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何需要播放牌照?
觀眾現在可以從不同媒體如DVD，互聯網下載和及串流媒
體服務中觀賞電影和其他具版權作品。不論是如何的交付
⽅式，這些作品都是僅供私⼈觀賞，並非作公開播放之
⽤。所以當⽤作非私⼈播放⽤途時，便需要申請播放牌照
授權。

香港法例第528章之版權法於1997年6⽉⽣效，並因應社
會變化⽽作出修訂，以配合科技發展。因為在錄影帶出現
之前，電影和其他影⾳⽅案不容易購買或出租。

但現今如不遵守版權法則會被視為是侵權⾏為並承擔重⼤
處罰，包括被追討因侵權導致之損失，禁制令及罰款。

為您備妥
電影播放牌照之解決⽅案

MPLC

簡單的解決⽅案
MPLC成立於1986年，令公開播放電影⼿續易於理解，簡
化申請和實惠。⽽解決⽅案便是MPLC的專利綜合式電影播
放牌照(Umbrella License)，是⼀個全⾯的版權合規解決⽅
案。

得益
能公開播放1000多個⼯作室和製片⼈之電影作品。
沒有任何報告要求下，無限制的允許公開播放。
只收取基於預期⽤途的牌照授權費。

條款及細則
1. 目的. Mo�on Picture Licensing Corpora�on (Hong Kong) Limited(“MPLC”)之牌照
授權是一種非獨家的牌照授權(“綜合式電影播放牌照”)授權予牌照持有人(“ 被授權
人”)根據本綜合式電影播放牌照中規定的條款和條件協議(“協議”)，能公開播放受
版權保護的作品和其他僅供私人使用之視聽節目。
2. 法律. MPLC保證並表示它是根據香港法例第528章之版權條例第22, 27及200
項，核准此牌照授權。
3. 期限. “期限”是指從綜合式電影播放牌照授權申請表(“申請表”)中所列出的“開始
日期”往後為期一(1)年。期限內的每一(1)年稱為“合約年”。除非由任何一方提出在
所述期間或任何續期前六十(60)天通知期內預先作出書面通知對方，否則被授權人
將被視為沒有意圖通知MPLC終止其合約，此協議將保持整個合約年度之效力，被
授權人將要負責根據MPLC所訂定之合約年費用。MPLC並不會就提早終止合約而
作任何退款。
4. 權利. 被授權人的公開播放應在申請表所訂明的處所內進行，否則應註明及以
各種有效方法通知MPLC。公開播放之主要目的是授予被授權人提供娛樂及/或人
事培訓所限制的目標人員及人數。在用於項目宣傳時，不能直接使用作品主題或
來自這些作品中任何角色或製作者的名字作宣傳，亦不可向觀眾收取入場費或其
他費用。在公開播放時亦不能用於讚許任何商品或服務。作品之定義為影片及其
他影音節目，亦即是MPLC在此陳述已被委託授權之作品。
5. 年費. 在已議定之第一個合約年的牌照授權費是已列在申請書上，需支付該金
額給MPLC。隨後的合同年份可能包括基於各種調整因素，包括但不限於只調整：
(i)反映前一年的任何變化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和/或(ii)將增加先前訂定之觀眾人
數。每年或根據MPLC的要求，被授權人或需向MPLC提供其所需要的信息，以訂
定隨後的一年之年費。每個後續合約年度的牌照授權費應不遲於所訂定合約年之
生效日期。
6. 限制. 被授權人根據協議只可以公開播放由MPLC所代表及/或關聯公司之作品。
因應MPLC代表之作品權利持有人在某段時間內不允許公開播放其部分或全部作
品，MPLC將可能在合約年內隨時向被授權人發送相關通知。被授權人收到這些具
有約束力之通知後便立即生效。
7. 只能播放經由合法途徑獲得之作品. 被授權人只可以公開播放由合法途徑獲得
之作品。被授權人由合法途徑獲得之作品費用，將由被授權人承擔，與申請綜合
式電影播放牌照之費用完全分開。
8. 沒有其他權利. 不得非法複製，編輯或以其他方式修改視聽根據協議為公開表
演而獲得的產品。任何未有授予被授權人的權利，將明確保留與MPLC及/或所代
表的作品權利持有人。
9. 其他版權收費. 如公開播放時涉及其他版權收費，這可能是由音樂出版商或音
樂收藏協會要求被授權人承擔的任何版權費用。出版商有權就公開播放期間所包
含之任何電影音樂向被授權人收取費，完全是被授權人的責任，並不是MPLC的責
任。
10. 牌照轉移. 在未經事先書面通知MPLC並獲其同意之情況下，被授權人不得將此
牌照轉讓，除非被授權人因為並包括(a)將此牌照轉移給業務合併人，業務併購人
或因出售其資產和業務，(b)向MPLC提供轉移的直接通知，及(c)被授權人保證受讓
人履行在本牌照協議下的所有義務本。而這牌照協議則可由MPLC分配。
11. 通知. 在此申請內所提及的任何通知，均應確保安全送達，如 人手遞送；掛號
航空郵件，預付郵資；信譽昭著之速遞公司；或傳真；妥善傳至MPLC或被授權
人。上述遞送服務或郵寄或傳真的日期，將成為論述日期。
12. 終止. 如果由於被授權人違反牌照條款及細則，MPLC有權在書面通知三十(30)
天後終止被授權人行使牌照之權利。在此種情況下終止牌照，被授權人將不獲退
還牌照費。由MPLC或被授權人放棄任何特定情況他人違約不構成放棄任何先前，
繼續或隨後的違約行為相同或協議的任何其他條款。如果協議的任何部分被確定
無法執行的，本協議的其餘部分應繼續保持全面和有效。
13. 法律費用. 如果MPLC根據本協議聘請律師執行其權利向被授權人申明其違反協
議中的任何條款，被授權人同意支付相關合理的成本及所引起之訟費。
14. 保證. 被授權人保證其所提供的資料是真確及完整。此協議需經正式授權，構
成合法，有效之文件，並對被授權人有約束力的義務，且可以通過其條款及細則
來強制執行，並由MPLC作出更新。如果任何簽名是通過傳真或電子郵件傳送.pdf
格式數據文件，此類簽名亦具親筆簽名相同的效力。
15. 保障. 如果在本協議生效日期之前，被授權人或可能已侵犯MPLC所持有的權
利，MPLC在此同意不會尋求法律追索權或主張任何追溯權利之索賠。MPLC僅對
其所擁有的權利作出此保證，且未被授權或授權就他人的權利作出任何此類陳述
或保證。
16. 管轄權. 此協議包含MPLC與被授權人之間的全面完整協議是按照香港法律作出
解釋。

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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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問題與答案
      我們使⽤已購買或租⽤在DVD上或通過在串流媒體服務訂閱的電
影和電視作品。我們是否仍需要獲取牌照授權才能公開播放它？

      是。無論是誰擁有該播放媒體，該播放處所都需要牌照授權才能
公開播放。雖然您可能租⽤，借⽤或購買了⼀個影⾳作品，但你只被
授予個⼈使⽤及/或私⼈⽤途，⽽並不是作公開播放之⽤。

      我們不收取入場費，那麼我們還需要電影播放牌照授權嗎？

      是。不管入場費是多少或免費，都需要相關電影播放的牌照授
權。然⽽，MPLC綜合式電影播放牌照授權僅涵蓋不收取入場費之播
放牌照。

      我們是非牟利組織。我們還需要電影播放牌照授權嗎？

      是。根據香港版權法，牟利或非牟利機構均在任何公開播放前取
得電影播放牌照授權。

      幼兒園或幼兒中⼼是否能獲得牌照授權豁免？

      不。教育豁免是相對狹窄的。只適⽤非牟利的學術機構使⽤影片
作教學⽤途，⽽非當版權作品⽤於娛樂⽬的時。

      我們不是向公眾開放。我們還需要電影播放牌照授權嗎？

      是。在”半公開“處所的電影播放，如俱樂部，酒店，⼯廠，夏令營
和學校都是“公開表演”受版權條例規管。

      我們將所屬設施出租予其他團體。我們會否因侵犯版權⽽承擔責
任嗎？

      是。處所擁有者可能因或被視為共同侵權者⽽需承擔相關責任。

綜合式電影
播放牌照

提供播放影片及其它影⾳節⽬的
合乎版權法規之解決⽅案

綜合式電影播放牌照授權申請表
請聯絡MPLC(香港)牌照授權代表+852 3596 5857或於
www.mplc.hk之網⾴先⾏報價後才填寫此申請表格。請
將已填寫之申請表格郵寄或傳真⾄此⾴底部顯⽰之聯絡
地址。

團體名稱（“被授權⼈”）

聯絡⼈姓名 職位

處所地址 1

處所地址 2

郵寄地址 1（如果與上述處所地址不同）

郵寄地址 2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牌照費⽤ 開始⽇期 (⽉／⽇／年）

本⼈現根據MPLC（香港）條款及細則，申請其綜合式電影播放牌照。

簽署 職位

CVV

信⽤咭持有⼈簽署

信⽤咭持有⼈姓名(在信⽤咭上顯⽰之姓名)

信⽤咭號碼 到期⽇期

全球範圍
●

●

超過35萬個國家的50多萬個地點已獲得牌照授權。
無論是跨國企業或⼩型非牟利組織均可從從綜合式電影
播放牌照得到便捷之安排。

指引
●

●

●

播放必須是免費的。
電影名稱，⾓⾊及其演⼯作室名稱均不能向公眾作公開
宣傳。
將根據不同預期播放⽤途申請，電影製片廠和製片⼈之

合規程序
●

●

●

●

聯絡MPLC(香港)以獲取牌照授權費報價和發⾏商名單。
填妥及遞交綜合式電影播放牌照授權申請表及其費⽤。
牌照證書將在申請完成後發出。
可立即開始播放電影和其他其他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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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 Picture Licensing Company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上環德輔道中288號易通⼤廈11字樓D室

電話：+852 3596 5857    傳真：+852 3996 7574    www.mpl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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