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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国家及地区高校慕课版权政策解析
及对我国的启示∗

□王英

　　摘要　中国高校正在不断地参与如Coursera这样的慕课平台,慕课面临着与传统教育环境

所不同的开放环境,使得课程的版权归属和第三方版权材料的使用等问题成为创作慕课课程的

高校必须要关注的焦点.文章利用网络调查法对我国内地开设慕课课程的高校版权政策进行调

查,发现几乎未涉及慕课甚至未专门制定慕课版权政策.因此,利用抽样方法调研英国、美国、澳

大利亚及中国香港地区大学的慕课版权政策并进行定性解析,从明确慕课课程的版权归属及变

化、规定慕课使用课程材料的版权方案、界定慕课课程内容的复用性、高校图书馆提供慕课版权

咨询协助服务等方面,为我国内地高校图书馆制定慕课版权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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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自２００８年第一个慕课问世,越来越多的教育机

构参与到慕课课程制作的行列中.近年来,私营企

业和高 校 携 手 创 办 的 慕 课 平 台 迅 速 增 加,比 如

Coursera、EdX、FutureLearn、中国大学 MOOC、中
国地方高校 MOOC联盟等.通过对中国高校参与

的慕课平台 Coursera、EdX、FutureLearn和中国大

学 MOOC调研得知:参与 Coursera的有９个机构

(其中中国香港有３个机构)[１],参与EdX的３个机

构(其 中 中 国 香 港 有 １ 个 机 构)[２]、参 与 Future
Learn的有４个机构(其中台湾有２个机构)[３]、参与

中国大学 MOOC的有１１６个机构[４];２０１７年上半

年正在进行或即将开设的课程数目分别是１３７(其
中中国香港３０个)、３６(其中中国香港５个;存档课

程有３５个)、２(其中台湾１个)、６７０.可见,中国高

校参与慕课平台的规模和趋势已经势不可挡,且正

处于基于开放教育运动的一种新型学习环境.新在

何处? 从慕课的性质可以窥见一斑.慕课由四个单

词组 成,分 别 是 Massive、Open、Online、Courses.
“Massive”表明有大规模参与者,“Open”表示无限

制向所有人开放,“Online”标志着通过网络在线可

以获得,最后一个词语“Course”描述了在线为参与

者提供的课程结构[５].因此,其具有如下性质:首
先,慕课课程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涉及高校、教
师、学生、平台提供者、课程录制者、第三方材料的版

权持有人等;第二,慕课是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它可

以为不同地区的无限用户提供课程,而在传统的课

堂或远程教育中,学生数量是有限的,可以说是封闭

的;第三,慕课课程是在线的,慕课相较于传统课堂

或远程教育而言,学生与教师只能在网络上交流,而
在传统课堂或远程教育课堂中,学生可以在高校的

特定地理位置与教师面对面交流;第四,慕课课程是

一种教育资源,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在线阅读材料.
慕课的性质使其面临着原有封闭的教育环境不曾面

临的新的版权问题,比如,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的慕

课课程的版权所有权归属于谁? 高校教师离职后,
慕课的版权所有权是否发生变化? 开放的慕课使得

原有“教育合理使用”是否可以继续应用? 什么情况

下无须授权就能自由使用第三方材料制作慕课? 使

用哪些资源必须取得授权许可? 高校的慕课版权政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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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应该尽量厘清这些问题,但是中国内地的高校版

权政策几乎未涉及,且也未曾专门制定慕课版权政

策.因此,最佳实践是仔细剖析国外或其他地区高

校的慕课版权政策.选择调研对象的标准是:①
Coursera、EdX、FutureLearn的合作院校;②除南极

洲外的其他四大洲各选一个国家或地区;③其官方

网站或其图书馆等其他附属机构网站上发布有慕课

版权政策.据此标准,最终形成了如表１所示的调

研结果.通过分析若干国家及地区高校慕课版权政

策的内容,即慕课课程的版权归属、慕课中课程材料

的使用等,并从明确慕课课程的版权归属及变化、规
定慕课使用课程材料的版权方案、界定慕课课程内

容的复用性、提供慕课版权咨询协助服务等方面,为
中国内地高校慕课版权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表１　若干国家及地区高校慕课版权政策调研

国家或地

区名称
高校名称 慕课版权政策 网址

中国香港

香港科技大学 Copyright& MOOCs http://libguides．ust．hk/c．php? g＝２０７９２１&p＝１３７２５５６

香港中文大学 CopyrightInTeachingandLearning
http://www．lib．cuhk．edu．hk/en/research/copyright/teachＧ

learn＃mooc

香港大学 CourseMaterialsforMOOC http://lib．hku．hk/copyright/mooc．html

英国

谢菲尔德大学 Copyrightguide:CopyrightandMOOCs https://www．sheffield．ac．uk/library/services/copymoocs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MOOCGuidelines
http://copyright．ubc．ca/guidelinesＧandＧresources/supportＧ

guides/moocＧcopyrightＧguide

雷丁大学 MOOCs
http://www．reading．ac．uk/internal/imps/Copyright/impsＧ

MOOCs．aspx

格拉斯哥大学
Guideto Using ExternalSourcesin

YourMOOC

http://www．gla．ac．uk/services/library/usingthelibrary/moocＧ

statement/

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
CopyrightResourcestoSupportPubＧ

lishingAndTeaching
http://guides．library．upenn．edu/copyright/MOOC

科罗拉多大学 CU MOOCCopyrightGuidelines
http://www．uccs．edu/Documents/library/CU_MOOC_CopyＧ

rightGuidelines．pdf

佩斯大学 Copyright&MOOCs http://libguides．pace．edu/distanceＧeducationＧservices/mooc

哥伦比亚大学
CopyrightGuidelinesfor MOOCsand

OtherPublicOnlineCourses

https://copyright．columbia．edu/content/dam/copyright/copyＧ

right％ ２０guidelines％ ２０open％ ２０online％ ２０courses％

２０moocs％２０(００２０１９０３Ｇ４x９６７２E)．pdf

杜克大学

DrawingtheBlueprintAs WeBuild:

SettingupaLibraryＧBased Copyright

andPermissionsServiceforMOOCs

http://dukespace．lib．duke．edu/dspace/handle/１０１６１/９３３２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singCopyrighted Materialin Online

Courses　

http://mooclab．berkeley．edu/instructors/preparingＧaＧmooc/uＧ

singＧcopyrightedＧmaterialＧinＧonlineＧcourses/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Copyright:CopyrightandMOOCs http://libguides．asu．edu/copyright/gfa

澳大利亚

莫纳什大学
Collaborating on MassiveOpen Online

Courses(MOOCs):CopyrightandMOOCs
http://guides．lib．monash．edu/moocs/copyright

西澳大利亚州立大学 CopyrightandCourseraCourses
http://guides．library．uwa．edu．au/friendly．php? s ＝

moocＧcopyright

悉尼大学
MOOC ResourcesforEducators:CopyＧ

right

http://libguides．library．usyd．edu．au/c．php? g＝５０８２８７&p

＝３４７６０００

查尔斯特大学 MOOCsandCopyrightatCSU
https://www．csu．edu．au/_ _ data/assets/pdf_ file/０００５/

９１０２３８/MOOCＧGuideline．pdf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０日－２月１９日之间检索数据)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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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慕课课程的版权归属

慕课课程的制作需要涉及课程选题、知识点设

计、课程拍摄、录制剪辑等环节,通常不是由唯一作

者独立创作完成的,而是多个作者共同智力创作的

结晶,亦即合作作品,根据学术传统,其版权归属一

般则属于共同创作者.然而,慕课课程的创作是受

委托、资助、落实其他协议还仅仅是履行雇佣职责而

为,以及是否利用了大量的学校资源等,都决定了版

权作品类型.作品类型的不同,会导致版权归属的

判定依据会随之变化.如果高校教师在创作慕课课

程的过程中大量使用了高校的设备、设施、资金或其

他资源,那么则要依照高校的版权政策判定是否为

雇佣作品,否则可根据版权法确定作品类型,若为雇

佣作品,则其版权归属于高校,否则为高校教师;如
果慕课课程是高校教师受高校或其他机构委托创作

的,亦即委托作品,其版权归属则要遵从其委托协议

的规定,否则属于受托人(高校教师).具体而言:
(１)雇佣作品

一些高校的版权政策明确认可“雇佣作品”原
则,根据１９７６年美国版权法第２０１条b款规定,如
果作品是在高校教师在被雇佣期间制作的,则版权

属于其雇佣者.高校可能对所有作品主张所有权,
要求高校是版权的第一拥有者,如悉尼大学的IntelＧ
lectualPropertyPolicy[６]、查尔斯特大学的IntellecＧ
tual Property Policy[７]、加 利 福 尼 亚 大 学 的

Copyrightownership[８],除非另有协议或雇佣合同

条款有例外,否则版权归属则根据协议条款或例外

而定,如谢菲尔德大学的 CopyrightGuide:Who
Owns Copyright?[９]、英 属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的

Copyright Basics[１０]、西 澳 大 利 亚 立 大 学 的

UniversityPolicyonIntellectualProperty[１１]、雷丁

大学的 CodeofPracticeonIntellectualProperty,

CommercialExploitationandFinancialBenefits[１２].
(２)学术传统

一些高校遵循主张学术作品“版权属于作者”的
学术传统,放弃对版权归属的主张,如格拉斯哥大学

的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１３],特别是在一个与

高校科目无关的领域创作课程材料,如查尔斯特大

学的IntellectualPropertyPolicy[１４],同时允许高校

教师拥有学术作品包括纸质或电子形式课程材料的

版权,如哥伦比亚大学 CopyrightPolicy[１５],前提条

件是:①作品不是特定的委托作品;②作品不是受基

金资助的;③作品不是出于雇员而是出于教师的具

体职责创作的;④创作作品未使用大量的学校资源.
如 科 罗 拉 多 大 学 的 Policy ５K: Policy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at is Educational
Material[１６]、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IntellectualPropＧ
ertyPolicy[１７].

一些高校放弃拥有教师的学术著作版权,只要

“作品的创作未使用大量的学校资源”.学校资源包

括图书馆、计算机和软件、实验室和实验室设备、办
公用品、复印、文字处理等.只要教师的使用不是大

量的,高校会放弃版权所有权主张,如佩斯大学的

CopyrightOwnershipPolicy[１８].
(３)利用高校资源或委托、协议创作

有些高校可能基于创作网络课程材料使用机构

资源的程度来确定所有权.于是,例如“重要的(sigＧ
nificant)”或“大量的(substantial)”这样的词汇就会

用来描述高校提供超出高校教师正常使用范围资源

的程度.与一般学术作品的创作不同,慕课课程的

创作不可避免涉及学校资源的大量投入,比如教学

和网络设计者、视频录制者、教学助手和行政支持

等.因此,基于高校资源对慕课课程的巨大贡献,高
校通常会主张版权所有权.一些高校政策已经明确

把在线课程所有权主张绑定在资源(设备、设施、教
学资源或其他资源)的使用上,如悉尼大学的IntelＧ
lectualPropertyPolicy[１９]、香港中文大学的 OwnerＧ
shipofCopyrightofYourWork[２０]、哥伦比亚大学

的 Copyright Policy[２１]、加 利 福 尼 亚 大 学 的

Copyrightownership[２２].
慕课课程可能是受高校委托或应高校的特殊指

示,或遵循创作者和高校间的单独书面协议创作的,
因此,有些高校根据双方达成的委托协议、特殊协议

以及单独书面协议条款来判定版权归属.如悉尼大

学的知识产权政策[２３]、哥伦比亚大学的 Copyright
Policy[２４]、杜克大学的Interpretationsofthepolicy
on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asitrelatestoonline
courseware[２５].

可见,慕课课程版权所有权不完全是由使用和

传输课程材料的一方确定的,而更多地依赖于课程

的创作情境.慕课课程版权所有权的确定和控制不

仅仅受版权法和高校相关知识产权政策的控制,而
且可能受书面协议条款、提供的资源和协助等的

影响.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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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慕课中课程材料的使用

３．１　慕课的合理使用性分析

根据慕课的性质,慕课仍旧是一种教育资源,这
毋庸置疑.创作慕课课程离不开第三方版权材料的

支持,那么是否能继续依赖教育合理使用而免费使

用这些课程材料呢? 也就是说,合理使用原则在慕

课环境中的适用性问题.合理使用分析总是依赖于

事实的,并且法院强调每个案例都要根据具体案情

进行分析.在传统“封闭的”校园课程中,教师在课

堂或教育系统中使用和公开展示第三方版权材料

(如文本、图片、照片、绘画、图形、多媒体作品、媒体

文件或音频文件、文章、图书篇章等)并未引起任何

争议.比如,幻灯片中的文本、音乐、视频或图像的

短小片段、讲义或其他阅读材料传递给学生们被视

为合理使用;通过课程参考资料系统传输合理的、有
限的阅读材料给学生使用,属于合理使用[２６].但

是,慕课所面临的完全开放的环境,其课程内容传输

给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个人,而不再是有限数量的

校内学生(大多数版权作品许可给学校或图书馆,使
用这些版权作品或资源的对象通常仅为出于教育和

研究目的的注册学生,不包括校外人员),使得许多

高校教师不能清楚地掌握目前所能适用的版权规

则.再者,慕课的平台提供者性质不确定,可能是营

利性也可能是非商业性;高校是否可以因其非营利

状态而作为内容创作者继续根据合理使用第一个因

素享有合理使用豁免具有不确定性.另外,慕课注

册者所在国家的法律没有教育合理使用条款,那么,
慕课课程材料的使用是否可以享有合理使用豁免很

难断定.
慕课面临如上所述的境遇使得传统教学环境和

开放网络之间的许多法律差异变得更加尖锐.在传

统的面对面的教学环境中,版权作品的使用通常会

享有豁免权,比如,美国版权法第１１０条第１款保护

的是面对面教学中教育材料的展示,往往不需要获

得许可或给版权持有人支付费用.澳大利亚版权法

s２８和s２００条分别规定了“课堂上播放材料”和“为
教育目的使用作品和广播”,还有一个更为广泛的合

理使用条款s２００AB条允许为非营利教学目的使用

且该使用相当于特殊情况、不与材料的正常使用相

冲突且不准不合理地伤害版权持有人的合法利

益[２７].香港版权条例第４１A条规定“授课或接受教

学目的合理使用”,允许教师为了授课目的在教育机

构规定的特定学程(courseofstudy)中合理使用作

品,在判断一件作品的使用是否是合理使用,法院会

考虑所有情况尤其是美国的合理使用４因素[２８].
巴西著作权法第４６条 VI款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
在家庭范围内或完全以教学为目的在教育机构进行

舞台和音乐表演.印度著作权法第５２条“某些不构

成侵害著作权的行为”规定教师或学生在教学过程

中、在教育机构的活动过程中,由该机构的教职员工

和学生表演文学、戏剧或音乐作品,或放映电影或播

放录音,只要观众仅限于教职员工和学生、学生的父

母和监护人等,对文学、戏剧、音乐或美术作品进行

复制不构成侵犯著作权.如上所述可知,美国、澳大

利亚、巴西、印度、中国香港地区版权法保护的是传

统课堂教学、非营利教学,特定受教对象或特定学期

中对教育材料的使用例外.
那么,远程教育环境中是否有豁免条款呢? 美

国«技术、教育和版权协调法案»第１１０条第２款允

许大量内容的传输以支持远程学习行动,尽管在此

定义的权利比适应于教室内的面对面教学的权利更

加有限.英国２０１４年版权法为教育机构创建了一

个普遍适用的“合理使用”例外,允许以任何媒介对

作品进行复制,只要满足下列条件:作品必须仅仅用

来说明一个观点、作品的使用不是为了商业目的、使
用必须是合理使用、使用必须附有一个致谢,这个合

理使用例外适用于大多数的教学行为[２９].中国香

港版权条例第４１A 条第５款指出当一件作品的使

用涉及通过教育机构完全或部分控制的有线或无线

网络提供作品的复制件,如果教育机构采取技术措

施限制通过网络对复制件的获取仅提供给需要在特

定学程中授课或接受教育目的的人使用,并且确保

作品复制件没有存储在网络中超过特定学程中授课

或接受教学目的所必要的时间段,那么才符合合理

使用[３０].美国、英国、中国香港的条款都是专门局

限于教学活动、非营利教育机构提供的特定学期的

教学安排.２０１５年１０月,美国国会图书馆发布了

新规定,即为公认的非营利教育机构的慕课教师提

供了«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豁免,规定:慕课教师可

以在其课程中使用短小的片段,允许他们复制受保

护的数字化视频光盘、蓝光光盘、流媒体视频中的片

段,只要课程或讲座需要视频片段的“详细分析”.
然而,慕课必须是由非营利机构提供的,对片段的获

取必须限制在已注册学生.慕课必须进一步防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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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片段在课程外传播[３１].似乎,美国、澳大利亚、英
国、中国香港的版权法或条例似乎都不适用于例如

Coursera这样的既非教育机构又是营利机构提供的

课程,并且对例如edX这样的非营利平台提供者的

适用性似乎也是相当含糊的.
基于合理使用原则对慕课的适用性相当模棱两

可,因此,当负责课程建设的高校在创作慕课课程

时,高校教师要么通过使用作者的自著作品、链出合

法的网络资源、合理使用部分第三方版权材料、无版

权材料和知识共享协议许可材料等而无须取得额外

授权,要么选择通过授权许可的方式使用第三方版

权材料,以此避免版权纷扰.

３．２　免授权材料在慕课中的使用

３．２．１　作者的自著作品

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慕课课程的其他利益相关者

陷入版权纠纷,一些高校慕课版权政策表明,高校教

师可以使用其自著作品,如科罗拉多大学的 MOOC
CopyrightGuidelines、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 MOOC
Guidelines、悉尼大学的 MOOCResourcesforEduＧ
cators:Copyright,或保留复制权和发行权的自著

已出版作品,如科罗拉多大学的 MOOCCopyright
Guidelines,或专门为慕课创作或制作的版权材料

(包括慕课教师用的视频、文本、游戏或课堂测验),
如西澳大利亚大学的CopyrightandCourseraCourＧ
ses、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的Copyright& MOOCs、
格拉斯哥大学的 GuidetoUsingExternalSources
inYourMOOC.

原则上,自著作品的版权理应归属于作者本人,
即高校教师.因此,在慕课课程中,自由使用高校教

师的自著作品通常是没有版权争议的.但是,事实

并不一定是这样.如果自著作品是未出版作品(且
该作品涉及的所有第三方内容都已获得授权许可),
那么所有版权都归于高校教师,可以在慕课课程中

无法律争议地使用;如果自著作品是已出版作品,通
常出版商会要求将署名权之外的所有权利转让给

它,那么慕课课程必须取得出版商的授权许可,否则

可能具有潜在的版权问题.因此,在创作慕课课程

中,可以免除授权繁琐程序的资源有:高校教师保留

复制权和发行权的自著已出版作品和专门为慕课创

作的版权材料.

３．２．２　第三方版权材料

慕课课程创作除了可以自由使用作者的自著作

品外,部分第三方版权材料的使用也通常不会引来

版权纠纷,比如链出合法的网络资源.那么对于其

他第三方版权材料呢? 是否必须授权许可? 答案是

否定的,需要具体分析以判断合理使用.
(１)链出合法的网络资源.
一些高校的慕课版权政策考虑到第三方版权材

料授权面临的各种困难的事实,通常要求高校教师

可以在慕课中使用外部链接的合法网络资源(如网

络文件、网站、YouTube剪辑、开放教育资源、开放

许可的开放获取电子书和网络上出版的杂志等),如
科罗拉多大学的 MOOCCopyrightGuidelines、澳大

利亚查 尔 斯 特 大 学 的 MOOCsandCopyrightat
CSU、悉尼大学的 MOOCResourcesforEducators:

Copyright、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 Copyright:CopyＧ
rightand MOOCs、西澳大利亚大学的 Copyright
andCourseraCourses、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 MOOC
Guidelines、英国雷丁大学的.

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根据美国和德国的版

权法,链出(linkingout)很大程度上不被认为是版

权侵权,即使底层的网页受版权法保护.因为受版

权保护的内容存储在服务器上而不是链接人的服务

器上,往往链接人没有制作侵权的“复制品”.通过

使用链接技术在另一个网站中嵌入可公共获取的受

版权保护的作品本身不构成欧盟版权指令意义下的

向公众传播,只要相关作品既没有传播给新用户也

没有通过使用不同于使用过的或原传播的特殊技术

手段[３２].在慕课课程中链出合法的网络资源这一

行为,并未使得该网络资源存储在慕课平台的服务

器上,也未将其传播给完全不同的用户,更未通过不

同于原传播的特殊技术手段使用,因此不侵犯版权.
(２)合理使用.
慕课课程所处的开放网络环境,与传统的面对

面教育环境以及远程教育是不同的.合理使用可以

适用于慕课课程,但是相较于传统教育环境而言将

更加有限.大多数决定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

些高校要求教师使用第三方版权材料前必须进行如

下评估:①此材料(图像、文本、视频)有助于突出显

示观点吗? ②我不得不使用此材料吗? 或我能使用

替代品(开放存取)吗? ③我使用多少材料合适呢?
我仅仅能使用其中的部分吗? ④我的使用是转换性

的吗? 在作品和我希望解释清楚的观点间有联系

吗? 如佩斯大学的Copyright& MOOCs、亚利桑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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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立大学的 Copyright:CopyrightandMOOCs、宾
夕法尼亚大学的 CopyrightResourcestoSupport
PublishingandTeaching.如果教师认为材料是必

要的,高校会为他们提供帮助以判断在Coursera课

程中的合理使用是否是可辩护的,如杜克大学的

DrawingtheBlueprintAsWeBuild:Settingupa
LibraryＧBasedCopyrightandPermissionsService
forMOOCs.

还有一些高校认为教师通常能合理使用第三方

版权材料,但是要做到:①使用来自同一门学科文献

的短小引用并且将其包含在讲座及幻灯片中;②直

接评论幻灯片中的图像;③利用事实性材料而非创

造性材料;④以“转换性的”方式使用材料.如佩斯

大学 的 Copyright & MOOCs、哥 伦 比 亚 大 学 的

CopyrightGuidelinesforMOOCsandOtherPublic
OnlineCourses、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CopyrightReＧ
sourcestoSupportPublishingandTeaching.

合理使用是微妙的且依赖于环境的.因此,另
一些高校的慕课版权政策根据作品类型详细说明了

适用合理使用的更多信息:第一,文本.来自不同文

章或图书的短小引用通常被视为合理使用;第二,图
像(包括图形和图表).第三方图像不应被使用,除
非图像或图形对于说明课程某个观点是必不可少

的,并且没有可供使用的公共领域的或可授权的图

像来阐明某个观点.另外,如果制作幻灯片使用图

像仅仅是为了达到美学上的令人赏心悦目或者填补

空白,那么从不应该被使用.如果图像对于阐明某

个观点是绝对必要的且没有替代品,图像应该来自

不同的来源.使用同一来源的多个图像通常不被视

为合理使用;第三,电影、视频.电影或视频的使用

需要仔细地进行合理使用评估.如果可能的话,链
接视频相对于直接显示视频来说更加可取.如果电

影剪辑的使用对于教学是绝对必要的,剪辑应该尽

可能地短,来阐明某个观点.当电影剪辑与讲座材

料混合(例如电影剪辑与讨论相交叉),并且剪辑的

总数(在讨论前和后)不长于阐明教学观点所绝对必

要的,那么合理使用会更加获得支持;第四,音乐、声
音.正如电影和视频一样,音乐或其他录音的使用

都要求仔细地逐个进行合理使用评估.使用多个来

源的公共领域录音总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使用版权

音乐对于阐明教学观点是绝对必要的,剪辑部分相

对于阐明观点来说要尽可能地短.正如电影一样,

如果音乐剪辑中混合着教师所做的评论,那么合理

使用可能会更加受到支持.只要有可能,链接音乐

比直接播放音乐更加可取.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

CopyrightGuidelinesforMOOCsandOtherPublic
OnlineCourses、英 属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的 MOOC
Guidelines、宾夕法尼亚大学的CopyrightResources
toSupportPublishingandTeaching.

３．２．３　无版权材料和知识共享协议许可材料

为了避免慕课课程创作遭遇潜在的版权问题,
同时减少取得授权许可的麻烦,一些高校推荐使用

无版权材料和一些放弃部分版权的第三方版权

材料.
(１)不受版权保护材料,包括:①政府信息,如西

澳大利亚大学的 CopyrightandCourseraCourses、
科罗拉多大学的 MOOCCopyrightGuidelines;②事

实或思想,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 MOOCGuideＧ
lines;③版权已经过期的材料或公共领域作品,如澳

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的 MOOCsandCopyrightat
CSU、科 罗 拉 多 大 学 的 MOOC Copyright
Guidelines、香港科技大学的Copyright& MOOCs、
亚利 桑 那 州 立 大 学 的 Copyright:Copyrightand
MOOCs、加 利 福 尼 亚 大 学 伯 克 利 分 校 的 Using
CopyrightedMaterialinOnlineCourses、莫纳什大

学的CollaboratingonMassiveopenonlinecourses
(MOOCs):CopyrightandMOOCs.

(２)知识共享协议许可的作品.知识共享协议

在尊重现行著作权法体系赋予著作权各项权能的前

提下推行“部分权利保留”的权利行使模式,权利人

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权利的行使方式,而其他人则

可以对作品进行分享、重新创作、非商业使用或者以

其他方式综合使用[３３].那也就意味着只要知识共

享协议许可的作品没有保留非商业性使用的权利,
那么高校教师就可免费利用.如科罗拉多大学的

MOOCCopyrightGuidelines、悉尼大学的 MOOC
ResourcesforEducators:Copyright、亚利桑那州立

大学的 Copyright:CopyrightandMOOCs、西澳大

利亚大学的 CopyrightandCourseracourses、格拉

斯哥大学的 Guideto UsingExternalSourcesin
yourMOOC.

(３)开放获取资源,包括开放教育资源.开放获

取资源是指免除所有获取限制和诸多使用限制的在

线发表的研究产出,而开放教育资源是对教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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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评价有用的并用于研究的自由获取的、开放许可

的文献和媒介[３４];它经常包含一个特别知识共享或

GNU协议,说明材料如何被使用、再次利用、改编和

分享[３５].那也就意味着开放教育资源已经明确表

示其使用方式,高校教师可依此确定是否以及如何

用于慕课课程.因此,一些高校的慕课版权政策指

明高校教师可以利用开放获取资源(包括开放教育

资源)创作慕课课程,如莫纳什大学的Collaborating
onMassiveOpenOnlineCourses(MOOCs):CopyＧ
rightand MOOCs、香港科技大学的 Copyright&
MOOCs、悉尼大学的 MOOCResourcesforEducaＧ
tors:Copyright、西澳大利亚大学的 Copyrightand
CourseraCourses、英 属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的 MOOC
Guidelines、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Using
CopyrightedMaterialinOnlineCourses、香港中文

大 学 CopyrightIn Teachingand Learning 中 的

MOOCs and Coursera、香 港 大 学 的 Course
MaterialsforMOOC.另有高校强调要使用具有发

行权的开放教育资源,如科罗拉多大学的 MOOC
CopyrightGuidelines;也有高校指出基于商业目的

创作慕课则有必要确保材料有商业使用的适当许可

协 议,如 谢 菲 尔 德 大 学 的 Copyright guide:

CopyrightandMOOCs.

３．３　需授权的第三方材料在慕课中使用

从慕课的性质可以看出,慕课是面向所有人开

放的,且可能被一个私营企业持有,因此,慕课使用

具有潜在商业性,适用于教育合理使用的大多数规

则不再适用.因此,大多数时候慕课使用第三方版

权材料需要获得授权许可.但是,获取许可可能会

花费一些时间,并且不总是可能的.有时,一些电子

出版商、发行商和其他内容拥有者会因为在慕课中

使用版权材料而索要较高的价格,或者有的可能会

拒绝许可;甚至一些电子出版商和其他内容拥有者

对在慕课中使用其材料的许可不做出任何反应[３６].
如果版权持有人无反应、不能找到或要求不合理的

许可费用,作为慕课课程的主持者需要准备一个备

份计划.这些障碍在慕课环境中更加显著,因为很

多创作者和出版商不熟悉开放在线学习环境并且确

知如何处理相关的许可请求.为此,一些高校的慕

课版权政策做出如下规定:
(１)寻求授权支持的组织(包括版权顾问、慕课

开发组等)并可代为处理授权许可,如莫纳什大学的

Collaborating on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CopyrightandMOOCs、谢菲尔德大学

的 Copyrightguide:Copyrightand MOOCs、亚利

桑 那 州 立 大 学 的 Copyright: Copyright and
MOOCs、杜克大学的 DrawingtheBlueprintAswe
build:SettingupalibraryＧbasedcopyrightandperＧ
missionsserviceforMOOCs、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

MOOCGuidelines.
(２)需要寻求授权许可的情形,包括:①想要使

用不是自己的且没有知识共享协议许可内容,如谢

菲 尔 德 大 学 的 Copyrightguide:Copyrightand
MOOCs;②版权作品作为慕课的课外读物使用可能

缺乏合理使用支持的强烈转换性论据,如杜克大学

的 DrawingtheBlueprintasWeBuild:Settingupa
LibraryＧBasedCopyrightandPermissionsService
forMOOCs;③文本:使用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中的不

止一个短小的引用,如哥伦比亚大学的 Copyright
Guidelinesfor MOOCsand OtherPublic Online
Courses;④图像:使用电影海报和复制教科书中的

几个图像.这是因为,海报在性质上是商业的,并且

海报的使用不强烈地依赖于具体教学目的,的确需

要授权许可来使用两个电影海报;复制教科书中的

多个图像,比如要使用来自单一教科书的１００个图

像,也需要授权许可;⑤音乐:使用音乐作为讲座背

景的音乐播放,不是作为具体讨论或分析的对象;⑥
视频:视频内容嵌在流视频讲座且未提供下载,一些

权利持有人愿意授予许可.为了便于快速找到权利

持有人,教师要提供针对此内容的任何可识别信息,
例如标题、创作者、日期、网址和页码或时间码,如杜

克大学的DrawingtheBlueprintAsWeBuild:SetＧ
tingupaLibraryＧBasedCopyrightandPermissions
ServiceforMOOCs.

４　启示

４．１　高校图书馆制定并发布慕课版权政策

制定高校慕课版权政策有利于为高校教师创作

慕课课程提供版权指引,比如,哪些作品可以自由使

用、什么情况下第三方版权材料的使用可以获得合

理使用的支持、哪些必须取得授权许可以及如何取

得授权许可等.因此,高校图书馆联合学校的法律

部门一同制定慕课版权政策,并在高校及其图书馆

主页上发布,保证其高度可见性,可以彰显尊重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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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知识产权所做出的努力和决心.另外,倘若发生

关于慕课版权的诉讼,高校慕课版权政策的发布能

为高校获取法官的好感并减轻其所处的不利地位.

４．２　明确慕课课程的版权归属及变化

慕课课程的创作与以往的网络课程不同,慕课

课程的制作需要教学助手、教学和网络设计者、视频

录制者和行政支持等的配合,通常是多个作者共同

智力创作的结晶.同时,我们要确定慕课课程的创

作是受委托、资助、履行其他协议还仅仅是履行雇佣

职责而为,以及是否利用了大量的学校资源等.这

将决定版权作品的类型是合作作品、独立作品、委托

作品,还是职务作品.版权作品的类型不同,会导致

版权归属的判定依据随之变化.另外,还有一点要

特别关注,那就是高校教师离职后慕课课程的版权

归属是否会发生变化? 版权所有者是否发生变化决

定了慕课课程的移除权、复制权等经济权利的行使

方式和最终去向是否不同.因此,高校图书馆在制

定慕课版权政策时应该明确慕课课程的版权归属及

变化.

４．３　规定慕课使用课程材料的版权方案

高校图书馆在其政策中规定慕课使用课程材料

的版权方案时,要注意:首先必须厘清平台提供者的

商业性与非商业性对慕课课程创作中使用第三方版

权材料的影响.根据２０１５年１０月美国国会图书馆

发布的“为公认的非营利教育机构的慕课教师创作

美国DMCA豁免”的新规定,要求创作慕课课程的

组织必须是公认的非营利教育机构,但是软件平台

的提供者可能是营利的,所以通过Coursera提供的

高校慕课课程可能利用这个豁免[３７].但是,其他国

家或地区的版权法并没有涉及慕课这样的开放网络

课程,而且相关的行业协会也未制定慕课使用课程

材料的版权规则,因此,很难断定在商业性的慕课平

台提供者提供的非营利高校创作的慕课课程一定会

获得合理使用豁免.可以看出,平台提供者的性质

会影响慕课合理使用评估的结果,那么高校的慕课

版权政策首先应开宗明义地讲明平台提供者的商业

性与非商业性是否影响慕课课程创作中对第三方版

权材料的使用.其次,要根据作品类型的不同规定

相应的版权使用规则.这是因为基于合理使用原则

对慕课的适用性相当模棱两可的事实,可以通过规

定慕课使用课程材料的版权方案,尽量避免版权风

险.高校创作慕课课程需要使用的课程材料有:版

权作品和无版权作品、自著作品和第三方作品等.
不同的作品类型有不同的版权使用规则.高校的慕

课版权政策应该详细地、明确地规定什么条件下哪

些作品的使用不需要取得授权,哪些作品的使用需

要授权,为高校教师创作慕课课程提供版权指导.
比如,高校教师可以自由使用作者的自著作品、链出

合法的网络资源、部分获得合理使用支持的第三方

版权材料、无版权材料和知识共享协议许可材料等

创作慕课课程无须取得额外授权;对于其他第三方

版权材料的使用,需要通过授权许可的方式.现在

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情况下会获得合理使用的支持?
答案是:①使用来自一门学科文献的短小引用并且

将其包含在讲座及其幻灯片中;②直接批评或评论

幻灯片中的图像;③利用事实性材料而非创造性材

料;④以“转换性的”方式使用材料,满足这四个条件

创作慕课课程也会获得合理使用的支持.

４．４　界定慕课课程内容的复用性

慕课课程的创作凝聚了高校教师太多的精力,
因此仅仅将其放在慕课平台上使用,似乎有浪费资

源的嫌疑.虽然慕课课程创作的最初目的是通过慕

课平台为全球范围的广大注册学生提供教育资源,
但是,作为慕课课程的创作者及其机构是否可以再

次使用慕课课程内容呢? 关于慕课课程内容的复用

性问题是高校慕课版权政策不可回避的.慕课平台

本身说他们仅仅是仓库,高校不得不将其材料划归

开放协议管理的仓库;这倒是真的,但是如果平台不

打算添加开放协议,高校很难这样做,这也是事

实[３８].因此,高校与慕课平台提供者应协商确定:
慕课课程内容是否可以复用,部分还是全部? 复用

慕课课程内容的主体是谁,创作此课程的教师还是

教师所在的高校? 慕课课程的内容可以在什么范围

内提供复用,是校园内还是仅仅局限在课堂上? 为

了确保慕课课程内容的安全和保护其版权所有权,
慕课课程内容的复用要求复用主体及其机构必须提

供什么样的环境要求? 如果慕课课程可以复用,那
么取得授权许可时是否要明确说明呢? 高校的慕课

版权政策必须涉及此问题,以解决高校及其教师对

慕课课程内容的复用性困惑,并减少再次为课程创

作或搜集素材的麻烦.

４．５　高校图书馆应提供慕课版权咨询协助服务

高校教师通常不是版权专家,创作慕课课程使

用第三方版权材料可能面临着判断课程材料的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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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版权作品的可合理使用性,以及如何取得授权

许可等的困惑.由于中国内地实行版权自动获取原

则,因此很多作品的版权状态并未在有关机构登记,
导致判断课程材料版权状态的困难,进而使得高校

教师无法确定课程材料的使用是否要取得授权许可

甚至向哪位版权持有人寻求授权许可.即便高校教

师可以断定课程材料的版权状态,但仍然面临着如

何知道什么类型的版权作品、怎样使用版权作品有

利于合理使用.有的教师为了保险起见,可能选择

寻求授权许可的方式使用第三方版权作品,但是获

取许可会花费一些时间,并且不总是可能的.有时,
一些电子出版商、发行商和其他内容拥有者会因为

在慕课中使用版权材料而索要较高的价格,或者一

些可能会拒绝许可;甚至一些电子出版商和其他内

容拥有者对在慕课中使用其材料的许可不做出任何

反应.这些障碍都将阻碍慕课课程的创作,为此,高
校图书馆为创作慕课的高校教师提供专业的慕课版

权咨询协助服务是最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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