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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科技的進步，使得博物館典藏文物藝術品的形影可以走入平常老百姓的生

活之中。網際網路的進步，融合世界各地的文化、風俗或習慣，形成兼容並蓄

的多元文化，進一步帶動全球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博物院、美術館或其他文物藝術品之典藏機構，蘊含深遠文化開展創意之

潛力，應積極釋出典藏之文物藝術品，提供予一般公眾廣泛運用，鼓勵典藏文

化與民間創意之接觸、反應及融合，開創出文化創意之新天地，催生新的文化

產出，以促進提升整體社會的文化水平。 

從當代文化發展的軌跡思考並可發現，晚近幾年，畫家、作家、雕刻家或

畫家等創作人的產出當中，有許多是來自於對於過去文化積累的歷史文物之創

意改作，舉例而說，作家 Dan Brown 所撰《達文西密碼 The Da Vinci Code》一

書，即是從許多西方藝術史上的有名畫作，如蒙娜麗紗的微笑中，採擷靈感，

作者結合古典藝術並注入自己的創意，撰寫成一部暢銷推理小說，甚至到後來

改作轉拍成電影創作
1，均在市場上獲得好評。 

趨勢專家 John Naisbitt2於 2000 年曾表示：「二度文藝復興將於二十一世紀

初期來臨」，次年3又表示：「科技的發展若捨棄人文關懷，終將落入毀滅一途」。

均顯示，在科技發展日新月異之時代潮流下，以人的腦力智慧為重心的文化創

意經濟活動正立於積極開展之階段。 

    追溯歷史，在中國大陸進行文化革命，消滅許多珍貴文化資產的同時，台

灣正積極進行文化復興的活動，過去對於文化資產的謙卑及尊敬態度，使得台

灣擁有數十萬件文化藝術典藏品，得以華夏文化資產保存之優異成績自豪。所

謂「前人種樹，後人乘涼」，面對前人積留傳承下來的文化資產，當代人除了要

妥善保存維護外，藉助科技的進步也應盡可能地讓文化資產可以發揮更廣泛的

                                                 
1 電影達文西密碼官方網站：http://www.sonypictures.com.tw/movie/thedavincicode/home.html。 
2 John Naisbitt, “ Megatrends,” 2000.  
3 John Naisbitt,” High Tech High Touch,”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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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功能，透過適當的商業推廣活動，以各式商品，包括紀念品、複製品、出

版品等展現文化資產於各層面的生活之中，就是最有效的宣傳方式。 

    也因此，博物館、美術館等典藏機構肩負文化資產保管及宣揚的重責大任，

國家型數位典藏計畫的執行，已實際提供科技助力，讓文物藝術品的影像得以

數位化儲存，提高其流通及宣傳的便利性。面對文化創意經濟活動的發展趨勢，

典藏機構應積極釋出文化資產，帶動並鼓勵國內文化創意經濟活動的進行。 

本文經過文獻研究、法學論理、外國博物館案例蒐集、訪談典藏機關及廠

商等研究過程，蒐集資料並加以整理分析，針對典藏機構顧慮擔心的問題，包

括文物藝術品影像檔案的保護及藏品影像授權之推廣模式，提出研究結論，並

擬從法律及管理兩方面，提出建議。 

 

 

第一節  結論 

一、文物藝術藏品影像檔案的法律保護 

文物藝術藏品影像檔案可適用著作權或製版權之規定，獲得法律之保護。

受著作權保護的文物藝術品原件，其影像檔案屬於原件的重製物，與原件受同

一著作權之保護，較無疑問。至於因逾保護期間而不受著作權保護的文物藝術

品原件，其影像檔案是否受著作權保護，則必須區別其為立體之雕刻、器物，

或是平面的書畫、古籍加以判斷，在立體古文物方面，因攝影獲得之影像檔案，

按照實務及主管機關的見解，均認定具有原創性，可受著作權之保護。在平面

古文物方面，由於要求影像以越符合原件越好的訴求，攝影師在攝影或掃描過

程中難認定有投入任何光度、取景角度或速度等考慮，因此，多數見解均認為

難具備原創性，不受攝影著作之保護。 

    針對平面古文物藝術品之影像檔案，雖難受著作權之保護，但典藏機關另

可尋求製版權之保護，在影像檔案完成之時向製版權主管機關申請製版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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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即可享有自完成影像檔案時起算十年之保護期間，在此十年期間所受之保

護程度幾與著作權相同，實體影像檔案經掃描轉成之數位檔案亦同受製版權之

保護，若遭他人侵害，仍得請求制止，主張損害賠償，並得向海關申請查扣侵

害物。 

    受著作權保護之文物藝術品影像數位檔案，如附有權利管理電子資訊如浮

水印或防盜拷之措施，任何人擅自移除此等浮水印或防盜拷裝置，提高影像檔

案遭受任意散佈、盜用的風險時，權利人得請求制止之，亦得申請海關查扣輸

入或輸出侵害其著作權之物，對於所受損害並得請求賠償，對於移除權利管理

電子資訊、或規避防盜拷措施設備或技術之供應人，並得提起刑事告訴。 

至於文物藝術品影像檔案集結形成之影像檔案資料庫，仍須在影像檔案之

選擇及編排過程上具有原創性，方可受編輯著作之保護，目前國內尚未如歐盟

資料庫保護法令以「重大投資」判斷資料庫之特別權利保護。 

二、國際博物館經營經驗 

（一）英國大英博物館 

英國大英博物館，雖為公立博物館，受英國政府之監督，不過博物館日常

事務均由受託人會議經營或主持，對於博物館之商業事務，包括博物館內餐廳

之經營、紀念品或藝術品業務、藏品影像授權業務等其他商業推廣活動，則交

由受託人會議另設立之公司法人管理經營，避免公立機關行事所受之法令程序

的限制，而收公司組織經營之便利及效率。 

關於文物藝術品影像檔案之保護，大英博物館網站開宗明義即強調所有影

像檔案均受法律之保護，並要求申請者承諾之，另利用科技軟體監控透過申用

文物影像檔案使用者之行為，藉此防止侵害藏品影像檔案之情事發生，並為將

來主張侵權時之舉證做準備。 

（二）法國羅浮宮 

法國羅浮宮，屬公立博物館，受法國政府之監督，屬於法國國立博物館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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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RMN）成員之一。博物館相關的商業事務，包括紀念品、藝術品開發、藏

品影像授權業務等商業推廣活動，均交由國立博物館協會管理，國立博物館協

會統一經營國內公立博物館的商業事務，並有影像代理商集中管理所有公立博

物館文物藝術品之影像檔案，提供民眾統一窗口申辦之便利。 

關於文物藝術品影像檔案之保護，則不僅未強調著作權之法律保護，所收

取之費用亦非權利金而是文件使用費；並聲明仍受著作權保護之影像檔案，若

申辦人有改作計畫或為商業目的之使用，均另行向視覺藝術創作人協會申請授

權。 

三、個案研究：國立故宮博物院 

國立故宮博物院透過不同模式，與廠商合作進行許多商業推廣活動，與文

物藝術品影像檔案之使用有關的業務，包括圖像授權、品牌授權、出版品開發

授權及委託產製等。故宮博物院之商業推廣活動在 2006 年總計帶來近新台幣 2

億元之營業收益，成績斐然。 

在不同的商業模式，針對商品類型有不同的合作方式及權利義務內容，故

宮博物院之主動或被動角色、智慧財產權保護之態度，及故宮博物院對於廠商

的監督程度，從最放任的圖像授權業務至高度監督的委託產製業務，亦有不同。

故宮博物院在不同商業模式的商品供應鏈上，除了供應創意內容外，也發揮設

計規劃、行銷宣傳或通路等功能，在上下游產業價值鏈中發揮極大的影響力量。 

    本研究經訪談與故宮有合作關係的廠商，對於故宮現行各類型商業模式有

相當的認識外，也獲得廠商觀點之商業推廣活動的缺失、問題等意見，以及廠

商對此缺漢提出的建議，經彙整本研究成果及廠商意見，提出下列的各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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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文經研究典藏機構文物藝術品影像檔案之權利保護及經營狀況等議題之

後，分從法律及管理兩方面，提出藏品影像檔案保護及經營上的建議： 

一、藏品影像檔案保護之建議 

（一）針對不當使用行為主張法律上權利予以制止 

美國學者 Madeline H. Caviness 認為4，博物館、畫廊或其他保管機關收藏的

平面古文物藝術品，如古畫、書法或古文書籍等，既已不受著作權之保護，應屬

所有人均可自由使用的公共財產，何以管理機關可根據著作授權而向申請使用的

民眾收取重製費用（reproduction fee）呢？若著作權人已死且無後裔，這些費用

又該歸誰所有呢？這樣的收費，似乎也變相地限制公共領域及合理使用的空間了

吧？因此 Caviness 認為，古畫影像檔案應為公共財產，大家可免費使用，不因

屬於實體正片或數位圖檔而有差異，也不會因為數位化技術及網路網路的發達而

受影響。 

雖然，古文物藝術品的影像檔案之保護，在依循著作權法論理推演下可得出

攝影著作及權利管理電子資訊及防盜拷措施或製版權等之權利主張，藉此適用著

作權法規定之權利保護條款，對於侵害攝影著作或製版權、或移除破壞權利管理

電子資訊及防盜拷措施之人，如受有損害，可請求損害賠償，對於侵害攝影著作、

製版權、移除破壞權利管理電子資訊之行為人、或規避防盜拷措施技術或設備之

供應人，得提起刑事侵權之告訴。 

然而，對於已進入公共領域之古文物藝術品，博物館、美術館或典藏機構在

行使這些權利主張時，目的應僅限於古文物藝術品影像不當使用之防止，管理機

構仍應積極廣泛地開放一般民眾或廠商使用古文物影像檔案，以遵循文化資產全

民共享之原則，並達到文化資產廣為散佈之目的，對於有扭曲、破壞、或其他有

害古文物影像之使用行為，則藉由前述法律上權利之主張，制止其不當行為。 

                                                 
4 Madeline H. Caviness, “Reproducing Works of Art Held in Museums: Who Pays, Who Profits?” 
Appropriation of Media,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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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設特別權利保護資料庫 

    歐盟資料庫保護法令以「重大投資」判斷資料庫建置人就其資料庫是否可獲

得獨占之擷取及再利用之權利，其保護目的之最大考量在於資料庫建置人的「投

資保障」，鼓勵資料庫產業之發展，促進全人類資訊科技知識的進步。目前國內

正積極建置各項資料的集合資料庫，如新聞報紙、政府出版品、影音資料等，為

協助國內資料庫市場之發展，實有必要提高資料庫之法律保護，除提供編輯著作

之保護外，並應學習歐盟立法經驗，針對有重大投資之資料庫，也提供一定期間

擁有特定獨占權能之保護機制。 

博物館、美術館或其他管理機構就其典藏之文物藝術品影像檔案加以數位化

並建置成一影像檔案資料庫，需要投入相當大的人力、物力、時間及資金，但資

料庫內容之重製、竊取、散布等侵害卻因數位化及網際網路技術之發達，變得相

當容易且快速。為兼顧典藏文物藝術品影像資料庫開放民眾線上申請使用之公益

目的，及文物藝術品影像資料合理妥善使用之文物價值維護目的；並避免因原創

性不足無法獲得編輯著作之保護，影像資料遭不肖之徒任意盜用或散佈，卻無計

可施之窘境，創設文物藝術品影像資料庫之特別權利保護，實有迫切之需要。 

（三）權利管理電子資訊及防盜拷措施保護條款之準用 

目前關於權利管理電子資訊或防盜拷措施之立法規定，係因應數位化及網際

網路技術之進步，網路效應提高著作物的散佈速度，擴大著作權人所受之損害，

藉由權利管理電子資訊及防盜拷措施，多少可限制或降低損害之發生可能及範

圍，是以，透過法律明文規定延伸著作權人權利之保護範圍。惟權利管理電子資

訊或防盜拷措施之適用，仍奠基於著作權法保護著作物之精神，具有高度文化價

值卻已不受著作權法保護之古文物藝術品影像之數位檔案，若附加浮水印並加密

防止他人重製時，可否準用權利管理電子資訊或防盜拷措施之保護規定，實屬亟

待探討解決之問題。 

本研究認為，古文物藝術品之影像檔案雖非屬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物，若容

讓任何人任意散佈或改作用於不當的用途時，如使用古代仕女圖於色情書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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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一般人對於古文物藝術品之觀點，造成不良的影響。基於古文物藝術品尊重

及價值之維護，古文物藝術品之數位影像檔案加設浮水印及防止重製或改作等措

施，應可準用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使用人不得任意移除或修改其浮水印，亦不

得任意破解、破壞或以其他方法規避其科技保護機制，使用人若有此等不當使用

之行為，需負擔民刑事責任。 

（四）積極開發潛在智慧財產，以獲得法律保護 

    除文物藝術藏品檔案本身可獲得之智慧財產權保護外，因從藏品影像萃取元

素而衍生開發的商品，若該當智慧財產權利保護之要件，仍可再次獲得智慧財產

之保護，如萃取古文物藝術品形象而繪製拍攝的動畫影片，其中的人物形象或劇

情內容，即可重新獲得著作權之保護；又如將古瓷器上的圖樣設計於商品外觀或

包裝上時，亦可重新獲得著作權或專利權之保護；甚且，結合博物館註冊商標使

用於衍生開發之商品或服務上，不僅可獲得新著作權、專利權之保護，亦受商標

權之保護。 

二、藏品影像檔案經營之建議 

（一）公正、公開、公平地經營藏品影像授權業務 

美國 Bridgeman 一案5從著作權保護法理論推演，認為平面古文物藝術品之

影像檔案不具原創性，不應受著作權保護。此案另一重要的政策意義，即古文物

藝術品重製市場上公平競爭秩序的維護；因為古文物藝術品影像之拍攝工作不易

完成也不經常為之，通常僅有幾家廠商可獲得拍攝古文物藝術品之影像，若賦予

這些影像檔案著作權保護，恐會讓這些廠商享有獨占利益，藉此壟斷市場，不利

市場競爭。此外，若太過廣泛地認定攝影著作之原創性，恐怕會有廠商不斷地利

用一些小改變重製古文物藝術品的影像檔案並藉此主張著作權之保護，此將不利

於古文物真實影像的維護。甚且，因為不肖業者藉故主張古文物藝術品影像檔案

之著作權，不允許他競爭廠商任意複製或使用此等古物影像，造成獨占壟斷市

                                                 
5 No. 97 Civ. 6232(LAK), Cited as 25 F. Supp.2d 421, 1999 Corp.L.Dec. P 27,859,49 U.S.P.Q.2d 
1091，本案詳細情形請見第四章第二節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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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他競爭廠商為免被控告著作權侵害，將不願使用這些古文物藝術品的影像，

不利古文化藝術之散佈或流通。 

目前國內古文物藝術品之影像檔案，仍由古文物藝術品之典藏機構保管，各

典藏機構自訂有藏品影像檔案之申請使用規則，並無美國民間廠商占有壟斷之情

形，惟若典藏機構設立重重嚴格條件，消極防止民眾使用藏品影像檔案，實也造

成壟斷之實；為推廣古文物藝術品之普及性，發揮教育、研究及展示功能，使其

文化價值最大化，典藏機構應以公正、公開及公平的態度，積極推廣文物藝術品

影像檔案之授權，提供民眾或廠商加以使用或衍生加值運用於各類商品中。 

（二）鬆綁或彈性適用法令程序，設計多元且適合的商業模式 

舉國立故宮博物院為例，由於國立故宮博物院本身的公務機關角色，其與廠

商間的合作互動關係均必須適用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目前，故宮關於藏品影

像使用之商業推廣活動可分成圖像授權、出版品合作開發、品牌授權及委託產製

等四種商業模式，基於故宮與廠商期望的分工內容、監督控管程度或智慧財產權

歸屬要求之差異性，在現行法令制度下，也有不同的合作模式設計。 

    由於典藏機構與廠商間的合作條件會隨商品性質、雙方勢力、周遭環境或其

他狀況而不同，也會因時間經過而改變，法律不可能窮盡所有事實狀況而有規

範。雖有批評政府採購法等相關法律之規定過於僵化，然而法律之適用仍需要因

應個別具體事實情形加以調整適用，典藏機構應彈性運用現行法令程序之規定，

彈性適用於具體個案中，因應不同的狀況規劃各類型合作方案，並適用適當的法

令或程序。 

（三）平等、互惠、雙贏的合作條件 

    經訪談許多與國立故宮博物院有商業往來的廠商發現，多數廠商對於故宮提

出的合作條件，均認為屬有利故宮但對廠商不合理之不平等關係，難以吸引廠商

與之合作。然而，從商業推廣之目的思考，典藏機構與廠商建立文物藝術品影像

檔案使用的合作關係，意在推廣博物館藏品之研究、蒐集、研究及教育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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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發揮促進產業發展的經濟效益，重點不在於典藏機構本身可以從合作案中獲得

之收益。 

典藏機構為公務機構，其收益均歸入國庫；廠商因與典藏機構合作所獲之營

業利潤，亦必須繳納一定稅收予國庫。因此，典藏機構應以扶植產業發展的觀點

出發，與廠商建立平等、互惠且雙贏的合作條件，透過商業推廣活動，發揮文物

藝術品的典藏價值，促進文化藝術品消費市場的活絡，使得產業及廠商得以獲取

利潤，提高國家的稅收。如以回饋國庫之名，要求合作廠商回繳高額的費用，實

屬不合理。 

（四）創造衍生著作、創造附加價值 

既有文物藝術品經常是新興創作的靈感來源，就像雲門舞集的「狂草」就是

一齣以「中國草書」為主題的舞碼，又如 Dan Brown 的「達文西密碼」就是以

「蒙娜麗莎的微笑」畫作為發展的小說，因此，若積極推廣宣傳博物館之典藏，

讓更多民眾得以看見、聽見文物藝術品，認識其內涵，勢必可激發更多的文化創

新。而博物館透過這一連串的創新過程，產出新的衍生作品，除可重新獲得法律

上賦予的智慧財產權利保護外，透過有效經營及管理，更可促使這些新興的智慧

財產權衍生出更多的附加價值。 

（五）確認藏品影像品質並因應不同用途進行標準化 

文物藝術品之實體影像檔案（即正片）因拍攝時間已久、重複複製等因素，

畫質已相當模糊，顏色也會變黃或變暗；幸而，影像檔案數位化後，得透過電腦

軟體修飾畫質並調整顏色，不過，這也導致文物藝術品影像之顏色趨於混亂，典

藏機構實有必要針對文物藝術品之數位影像檔案進行顏色校正之工作。 

典藏機構應根據文物藝術品原件之顏色，透過電腦軟體在電腦系統中調整影

像的顏色或為其他必要的修飾工作。由於影像瀏覽或儲存的檔案，以光學的 RBG

三原色呈現，而印刷輸出的檔案則是以色彩學 CMYK 四色呈現，從光學 RBG 轉

化為色彩學的 CMYK 時，影像顏色會有相當的改變，必須經由電腦螢幕及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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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輸出兩種方式檢視調整，確認影像檔案的顏色。 

為避免廠商胡亂調整影像顏色，造成市場對於文物藝術品之錯誤認知或混

淆，典藏機構實有必要針對不同的使用目的，預先規劃不同類型或層次的數位影

像檔案規格，加以標準化再提供廠商使用，經訪談業界專門從事影像輸出的廠商

6得知，通常影像使用分成三種用途，包括網路瀏覽、影像儲存及印刷輸出三種

目的，典藏機構即得針對此三種目的分別建置不同的藏品影像檔案，網路瀏覽得

使用以 RBG 三原色呈現的低位階檔案、影像儲存得以 RBG 三原色呈現的高位

階檔案，而印刷輸出得以 CMYK 四顏色呈現之檔案7。 

（六）透過網路、集中管理典藏產出之影像檔案 

參考法國羅浮宮影像授權業務之經營經驗，法國境內公立博物館之商業推廣

業務或文物藝術品影像檔案由法國國立博物館協會（RMN）統一集中管理，且

分別由特定專業影像代理商處理影像檔案之使用業務，特定著作權人協會處理影

像著作權之授權業務。此種分工方式，對於民眾而言，有統一窗口申辦之便利，

對於博物館而言，可節省人力、時間等資源，並收事權統一之效果。 

國家型數位典藏計畫第一階段之執行，已將許多文物藝術品之影像檔案轉為

數位化方式加以儲存，經過數位影像顏色之校正及規格標準化後，典藏機構即得

以低階圖檔透過網站展示古文物藝術品之影像，並設計線上申辦機制，讓民眾可

隨時瀏覽觀賞，填寫使用目的、用途、數量、範圍等條件上傳給管理機構；管理

機構收到申請書，確認申請者付款後，即可透過電子郵件或郵寄檔案的方式，交

付數位影像檔案。典藏機構更可學習英國大英博物館的線上訂購服務，提供民眾

預先計算使用費用。 

 

                                                 
6 2007/4/26 訪談歐美昇華油墨公司老闆陳榕堃所得。 
7 RGB v. CMYK，光的三原色(RGB)，就是紅(red)，綠(green)，藍(blue)；因為顏料的特性剛好和

光線相反，顏料是吸收光線，而不是增強光線，因此顏料的三原色必須是可以個別吸收紅、綠、

藍的顏色，那就是紅綠藍的補色：青（cyan）、洋紅（magenta）與黃色(yellow)，以及黑色（K），

顏料四原色可以濃度 0~100%來表示，資料來源：

http://www.ctk.com.tw/jackweb/graphic/Knowledge/element_color.htm，最後瀏覽時間；2007/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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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未來研究方向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已完成第一階段數位影像檔案建置之工作，將進

入第二階段衍生加值運用計畫的執行，透過何種經營模式有效管理數位典藏產出

的影像檔案，為許多典藏機構現在擔心困擾的課題，本研究謹從著作權觀點，分

析其影像檔案可為之權利主張，並以國立故宮博物院為例，分析其在推動藏品影

像檔案授權相關商業活動時所遭遇的困難及可為之改善建議。關於數位典藏產出

之保護或管理，仍有許多待探討之議題。謹列出未來可能的研究方向，希望後續

研究者得針對各項議題進行深入之探討，以提供實務界參考使用： 

一、針對國內博物館數位典藏產出成果，進行研究分析。 

二、針對實體影像正片轉成數位影像檔案之顏色差異與調整的技術研究。 

三、針對數位典藏產出之影像檔案，進行權利管理電子資訊或反盜拷措施之

技術研究及效益分析。 

四、針對數位典藏產出的商業模式，具體探討其細部法律關係及權利義務內

容。 

五、針對博物館藏品影像檔案商業推廣之文化與社會影響價值分析。 

六、針對國際大型博物館數位典藏藏品影像之經營，進行商業模式之分析研

究。 

七、針對公立博物館商業推廣業務委外經營或民營化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