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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垮鈞各方，

d于以本可能有效和一致的方式友展和推妒保妒作者封其文
掌和乞'*作品之杖利的愿望，

承亂有必要采用新的因你規則并澄清汁某些現有規則的解
釋，以提供解決由經濟、社金、文化和技朮炭展新形勢所提出的問
題的道道舟、法，

/fc以信息勻通信技朮的友展和交1[:>:才文掌和乞朮作品的創作
勻使用的深刻影吶，

揖現版杖保妒作均文字和乞求創作t足道因素的重要意久，

承成有必要按《伯你尼公的》所反映的保持作者的杖利勻尸大
公余的利益尤其是教育、研究和荻得信息的利並之間的平衛，

道咸赫此如下:



第1象
勾〈伯均t尼公釣〉的美a..

( 1 ) 財于厲《保iP文掌和主木作品伯均可尼公釣》所建朕盟之成員園的蟬
的方而盲，本奈釣系該公釣第20余意又下的守門枷定。本奈約不得勻除《伯
均可尼公的》以外的奈的有任何美歌，亦不得損害依任何其他奈的的任何故利
和文努。

(2)本奈的的任何內容均不得減損締的芳相互之l可依照《保伊文掌和
主木作品伯熱尼公的》已承扭的現有5l..券。

(3)“《伯部尼公的>>"以下系指《保伊文掌和主木作品伯示尼公約�1971
年7月24日的巴黎文本。

(4)締約各芳庄遵守{伯然尼公的》第1至21奈和附件的規定。l

第2夸
局長叔保折的花團

版杖保妒延及表述，而不延及思想、垃程、操作方法或教掌概念本身。

第3券
，守們自治t厄公約》 第2至6奈的這周

締約各方討于本奈釣昕規定的保妒座比照迢用《伯均可尼公的》 第2至6
奈規定。2

l 返于草草 J ，各竅門j殺的成定�勿:{伯均可尼公約》第9奈JiJi規定的主Z制校及其所允許的
例外，完全迢用于數字Jif'境，尤其是以數字形式使用作品的情況。 不言而喻，在屯子媒体中
以費生字形式存儲受保妒的作品，絢成《伯忽尼公約》第9至詩意火下的主豆制。

2 返于�3*ú?ii(定;t劈;不言而喻，在這用本采約第3 i居肘，{伯均可尼公約》第2至6奈

中的“本朕盟成員囡"，在把{f自然尼公約》的這些象歡這用于本奈的所規定的保妒中， �每按
規JJ�日岡系指本祭鉤的締約方。另外，不言而喻，(伯然尼公約》送些晶亮款中的“非本朕盟成

員囡"，在同祥的情況下，fE_敏視宛如同系指非本奈約締約方的國家，{伯永尼公約》第H長

第(8)款、第2奈之二第(2)款、第3、4和5象中的“本公約"，特被視宛如同系指{伯然尼公

約》和本余約。最后，不育而喻，{伯均可尼公約》第3至6象中所指的“本戰盟成員圍之一的園
民" 在把送些象款這用于本主長約肘，xt于系本*約締約方的政府何組棋，指系該組伊、成員

的因家之一的園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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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汁算札程序

汁算机程序作方《伯分之尼公約》第2奈意立下的文學作品受到保妒。此科
保妒造用于各汁算机程 序， 而充洽其表述芳式或表述形式如何。3

第S�年
fU屠�(紛(fUI)車)

數掘或其他賢料的y[端，元i台采用任何形式， 只要由于其內容的造祥或
排列拘成智力創作，其本身即受到保妒。 遠神保妒不延及數揖或資料本身，亦
不損害7[編中的教揖或資料巳存在的任何版杖。4

第6�年
度行叔

( 1 )文掌和乞木作品的作者座享有授杖通垃銷售或其他所有杖特i上形
式向公余 提供其作品原件或笙制品的考有杖。

(2)財于在作品的 原件或軍制品笙作者授杖被首坎銷售或其他所有枝
特i上之后造用本奈 第( 1)款中杖刺的用原所依掘的奈件(如有此神奈件) .本
奈鉤的任何內容均不得影吶締約各芳碗定該余件的自由。多

3 泛T$4�fI!;V<.定_#研:按第2奈的解釋，依本象約第4�是規定的汁算机程序保妒的

范圍，勾《伯永尼�約}第29.長的規定一致，并勾TRIPSiIJ.定的有美規定相同。

4 長于草草5 �fI!;ij(;t.p勿:按第2;壘的解釋，依本*'約第Hk規定的教擔i[編(教錯庫)
保t戶的?在圈，勻《伯依尼公約》第2丟在的規定一致，并勻TRIPS W.定的有美規定相同。

5 天予解6，ft和7，ftéf;祕定;t勿:該兩象中的用i音“笈制品"和“原件和�制品" 受該兩
奈中友行校和出租紋的約束，旁指可作均有形物品投放流通的固定的友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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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i)汁算机程序、
(ii)屯影作品、和

第7�年
tl!租叔

(iii)按締釣各方圍內活的規定，以是音制品体現的作品的作者，
座享有授杖符其作品的原、件或笙制品 向公公道行商-*-性出
租的考有扭。

(2)本奈第(1)款不得通用于;
(j)程序本身并非出租主要財象的汁算机程序;和
(ii)屯影作品，除非此科商�性出租已等致肘此科作品的「泛笙制，

b人而戶重地損害了笈制守有杖。
(3)原管有本奈 第(1)款的規定，任何 締的方如在 1994年4月15日已

有且現仍妥行作者出租其以最音制品体現的作品的畫制品在得公平披酬的
制度，只要以景音制品体班的作品的商�性出租設有引起x'Î作者�制守有校
的F重損害，即可保留述一制度。6，7

第8 在
向公正k伶裕的叔利

在不損害{伯均可尼公約》第11奈第(1 )款第(ii)目、第1J奈 之二第(J )款
第(i )和(ii )目、第11奈 之三第(1)款第(ii )目、第14奈第(1)款第(ii)目和第
14奈之二第( 1)款的規定的情況下，文掌 和�*作品的作者座享有令有杖，以
授枝特其作品以有錢或元錢方式向公余侍播，包括符其作品向公余 提供，使
公余中的成員在其令人進定的地息和附何可砍得遠些作品。a

6 返于$6frr7�手的必定j董事/f:該闊無中的用i音“笈制品"和“原件和支制品弋受語言兩譜是

中盟主行板和出租紋的約束，每指可作均哥哥形物品投放流通的問定的�制品。

7 豆豆于第7奈的必定;tllJJ:不言而喻，第H長第(1)款規定的父勞不要求締約互相才依照法
締約方法律未授予其月才是音制品校利的作者規定海�性出租的考有紋• ì主-50.手s.被理
鱗均勻TRIPS j1}定第141是第(4)款稍一致。

8 死于且可8 �úf;ix定j重功:不吉而喻，仗仗方促成或遊行伶矯提供5美物設施不致絢成本

象釣或{伯均可尼合約》意文下的伶播。并且，第8奈中的任何內容均不得理解渴阻止締約j]

造用第11奈之二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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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各
撞擊作品的保妒期�

財于攝影作品，締的各芳不得遁用 《伯均可尼公的》 第7象第( 4)款的規
定。

第10*
限制勾例外

( 1)姆的各方在某些不 勻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融、也不克理地損害作者
合法利益的特殊情況下，可在其圍內立法中滑依本奈釣授予文掌和主木作品
作者的杖利規定限 制 或 倒外。

( 2)締約各芳在這用《伯熱尼公的 》 肘，座特財該公的所規定杖利的任何
l喂制 或例外限于某些不勻作品的正常利用相nt融、也不元理地損害作者合法
利益的特殊情況。9

第11奈
美于拉來措施的丈#

締約各芳座規定造三目的法律保伊和有效的法律朴救5年法，制止規避自作
者方行使本奈釣或 《伯力之尼公的》所規定的杖利而使用的、財就其作品遊行未
控該有美作者呼可或 未由法律准悴的行方加以約束的有效技朮措施。

9 Æ于第10奈的認定F羽:不言而喻，第10奈的鐵定允許締約各方將其圈內法中依({自

然尼公約》被i)，.均可接受的限制勻例外繼發通用并通過地延伸到數字那境中。同祥，遠些規

定座被理解方允許締約方制定M數字阿t告訴境造宜的新的例外勾限制。

另外，不言而喻，第10余第(2)款既不縮小也不延伸自《伯訊尼公約》所允許的限制勻

例外的可這用性范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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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合
美于私利管理信息的5l�

( 1)締約各芳座規定造血 和有效的法律朴救;j]'�去，制止任何人明知、或
就民事扑救而吉有合理根揖知道其 行方合湧使、促成、便利或包庇封本奈的
或《伯加尼公的》昕油蓋 的任何杖利的侵犯而故意航事以下行方:

(i) 未笙許可去除或改斐任何杖利管理 的屯子信息;
(ii)未經許可友行、方友行目的避口 、「播、或向公成倩插明知已故未

控i午可 去除或改斐 杖利管理屯子信息的作品或作品的畫制品。
(2)本奈中的用借“杖利管理信息"系指明則作品、作品的作者、財作

品擱有任何杖利的昕有人的信息，或有美作品使用的余款 和奈件的信息， 和
代表此科信息的任何數字或代呵，各該項信息均附于作品的每件笙制品上或
在作品向公正k遊行恃播吋出現。 10

第13奈
逢周的吋限

締約各主T座�寄《伯航尼公約》第18奈的規定造用于本奈釣昕規定的一切
保妒。

第14令
美于叔利行仗的奈jt

( 1)蟬的各方承培根揖其法律 制度果取必要措施，以碗保本奈的的這用。
(2)締約各方庄萌保依照其法律 可以 提供趴法程 序， 以便能采取制止

肘本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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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克過制避一步侵 杖的朴赦。

10 美于草草/2 �tJ9if(定戶BJl;不育而喻，"M本員長約或({自你尼公的)J!Jf涵蓋的任何杖利的
侵犯"的提法既包括旁有杖，也包括荻得披酬的根利。

此外，不富而喻，締約各方不合依賴本奈主任制定或3l<施要求履行方《伯力吉尼公約》或本
祭釣所不允許的手縷的根幸IJ管理制度，以而阻止商品的自由流通或妨時享有依本奈約規定
的枚利。

8 



助。

(1) (a)締約1f虛設大金。

第15合
大 合

(b)每一締約芳座有一名代表，該代表可由副代表、廠向 和寺家掛

(c)各代表固的費用且由指派它的締約芳負姐。大金可要求世界
知ì.RF杖組拱(以下肩:3句“本組俱")提供財政援助，以便利按照騏合園大金既
定慣例古人均是友展中固家或向市場詮濟特軌的因家的締約1f代表因參加。

(2) ( a)大金座赴理涉及推t戶 和友展本奈的及遁用 和安施本奈釣的事

項。

(b)大金座履行依第17奈第(2)款向其指定的美于接納某些政府
向組拱成方本奈釣締的芳的取能。

(c)大金座財召卉任何修訂本奈鉤的外交金故作出決定，并蛤予
本姐告只且干事簿各此神外交金坡的 必要指示。

(3) (a)凡厲因家的第一締約芳座有一票，并座只能以其自己的名文
表決。

(b)凡厲政府何組紋的締約1J可代替其成員固參加表訣，其票
數勻其厲本奈的締約芳的成員固數目相等。如果此神政府向組凱的任何一小
成員固行使其表決杖，則族主且棋不得參加表訣，反之亦然。

(4)大金座每兩年召卉一跌倒舍，由本組拱且干事召集。
(5)大金座 制定其本身的 故事規則， 其中包括特別金拔的召集、 法

定人數的要求及在不造反本奈約規定的前提下作出各科決定昕需的多數。

第16*
國隊為

本主且紋的固眛局座鹿行勻本奈的有美的 行政工作。

9 



第17余
成均本..約締約2穹的資格

( 1 )本主且棋的任何成員園均可成方本奈的的締約芳。
( 2)如果任何政府伺組俱育明其 財于本奈的涵蓋的事項其有杖限和具

有的東其所有成員固的立法，并高明其根揖其內部程序被正式授校要求成方
本奈鉤的締的方，大金可決定接鍋族政府間組拱成均本奈鉤的 締的方。

(3)歐洲共同体在通迂本奈的的外交金坎上做出上款提及 的青明后，
可成方本奈鉤的締約芳。

第18 �年
本4年約規定的私利和又*"

除本奈的有任何相反的具体規定以外，每一締約方均座享有本奈的規定
的一切杖利并承祖本奈的規定的一切5z秀。

第19余
本4年夠的基暑

本奈釣座在 1997年 12月3 1日以前卉放供本組棋的任何成員固和歐洲
共同休整署。

� 20余
本..鉤的生效

本奈的座于30小固家向本主且主只且干事交存批准.:g或加人才可三小月之后
生效。

10 



第21串

成均本奈鉤締約2穹的生赴日期

本奈約座自下列日期起具有約束力:
(i)討第20奈提到的30小園家，自本奈釣生效之日起;
(ii)肘其他各固，自故園向本組斜拉干事交存文有之日漪三小月起;
(iii)財歐洲共同休，如果其在本奈的根掘第20奈生效后交存批准唱

或加入布，則自交存此科文布后浦三小月起，或 如果其在本奈的
生效前交存批准者或加人啊，則自本奈約生效后禍三小月起;

(iv)討被接納成方本奈釣締釣方的任何其他政府阿組紋， 自t友誼俱交
存加人布后漪三小月起。

第22條
本辦約不得有保留

木奈的不允件有任何保留。

第23象
這 夠

本奈的的任何締約方均可退出本奈鉤，退的座通知*組俱且干事。任何
退的也于本主且主只屈、干事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后生效。

第24*"
本4年約的最丈

(1)本各釣的整宇原件座方一份，以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
西班牙文盤署，各族文科的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2)除本奈第( 1)款提到的i音文外，.任何其他i音文的正式文本須由且干
事且有美盪事芳清求，在勻所有有失當事芳磋商之后制定。在本款中，“有美
�事芳"系指涉及到其正式i吾文或正式i吾文之一的本主且俱任何成員園，并且
如果涉及到其正式i吾文之一，亦指歐洲共悶体和司成方本奈的錯釣方的任何
其他政府向主且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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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令
保存人

本組妙、拉干事均本奈的的保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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