的表述，屌于一神淚林。像“圍院長版板"
述祥的根利并不存在，因方文掌和古朮作品的杖利

在某科意文上是一美地域性杖利，即它們但在固內
法規定了逗笑杖利的每+固家各自存在。息管如此，

車使用途一表述肘，似乎昆是指版校方面的固隊規

蒞，通常也指相美杖方面的追神規范。

lnternational Lα!bor Organization/Office 
霞障旁工經欽(爵隊旁工為)

朕合固的寺內机拘(簡赫且0) ，勻司業合固、世界

知俱戶杖姐訊、眼合固教科文組銀一起共同管理《

~耳企釣》、 《是音制品全釣》和<<.n星合約》。

lnternational norms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白
鹿我.l{-!tl逆Jx./JJ原揖志

園時奈釣中包含的有失版杖及相美杖的取得、保妒、

行使和執行的規蒞(基本上，述些規蒞均包含在《伯

均可尼告釣》、 <<~耳公釣》、 《是音制品公釣》、

<<.n星企釣》、 《世界版杖公釣》、 《勻貿易有美

的知怎Rtz:杖協定》、《世界知怎Rtr杖短缺版校各釣》

以及《世界知根戶杖姐俱表演和是音制品奈釣》中)。

lnternet 
互展商

余所周知的全球汁算机岡錯。

l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互展商'A1l~提棋者

參見“服各提供者:~的責任"

"lnternet 甘eati，郎"

“互晨兩余為"

指《世界知祺戶校組銀版杖奈釣》以及《世界知m

F枝姐棋表演和是音制品奈釣)) (因均達兩l'奈釣

滑數字技朮、特別是互眼岡提出的挑晶作出了反

區)。



ISP 
互尊是同般每援棋者

“互朕岡服努提供者"的英文縮穹。

Joint managl翩翩。ifcopyright and re/ated rights 
鼠耘刮目美板的農舍管理

涵蓋倩鏡意叉上的集体管理制度以及杖利錯算制度

的一神表述。前一神制度包含真正的集体化因素，

清如由集体建立，繞一的收費制度、吽可奈件和分

配規則，并常常延伸至所收取扳酬的某一比倒用于

集体目的一一文化和(或〉社金目的。

Knowledge-based systems 
基于知義的系說

“令家系鏡"的同文悟。

Legal characterization 01 acts and 討ghts; principle 01 
relative freedom 01 --
行玲和款利的法律特征描述;-棺材自由潭、制

1. 固向立法中尸泛采用的慣倒是，在版杖及相失
根控制的某些行方方面，使用有美固隊規范中

未使用的那些木唔，即其才有美行克和杖利以有

別于i表團廠長規蒞所采用的不同方式避行法律特

征描述。倒如，有些固家授予的“公卉衰演杖"
其中或多或5少J>包括了全都勻寞制晶充美的杖利

(尤其包括「播杖、以有錢方式向企余恃播的

杖利，而在《伯均可尼企釣》中，它們被解釋方
草拙的根利) ;再如，圍內法中也鎧常規定一

神尸文的尸播杖，它也包括以有錢方式向企余
恃播的根利，遠在《伯示尼合釣》中是一科草

祖的根利。

2. 只要特定團家的立法捨予的保妒水平符合版杖
及相失校園院長規蒞規定的最f既保妒水平(堵如
在校利的性廣方面一一不治是授枝的寺有根迪

是草純的裝得掘酬杖一一或在遠些杖利的例外

和限制蒞間方面) ，不治財有失行:tJ和根利的

法律特征描述是否有所不同，這祥一科慣例都

是被接受并被主人均是合法的。側如，即使特尸
播的概念延伸至向企余倩捕，甚至延伸至(交

互性〉向企余提供，也并未授校有美固家立法

者特《伯示尼企釣》第 11 奈之三第 (2) 教(非
自愿祥可或強制性集体管理)准呼道用的限制

延伸至按合釣第 11 奈之二第 (1) 款規定的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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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蒞圍以外:換言之，不准坪特相同的限制

造用于(原始有錢常目的)有錢尸播和作品的

(交互性〉向全余提供。出于逛一原因，行克
和杖利的法律特征描述自由原則座被理解3句

“行克和杖利的法律特征描述相封自由原則"

Legallicense 
法律件可

“法定件可"的同文悟。

Legitimate interests (no unreasonable prejudice to the 
-- olowners 01 righl的
合法利益(未不合理地損害款利所有人的-)

參見“三步噓噓"。

Lending 
tfj借

在一段期間~非官利目的(如圈-=J=S倍借個〉轉移封

版杖及相失杖客体的軍制品的占有。句出租不同，

出借一般不在有美保妒版杖及相夫校的國防規范的

涵蓋蒞圍內。此外，在就出借萌主人任何杖利的固家，

遠祥一科杖利通常弱化~“金卉出借校"

Liability 01 service providers 
R長壽提接者的責任

參見“服各提供者:~的責任"

License: licenser: /icensee 
t字可;帶可人;被件可人

版校及相美校所有人(-v午可人)給予某一自然人或
法人(被吽可人)宴施涉及作品或相美杖客体的某

一行方的授杖(i午可)。適迂件可，版杖及相美校的

問屆井未轉移(址勻) ，錯予其他授校的根利仍由

i午可人保留:但他的杖利根掘授予i午可的形式和蒞
園受到了限制。吽可有兩神基本形式:寺有件可和

非寺有i午可。

Licensing body/organization 
淨才成神;淨可r!il..t需

在某些回家，被用作“戰合管理組餌"的同又悟。



Limitations 
屐辦

參見“例外和限制"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J可
文字和乞求作品

1.“文掌和2朮作品"的表述被理解;每一+整体性
的法律.技朮用悟。就特定作品而言，通常設有

必要磷定它可被看作是“文掌作品"足是“金朮作

品"。它是指所有的原創性智力創作，不管它們

可被說方屑于文掌領城昆是主朮領域，或是同

肘厲T逛商-t-領域。

2. 根措《伯示尼合釣》第 2 象以及在圍內法中，

述一表述被理解方包括有資格受版校保妒的所

有科獎的作品。<<伯力之尼企釣》第 2 奈第 (1)

款規定z

掌和草木領域內的一切成果，不治其表現形式

或方式如何，堵如有籍、小冊子和其他文字作
品:拼課、演啡、啡道和其他向美性廣作品:

裁制或音示竟是創作品:舞蹈草木作品和啞別:

配向或未配祠的原曲:屯影作品和以美似擾制

屯影的方法表現的作品:囡面、油函、建鏡、

雕塑、雕刻和版面作品:攝影作品和以美似攝

影的方法表現的作品:安用吉朮作品:勻地理、

地形、建規或科掌有夫的插園、地園、世汁圈、
草固和立件作品。"述一款肘作品科獎的列本不

具有譚厚性，達意昧著未被明萌列幸出來但符

合作品棕准的其他成果(清如汁算机程序和教

揖庫，遠在《勻貿易有美的知怎RF杖協定》第

10 奈和《世界知Ì:RF杖組銀版杖奈釣》第 4 奈、
第 5 奈中已銓閻明) ，均血像文掌和~朮作品

一祥受到保妒。

3. <<伯示尼公約》第 2 奈第 (3) 款闡明=“翻譯、
改編、原曲改編以及其才文掌或主朮作品的其他

斐劫座得到勻原作同等的保妒，但不得損害原

作的版校" ;第 2奈第 (5) 款也包含笑似禮清，
按款規定:“文掌或室朮作品的t[編，渚如百科全

4名和造集，凡由于財材料的進擇和編排而拘成

智力創作的，座得到相座的、但不損害在編內

每一作品的版校的保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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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r of a database 
數捶庫制作者

教揖庫的特殊的相美校保妒的原始杖利所有人，只

要封其而言，在數揖庫內容的表得、磕証或表示某

一方面，M.盾量和(或)數量上看已有安廣性投贅，

即可享有述神保妒。

Maker of an audiovisual work 
就可?作品制作者

“祖昕作品制片人"的同3l..悟。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the right of""_ 
向公立提供; -的款利

1. 以任何方式向合成提供作品或相失杖客体，清

如適垃友行隻制品、金卉展示、合卉表演、公

卉朗浦、尸播或以其他方式向企余持播，或通
道(交互性)向企余提供，即同肘適i立勾畫豆制品

有失和勾畫制品元美的兩獎杖利所控制的行

方。逛一朮活的涵蓋蒞固尸于“出版" (后者仗涉

及勾畫制品有失的根利所控制的行方)。它被

分別用于《伯均可尼公釣》美于屯影(及其他視
昕)作品以及不具名作品或化名作品的保妒期

限的第 7 奈第 (2) 款和第 (3) 款中。

2. 在《世界知祺戶杖組銀版杖奈釣》以及《世界
知棋戶杖組銀表演和最音制品奈釣》中，“向企

余提供"述一朮培是所謂的“且括解抉方案"的核

心，涉及在適述全球計算机阿鑄造行交互性數字
持輸方面座授予的杖利。在《世界知怎RF杖姐銀
表演和是音制品奈釣》中，第 10奈和第 14奈的

粽題是“提供己是制表演的根利"和“提棋是音制

品的杖利九述兩奈的內容反映了其會文，即“表

演者座享有寺有杖，以授杖適挂有錢或充錢的方

式向公余提供其[以是音制品是制的表演] [是

音制品] ，使該[表演] [是音制品]可:h企余

中的成員在其+人進定的地品和肘間接得。"依

照“J忌括解決方案弋迪是封全球計算机岡絡交互
性數字持翰的一神王法律特征化的描述。在《世

界知棋F杖組銀版杖奈釣》失于“向企余恃播的

根利"的第 8奈中，也納入了同一神描述(“以有

錢或元錢方式...".....特.......作品向企余提供，使
企余中的成員在其+人造定的地品和肘間可裝

得遠些作品。")



Mechanica/ right 
孰械主制叔

1. 格作品隻制在是制品(是音制品或視昕固定物)

中的根利。

2. <<伯怨尼企釣》第 13 奈准i午在某些每件下，就
音原作品和其中包含的歌祠的景音遁用非自愿

件可。某些版杖法也規定了述科限制。

Mere conduit 
羊蛇管道

1. 服妻子提供者提供的一神服勢，即在倩播阿絡中
持輸i衷服勢的用戶(有肘赫方“內容提供者")提

供的作品和相失杖客体。

2. 美于服各提供者提供“草鈍管道"的責任，參見
“服各提供者:~的責任"。

Minor 目ceptions/“reservations " 
較小制外;較小“保蕾"

逛一朮培是指《伯起尼舍的》第 11 奈第 (1) 款(i

)、第 11 奈之三第 (1) 款(i)、第 14 奈第(1)款
(ii)和第 14奈之二第 (1) 款規定的合卉表演校的

例外，它們未在法合釣中明碼提及，但是可以通述

這用有美解釋法律奈款的“法律不計較瑣事"原則推

演出來。 1948年布魯毒品慘叮舍坡的拉攏告以一神

贊同的闡述方式提到“方用于宗教仗式、罕至長國以及
JL童和成人教育需求而准i午......有限的文各免除"，

如遠神“較小倒扑"0 1967 年斯德哥示摩修訂金說硝
說，較小例外原則被主人均有效。修叮舍故記是中提

及“較小保留"，但寞時上所涉及的星然是可以通用

的較小倒外。希望通用遠些神獎的根利限制的因家，

完鎮方此作出正式保留。

Mod頃cation
吏是

“改劫"的同文唔，用于《伯示尼合釣》第 6奈之二，
按奈特別規定了作者反封任何滑其作品避行特損害

其柴營或黃聾的歪曲、鑫改或其他斐更的根利。

Mora/ rights 
蒲神款利

1. 在版杖及相美校園障規范的居面上，是指: (1) 

《伯示尼企釣》第 6 奈之三規定的作者根利，

即作者主張作者身份的根利(也都“作者身份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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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者實格校") ，以及反封任何滑其作品避行

特損害其乘警或黃望的歪曲、華墓甚改或其他斐更

或其他毀損行3均b的杖利(也草赫$“受尊重杖"或

整性杖"η) ; (ω2勾) <<世界知祺戶杖組銀衰演和汞音

制品奈釣》第 5 奈規定的獎似的(而并非相同

的)衰演者杖利〈芙于其未最制的昕賞衰演或

最制在景音制晶中的衰演) ，即表演者要求被

指明方其表演的表演者的根利(除非因使用表

演的特殊方式而充法指明)以及反封任何滑其

表演避行特損害其背望的歪曲、輩革改或其他斐

更的根利。

2. 一些遵循大陪法持鏡的版杖法注規定了作者的
其他精神根利( <<伯均可尼公釣》中未作規定) , 
渚如抉定是否特作品舍之于余的根利(也車拉克

“友表放")，以及此流通中收回隻制品的根利(也

赫3句“收回校")。作者行使后一神杖利，通常有

文每封各有用于投行的現貨(畫制品)的人錯

予追過朴倍。

Mostfi的ored nation (princip/e 01 ~) 
最鑫爵持逼(-原則)

根揖固障法上的述一概:缸，某一因家捨予另一圈家

的任何利益、忱蔥、特校或豁免，也必須捨予其他
所有享有或保留最惠固待過地位的固家。述一概念

見于《勻貿易有共的知祺戶杖協定》第 4象中。

Motion picture 
屯影片

“屯影作品"或“視昕作品"的同文器。

Multimedia production 
多媒4車輛品

1. 這一朮活的使用在會叉上銓常有很大差昇，有
吋則不移明硝。息管如此，多媒体制品昆是被

十分普遍地理解方一般除三雄作品外几乎各科

作品的數字格式的征集(即文學作品、平面草

木作品、視昕作品和音-*作品等)。數字格式的

和草繩教掘的是音制品可以(通常也胡安)是

送神在集的組成部分。任何多媒件制品均不可

缺少的特征是，它能移以交互性、非錢性方式
使用，述神可能性是通道多媒体制品的男一基

本要素一一汁算机程序一一安現的，它且是存
在于遠料制品中。



2. 多媒体制品座根掘《伯想尼企釣》第 2 奈第 (1)

款和(或)第 (5) 款受到保妒，不治各固內法

封它們的法律特征描述如何(最銓常的是被描

述方在集、視昕作品和(或)汁算机程序)。

Nα說onal 甘甜伽zent (principle 01 ,,-,) 
囡民持述(自愿買'!/)

1.版校及相美杖固豚規蒞萌立的一項基本原則。

依照滾原則，在追些杖利方面，某一固家倍于加

入同一園障文有的其他固家園民的待遇不得傀

于給予本圓圓民的待過。然而，因民待遇通常要

以符合特定文有規定的最借水平的保妒方前

提，達科保妒必須錯予其他因家回民，不治法

固是否錯予本圓圓民迫祥一神水平的保妒。

2. 勻園民待遇原則相財的是互惠原則。

3. <<伯怨尼公釣》第 5 奈第 (1) 款和<<~耳企釣》
第 2奈規定了完全的固民待遇，如上面第 1 成所
隅述的，仗在一些佯恩規定的情沮下才可以通

用例外(參見《伯均可尼公釣》失于保妒宴用草

木作品和工~品外~.m投汁的第 2 奈第 (7) 款，

美于“斐通保妒"的第 6 奈第 (1) 款，美于“保妒
期限的比較"的第 7 奈第 (8) 款，美于特售校的

第 14奈之三第 (2) 款:以及參見<<~司合釣》

失于“第 12 奈杖利"的第 16 奈第 1 款 (a) ，失
于尸插組欽在某些各件下授杖或禁止在向企余

卉放的地成向企余特播其屯視常目的根利的第

16 奈第 1 款 (b) )。

4. <<勻貿易有美的知棋戶杖枷定》第 3 象第 1 款和

第 9 奈第 1 款(在版校方面〉以及《世界知mtz:

杖姐銀版校各釣》第 1 奈第 (4) 款，規定了勻《伯
起尼企釣》第 5 奈第(1)款規定的相同園民特遇

(述神待遇逼迫引証而納入送些文有)。

5. <<勻貿易有美的知怎gtz:杖協定》第 3 奈第 1 款

(在相美校方面〉以及《世界知mtz:杖姐拱表
演和是音制品各釣》第 4 奈規定了非常有限的

“園民持過"，其中仗包含送些文有明碼規定的最

低水平的保妒(因此，遠旦采用“園民待遇"述一

表述可惜用向不章，國均勻其說它是因民待過

原則，逆不如說它是互惠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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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r-on-demand transmission 
;fiJ~ 11#1It 

1. 述一表述是指以尸播或有錢尸播形式恃輸作品
和相美杖客体(尤其河是音制品以及其中最制

的作品和表演而言) ，其作用勻ß播倩輸相同

或非常相近，但勻后一概念不完全相章，清如

某些用于系統地投送作者、表演者和是音制品

制作者的全部數字化管理項目的叮胸系鏡。

2. 在版校及相美杖方面封遠耕持翰的赴理，被主人
方座視同封店播持翰的赴理，即達科恃輸座受

作者的寺有根控制(而不造用《伯均可尼公釣》

第 11 奈之二第 (2) 款規定的限制) ，以及受
表演者和是音制品制作者的寺有根控制(而不

是像在“第 12 奈杖利"的情況下造用草繩的孩得
掘酬根)0 <<世界知怎Rtz:杖組拱表演和汞音制品

各釣》中有美第 15 奈的故定青明提及述一鼠，

按奈釣一般但就「播和有錢尸播是音制品規定

了表演者和是音制品制作者的裝得掘酬杖。 i袁

說定再明規定:“不言而喻，第 15 奈并非表示完

全解抉表演者和是音制品制作者在數字肘代座

享有的尸播和向企余持播的根利的水平。各代

表因未能就失于需要在若干情現下規定寺有根
的几小方面或失于需在設有保留可能情沮下規

定杖利的不同提案站成協商一致，因此特此放

題留待以后解決。"

Neighboring rights 
部接叔

“相芙杖"的同)1..培。

Non-copy-related rights 
勾主制品兌美的款利

1. 版校及相失杖框架內三大獎鎧濟杖利(注有句
愛制品有夫的根利和特換枚)中的一獎。逛一

朮培是指那些涉及在不使用隻制品的情況下提

供作品和相失杖客体的根利(靖宜日尸播校或以

其他方式向企余倩捕的根利，以及合卉表演

杖〉。

2. 美于勻隻制品有共的杖利同勾畫制晶亮夫的根
利之間的模糊界錢，參見“向全余待播:目的根

利"和“且括解抉方案"。



Non-exc/usive license 
#若干宇洋才

一科便被i午可人有根宴施版校或相美叔控制的某一

科行方的i午可，但在同一期間并不排除吽可人(版
杖或相美杖所有人〉保留相同的根利，以及其他任

何人取得相同的非寺有許可的可能性(即根揖述祥

一神祥可，兩令或兩小以上的自然人或法人能略同

吋就同一作品或相失杖客体宴施相同的行jij) 。

Non-volunta~license 
荐自愿祥可

指“強制i午可"和“法定祥可"。參見“倒外和限制"。

Normal exploitation (no conjlict with ~ 01 works and 
objects 01 related rights) 
正常利用(不勾作品和相美叔客体的~相沖突)

參見“三步撞撞"。

Noticeandtαrke down procedure 
通知和移玲程序

蓮香見“服各提供者:~的責任"。

Ol草ectcode
雷粽代為

1. 目輯代碼是指一神狀汁算机程序源代詢編譯迂
來的法程序文本，因而是准各用未在汁算机中

是行的。目林代碼文件中包含一系列只有計算

机赴理器能移“理解"而人美元法或很雄關i寞和

理解的指令。對用戶裝得計算机程序的畫制品

肘，它通常是一神銓垃鏽璋的目棕代碼形式:

能停被人獎(至少寺家)岡i寞和理解的源代碼

則是充法衷得的。因此，必頌准祥在某些奈件
下均創作可互操作的程序而造行“反編譯"。

2. <<勾貿易有美的知祺戶技協定》第 10余第 1 款

闡明 z “汁算机程序，五槍是源代間延是目粽代

呵，區作方《伯加尼企釣)) (1971) 項下的文
字作品加以保妒"。提及汁算机程序的述兩神基

本形式是多余的，因方依照《伯怨尼企釣》第 2

奈第 (1) 款(依照《勻貿易有尖的知mtz:杖協

定》第 9奈第 1 款，它也必須被世界貿易組銀成
員遵守) ，文掌或盡朮作品必須受到保妒，“不

槍其表現形式或方式如何九勻此相一致， <<世

界知mtz:杖組銀版杖奈釣》第 4 奈規定z “汁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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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程序作方《伯均可尼合釣》第 2 奈意文下的文
學作品受到保妒。此神保妒造用于各計算机程

序，而充拾其衰述方式或表述形式如何。"

Objects 01 related rights 
持美拉客体

授予的相美校所指向的財象(表演、最音制品、尸

播常目等)。

Obligato~ collective management 
強制，挂集体管理

1. 法律規定只能逼迫集体管理才能行使的版杖及
相美校的集体管理。勻“r大的集体管理"不同，

在強制性集体管理的情況下甚至不准吽杖利所

有人“退出"集体管理制度而造捍草狙行使其杖

利。

2. 如果規定了兩寺有根的強制性集体管理，則是

滑遠些杖利的一科限制(參見“倒外和限制")。

Off-line/on-line 
轟錢;在或

“高錢"述一朮培是指未被納入汁算机岡嬉并通垃迋

神岡絡提供的作品或相失杖客件的收惑。“在錢"是

指被納入達科岡絡并通垃述神阿總提供的作品或相

美杖客体的收惑。

On-demand transmission 
，!'!I##請命

“向公余提供"述一朮潛在有失向全余提供的根利的

各款中所使用意文上的同文倍(參見《世界知祺戶

杖組欽版杖奈的》第 8 象以及《世界知怎Rtz:杖姐欽
表演和是音制品奈釣》第 10奈和第 14 奈)。

HOne-stop sh句"
“一站式服祟，

參見“杖利錯算机拘(中心) "。

On-line 
正結

參見“高錯:在錢"



On-line service provider 
在錢展各提棋者

參見“服各提供者:~的責任"。

“Open-source" compu紐~rprograms 
u芳放議代為"計算幸z程序

1. 合余可以表得的源代高形式的計算机程序，勻

卉放源代碼促避金 (OSI ，見 httD://www.

ooensource.onz )投布的主人i正粽准相一致。 OSI
的正式目輯是促避計算机程序遍增的勻合作的

卉裳，排除編程錯喂，以及鼓勵新版本的創作

和遠神程序的自造座。原則上，“卉放源代悶"

程序被主人均座自由度行、使用、隻制、改避井
過一步友行，只要浦足OSI硝定的某些象件，其

中包括使企余可以藐得程序的源代問及其新斐

体和自遁座形式，而充頰方它們的避一步使用

支付掘酬。使用卉放源代周汁算机程序的許可

i1J.坡的主要形式之一是“適用合共坪可缸"

(GPL) 。

2. 但如果主人均潛在的被祥可人按 GPL 等普通“卉
放源代崗"-v午可掛放使用“卉放源代隅"汁算机程

序，就完須赴理版杖、授杖、許可奈件以及其才
其活功的其他勻知-tRF校有夫的限制問題，那

就錯了。安廊上， GPL 和美似“卉放源代鶴"協
故只是基于知-tRF杖i午可的一些特別形式。

3. 注座核考慮到，在 GPL或其他笑似吽可掛坡的

余件下，被坪可人可能面l描一些法律上的不硝

定性和風陸。例如，述科被i午可人避行F首都詮

t午可証E授校的活功，井不免除侵書版杖(或其他

知-tRF杖)的損害賠偕責任。 GPLì午可人一般并

不就述神價杖提供任何扭保(由于“卉放源代闊"

程序中原創性成分的作者一般不方人所知，也
就加大了有共法律上的不硝定性和風隘，因而

不能預見遠些作者中哪一l'金主張侵杖井執行

其版杖〉。另一方面，“卉放源代呵，吽可宜的性

廣可能限制被i午可人均其+人需要而定制或造

座軟件的能力，)Å而可能妨磚他們封后來的用

戶封他們卉度的概生程序的使用活劫避行必要

的、有意叉的限制。考慮到所有述些可能性，

座墳看到“卉放源代間"-v午可iiE耳境萬不卉知祺

戶校的影哨，以及它伴隨著責任程度的降低，

在遠神耳境下，被i午可人不能期待依賴于i午可
人的支持，件可人通常不合倍于真正可執行的

扭保和許可，而且被件可人在其本人滑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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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更或遁座戶生派生作品肘，也設有足皓穗間

的法律依攝計其才其作品的使用者執行“卉放源
代碼"吽可証要求。

Open-source software 
芳放源代為軟件

“卉放源問計算机程序"的岡文悟。

Original， originaU句
4鶴的;4剖桂

就作品而言，原創性是指它聶于作者本人的智力創

作，而不是封另一作品的模銜。(原創性不座句“

新穎性"遠科寺利上的要求相混淆:存在作者不知

臨的一一主要是指肌未接近述的一一獎似作品，并

不影咱他狙立創作的作品具有原創性。)

Original of a work 
作品jf.件

作品首吹固定于其中的有形物。它不座勾原創性及

原作兩+概念相混淆。就文字作品而言，原件就是

手稿。

Or哲inalwork

J實#

1. 按定文解釋，所有的作品都是原創性戶物(智
力創作)。因此，再使用“原"述一形容尚未表示

作品的原創性并不恰豈(察隊上，速轉使i衷朮

培衰遠遠祥一神會)1..:“原倒的原創性戶物")。

“原作"述一朮培并非用于那神會文，而是佼佼作

方“已有作品"勻“派生作品"相封照，即指被翻

譯、改編或避行其他改功以特換方派生作品的

作品。述一木潛在《伯想尼告釣》第 2 奈第 (3)

款中就是在遠神意文上使用的。

2. 在美于“美朮原作"特售杖(追縷杖)的法律余款
中，“原作"述一朮培具有特殊的會文。在述一上

下文中，它具有句“作品原件"相同的意思。

OSP 
在或R良率提棋者

“在鐵服各提棋者"的英文縮寄。



Owner 01 copyright 
鼠扶身有人

1.作品的版杖所阻厲的自然人或法人。除某些版

杖法規定的少數特殊情缸，版校的原始所有人

是作者，版校是在他創作出作品肘通垃法律的

宴施而授予他的。一些版枝浩特版校的原始所

有根人資格授予并非作者的自然人或法人(如

視昕作品的制片人、集体作品的出版者或作者

的雇主)。

2. 版杖所有人也可能是作者或其他原始版杖所有
人的鑑承人〈逼迫鑑承) ，或是在法律上承受

某一法人所享有的原始版根的另一法人。

3. 絕大多數版杖法准吽版校的全部或部分吐勻

(特吐) ，其結果是受注人成1.1版校所有人。

Owner 01 trlated rights 
相美叔所有人

1.相美校所蚵厲的自然人或者法人。相美校的原

始所有人z 就表演者根利而言，是有美表演者:

就是音制品制作者根利而盲，是有美制作者:

就「播組拱杖利而吉，是有失尸播組訊:就教

揖庫制作者杖利而吉，是有失教揖庫制作者:

就已出版版本的版式投汁杖利而吉，是有美出

版者。

2. 相美校所有人也可能是作方原始相失校所有人

的自然人的鑑承人，或是在法律上承受某一法

人所享有的原始相美枝的另一法人。

3. 在吐勻(特吐)相美杖的情況下，受吐人成方

有美的相美校所有人。

Patemity (right of) 
伊z才rr或其d掙才刁才乎J 去芳F-#; r-戒匈j 

參見“精神杖利"

Pecαuni，扭alηy汙r‘t智gh缸
E踩y戶4灰z 

“銓濟杖利"的同文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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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nnance;pe~onner 
表讀;表讀者

1. 表演就是表演者赴行的演出。述一朮梧的概念

通常「于“作品的衰演"，因1.1它往往注延伸至民

間文掌重朮表現形式的表演，而且汪可能延伸

至如索要盡人的表演。表演是表演者根利的客

体，進些根利是<<~耳合釣》、 《勻貿易有共

的知祺戶杖協定》以及《世界知怎Rtz=校組拱衰
演和是音制品各釣》規定的一笑相失杖。

2. 美于“表演者"的最新定文是《世界知怎Rtz=杖姐訊
衰演和是音制品各釣》第 2 奈 (a) 提供的，依

照i表現規定，他們是“指演員、歌唱家、音氏家、

舞蹈家以及表演、歌唱、演說、朗誦、演奏、

表現、或以其他方式表演丈掌或主朮作品或民

間文學主朮作品的其他人員。"<<~司合釣》第

3 奈 (a) 中包含有獎似定叉，但范圍鞍誤，因

方它未延伸至民間文掌草木表現形式的表演

者。另一方面， <<~耳公釣》規定的“表演者"

的概念在某科意叉上又較寬，即按合釣第 9 奈
規定了特它延伸至眾要司或主人的可能性。

恥，如'nning a work; 討的!t 01 pub/ic perfonnance 
作品的表讀;公卉表潰叔

1.作品的表演是指表演者封作品避行演出，使它

可以被在表演現場(即過行衰潰的地成)的人昕

到和(或〉看到的行舟。此外，它也指通迢迢

宜的設各，使視昕作品或是制在是音制品中的

作品可以被昕到或看到的行舟。

2. 依照《伯均可尼企釣》第 11 奈第 (1) 款，版杖

所有人必須被授予授根財其裁制、音京劇和音

原作品避行公卉表演的寺有杖。 i宴款闡明，追

科舍卉表演的概念延伸至“用各科手段和方式

合卉衰演和演奏，'，這意昧著也涵蓋固定在視昕

固定物或是音制品中的追耕作品的公卉衰演。

在《伯想尼企鉤》第 14奈第 (1) 款(ii)和第

14奈之二第 (1) 款中，“金卉表演"逛一朮培是

在后一科〈即通垃設各表演作品的)意文上使

用的。美于屯影作品(也指其他視昕作品)的第

14 奈第 (1) 款(ii)規定 z “文掌草木作品的作

者享有下列寺有杖利......授校舍卉表演......經

泣如此改編或隻制的作品。"第 14奈之二第 (1)

款扑克規定，“咆影作品[也指其他視昕作品]

版校所有者享有勻原作作者同等的根利，包括

前一奈提到的根利，'，也就是合卉衰演杖。



3. 需要指出的是，息管《伯示尼企釣》另外提及
文掌作品的朗誦，并在第 14 奈之三第 (1) 款
(ii)中草狙規定了台卉朗埔杖，但朗滴血i車被

主人均包含在“表演"的一般概念肉。

4. <<伯~尼兮的》第 11 奈之三第 (1) 款 (iii)規
定的“金卉持播"校的性廣勻“金卉衰演"校以及

“全卉朗埔"枚獎似，其原因在下面有美逛一朮梧

的混明中提到。

5. 如果使作品被不在表演現場的人昕到和(或〉
看到，則不是表演而是持播:因而，如果向金

玉)\1春播，述一行方就受尸播杖、以有錢方式向
企余持播的根利以及(在某些情況下〉向企余

提供的根利控制。

6. 失于企卉表演杖的「文概愈，參見“衰演杖"

PerJ祕vrmi，均n啥!gr句-旬智h枷缸

d史晨才灰

1.主要用于版杖及相美根集体管理背景下的適用

朮唔，或多或少是指所有勻隻制晶亮夫的杖罪tl:

合卉表演杖、合卉朗誦杖、「播板和以有錢方

式(逼迫屯纜〉向企余持播的根利。

2. 在某些國家，合卉表演板的范圍延伸至上面第 1

成提到的所有杖利:就是說，它比《伯均可尼告

釣》第 11 奈第 (1) 款(i)規定的要寬(參見“行

克和根利的法律特征描述:~相財自由原則)")。

Performing rights organizat的n
是d才成iJlt宵

在表演校方面充豈集体管理姐欽的因体(通常是作

者協金或相美杖所有人掛舍、眼盟或朕合金)。

Personal use 
小人使用

參見“私人使用:私人隻制"。

Petits droits 
小款利(法文}

述一法文表述(按原始法文形式也銓常用于其他培
吉中〉是指所謂的(配伺或未配祠的〉非音眾創作

品的表演杖，它們適常宴行集伴管理。英文朮培“小

杖利"也用于同一會艾。

mnw 
叫
剝
開

仰
A
a
H

卅
五
科
1. 在園時居面上， <<世界知i.Rtz:杖組拱表演和是

音制品各釣》第 2 象 (b)提供了“是音制品"最尸

泛的定J足，根揖i衷項規定，它是指“除以屯影作
品或其他音像作品所舍的是制形式之外，財表

演的青青、或其他F音、或育音表現物所避行

的是制。"

2. <<世界知mtz:杖組銀表演和是音制品奈釣》中

的定文略寬于((~耳企釣》第 3 奈何)和《是
音制品公釣》第 1 奈 (a) 中的定文(后者是“指

任何封表演的青音和其他背音的寺口是音") , 

因均它注包括不具有原創性因而不相成屯影作

品或其他視昕作品的視昕固定物。

3. 在遵循大陪法特統的固家，是音制品被看作是

相美根客体，其才是音制品制作者捨予相美校保

妒。但在一些遵循普通法恃撓的固家，景音制

品被承試方作品，并封它們給予版杖保妒。在
那些因家，一般使用“唱片"而不是“最音制品"

進一朮稽。

Phonogram notice 
汞膏制品棕色

<<~耳公釣》第 11 奈和《是音制品企釣》第 5 奈中

提到和描述的掠氾。根掘逛商奈規定，如果作方保

妒是音制品制作者或表演者或二者根利的一小奈

件，封于最音制品，諦釣固固向法要求履行手縷，
只要在所有商~友行的是音制品的隻制品或其包裝

物上，以引起封保妒要求的合理注意的方式加注一

神由符哥@和首吹出版年份組成的棕氾，即被主人均

符合迋一每件。但如果送些畫制品或其包裝物上沒

有指明制作者或制作者的被許可人(通道附加其名

字、商棕或以其他遁宜方式) ，遠科棕氾中也座包
含制作者根利的所有人的名字。此外，如果隻制品

或其包裝物上設有指明主要表演者，述神棕t己中也

必領包含在戶生按最音制品的園家享有遠神衰演者

根利的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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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ogr，αms Convention 
f幸會哥哥品公封E

《保妒景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詮i午可隻制其是音制

品公釣》于 1971 年 10 月 29 日在日內瓦迪泣。有肘
也被赫方《日內瓦是音制品合釣》。在文告交存和

通知桔方面，由職合園管理:在制定正式文本方面，

由世界知俱戶杖組旗管理:在其他何題方面，由世

界知祺戶杖姐訊、圍跡費工組訊和離合固教科文組
主貝共同管理。

Photocopying 
影印

參見“影印寞制"。

Piracy 
盜版

未詮授杖且通常方商企目的而隻制度行、「播或有

錢恃輸作品或相失杖客件。逛一朮培也延伸至未詮

授枝且通常方商~目的而特播或有錢播送尸播咕

目。“盜棄"是一科特殊的盜版活劫。

Pirated goods 
盜鼠貨物

以盜版方式制作的件現作品和(或〉相夫杖客体的

貨物。《勻貿易有共的知怎Rrc杖協定》第 51 奈的一

+腳注提供了一小有失“版杖盜版貨物"的明鴨定

叉，即“指任何如下貨物z 未鎧根利持有人同意或未

鐘在生戶固挨得杖利持有人充分授校的人同意而制
造的畫制品，及直接或間接由一物品制成的貨物，

如此神隻制在避口園法律項下拘成河版校或相美校

的侵犯。"

Plagiarism 
劉賓

某人(曹j萌者)未加斐更地或以多少改劫的形式或

背景特寞時上屑于他人(作者)的創作充道自己的原

始創作展示出來。劉樹的概念不限于形式上的笑似:

友表一件改編于他人的作品的作品，卸;恃它像自己

的原作一祥展示出來，也是一科飄霸。但版杖保妒

并不延及思想、程序、操作方法或教掌概念本身:
所以，均創作某一作品而使用另一作品中衰站、描

述或以其他方式納入的述神不受保妒的要素，不相

成割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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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s 01 attachment 
連接志

“受保妒質格的棕准"的同文倍。

Post mortem auctoris;' p.m.a. 
作者吏，后(拉T丈，續霉主~p.m.a. ) 

表示“作者死后"的拉丁文用悟。述一朮培常以拉丁

文形式(有肘以縮穹形式“p.且a") 使用，是指作者

興身加上他死亡后一段吋間的保妒期限。因而， <<伯

均可尼企釣》第 7奈第 (1) 款作:k一項基本規則規定

的保妒期限被赫方“作者死后 50 年"

Pre-existing work 
已有作品

“原作"的同文活。

Pr，吋udice (no unreasonable ,...._, to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lowners 01 ri旭~hts)
損害(未不合理趟，扭扭利后才有人的合法利益)

參見

Preventing (possibility 01 -.., certain acts) 
禁止(-襄施某些有璋的可能性)

用于<<~耳兮的)} (第 7 奈第 1 款)和《勻貿易有
美的知怎Rrc杖枷定)} (第 14 奈第 1 款)中的朮活。

最初，在<<~司合釣》中有必要使用途一表述，而

不是提到授校或禁止宴施某些行方的(寺有〉杖利:

因方盡肘某些遵循普通法恃銳的園家不准各明硝授

予表演者知怎Rrc杖，它們只能根掘其他法律制度保

妒他們，以制止未銓其同意而安施的某些行舟，例

如封人格枝的保妒。后素，日漸成方主流的園時起

勢是授予表讀者完全成熟的知現戶校校利:述一趨
勢也在《世界知1RF杖姐銀表演和是音制品各釣》

的有美奈款(參見第 6 奈至第 10 奈)中反映出來。

Private use; private reproduction 
私人使用;私人是尋呼

1. :Jg非合卉、非商~性的+人目的(諸如研究、

學司或娛眾〉而使用作品和相失杖客件，靖如

畫制、翻津、改編、編曲或其他方式的特換。

通常，遠被看作是一神自由使用。但就某



些私人使用而言，所涉及的寺有杖(如汁算机

程序的軍制根)不得加以限制，因方述:博勻作

品的正常利用相沖突。就其他私人使用而言，

所涉及的寺有杖可以被限制方一神裝得擺酬杖

(如在是音制品或視昕作品的私人靈制情況下)。

根揖述一現慮，必讀考慮到私人隻制也座受《伯
示尼企釣》第 9 奈第 (2) 款、 《勻貿易有美的

知怎Rrz:杖協定》第 13 奈、 《世界知現戶杖組銀
版枚舉釣》第 10象以及《世界知訊F杖姐訊表
演和最音制品各釣》第 16 奈規定的“三步磕磕"

的制釣。達意昧著，同祥就迫神靈制而吉，任

何例外和限制都只能在特殊情況下還用，而且

它們不得勻作品和相美杖客体的正常利用相沖

突，也得不合理地損害杖利所有人的合法利益。

2. 過垃全球計算机阿嬉(互膜岡〉遊行的私人隻

制辱致F生一神特殊狀況。由于岡絡上有不計

其數的人可能避行“私人"隻制(如通道文件封換

系統，其首丹、著名的斐体是 Napster) ，准t年述
神行方鑑縷自由~施特勻有美作品和相失杖客

体的正常利用戶重沖突。區用技朮保妒措施，

以及提供造盟的保妒和有效的法律扑救，制止

未鎧杖利所有人授校或法律准許而規避述神措
施(同肘遲座特法律的迫神准吽造過地限制方

硝宴被訊方合理的特殊情況一一如遠程教育和

科掌研究，并方此提供遁貴的保障) ，可能是

一神解抉方法。

Producerofαnαrudiovisual work 
視呀作品制片人

1. 炭起并負責制作棍昕作品的自然人或法人。

2. 根掘某些遵循普通法持統的版杖法，視昕作品

制片人是原始版校所有人，根掘其中一些法律，

制片人被看作是述祥一神作品的作者。<<伯怨

尼企釣》第 14 奈之二第 (2) 款 (a) 規定，“屯

影[及其他視昕作品]版枝的所有者，屑于被

要求錯予保扣的固家法律規定的蒞園。"

Producer of a phonogr，αm 
柔音帶j品!ÞJ作者

1. <<世界知怎Rrz:杖組訊表演和是音制品各釣》第 2

象 (d) 就“是音制品制作者"提供了最新、最「

叉的定文，即“指滑首坎特衰演的青青、或其他

F聲音、或商音的表現物是制下未提出劫放并負

有責任的自然人或者法人。"之所以現逛一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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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新的，是因方它起延伸至以屯子(數字)

方式生成的青音。它具有遠神尸文性不仗因均
達一鼠，而且(更是)因方《世界知怎Rrz:杖姐
銀衰演和最音制品奈釣》第 2奈 (a) 就“是音制

品"提供了尸叉的定文(也延伸至除因具有原創

性而拘成視昕作品外的視昕固定物)。

2. <<w再告釣》第 3 奈(c)格達-*活界定3句“首吹
格表演的青音或者其他買音是制下來的自然人

或法人。" (但依照 <<w司公釣》第 3 奈(b)，“是
音制品"完全是青音的昕章是制品。)

Program (carried by programme-carrying signals); 
""'_ofabγoadcasting organiz，叫ion

幸自(由亨$/~言寺承載的-)，. r播鈕欽的自

1. <<.n星合約》第 1 奈 (ii)將“常目" (在演項中

它拼寫方 programme) 界定方:“一+由囡像、
黃音或由二者拘成的安況或是制材料的整体。"

通垃逛一定叉，可以萌定《耳星企釣》庄給予

保妒的客体的兩科安廣性成分之一，即“智目信

哥"。

2. 述一朮語勻作:Jg“尸播常目"的同文港的“「播組

欽的哲目"概念有些不同，因方<<.n星公釣》并

不涉及直播E星(而只涉及固定服各E星) , 

因此在遠神情配下，“哲目"座被主人均是指仍赴于
播前附段的哲目。

Programme-cQ1ηlingsignal 
p$/信步

<<.n星公的》給予保妒的客体，即一神承載著常目

的“信哥"。

Provisional measures 
槍時措施

在有限期間果用的法律程序，通常迅速而有力，旨

在制止滑知祺戶校的侵害或指日后的申理保留有美

侵杖旺掘。《勻貿易有美的知現許杖協定》第 50 奈

規定了述科措施。

Pseudonymous work 
化名作品

1. 由作者化名度表并提供的作品。



2. <<伯示尼告釣》第 7 奈第 (3) 款就化名作品的

保妒期限作了特別規定。但如果作者身份可掘

化名明硝充模地碗定，或作者后未告卉披露其

作者身份，逛一規定即由有美的一般規則(造

用于作者身份可攝真名萌定的作品〉所取代(參

見法公釣第 7奈第 (1) 款和第 7 奈之二)。

Publication: Published work 
d屁;己Jl:，庇1tJlr

1. <<伯加尼企釣》并未直接界定“出版"的概念，而

是通道第 3 奈第 (3) 款間接作了以下規定:‘“已
出版作品，一祠指得到作者同意后出版的作品，

而不隨其軍制件的制作方式如何，只要JA述部

作品的性廣東看，重制件的友行方式能浦足企

余的合理需要。或閩、音示或別或屯影作品的

表演，音原作品的演奏，文字作品的全卉朗桶，

文掌或盡朮作品的有錢倩播或尸播，美朮作品

的展出和建筑作品的建造不相成出版。"根攝“己

出版作品"的述一定又可以推斷出，按合釣中“出

版"的概念是指“以可以精足企余的合理需要的

數量和方式提供〈即投行〉隻制品。"

2. <<~耳告釣》第 3 奈 (d) 直接提供的定又比JA

《伯承尼公的》第 3 奈第 (3) 款推演出的概念

要筒草， ì.滾支項規定=

三盪告數量的某神唱片的堇制晶。" <<世界知現戶根

組主只表演和是音制品各釣》第 2奈 (e) 規定的

相座定文在某科意文上要寬逆一些z 即它尪另
外涵蓋已是制的衰演的出版，但它裝廣上勻<<~

耳舍的》中的定文美似， ì衷項規定，已是制的

衰演或汞音制品的“出版"是“指控杖利持有人同

意并在以合理的數量向企余提供軍制品的奈件

下，特是制的表演或最音制品的畫制品提供捨

企余。"

3. <<勻貿易有夫的知怎Rrz:杖協定》并未包含任何

有失“出版"的定文(但遵守《伯均可尼兮的》第 3

奈第 (3) 款是世界貿易組銀成員的一項文各)。

Public communication 
~\.1f#11 

1. <<伯均可尼合釣》第 11 奈之二第 (1) 款 (iii)使

用了“金卉倩播"述一木唔， ì衷項規定版根所有人
享有授杖“逼迫伊音器或其他任何待送符骨、再

音或圈像的美似工具公卉倩播「播的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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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有杖。使用述一朮培而未使用“向企余持播"

是要三旦的，園角述一行方并不涉及格作品倩輸

到男一地鼠，它是在一令有企余在場或可能有

公敢在場的地B~施的，因而在述一意文上，
它句“合卉表演"和“全卉朗浦"美似。它是指以一

神可使在場的并符合“台余"概念的人群昕到和

(或〉看到的方式接收尸播常目。

2. 述一朮培勻“向全余恃擂"的表述不同，因均在后
一神情況下，作方特輸作品或相美杖客体供其

接收的財象并符合“全余"概念的那些人在不同

的地慮。

Public domain 
公有領識(英文)

指一獎作品和相美杖客件的蒞園，它們可以被任何

人使用和利用而充領取得授板和向有失版校及相美

校所有人支付披酬(通常是因均保妒期限屆漏或特

定因家未加入可提供保妒的園時裝釣)。

Public displ句; right ol""'_' 
公芳展示，叔

參見“展示:金卉~校"。

Public lending right 
公卉自借扶

某些圍內法計滑向企余卉放的非蕾利性圍有憶出借

作品(適常是胡籍及其他出版物)的軍制品而授予

作者的杖利。版杖及相美校固陳規范投有規定遠神

杖利。

Public peiformance; 增加 of""

公卉表潰;-叔

參見“作品的表演:全卉表演叔"。

Public reception 
公升接收

參見

Public recitation; right of""'_' 
公芳朗講，叔

參見“作品的表演:金卉表演杖"。



Public: the --
公芳;公立

1.“公余"是指適常的家庭及其最密切的社合美系

蒞圍以外的一大批人。述一批人安障上是否聚
集在同一地店并不是抉定性的，只要作品或相

美杖客体能被迫一批人接得即可。在向企余倩

播(包括尸播)以及(交互性)向企余提怯的

情況下，能略接收作品或相美根客件的合余成

員是否在同一吋間和同一地方接收也完美華

要。

2. 作方修飾某一行方(如表演或朗浦)的“金卉"

逛一朮唔，是指在企余面前或至少在向企余卉

放的地息~施法行方。

Published edition 
己 tl:屁屁本

作品(不槍是否受到保妒)或其他資料以出版肘的

印刷格式存在的特定文本。一些固家(主要是遵循

普通法持銳的因家)就“己出版版本的版式投汁"捨

予出版者特殊的棺美杖保妒。

Reboardcasting; right 01 --
#/1; -成

1.某一尸播盤棋同步地、不加改功地尸播另一尸
播組訊、有錢尸播組訊(或“岡絡尸播"姐銀)的
「攜帶回、有錢哲目(或“阿絡「播常目") 0 (上

面提及“阿錯尸播"和“阿絡「播咕目"吋加上引

哥，因均在本木潛在編完成肘，美于遠神行方
或客体的性1Øi仍存在爭訣。)

2. 根揖《伯~尼舍的》第 11 奈之二第 (1) 款(ii) , 
版校所有人享有授杖避行達科特播的寺有杖，

只要述一行均是由并非原尸播姐欽的另一組銀

完成的:但法兮的第 11 奈之二第 (2) 款准t耳
其才述一根利加以限制，渚如通用非自愿i午可或

規定遠一根利只能通道集件管理來行便。

3. 根揖<<~.!吾企釣》第 13 奈 (a) ，尸播組俱享有

授杖或禁止轉播其「播常目的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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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ption 
接故

通常均收昕、校看和(或〉隻制包含在市目中的作

品或相失杖客体而接收被「播或有錢「措(以有錢

方式向公余持播)的常目。接收井非尸播或有錢尸

播(以有錢方式向公余恃播〉行方完成的各件或部

分奈件。如果在未是制和未改功的情況下避一步尸
播或有錢尸播(以有錢方式向公余持播)被尸播的

作品，就是受法作品的特播杖或以有錢方式向合成

倩播的杖利控制的另一科行方。如果包含在被接收

的尸播哲目或有錢可言目中的作品是銓述是制或改功

的，那么避一步尸播或有錢尸播(以有錢方式向企

余倩播〉旗作品的行舟，就作方一科新的「播行:hJ
而受尸播杖或有錢尸播校(以有錢方式向合成持播
原始有錢可言目的根利〉控制。

Reciprocity 
互，鑫

1. 某一固家捨予另一回家園民的版校或相美校保
妒或保妒蒞圈，以另一固家錯予i表團固民的保

妒蒞團相同(至少相近) :hJ奈件。它相對于園民
待遇的另一面。

2. 依照《伯示尼企釣》、 <<~司合釣》、 《世界

知怎RF杖姐訊版杖奈釣》以及《勻貿易有笑的
知棋F杖#}定)) (在版校方面) ，因民待遇原

則必須通用，而互惠只有在被准i午作均按原則

的例外的情況下才可以造用。美于i主些情況，

參見“園民待遇"。

Recording 01 a work or object 01 related rights 
詩作品或相美拉客棒的汞制

“財作品或相美杖客件的固定"的同文禱。

Re!ated rights 
相美叔

1. 在倩撓的號叉上，“相美杖" (或其同文龍“都接
根")逛一朮培是指表演者肘其表演享有的根

利，是音制品制作者封其是音制品享有的根利，

以及尸播組銀封其尸播哲目享有的根利。

2. J文上的述一朮培起延伸至出版者肘其己出版
版本的版式投汁享有的杖利，以及教攝庫制作



者享有的特殊杖利。(美于“制片人的屯影首吹

攝制杖弋參見美于逛一朮梧的說明。)

Remuneration; right to ,.._ 

隸制;義得-叔

1. 因宴施涉及作品或相美杖客体的行j;J而支付的
酬金。基于授校的寺有杖，杖利所有人有奈件

因授杖宴施法杖利所控制的任何行方而要求支

付造三穹的撤酬(因此，就寺有根而言，版杖法

投有必要規定杖利所有人有杖因授杖宴施有美

行方而我得掘酬)。

2. “差距得掘酬根"本身的存在可以有兩↑不同的法
律依攝:或是授校的寺有放在某些特殊情況下

被限制方一神草甜的表得合理披酬的杖利(如

某些影印寞制的特殊情況) ;或是版杖及相美

杖固時規范以及固肉版杖法特述一根利規定方

義得遠神振酬的杖利(如特售枚)。

Rental; right 01 ,.._ 

出租; -叔

1. 方直接或間接的經濟目的或商~目的，在有限
期間特移滑作品或相美杖客体的靈制品的古

有。

2. <<伯均可尼合釣》和((~耳舍的》設有規定出租

杖，而《勻貿易有美的知怎RF杖掛定》第 11 奈
和第 14奈第 4款就汁算机程序、視昕作品和是
音制品規定了某些象件下并附帶某些例外的出

租杖。<<世界知現戶杖組委貝版杖奈釣)) (第 7
奈〉以及《世界知現戶杖組主只表演和是音制品

奈釣)) (第 9 奈和第 13 奈〉中也像《勻貿易有
失的知現戶杖協定》一祥規定了相同的授予出

租校的文各。

3. 一般而吉，出租可以視均被“友行"的尸文概念所
涵蓋，在某些園家，尸文友行杖即延及遠一行
方。在遠些固家，勻其他園家相同的是，作方
投行枝用恩(隨著有美軍制品的首吹舖售或其

所有校以其他方式的首坎特吐)的一耕例外，

而就它們的出租授予一神草蝕的出租杖。在其

他團家，授予的是一神勻(首坎)炭行杖井列
的草狙出租杖，它通常限于某些特定科獎的作

品和(或〉相美杖客体，友行根仗造用于財戶
的備售或其他方式的特址(隨著述神首坎特址

而用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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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oduction; right 01 ,.._ 

主制;主制叔

1. “寞制"是肘作品或相美根客体的一神足移穩定
的[新的]固定，使作品和相芙杖客体能基于

逛一結果而被感知、 [避一步]隻制和特擂。

特作品存儲在屯子(計算机〉存儲器內也是一神

靈制，因j;J遠一行方完全符合述一概念。

2. <<伯加尼兮的》第 9奈第 (1) 款規定，版校所
有人被授予授杖“以任何方式和果取任何形式"
隻制其作品的寺有杖。勻此相一致， JA“隻制"
的概念和軍制校的范閏述-j自度看: (1) 隻制

的方法、手段和形式并不相干; (2) 作品的愛
制品可直接感知迪是只能通垃某科投各感知，

并不相平; (3) 作品的畫制品是否表現方能友

行的有形物，井不相干; (4)靈制是直接避行(如
基于有形踅制品〉尪是間接過行的(如通社接

收「播常自來最帝tl) ，并不相干; (5) 宣制品

(包括存儲在屯子存儲器肉〉的持續肘問(不

槍是永久連是曹吋的)并不相干:只要讓作品

可以基于[新的]固定而被感知、軍制或恃擂。

3. 由于依照《勻貿易有美的知俱戶杖協定》第 9

奈第 1 款和《世界知棋戶杖組銀版杖奈釣》第 1
奈第 (4) 款，遵守《伯示尼企釣》第 9奈尤其
是一項文勢，因而依照述兩1'-文有如同依照《伯

均可尼公釣)) ，可遁用同一“重制"概念(以及同一

蒞圓的靈制杖)。

4. <<世界知故戶杖姐告只表演和是音制品奈釣》失

于表演者和是音制品制作者的寺有靈制校的第

7 奈和第 11 祟，以比照方式遁用了《伯示尼企
釣》第 9奈第 (1) 款的行文，包括閻明其中規
定的根利控制“以任何方式和果取任何形式"的

畫制。因此根揖旗奈釣，“軍制"的概念和隻制杖

的蒞園也句上面第 1 店中概述的相同。

5. 勻上面提到的其他文持不同， <<~耳公釣》第 3
奈 (e) 中包含一令有美軍制的明萌定叉，但十

分簡草，故項規定:

件某科最音的愛版"。由于“重制"、“的制"和“制

作一件或多件.......寞版"是同文唔，因此述一定

JI..投有安嚴意文。按合釣仗在第 10奈中才在某
科意JI..上作了闡明，即提到“直接或間接貫制"。
息管如此，也几乎不可能說方<<~司合釣》中



的“隻制"概念勾根揖上述其他奈釣可遁用的概

念有什么不同。

Repro晶'Jction rights org，αnizα'fion 

主f緝毒活E銀

寺flJA事有美作品影印隻制的愛制根管理的單是合管

理組紋。近年末，其中一些組銀己特其活劫f大到
逼迫計算机阿播室制方面的靈制根管理。

Reprographic reproduction 
影印主制

通道影印或美似方法按原祥形式隻制作品。制作放

大或縮小的原祥畫制品也是影印隻制。

Resale right 
特售叔

1. 由作者或在他死亡后由圍內立法授根的令人或
机拘享有的不可特移的根利，以分享其美朮作

品原件和文稿(情況少得多〉銓其首坎特吐后

的任何銷售而接得的利益。通常采取的是售偷

的特定百分比或本改勻前改售掛差額的特定百

分比形式。述一根利的造用通常仗限于企卉拍

柔和通迂乞朮品交易商的輔售。根揖《伯均可尼

告釣》第 11 奈之三，成員固可以進擇是否授予

追祥一神杖利，并可以便送神杖利的道用以互

惠方前提。

2. 述一根利在除法文以外的其他培吉中也常常以

其法文形式“追縷校"提到。

Residual right 
神余灰柯

作者和表演者向他人特址其寺有校后依法保留的一

耕杖利，一般是藐得掘酬杖(通常是不可特移的)。

例如，某些團家規定作者和表演者在持其包含在視

昕作品中的作品和表演的出租枝特吐錯述獎作晶的

制作人肘即享有遠祥一神杖利。另見“接蝕(---杖)"

j Re，司咿peωct (佇扯均i扭gh缸to/弋寸
事重「是-成j

參見“精神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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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甘oactivity

追濟效力

版杖及相美杖固豚規蒞上下文中的一科容易引起瑛
解的表述(厲于用謂不過) ，因方任何有夫的固時

奈釣( <<伯航尼告釣》、 <<~司合釣》、 《景音制

品企釣》、 <<_TI星告釣》、 《勻貿易有美的知怎gtz:

杖~定》、《世界知1Rtz:校組銀版杖奈釣》以及《世
界知怎gtz:杖扭頭表演和是音制品奈釣)) )均未規定

本奈釣的追溯遁用。送些文暫的有美各款所涉及主

題的正積表述是“造用的肘限" (肘向上的通用蒞

園)。

Re-utilization 
重支使用

用于教揖庫制作者的特殊的相美杖保妒背景下的木

唔，是指區社友行隻制品、出租、敢相或其他形式的倩

瑜，向全余提供數揖庫的全部或大部分內容。

Right holder 01 copyright 
鼠款的拉利持有人

“版杖所有人"的同又譜。

Right holder 01 related rights 
輯美紋的款利持者人

“相美校所有人"的同文悟。

Right 01 adaptα'fion 
改編扶

參見“改編:~杖"

Ri智'gh如tolo;翩ut，拙hor，悶'sh~加p 
灰1t;j才，，:.111;":激

碧藍見“精神杖利"。

Right 01 broadcasting 
y攝灰

參見“尸播:~叔"。

Right 01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向公立持播的款利

參見“向企余伶播:~的杖利"。



Right of disclosure 
友表叔

參見“精神根利"。

Right of distribution 
支行叔

參見“友行:~板:首坎~根"

R智ht of exhibition 
d軍車成

參見“展示:全卉~校"

Right of integrity 
完整性扶

參見“精神杖利"

Rightofmαrking αvailable to the public 
向公立提怯的社科

參見“向全余提供:~的杖利"。

Right of patemity 
ft4f (~-i是iJt4f)jf#成

參見“精神杖利"。

R智ht of public displl可
公ff:展示成

臺參吾見“展示: 企告b卉~杖"

R 智吵htofpu吋4泊blic扣cp戶enφiorman甜仰c臼e 
灰么公L豆1f-i晨史按:灰

參見“作晶的衰演:合卉衰演杖"

Rightofpu吋blic扣cr.叫'cit.旬'at伽i扭on1 

岳、矛盾Ej1;譯成

參見“作品的衰演:合卉表演杖"

Rightofre仰nt，叫l 'al 
且t:fJI我

參見“出租:~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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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of respect 
丑事重視

參見“精神杖利"

R智h如tofr，申roæ砌ucti，扣on
」克更盼#攸

參見“隻制:~杖"。

R智htoftra.即lation

鄭學教

參見“翻譯:~杖"。

Right of withdrawal 
故哥拉

參見“精神杖利"。

Rights cleαrance agency/center 
款利結算批椅(中心)

履行版板和(或〉相失校的代理型朕合管理耳只能的

組餌，不具有借錢集体管理的那些集件化要素。同

祥，在校利錯算制度下，根利所有人授校提供述神
服各的i午可机拘(一神代理机梢，也車拉克“中心")

代表他們在某些奈件下授予件可和收取某科掘酬。
述祥一神制度句真正的集体管理的區別在于: (1) 

杖利所有人并未組成一令真正的集体來管理其根
利; (2) 件可机拘一般不授予一攬子祥可，而是授

予草狙件可; (3) 根掘不同作者和其他杖利所有人
的指示， ì年可的撮酬和其他象件可能(而且往往)

不同; (4) 不存在文化和(或)社金用途的扣除:

(5) 掘酬直接交付由衷得掘酬的根利所有人。

Rights management inform耐:on;R姐
款利管理信息(英文鑰毒方RMI)

1. 在《世界知俱戶杖組銀版杖奈的》第 12 奈第 (2)
款以及《世界知怎Rf=杖組銀表演和是音制品奈

釣》第 19 奈第 (2) 款中以比照方式作出几乎
相同的界定z “棋則[作品、作品的作者、封作

品攔有任何杖利的所有人] [表演者、表演者

的表演、是音制品制作者、是音制品、封表演

或是音制品胡有任何杖利的所有人]的信息，

或有美使用[作品] [表演或是音制品]的每

款和各件的信息，和代表此神信息的任何數字

或代悶，各法項信息均附于[作品] [是制的



表演或是音制品]的每件隻制品上或在[作品

向合成恃播J [是制的表演或是音制品向全余

提拱]肘出現。"

2. <<世界知怎Rrr校組棋版杖奈釣》第 12 奈第 (1)
款以及《世界知怎RF杖短缺表演和是音制品各

釣》第 19 奈第 (1) 款規定，“鋪釣各方皮規定

造過和有效的法律朴救舟法，制止任何人明知、

或就民事扑救而言有合理根揖知道其行方金誘

使、促成、便利或包庇封本各釣[或《伯京尼

企釣)) J 所涵蓋的任何杖利的侵犯而故意此事

以下行;句: (i)未銓許可去除或改斐任何杖利
管理的屯子信息; (ii)未詮件可炭行、角度行

目的赴口、 [尸播、或向企余持播J [尸播、
向企余持播或提供]明知已被未銓吽可去除或

改斐杖利管理屯子信息的[作品或作品的靈制

品 J[表演、是制的表演或景音制品的畫制品 Jo"

Right to claim authotship 
主義作者身磅的款利

參見“精神杖利"。

Right to remuneration 
裝得提酬叔

參見

Rome Convention 
((YJ弘》妙

《保妒衰演者、最音制品制作者和尸播組欽的園時

企釣)) , 1961 年 10 月 26 日在9司通道。在文有的
交存和通知有方面由融合園管理，在其他方面由世

界知現戶杖組旗、園時旁工組訊和朕合固教科文短

缺共同管理。

Satellite broadcasting 
J!.ÆrJt事

參見“尸播:~板"、“待播說"和“友射說"。

Satellites Convention 
((J!.Æ公f9)}

《美于播送由人造E星持播載有可言目的信哥的全

釣)) , 1974 年 5 月 21 日在布魯塞均可通述。在文有的
交存和通知有方面由較合園管理，在其他方面由世

界知怎RF根組飯和專業合國教科文組訊共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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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ìc works 
科字作品

一笑“文掌和2朮作品九述一朮培不槍是用于一些

固內法中，注是間接地用T<<伯力吉尼合釣》第 2 奈

第 (1) 款“文掌、科學和草木領域內的一切成果"
的表途中，均投有必要，而且容易引起最解:因方

作品的科掌主題紙版杖保妒的角度來看是不相平

的。例如，美于科掌主題的文章和有籍之所以受到

保妒，不是因方它們含有科掌主題，而是因方它們
厲于文章和有籍，即它們屑于文掌作品。

Secondary use 
次要使用

一神日漸迂肘的表述，指尸播和以其他方式向企余
倩播方商~目的友行的是音制品(參見“第 12 奈杖

利")。隨著重制和持播技朮的1速友展，特別是隨

著數字是音制品和數字持播技朮的出現，}A最音制

品杖利的正常利用的可能性來看，述些使用正在成

方主要的而不再是改要的使用。就准g播持輸情況

而吉(堵如叮胸服各錯拘中的使用〉尤其如此。

Serial copy management system; SCMS 
串行拷貝管理系統(英文續有方SCMS)

主要以縮穹 SCMS 形式出現，是指一神利用數字是
音制品制作數字寞制品的技朮系統，但不允吽利用

數字隻制品(“第一代"夏制品)制作更多的(“第二

代")數字畫制品。它是一科技朮保妒措施。

Service providers; liability 01--
JJJl券投接者; 目的責任

1.服各提供者(包括在錢服努提供者和接入服各

提供者)是指通道清如1單純管道、援存、主机、

提供信息定位工具等服勢，向公余提供其計算

机和屯信系鏡，主要用于上僑、倩輸、下載作

品或相芙杖客悴的組紋。

2. 除了上面第 1 品提到的服勢，如果服各提供者

也在未經攪校的情混下要施版校或相美校所控

制的行角，它們也同其他任何自然人和法人一

祥，;博依照有失直接責任的規則承扭侵杖責任。



3. 但若干因家就服各提供者可能承扭的連帶責任
或替代責任制定了特別規蒞，連同有失草繩管

道、鐘存、主机和提供信息定位工具等服各的

特別規則。送些規則通常方服努提供者提供了

“避風港" :使它們免除可能計封它們采取的法律

扑救舟法(免除通常不延及禁令) ，只要它們

遁章地履行娃妒杖利所有人的合法利益所必需

的技朮要求或其他要求，以及迅速、充分地采

取行功，以:時其系鏡中的侵校實料刪除，并(或)

暫停滑它們的權接和坊何。在述一方面，一些

固家的立法規定了一神特殊的“通知和移除"程

序，其中包括杖利所有人如何特侵杖情況通知

服各提供者的特別規則，并規定了“移除"(刪除

等)侵校實料和茉取其他有美訴訟步惡果的最后

期限，以及防止可能濫用述一制度的保障。

Sheetmusic 
J苦Jf，'fi~著

1. 通注音符及其他符哥表現的音示作品形式，通

常帶有某些輯推提示，用手穹成(因而直看作

是手稿〉或具有印刷形式，有配司或完配呵。

2. 一些固內法中包含失于活頁示稽的特別規定，
例如美于述神形式的音原作品的出租杖，或美

于排除注耕作品的免費私人軍制的可能性的規

定。

Simultaneous publication 01 a work 
伊品#月吋且處

依照《伯示尼合釣》第 3 奈第 (4) 款，某一作品在

首吹出版后 30 日內在兩+或閱+以上園家出版，

座視角在述几小固家同肘出版。述一規定勻《伯均可

尼企釣》規定的受保妒贊格有重要失系。

Small rights 
4、社科(美文)

參見“小杖利" (法文)。

Software 
軟件

參見“汁算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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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 recording 
唱片;承者

1. 作方名祠的“唱片"勻“是音制品"是同文悟。在特
是音制品胡說7'J作品的固家，一般使用“唱片"

而不是“是音制品"述一朮罷。

2. 作方劫祠的“是音"是指封表演(尤其是封作品的
表演)的青音或其他戶音的最制。在版杖方面，

(作品表演的)是音被隻制校的一神斐体

一一“机械寞制杖"一一所控制( <<伯示尼企釣》

第 9 奈和第 13 奈)。在衰讀方面， <<~司合釣》

第 7 象第 1 款 (b) 以及《勻貿易有美的知怎grz:

杖協定》第 14 奈第 1 款規定了“防止可能"友生
未詮表演者同意的追祥一科行方，而《世界知

怎grz:扭扭拱衰演和是音制品奈釣》第 6 奈(ii)

則在述一方面規定了授校的寺有杖。

Source code 
濤、代為

1. 源代再是指尚未室主泣編譯而不能在計算机中這

行的計算机程序文本。它們能被人獎(至少被
寺家〉惆漠和理解。

2. <<勻貿易有夫的知現戶杖協定》第 10奈第 1 款
隅明，“汁算机程序，元洽是源代周迪是目;掠代

悶，座作方《伯示尼企釣)) ( 1971 )項下的文
字作品加以保妒。"提到用于表站汁算机程序的

兩科基本形式是多余的，因方依照《伯示尼合

釣》第 2 奈第 (1) 款〈按《勻貿易有美的知怎R

F杖協定》第 9 奈第 1 款，法款也必須得到世界
貿易組訊成員遵守) ，文掌和主朮作品必須受

到保妒，“不治其表現形式或方式如何"。勻此相

一致， <<世界知祺戶扭扭旗版杖奈釣》第 4 奈

規定z “計算机程序作方《伯均可尼企釣》第 2 奈

意又下的文掌作品受到保妒。此神保妒造用于
各汁算机程序，而充拾其表垃方式或表述形式

如何。"

Source identificα'tion code; SID 
未濤、訣別為(姜文縮霉浩 SID)

合法生戶的光盎 (CDs) 上以物理方式庄制的哥碼

(SID 哥) ;根揖迫神哥呵，執法對局能移喃定光

盎生戶商、生戶商所在位置以及生F光盎所用設各。
遠是一科圓院長編哥系統，借助它可以比較容易地棋

剔光盎的非法(盜版〉隻制品。



司'pecial cases 和overed by exc中tions and limitations) 
#諜的手括「仰所';fÞfll f#1涉及#- ) 

臺參吾見“三步檻5瞌金"

Stage production 
Jt~甘含d撐宇孟de 
Ji述表演特~劇作品或音示廚j作品呈現錯么清(通常

在別院旦〉的形式。根揖一些固肉法，舞台演出只要

符合原創性要求，即作方草租一獎作品受至l間妒。在

遠神情況下，舞台演出專演被硝主人均其作者。

S翩翩toηldamages
法定街害嚴緝

參見“損害賠權"。

Statutory license 
法定詐可

參見“例外和限制"、“強制i午可"和“非自愿、許可"。

Storage 01 works and objects 01 related rights in αn 
electronic (computer) memory 
作品和相美叔客体在屯子(汁算机)存儲器冉的存

檔

蓮香見“軍制: ~板"。

Subscription services 
訂購展多

參見“准成播倩輸"。

Substantial similarity 
宴度相蝕，挂

在有美涉嫌以觀訪形式侵害版杖的法律釗掛中，在

沒有直接道掘的情揖下的一小抉定性事~因景。它

是指涉嫌侵杖物勾版校所有人的作品之間具有高度

的相做性，逛一事~ (連同涉嫌侵杖人接近作品逛

一法律因景)被扎克足以用來推斷已投生了以票tl窈

形式肘版校所有人的作品的模信。

Subtitling 
配制字幕

1.在視昕作品中添加說明文字(通常是用不同于

祖昕作品中所用的另一神清盲〉。

2. <<伯均可尼合釣》第 14 奈之二第 (2) 款 (b) 規
定，“在其法律承說參加屯影作品制作的作者皮

屑于版杖所有者的本朕盟成員固內，送些作者，
如果座允參加此項工作，除非有相反或特別的

規定，不能反封封屯影作品......配制字

幕......九 (需要指出，第 14 奈之三第 (3) 款

中包含有逛一規定的例外。)

的n'L Pt od -mwm 
∞
肩

品
，
成

通垃杖利的吐勻(特吐)或通娃娃承(法律的安施)

而接替版杖或相美枚原始所有人成方法根利的所有

人的自然人或法人。

Techn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技求保串戶措施

1. 指一笑技木、裝置或部件，被用呆在其正常這

作迂程中防止或限制未詮杖利所有人或法律授

杖而~施涉及作品或相美杖客体的行方。只有

在杖利所有人通迂座用可安現保妒目的的接取
控制或保妒方法(渚如加密或財作品或相美杖

客件的其他形式特換，或寞制控制机制) ，封

使用受保妒的作品或相美杖客体遊行控制的情

況下，技朮措施才是“有效"的。遠祥一耕措施有

肘以縮穹“TPM"形式提及。

2. 依照《世界知根戶杖組訊版杖奈釣》第 11 奈以
及《世界知怎grz:杖扭頭表演和是音制品奈釣》

第 18 祟，諦釣固必須規定通過的法律保伊和有

殼的法律朴教舟法，以制止規避杖利所有人均
行使兩小奈釣規定的杖利，限制未經其授校或

未詮法律准祥的涉及其作品、表演或是音制品

的行方而采用的有效技朮措施。

3. 在兩丹、裝釣的宴施娃程中，情況斐得很清楚(述
在一些圍內怯的造三百規定中也反映出東) :如

果保妒和朴救舟法不延伸至所i滑青的“預各活功"

就不可能計頁封才規避行3方b提供遁主豈3的法律保妒和

有效的法律朴救舟法。就是現，也必須計封生
井、避口、投行、銷售、出租、尸告推備或方

商~目的古有下述裝置、rz:品、部件或提供下

述服齊，規定造三旦的法律保妒和有效的法律扑

救舟法: (1) 方規避目的籌划、尸告推銷或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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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或 (2) 除規避外其他商企目的或用途的

商~章文有限的:或 (3) 主要方完成或便利封

任何有效技朮措施的規避而設計、生戶、改制

或安行的。

Term of protection 
保串戶期限

(作品的〉版校和(相美杖客体的)相夫杖受保妒

的期間。隨著保妒期限屑摘，作品或相美杖客体即

逝入全有領域。

Terrestrial broadcastinj草
地面f播

通道安裝在地面上的投射机遊行的尸播。述一朮培

勻E星尸播棺肘。

Three-step test 
三步接證

1.依照版校及相美校園陳規范來磷定某一例外和

限制是否可以准件通用的基本撞撞。逛一撞撞

包括三+要素(“步嘩")。例外或限制: (1) 

只能涉及某些特殊情揖; (2) 不得每作品或相

美杖客件(安隊上是其中包含的根利)的正常

利用相沖突; (3)不得不合理地損書杖利所有人

的合法利益。

2. 述一磕磕最初是在《伯示尼企釣》失于隻制杖

的倒外和限制的第 9奈第 (2) 數中規定的。它

已被《勻貿易有美的知ìJUn:杖協定》第 13 象以

及隨后被《世界知lRF校組銀版杖奈釣》第 10

奈f大方財版校中所有控辦杖利的側外和限制

的撞撞。最后， <<世界知棋戶杖組俱表演和是

音制品奈釣》第 16奈己特它延伸至按奈釣涵蓋

的表演者根利和是音制品制作者根利。

3. 撞撞的第一步〈即倒外或限制只能涉及“某些特
殊情況叮是指兩+累松的要求:第一，任何例

外或限制必須限制在其自身范圍內，不允件存

在具有普遍影哨的「泛倒外和限制:第三，它

也必須在某科意文上是特殊的，即它的通用必
須在法律上或政治上具有某科明嘯的、充分的

合理性。

4. 就第三步(即例外或限制不得勾作品或相美杖
客体的正常利用相沖突)而盲，“利用"述一朮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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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版校或相美校所有人均提燒杖利的研值而

利用其作品或相美杖客体的根利的話功，而遠

一朮培前面的形容向“正常"則是指一科規范棕

准(且然在有美浩劫符合逛一棕准的程度上，

它也可以被同肘試方具有描述性和鉅瞌性)。

根掘上述銓瞌性粽准，如果例外或限制涉及的

任何利用具有或可能具有相對重要性，以致使

用者可能財有美版杖或相美校所有人行使杖利

拘成控告存竟爭(換吉之，它可能削弱作品或相

失杖客伴在市場中正常利用的可能性) ，它就

勾作品或相美杖客伴的“正常利用相沖突"。

5. 第三步〈即例外或限制不得不合理地損書杖利
所有人的合法利益)表明，可以容忍滑杖利所

有人的合法利益的某科損害，但它不得超出仍

可訊方合理的限度。美于損害的合理或不合理

的尺度，可以根揖有美健全的社金規蒞和合共

政策作出判斷。“合法利益"是指杖利所有人息可

能充分地享有、行使其根利井JA中受益的法定

利益。

主'PM

技求保串戶措施

“技朮保妒措施"的英文縮寄。

Transfer/tran哄~rabili砂 ofcopyritght and related rights 
版款及相美軾的持社(可特益性)

1.版校或相美校所有人(特吐人)特遠神杖利作方

財F特吐錯另一自然人或法人(受吐人)。勻仗涉
及允i午宴施某些特定行方的件可不同，校利的
特吐一一至少就寺有校而盲一一是指特授校或

禁止宴施述些行方的根利特吐捨受吐人。

2. 根揖版杖及相美校園跡規蒞，室主濟杖利被解釋
均可特吐的根利(勻不可特吐的精神杖利相

滑〉。勻此相一致，絕大多數版杖法允祥作者
或其他版校所有人和相美杖所有人特吐其鉅游
杖利和授予祥可，只有少數版杖法(至少在某

些情況下〉但承說件可的有效性(目的在于保

妒勾某些強勢使用者談判肘赴于弱勢地位的作

者或表演者的利益)。

Transformation rights 
持接叔

版校及相美杖框架內三大笑詮許根利(起有勻隻制

品有美的根利以及勾畫制品完美的杖利)中的一獎。



述一朮培是指以某村方式特換作品JA而創作出新的

派生作品的根利，尤其指翻譯杖和改編杖。

Translation; right of ,..__ 

謝母;-叔

1. 翻譯作方一神行舟，通常被主人均是指持一神清
吉(有穹或口述〉的作品特換成另一科吾吾盲。

(有肘，述一概念也延伸至格計算机程序JA一

科編程培言特換成另一神。)

2. 依照《伯加尼合釣》第 8 奈，版校所有人必須
被授予授杖翻譯其作品的寺有杖。

3. 翻譯作均一神客件，它是翻埠行方的錯果。根
揖《伯均吉尼企釣》第 2 奈第 (3) 款，“翻樺..........
座得到勾原作同等的保妒，但不得損害原作的

版杖。"

TRlPS Agreement 
者每寶毒害美的知故戶板帶走》

1. <<勻貿易(包括假冒貨物貿易)有美的知怎grz:

根協定》作方《建立世界貿易組釵枷定》的附

件，于 1994 年 4 月 15 日在摩洛哥的耳拉喀什通
泣。它由世界貿易組訊 (WTO) 管理。

2. “版校及相美板" (第 H部分，第 1 咕，第 9奈至
第 14 各)相成《勻貿易有夫的知怎grz:杖協定》

所包含的)\~知怎grz:校領域中的第一~o ì衷枷

定第四部分(第 41 奈至第 61 奈〉作出了有美

執行杖利的具件規定。

Typographical arrangeme，耐's ofpi的lished editions 
已由鼠版本的鼠式最普

1. 有錯或獎似出版物的印刷頁面的格式。

2. 某些圍內法就己出版版本的版式投汁授予出版
者特殊的相美杖。~廣上，述一根利提供的保
妒特制止未屋出版者i午可而影印隻制唱籍或其

他出版物的頁面。逛一根利的保妒期限通常比

版杖保妒期限要短(如A首吹出版之日算起的

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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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C 
d世界鼠拭公持B

《世界版校公釣》的英文縮穹。

Umbrella solution 
忌括解決方案

1. 1996 年日內瓦外交合攻(其閃過述了《世界知
ì.Rrz:校組主只版杖奈釣》以及《世界知現rz:校組
眾表演和最音制品奈釣>> )所造擇的解抉方案，

以擺脫已銓戶生的有美逼迫全球汁算机阿嬉遊
行交互性數字倩翰的法律特征描述以及座造用

于追科恃翰的根利的准題困找(某些固家傾向

于遁用向合成恃擠的根利，另一些固家則傾向

于通用炭行杖)。“慈括解抉方案"包括以下因素:
(1) 以中性的、不具有法律特征描述的方式特

達科交互性數字持輸描述方“以有錢或充錢方

式向企余提供其[作品] [以是音制品最制的

表演] [景音制品] ，便改[作品] [衰潰]

[是音制品]可淘金b余中的成員在其+人造定

的地正是和肘間諜得"; (2) 授予版校及相美杖
所有人授杖宴施達科行方的寺有杖; (3) 格達

科行方的法律特征描述(不治迫神行克林3句“向

全余恃播"起是車拉克“友行，'，或是既車拉克“向全余

德播"叉車~~“友行")以及座遁用的根利的進捍
問題留交各蜻釣固自行赴理，只要相同的行均

被相同科獎的根利(即寺有杖)所控制即可。

2. 在《世界知怎grz:扭扭釵表演和是音制品奈釣》

美于“提供[已是制表演] [是音制品]的根利)"

的第 10 奈和第 14 象中，述一“解抉方案"已被直
接通用:而在《世界知怎grz:杖組銀版杖奈的》

中，達科滑交互性數字倩輸的中性描述

已被納入美于“向全余倩攝的根利"的第 8 奈中，
作方一般的向全余倩播的根利的延伸:但在外

交含混記眾中闡明，就達科行方授予一神寺有

叔的:x.各，也可以通道授予一神除向全余伶播

的根利外的杖利(特別是友行枚)或一神合井

的根利來履行。

UNESCO 
展合爵羲科文鐘欽

戰合固教科文組訊設在巴黎，管理《世界版杖公釣)) , 
岡肘勻膜合園、世界知怎grz:校組旗和國隊貫主姐俱
共同管理<<~耳企釣》、 《是音制品告釣》和(J!

星告釣》。



Universal Copyright Convention 
r封果成我也~~妙

《世界版杖公的)) (英文縮穹~ UCC) , 1952 年 9
月 6 日在日內瓦迪泣， 1971 年 7 月 24 日在巴黎修訂。
它由融合國教科文組拱管理。

Unreasonable pr，吋udice (no ""'-' to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owners of rights) 
不合理地報害(不得-叔利所有人的合法利益)

參見“三步拉瞌"

Up抖n恥1nk

土行

就直播E星而吉，是指在尸攜帶目食生品和五星之

間的持播迂程附康。

Uploading 
主持

1.格作品或相美杖客伴以數字形式狀某一較小

(“客戶")汁算机(如+人汁算机)倩至某一較

大f‘主机"或“服婆子器")計算机，通常是方便以
后的“下載"成均可能。

2. 上持是一神夏制行方。

User (of a work or object ofrelated rights) 
(作品采相美叔客体的)使用者

1. 接又上是指要施版校或相美杖中的控告存杖利所
控制的行方的自然人或法人。

2. 尸文上是指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對作品或相美杖

客件案施使用行方的任何人，包括合法軍制品

所有人使用其寞制品，渚如岡i冀祖籍、收昕是
音制品或親看祖昕作品。

Use of/using α work or object of relα'tedrights 
使用作品式相美叔客体

1.接叉上是指宴施版校或相失校中的短辨杖利所

控制的行舟。

2. 尸叉上是指~任何目的而以任何方式或形式使

用作品或相美杖客体，包括合法隻制品所有人

財其畫制品的任何使用，渚如關淒苦籍、拉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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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音制品或現看視昕作品(5(才作品或相失杖客

体的迫些神獎的使用不受版校或相美校所控

制)。

Vicarious liability 
替代責任

有杖利和能力監視他人侵杖，并JA有失作品或相失

杖客体的利用中義得明星、直接的經濟利益的那些

人(如雇用他人演奏音眾作品的詮膏場所所有人)

的優杖責任。即使不是明知，遠神責任也可能存在，

因方它每直接侵杖人相失，而未必勻本人直接侵杖
相失。

Webcasting 
同嬉f播

一+仍在逐步形成的概念，逆不存在被普遍接受的

法律特征描述。根措已提出的几神定文中的一神，
它是指在計算机岡絡上以有錢或元錢方式提供持輸

中的青音、圈像或青青加團像或其表現物棋合余接

收的行舟。遠神持輸如果加密，并由阿錯尸播短缺

或室主垃其同意而向公余提拱解密方法，即座被說均

是“阿嬉「播九岡絡「播及其他計算机岡播持翰，

不槍是以有錢迋是元錢方式，未必被理解~“尸播"
或“有錢「播"。

Webcasting organizlαtion 
商量喜f播詛欽

友起并負責以岡播尸播形式首吹向全余持輸F聲音、

囡像或青音加圈像或其表現物的自然人或法人。美

于這一概念仍在逐步形成的性庚，參見“阿絡尸播"

WIPO 
世界知叔戶扶起銀

“世界知棋戶杖組旗"的英文墉寄。

WIPOC叩'Yright Treaty (WCT) 
舊世界知故戶款組欽鼠款余均章(英文縮寫主~WCT)

世界知怎grz=杖組釵于 1996年 12 月 20 日在日內瓦迪
述的兩1'-“互膜阿奈釣"之一。正如其名草草所指出的，

它由世界知怎grz杖姐銀管理。



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時仰呻吟
《世界知故戶叔鐘銀表演和柔膏制品奈的華(英文

緝毒方 WPPT)

世界知怎RF杖姐敏于 1996 年 12 月 20 日在日內瓦迪
泣的兩小“互融岡奈釣"之一。正如其名單車所指出的，

它由世界知怎RF杖姐欽管理。

Withdrawal (right of) 
收回(-款)

參見“精神杖利"。

Work made for hire 
雇獨特品

1. 至少有一小固家的版杖法果用的特殊朮唔，既
包括雇員作者依照雇個美系創作的作品，也包

括某些詮定作的或受委托創作的作品。后一獎

作品只有在某些每件下才被“雇個作品"概念所
涵蓋z 即它們被寺盯定作或委托創作，以用于
集件作品的創作成分、屯影或其他棍昕作品的

一部分、翻譯、增朴性作品、在編、說明1=5、
斌卷、斌卷解答或地囡珊，而且對事人以盤字
的文有形式明喃表示同意;悔改作品規:k雇個作

品。

2. 依照法固版杖法，雇主或定作或委托創作法作
品的其他人被主人均是故作品的作者，在設有相

反桔面釣定的情況下，享有版杖中包含的所有

根利。

Work 0/ applied art 
察用乞求作品

1.表現方或由用于宴用物品的美朮作品，不治是

手工主品起是主主~F晶。

2. “宴用~*作品"逛一朮培見于《伯加尼公釣》第
2 奈第 (1) 款封作品的非祥思列主書中。但按合

釣述規定z “在遵守本企釣第 7奈第 (4) 款之規
定的前提下，本同盟各成員固得通道圍內立法

規定其法律在何科程度上這用于察用草木作

品."....以及此耕作品........受保妒的每件" (第 2
學第 (7) 款)。第 7奈第 (4) 款規定:“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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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和作方乞朮作品保妒的安用盡木作品的保

妒期限由本同盟各成員圍的法律規定:但逛一

期限不座少于自旗作品完成之后算起的 25 年。"

Work 0/ architecture 
建氛作品

姜末領域內建造建鈍物、耕梁和美似拘鏡物的一神

創作。 i主神創作一般被理解方包括作方施工基拙的

平面園、世汁園、草團和模型，以及完成的建筑物、
耕梁和美似拘說物本身。“建鏡作品"述一朮培見于

《伯均可尼企釣》第 2奈第 (1) 款河文掌和主朮作品

的非i羊思列主詳中。

Works 
作品

參見“文學和乞求作品"。

World l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d眾知或戶灰溜對

1. 通迂 1967 年 6 月 14 日在斯德哥想摩盤署的《建
立世界知棋戶杖姐拱合釣)} (WIPO 企釣)成立
的政府向組訊(英文縮有方 WIPO) ，也是戰合

固系統的一+寺叮机梢。

2. 依照《建立世界知現許杖姐欽企釣》第 3 奈，
i表姐欽的宗旨是:“(i)通垃因家之間的合作并

在造盡情況下勻其他園時組銀配合，促避世界

蒞圓的知怎RF杖保妒; (ii)保証各敢盟之間的

行政合作。"依照法舍的第 4奈，“:k了安現第 3
象所述宗旨，本組主只適述其造三5 机梢，

并根揖各朕盟的根限: (i)促遊旨在便利全世

界滑知怎貝戶校的有教保伊和協調各圍在讀報域

內立法的措施的友展; (ii)執行巴黎朕盟、句

法朕盟有朕系的各寺內朕盟以及伯示尼戰盟的

行政任勢; (iii)可以同意扭任或參加任何其他

旨在促遊保妒知視戶校的固隊協定的行政事
勢; (iv) 鼓勵錯錯旨在促避保妒知怎RF校的園

時枷定; (v) 財于在知現戶杖領域內清求法律
.技朮援助的固家錯予合作; (vi) 收集井恃播

有失保妒知怎RF校的情振，此事并促避核電E域
內的研究，并告布送些研究的成果; (vii)維

持有助于知1RF校園防保妒的服各机拘，在造



~情況下，提供遠方面的注加以及有美注珊的

合卉賢料; (viii)果取一切其他的遁若行劫。"

3. 世界知現戶校組棋主要管理《伯想尼公釣》、

《世界知lRF根組銀版杖奈釣》、 《世界知祺
戶扭扭拱表演和是音制品奈釣)) ，并勻融合園、

園時費工組旗和朕合固教科文組銀共同管理

<<~耳企釣》、 《景音制品合釣》和<<J!星告

釣》。

259 

World Trade Organiz，α'tion (WTO) 
世界貿毒組欽(英文縮霉方 WTO)

根揖 1994 年 4 月在摩洛哥的耳拉喀什盤署的《再拉
喀什建立世界貿易組棋協定)) (WTO協定)成立的
政府向組訊(英文鋪有方 WTO) 0 WTO協定的一

+附件是《勻貿易有共的知lRF杖協定)) ，它由世
界貿易組餌管理，并滑世界貿易組旗成員具有強制

性。





如欲7解更多信息 ， 清洽世界閉眼J'ZØl.Il:

地址 :

世界知浪P紋鐘聲司 ( WIPO )

34, chemin des Colombettes 
P.O. Box 18 
CH-1211 Geneva 20 
Switzerland 
珊士

咆道 :

+41 22 338 91 11 
縛a :

+41 22 733 54 28 
i&向世界知浪PØUIl紋阿蛤 :

www.wípo.int 
持自費以下地址向世界個很戶很組紋屯子司隨后i了唱 :

www.wipo.int/ebookshop 

.治組釣1b濁址 :

尬. :
2, Unitecl Nations Plaza 
Suite 2525 
New Yorlc, N.Y. lω17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襲制盟會成圖

咆龍 :

+1212 963 68 13 

U : 
+1祖2963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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