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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博物館藏品影像檔案之權利保護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從 2002 年開始執行，目的在於將國家的重要文

物藝術品加以數位化典藏，建立國家數位典藏資源。數位典藏資料的建置，如博

物館文物藝術品等藏品之影像數位化工作，進行流程可由下圖表現之： 

制訂影像規格等標準

確認掃描文物

底片有無
無

有

檢驗底片品質
不良

提件

拍攝

良好

分色掃描

數位打樣

校色及檢驗
影像檔品質

不滿意
電腦修色或
重新分色掃描

滿意

製作第2張數位樣
製成影像光碟 驗收 複製儲存

加入浮水印系統建置與數位典藏加值運用

圖4-1 文物藝術品影像數位化流程圖
資料來源：
國立故宮博物院  

從上流程圖可以得知，文物藝術品影像數位檔案的來源包括正片掃瞄及數位

攝影兩種方式： 

1. 正片掃瞄：由於過去博物館或典藏機構已利用類比式相機技術，拍攝取

得文物藝術品的影像，並以正片或 X 片儲存，為建置數位圖檔資料庫，

即將這些攝影正片或 X 光片加以掃瞄，並以 TIFF 數位檔案儲存。 

2. 數位攝影：利用數位相機，重新攝影文物藝術品，並以數位檔案儲存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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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1。 

博物館藏品影像檔案之權利保護，主要牽涉到著作權及資料庫兩方面，牽涉

到的法律議題包括攝影著作、編輯著作、權利管理電子資訊及防盜拷措施、製版

權等，以下將先介紹著作權或其他相關智慧財產保護權利之概念，再就個別法律

議題逐一探討之。 

 

 

第一節  著作權 

一、著作權緣起 

著作權制度的目的，意在賦予著作權人就其創作一個私法上的財產權，以鼓

勵著作人從事文化創作，促進文化產出。著作權法第 1 條即明揭：「保障著作人

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利益、促進國家社會文化發展」之三大立法目的。 

追溯文化產出與著作權保護的歷史，人類學者 Tylor2在 1871 年首先界定「文

化（Culture）」一辭為：「人因身為社會成員所獲得的複合整體，包含知識、信仰、

藝術、法律、風俗等等，以及其他能力和習慣」。長期研究古典及文化相關議題

的 David Throsby3，認為「文化」一詞的意義來自人類活動的某些特徵，包括在

生產活動中融入創意（Creativity）、活動涉及象徵意義（Symbolic meaning）的產

生與傳達，且該活動的產品含有某種形式的智慧財產。 

而文化創意的動力，不論來自本土社會以外地方傳送進來，或來自本土社會

中具有特殊秉賦或機緣的某些少數人所創造出來，肯定是開始於一個人或少數

人。創新是這些少數人的智慧結晶，反應其個人對外界從事思想與經驗的特殊結

                                                 
1 參考整理自故宮文物數位典藏計畫網站上關於如何數位典藏之說明，

http://tech2.npm.gov.tw/da/ch-htm/how.html，最後瀏覽時間：2007/4/18。 
2 Tylor, E.B. Primtive Culture: Researches Art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egion 
Art and Custom. London: John Murray. 1871. 轉引自賀德芬，「文化創新與法制化-著作權法的現代

意義」，文化創新與商業契機著作權論文集，月旦出版，1994 年。 
3 David Throsby ”Economics and Culture” 張維倫譯，文化經濟學，典藏出版，200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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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當創作人產出而呈現給周遭人知曉，對於周遭人發揮影響後，將形成社會共

有的產物，形成文化的一部份4。 

早期文化產出的散佈，如文字描述或藝術品的贗品等，均須以手工仿製，對

於著作的保護，並無金錢價值，僅存有人格觀念5，至 1471 年印刷術發明，同時

間，歐洲地區正如火如荼舉行文藝復興活動，民眾對於文化或精神作品的需求大

增，著作市場蓬勃發展，也造就出版業者的成長。 

而文化創新產出之所以會受到法律規範或權利的保護，源自於兩大趨勢，其

一為工業革命的興起，製造技術的進步，使得市場經濟轉型，導致人走向理性化，

帶來生產效率的思考6，個人擁有之創新能力若足以製造市場效益時，自然就成

為社會共趨的價值取向，市場經濟的思維，使得文化創新的社會及經濟現實上的

價值受到肯定；又因為文藝復興時期掀起的人本精神，強調對於個人主義的尊重

及保護，在文化上開始保護、尊重個體的創新成果，賦予其擁有創造物的權益。

這兩大趨勢，顯現於對於當時著作市場上出版業者利潤壟斷的反制，為遏止專擅

獨斷、索費高昂的出版業者不得繼續壓榨著作人，讓長久以來壟斷在書籍商業的

特權，回歸到著作人手中，在 1709 年時，英國終於形成「安妮法案」（Statute of 

Anne），此為著作權法最早的一部成文法律。 

美國 Thomas Jefferson7認為：「發明本質上不是財產，社會給他們獨占利潤

權利，是為了鼓勵他們繼續創作有用的點子，以更增進公共利益」。可以顯示美

                                                 
4 賀德芬，「文化創新與法制化-著作權法的現代意義」，文化創新與商業契機著作權論文集，月

旦出版，1994 年。 
5 史前精神財產之保護，請見”Harold C. Streibich, “The Moral Right of Ownership tp Intellectual 
Property: Part I.- From the Beginning to Age of Printing” , Memphis St. U. L. Rev. Vol.6 p.1. 1977. 轉

引自賀德芬，「從一九七六年美國新著作權法探討著作權利立法的新趨勢」，文化創新與商業契機

著作權論文集，月旦出版，1994 年。 
6 Ploanyi, K,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Beacon Pub. Co. 1944. 轉引自賀德芬，「從一九

七六年美國新著作權法探討著作權利立法的新趨勢」，文化創新與商業契機著作權論文集，月旦

出版，1994 年。 
7 Tomas Jefferson 是美國獨立宣言的起草者，對於著作權法案，其表示”Invention the cannot, in 
nature, be a subject of property. Society may give an exclusive right to the profits arising from them, as 
an encouragement to men to pursue ideas which may produce utility, but this may or may not be done, 
according to the will and convenience of the society, without claim or complaint from anybody.”見

http://etext.virginia.edu/jefferson/quotations/，最後瀏覽時間：2007/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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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著作權法的思想，係基於若拒絕予作者保護，恐怕作者會拒絕創作，故賦予作

者獨占權之經濟誘因而鼓勵其創作，以造福公共領域。美國憲法第 1 條第 8 項第

8 款規定「為促進科學與實用藝術的進步，立法者有權賦予創作人就其著作，享

有有限期間內的獨占權利」
8，據此憲法授權，在 1790 年時，遂有著作權法之通

過9。 

我國憲法於第 11 條保障人民之言論、講學著作及出版的自由；第 15 條保障

人民的財產權；第 165 條要求國家保障教育、科學、藝術工作者的生活，並依國

民經濟之進展，隨時提高其待遇之義務；第 166 條又規定：「國家應獎勵科學之

發明與創造，並保護有關歷史、文化、藝術之古蹟、古物」，因此，綜上憲法上

規定之國家政策及理想，我國的著作權法遂於民國 17 年 5 月 14 日通過施行10。 

二、著作權保護之要件 

符合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必須符合一定的要件，按照國際條約及多數立法

例之見解，通常著作權保護的要件包括：「需具有原創性、需有客觀化一定形式、

需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需非不受保護之著作」，方受

保護11。 

（一）原創性（originality） 

「原創性」是著作權最基本的原則，蘊含著作者或藝術創作者以自身的技

巧、心血與衡量來創造作品的意義12，需足以表現出著作者個性或獨特性13，且

為獨立創作14，非抄襲自他人的著作即可。不因其僅與他人創作在前之著作有本

                                                 
8 “The Congress shall have power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useful Arts, by securing for 

limited Times to Authors and Inventor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heir respective Writings and Discoveries.＂ U. 

S. Const. art. I, §8 cl. 8. 
9 美國第一部著作權法全名為鼓勵學習法案「An Act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Learning」。 
10 著作權法現行條文修正公布於民國 95 年 5 月 30 日。 
11 羅明通，著作權法論，台北，群彥圖書，2005 年 9 月，頁 163~164；蕭雄淋，著作權法論，

台北，五南圖書，2005 年 11 月，頁 99。 
12 Paul Goldstein, Copyright’s Highway，捍衛著作權-從印刷術到數位時代之著作權法，葉茂林

譯，台北，五南圖書，1990，頁 27-31。 
13 最高法院 90 年度台上字 2945 號判決：「所稱之創作，需具有原創性，即需具原始性及創作性，

亦即需足以表現出著作者個性或獨特性，著作權法始予以保護」。 
14 最高法院八十三年台上字 5206 號刑事判決：「所謂原創性僅需為著作人獨立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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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之類似15，或不具備新奇性，而被拒絕著作權之保護16。 

原創性之意義，因為人類感情思想，往往受先人之影響，以過去的文化為基

礎加以創造，而產生新的思想，所以不要求「真善美聖義」，只是消極地要求必

須非他人著作之改竄、剽竊與模仿即足17，是一種「相對的、比較的概念」。 

我國著作權法對於此要件，規定於著作權法18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著作，

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科範圍之創作」，其中，「創作」兩字之意涵，

即帶有原創性的意味。 

（二）具客觀化一定形式 

所謂著作，必須其創作內容已形諸於外部，有一定之表現形式19，以文字、

言語、形象、音響或其他媒介物客觀的加以表現，讓外部一般人得以察覺感知，

方受法律之保護。雖然此要件未明白規定於著作權法中。不過，從著作權法第

10 條之 1：「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不及於其所

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念、原理、發現」，亦得推知著

作權法保護的重點在於思想的「表達」，而非思想本身，故必須具備客觀化的一

定形式。 

（三）屬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 

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明列「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科範圍」之

著作，方受保護。其中，「文學」主要是指以文字、語言表達的創作，如小說、

劇本、詩詞等，「科學」則泛指自然科學或人文科學等，如醫學、物理、經濟、

政治均屬之，「藝術」則泛指具有一定視覺、聽覺、觸覺等方面美感的文化活動，

如書法、繪畫、雕刻、音樂、演奏、歌唱等，而「其他學科範圍」則指與文化活

                                                 
15 最高法院八十一年度台上字第 3063 號判決：「兩作品祉其均來自獨立之表達而無抄襲之處，

縱相雷同，亦僅巧合而已，仍均受著作權法之保護」。 
16 劉江彬、黃俊英著，智慧財產管理總論，台北，華泰文化，2004 年，頁 32-33。 
17 蕭雄淋，著作權法逐條釋義，台北，三民書局，1986 年，頁 22~23。 
18 著作權法，公布施行於民國 17 年 5 月 14 日，95 年 5 月 30 日最後一次修正。 
19 最高法院八十三年台上字 5206 號刑事判決：「以一定之形式加以表現於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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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相關的其他領域。原則上，只要屬於文化活動的產出，都屬於受保護的範圍20。 

（四）非不得為著作之標的 

著作權法基於社會公共利益的保護，對於部分資料，直接明定非屬著作權保

護之標的，包括：「一  憲法、法律、命令或公文。二  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前款

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物。三  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數表、表格、

簿冊或時曆。四  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五  依法令舉

行之各類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前項第一款所稱公文，包括公務員於職務上草

擬之文告、講稿、新聞稿及其他文書」
21。 

三、著作類型 

著作權法保護的標的，按照著作權法第 5條的規定，例示出幾個類型，包括

語文、音樂、戲劇、舞蹈、美術、攝影、圖形、視聽、錄音、建築及電腦程式著

作等。 

各類型著作包含哪些範圍，可分列如下： 

語文著作：指詩、詞、散文、小說、劇本、學術論述、演講及其他之語文

著作。 

音樂著作：包括曲譜、歌詞及其他之音樂著作。 

戲劇、舞蹈著作：包括舞蹈、默劇、歌劇、話劇及其他之戲劇、舞蹈著作。 

美術著作：係指繪畫、版畫、漫畫、連環圖(卡通)、素描、法書(書法)、

字型繪畫、雕塑、美術工藝品及其他之美術著作。 

攝影著作：指照片、幻燈片及其他以攝影之製作方法所創作之著作。 

圖形著作：包括地圖、圖表、科技或工程設計圖及其他之圖形著作。 

                                                 
20 賴文智，數位著作權法，台北，翰蘆圖書，2003 年 11 月，頁 59。 
21 著作權法第 9 條明定不得為著作權標的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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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著作：包括電影、錄影、碟影、電腦螢幕上顯示之影像及其它藉機械

或設備表現系列影像，不論有無附隨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

物上之著作。 

錄音著作：包括任何藉機械或設備表現系列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上

之著作。但附隨於視聽著作之聲音不屬之。 

建築著作：包括建築設計圖、建築模型、建築物及其他之建築著作。 

電腦程式著作：包括直接或間接使電腦產生一定結果為目的所組成指令組

合之著作
22。 

四、權利內涵 

著作權是「一捆權利」（a bundle of rights），主要分成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

權，著作人格權23包括姓名表示權、公開發表權及同一性維持權，著作財產權24則

包括重製、改作、公開傳輸、公開演出、公開展示、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

上映、散佈等權利。 

著作人格權具專屬性，無法讓與或繼承25，著作人死亡或消滅後，其著作人

格權之保護，視同生存或存續，任何人仍不得侵害26。 

著作財產權則不具專屬性，可自由處分、繼承或轉讓
27。著作財產權之受讓

人，在其受讓範圍內，取得著作財產權；若為非專屬授權，被授權人非經著作財

產權人同意，不得將其被授與之權利再授權第三人利用；若為專屬授權，被授權

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行使權利，並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

上之行為。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則不得行使權利28
。 

                                                 
22 請參見著作權法第 5條第 1項各款著作內容例示，民國 81 年 06 月 10 日發布。 
23 著作權法第 15~21 條。 
24 著作權法第 22~29 之 1 條。 
25 著作權法第 21 條。 
26 著作權法第 18 條。 
27 著作權法第 36 條。 
28 著作權法第 3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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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被侵害時，權利人擁有侵害制止或防止請求權29，著作人格權遭受侵

害時，非財產上之損害，被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金額，並得請求表示著作人

之姓名或名稱、更正內容或為其他回復名譽之適當處分。著作人死亡後，其配偶、

子女、父母、孫子女、兄弟姊妹或祖父母依序仍有侵害制止或防止請求權及回復

名譽之請求權利
30。對於侵害行為作成之物或主要供侵害所用之物，並得請求銷

燬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31。對於輸入或輸出侵害其著作權或製版權之物者，權利

人並得以書面釋明侵害之事實，提供相當之擔保金，向海關申請先予查扣
32。 

若侵害人以侵害著作人名譽之方法利用其著作、輸入未經著作財產權人授權

重製之重製物、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輸入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以侵害電腦

程式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作為營業之使用、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而以移轉

所有權或出租以外之方式散布，或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意圖散布而公開

陳列或持有時，更視同為著作權之侵害。 

有侵害情事發生時，權利人得向侵害人請求損害賠償，如實際損害數額不易

證明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酌定新台幣 1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之賠償數

額，如損害行為屬故意且情節重大時，更得向法院請求將賠償額增至新臺幣 500

萬元33。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存續期間，若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從知

悉時起算二年期間，如不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則自侵權行為時起算十年期間

34。著作權侵害之懲罰，除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外，行為人另可能該當刑事罪罰之

責任，最高刑罰可達三年之有期徒刑，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之物將遭刑事機

關沒收35。 

五、著作權保護期間 

著作人格權，不論著作人死亡或消費，其保護仍視同生存或存續，任何人不

                                                 
29 著作權法第 84 條。 
30 著作權法第 86 條。 
31 著作權法第 88 之 1 條。 
32 著作權法第 90 之 1 條。 
33 著作權法第 88 條。 
34 著作權法第 89 之 1 條。 
35 著作權法第 91~10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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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加以侵害，但若依利用的性質及程度、社會之變動或其他情事可認為不違反該

著作人之意思者，不構成侵害36。 

著作財產權，原則上，存續於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五十年；攝影、

視聽、錄音及表演之著作財產權，存續至著作公開發表後五十年。若以法人為著

作人，其著作財產權存續至其著作公開發表後五十年。惟若，法人為著作人或攝

影、視聽、錄音及表演之著作，著作在創作完成時起算五十年內未公開發表者，

其著作財產權僅存續至創作完成時起五十年37。 

六、不受著作權保護的著作-公共領域 

所謂「公共領域」（Public Domain），一詞最早被用來指涉美國領土內的公有

土地。至於在智慧財產權方面的使用起源，最早始自伯恩公約（Berne Convention）

的最初法文版以「domaine public」指涉公共領域38。著作權法上的公共領域，定

義為何？或其範圍多大？傳統上，多以反面方式去界定，不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創

作，即屬公共領域的範圍，亦即，公共領域係由不受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所組成

39。 

著作權的賦予，實是對於公共領域的限縮。著作權之出現，源自於一般大眾

與出版商及創作者間的利益平衡；在沒有著作權法之前，所有創作物，一旦公布

或發表，即成為公共共享資源的一部份。後來，因為印刷術之進步，盜版猖獗，

侵害到出版商及原創作者的發行利益，方透過法律賦予原創物一定期間的獨占權

利，保障其獲利；期間過後，原創物即成為公共領域的一部份，其他人可無償任

意使用。因此，與其說著作權是一項「權利」（right），不如說著作權是一項「特

許」（privilege）40。 

                                                 
36 著作權法第 18 條。 
37 著作權法第 30、33、34 條。 
38 James Noyle, The Second Enclosure Mov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Domain, 66 
Law& Contemp, Probs. 33, 58, 2003 
39 Jessica Litman, The Public Domain, 39 Emory L, J. 965, 995, 1990 
40 盧文祥，「從著作財產權授權利用之困境探討創作共享機制之推展」，東吳法律年報，第 17 卷

第 2 期，2005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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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公共領域對於創作的重要性，Zecharich Chafee 曾說過：「一個侏儒，站

在巨人的肩榜上，他所見到的，比巨人本人所見到的還要更遠41」，清楚地表達

出，公共領域是文化創新的主要靈感來源。Jessica Litman 說過：「堅確的公共領

域是著作權系統的重要支柱，沒有公共領域，智慧財產權可能讓人無法忍受42」；

Thomas McCarthy43亦認為：「公共領域是法則，著作權是例外」。因此，公共領

域與著作權的關係，得用下圖表示之： 

公共領域
Public Domain

圖4-2 公共領域與著作權保護關係圖

本研究繪製

著作權

全民共享
自由使用

著作權人獨占
授權使用

法律賦
予特權

 

著作權法第 43 條「著作財產權消滅之著作，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任何人均

得自由利用」之規定，為公共領域之明文。公共領域，即為全人類所共享的文化

智慧資產，公共領域內的作品，可以為任何人無償且自由地利用44。關於公共領

                                                 
41 Zecharich Chafee, “ A dwarf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a giant can see further then the giant 
himself,” Reflections on the Law of Copyright 14, Colum. L. Rev. pp. 511. July 1945 
42 Jessica Litman, “ a vigorous public domain is a crucial buttress to the copyright system; without 
public domain, it might be impossible to tolerate copyright at all”, “The Public Domain,” Emory Law 
Journal, Fall, 1990. 
43 Thomas McCarthy, ” Public domain is rul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the exception.” McCarthy on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1992, West Group. Vol. 1-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Unfair 
Competition. ，轉引自盧文祥，「從著作財產權授權利用之困境探討創作共享機制之推展」，東吳

法律年報，第 17 卷第 2 期，2005 年 12 月。 
44 Justice Brandeis, “ free as the air to common use”,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v. Associated Press, 
248 U.S.215,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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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範圍的作品，Edward Samuels45認為應包括著作權保護期間已經屆滿之創作

（expiration of copyright）、不符合著作權形式要件的作品，及一開始就被

排除於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三種。盧文祥46認為，應包括在著作權法尚未立法前

之著作且法律未溯及保護之作品、著作權已超過法律保護年限，及著作權人拋棄

著作財產權的創作。 

七、博物館藏品及其影像牽涉的著作類型及權能 

博物館典藏的文物藝術品可獲得之著作權保護，如書法、繪畫、雕刻、工藝

品等文物藝術品本身，若仍在著作權保護期間內，則可以受到著作權法上語文著

作或美術著作之保護。文物藝術品之拍攝照片，若具備著作權保護之要件，可受

攝影著作之保護。 

語文著作、美術著作或攝影著作牽涉的著作權能，包括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

產權。著作人格權方面，包括姓名表示權、公開發表權及同一性維持權；著作財

產權方面，則包括重製權、公開播送權、公開展示權、改作權、編輯權、出租權、

公開傳輸權及散佈權47等。 

 

 

第二節  攝影著作 

一、拍攝或掃瞄文物藝術品所得影像之性質 

雖有認為，將文物或藝術品加以攝影或掃瞄，其產生的影像檔案性質為何，

應先判斷攝影或掃瞄行為是否屬著作權法上的重製或改作行為。然而，重製或改

作，為著作權法列出的著作財產權能之一，係法律賦予著作權人之獨占利益，在

                                                 
45 Edward Samuels, “ The Public Domain in Copyright Law”, 41 J, Copr. Soc’y. 137, 151, 1993 
46 盧文祥，「從著作財產權授權利用之困境探討創作共享機制之推展」，東吳法律年報，第 17 卷

第 2 期，2005 年 12 月。 
47 盧文祥，「從著作財產權授權利用之困境探討創作共享機制之推展」，東吳法律年報，第 17 卷

第 2 期，2005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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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受法律保護之期間內，未經著作權人同意，任何人均不得就其著作為重製或

改作之行為；反之，著作財產權一旦因保護期間屆滿或拋棄而消滅，重製或改作

權即不再專屬由著作權人行使，任何人均得自由為之，此時即無認定屬重製或改

作之必要。因此，文物藝術品因攝影或掃瞄產生之影像檔案的性質為何，以下將

就文物藝術品於攝影或掃瞄時是否受著作權保護之分別情形，論述分析之： 

（一）文物藝術品於掃瞄或拍攝時仍受著作權保護 

若文物藝術品，尚未超過著作權之保護期限，且著作權人亦未拋棄此權利

時，此文物藝術品仍受著作權法之保護，著作權能，包括重製或改作，仍歸屬著

作權人之獨占利益，博物館必須先取得著作權人之授權或授權，方得從事重製或

改做等行為。 

通常，博物館的藏品來自捐贈或購買所得，博物館因此獲得文物藝術品的物

權所有權，但未必獲得文物藝術品的著作權能；著作權能為無形的權利，保護的

是文物藝術品本身的呈現，並不隨物權所有權移轉而移轉。為確保藏品影像數位

典藏之合法性，博物館在接受捐贈或購買文物藝術品時，需特別注意是否有連同

著作權也一併移轉。若著作權人並未移轉著作財產權予博物館，博物館必須先取

得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方得以之為標的加以攝影或掃瞄。 

若著作權人於移轉文物藝術品所有權予博物館時，將其著作財產權一併移

轉，則博物館為著作財產權人，當然可自行為重製或改作之行為： 

1、重製 

重製，按照著作權法定義之重製，係指以印刷、複印、錄音、錄影、攝影、

筆錄或其他方法，直接或間接，將原著作永久或暫時保留之重複製作，著作權人

專有此項權利48，因重製所得之物，屬於著作之複製物，非新成立之獨立著作。 

2、改作 

                                                 
48 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及 22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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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作，係指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片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49，

即變更原著作之表現形態，使其內容再現之行為50，亦即，僅改變其表現形式但

保留其內部內容之謂。因改作所生之創作為衍生著作，以獨立之著作權保護51。 

其中，拍攝影片，即電影化，如將文藝作品、漫畫等做成電影著作
52；以其

他方法另外創作，指以翻譯、編曲、改寫或拍攝影片以外的方法，就原著作另為

創作，如圖片化、美術之異種複製等。其中，美術之異種複製，如將雕刻物、美

術工藝品、建築物、模型、照片等做為繪畫53；或將繪畫以雕刻、工藝美術加以

利用，均屬改作之態樣。 

按照舊法定義之重製與改作，重製係「不變更著作型態」，改作係「變更原

著作之表現形態」54，因此有學者認為，將美術著作依攝影方式為重製，屬美術

著作之異種轉化，為改作行為55。惟按照現行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關於

重製之定義，以照片就美術著作加以複製，應屬重製行為。是以，以攝影或掃瞄

的方式儲存文物藝術品的影像，應認為是「重製」行為，攝影或掃瞄所得之影像

檔案，僅為文物藝術品的複製物，並不成立獨立之著作權。 

若之後文物藝術品因著作權保護期間屆滿而不受著作權保護，此等影像檔案

亦隨之失去著作權之保護。惟語文著作或美術著作失去著作權之保護後，猶可能

因登記獲得製版權之保護，於後詳述之。 

（二）文物藝術品於掃瞄或拍攝時不受著作權保護 

                                                 
49 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1 款。 
50 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82 年度上訴字第 1155 號刑事判決。 
51 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第 6 條。 
52 蕭雄淋，著作權法論，台北，五南圖書，2005 年 11 月，頁 119。 
53 史尚寬，著作權法論，台北，新學術叢書，1954 年，頁 30。 
54 民國 79 年 1月 24 日修正之著作權法，其第 3條第 23 款：「指不變更著作形態而再現其內容

之權。如為圖形著作，就平面或立體轉變成立體或平面者，視同重製」；第 27 款：「指變更原

著作之表現形態使其內容再現之權」。 
55 從書中「美術著作之異種轉化，如將雕刻轉變成繪畫、將雕刻轉變成模型、將美術著作物依

攝影方法為重製或將攝影翻作繪畫或雕刻，均需合法為之，在原著作之著作權尚未消滅時，必須

取得原著作人之承諾」之描述，似有將美術著作依攝影方法為重製之行為，認定為異種轉化，而

歸類為改作，惟其又使用「重製」二字，究認定屬改作或重製，尚有疑問。史尚寬，著作權法論，

台北，新學術叢書，1954 年，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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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年代久遠自始不受著作權保護，或因超過著作權保護期間或著作權人拋棄

其著作財產權，進入公共領域之古文物或藝術品，為公眾可自由取用的公共財，

性質就如同生活環境裡的山水景色一般，博物館利用攝影技術或掃瞄技術，將古

文物，不論為器物、書畫或古文書籍之影像加以儲存，非屬此等古文物藝術品的

改作或重製之行為，而係獨自成立的新作品。此等攝影或掃瞄所得之作品，必須

具備著作權保護要件，方受著作權法之保護。 

因攝影或掃瞄古文物藝術品所得之影像檔案，若符合著作權保護之要件，可

能取得攝影著作之保護，於下說明之；亦可能因登記獲得製版權之保護，於後詳

述之。 

二、攝影著作的原創性 

攝影作品，係指利用光或相關的輻射作用，以照相機或暗箱以及一定的感光

材料為工具，捕捉畫面、顯現影像的過程、方法，這並包括以數位方式所處理的

流程，不論是數位相機或影像掃瞄機
56等工具，捕抓畫面以顯現影像的過程，均

屬攝影，而此過程或方法最後所展現於媒介上的成果，即可稱為「攝影作品」57。 

攝影作品必須符合著作權法保護的要件，方可成為受法律保護的「攝影著

作」。攝影作品，可歸屬於藝術類領域，透過底片或數位檔案、及沖洗出來的照

片等媒介，可為周遭人感知，若非在不受著作權保護之標的且具備原創性，即可

獲得著作權之保護。 

                                                 
56 影像掃描器的基本原理，可略分成反射式和透射式兩種，折射式是經由發光二極體陣列的光

源照射在被掃描的文件上，然後經過鏡片組的反射，並聚集在 CCD（Charge Coupled Device,電
荷耦合元件）或 CIS（Contact Image Sensor,接觸型影像感測器）上，再由滾輪帶動由光柵輪所構

成的編碼器來產生訊號。透射式則是利用光罩等外接光源，讓光線直接透過正負底片，在經由

CCD\CIS 讀取將光的訊號轉變為電的訊號，而產生出數位畫素（Pixel）資料。CCD\CIS，即一

般所謂的影像感光元件，其功能就是在影像掃描器中作為一個受光體，將所接收到的文字或圖形

數位化。見 http://www.digital.idv.tw/DIGITAL/Classroom/MROH-CLASS/oh33-OLD/index-33.htm，

最後瀏覽時間：2007/4/18。 
57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於民國 94 年 5 月 26 日召開會議所做結論中「用掃

描器部分，嚴格來說，應該不是一個攝影著作」之表示，應是因為認為掃描所得影像不具原創性，

故非受攝影著作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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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認為攝影著作因有極大程度倚賴機械之作用及技術之操作，惟因其製作

時需決定主題，對被攝影之對象、觀景窗之選景、構圖、攝影角度、光亮之調節、

焦距之調整、景身之判斷、速度進行等有選擇及調整，有時尚需對底片進行修改，

若在這一系列攝影、顯影及沖洗等過程中之決定選擇裡有原創性存在，方可受到

保護
58。 

法院見解59認為，攝影著作之原創性，應由主題之選擇、光影之處理、修飾、

組合或其他藝術上之賦形方法，加以判斷，若「其佈置場景以一般之照相機如實

拍攝，並非以思想或感情等一定之固定影像加以表現，且未對被攝之對象、構圖、

角度、光線、速度等有所選擇或調整，乃屬一般單純之攝影，不具原創性」。 

著作權主管機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對於攝影著作的之原創性，則表示
60
「著

作權法採取最低創作性、最起碼創作（minimal requirement of creativity）之創意高

度（或稱美學不歧視原則）…，依通常情形，以數位相機拍攝之生活照片，雖未

作任何特殊影像處理，仍可能構成著作從而受著作權法之保護」，降低著作權保

護的原創性程度，擴大攝影著作的保護範圍。 

    因此，攝影作品的原創性判斷，必須觀察攝影者在製作過程中，是否以自己

思想或觀念選擇主題、處理光影、調整攝影焦距、角度或速度，甚或於沖洗中修

改底片，若可認定攝影者於過程中有將自己的思想或感情注入攝影作品裡，使作

品具有原創意涵，方可認定具備原創性要件。 

三、古文物藝術品之影像檔案的原創性 

不同性質的古文物藝術品，有不同的影像檔案生成方式，大致可區別成兩種

類型：平面的古文物藝術品，如書法、書畫、古文書籍的頁面，主要是以掃瞄及

攝影兩種方式，製作影像檔案；立體的古文物藝術品，如陶瓷器、金屬器、雕刻

                                                 
58 蕭雄淋著，著作權法論，台北，五南圖書，2005 年 11 月，頁 110；羅明通，著作權法論，台

北，群彥圖書，2005 年 9 月，頁 231。 
59 最高法院 92 年台上字第 1424 號判決。 
60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民國 95 年 07 月 28 日回覆板橋地檢署 95 年度他字第 208 號著作權法案件

之函詢事項（智著字第 09500070820 號函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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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古文書籍的外型等，則以攝影方式，製作影像檔案。 

（一）目的解釋 

由於古文物藝術品的儲存工作，目的在於保存文物典藏品，避免因耗損而破

壞，因此，從事典藏工最重要的目標，在於儲存古文物的真實影像，不論是正片

或 X 光片轉數位檔、或是直接的數位攝影，都必須進行嚴格的影像及顏色校正，

以確保與古文物藝術品實際的外型、顏色是相同的。就此觀點而言，不論是立體

古文物藝術品或是平面古文物藝術品的攝影，其在拍攝過程中所為之拍攝角度、

光線、焦距、速度的調整，目的都在使古文物影像得以呈現真實原貌，難謂攝影

者本身有投入其思想、觀念或情感，因此，似難稱其有原創性存在。 

上述觀點，在探討平面古文物藝術品如繪畫、書法之拍攝時，尚可成立；惟

在立體古文物藝術品，如雕刻、器物的拍攝上，攝影者為求完美呈現器物的外貌，

必須仔細調整取景的角度、拍攝的構圖、焦距、光量之調節、景深之判斷、背景

之安排，及速度進行之調整等細節，方得讓古文物完美一面呈現於影像檔案之

中；在此拍攝過程中，攝影者投入相當之心力，思考判斷各個細節的妥當性，花

心思找出最能把器物拍的最美的拍攝方法，已具有相當之創作性，因此，立體古

文物的攝影，應受攝影著作之保護。 

（二）專家見解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於民國 94 年 5 月 26 日61，針對

「故宮博物院為古物所攝影之攝影作品是否屬著作權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稱

之『攝影著作』」之議題，召開會議討論，出席委員分成正反兩派見解： 

反對者認為，著作權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稱攝影著作，必須具有原創性，

根據最高法院 92 年台上字第 1424 號判決62及台中地方法院 92 年度易字第 1393

                                                 
6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 94 年 5 月 26 日第 5 次會議紀錄。 
62 最高法院 92 年台上字第 1424 號判決略以：「按攝影著作固屬著作權法之著作，然著作權法之

精神，在於保護具「原創性」之著作，故攝影著作，應係由「主題之選擇」、「光影之處理」、

「修飾」、「組合」或其他藝術上之賦形方法，以攝影機產生之著作，始受保護。通常一般以攝

影機對實物拍攝之照片，尚難認係著作權法所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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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判決63之實務見解，攝影者在攝影過程中，針對各環節的處理，必須投入思想

或概念加以決定，方具原創性，符合著作權法上所稱之著作；故宮雖有專人對古

物攝影，但僅係以照相機具對古物為拍攝，對於選景、構圖、攝影角度、光量調

節、焦距調整、深景判斷及速度進行之選擇，均難認有特殊性，亦無法表現出攝

影者之個性及特色，尚不符合最起碼之創作性，難稱作權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5 款

所稱攝影著作。 

肯定者則認為，該款所稱之攝影著作，雖需具有原創性方符合著作權法上所

稱之著作，但其所要求之原創性，應僅為「自己獨立之創作」即可，不必要求一

定之「創作高度」；且我國實務及學理上對於著作應具有之原創性的標準，不同

於專利法要求之新穎性，只要求著作作品必須有「最起碼之創作性」即可，故倘

非重製或改作他人之著作，縱有雷同或相似，因屬自己之創作，即具有原創性，

同受著作權法保護，是以，故宮對古物之攝影作品應受著作權法保護。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在同年 6月 28 日召開的第 6 次

會議上，針對此一問題又再提出討論，章忠信委員以書面表示意見，其將古文物

之攝影行為，區分成平面古物標的及立體古物標的，認為前者之攝影屬古物內容

之單純重現，為古物之重製行為，不具創作性；後者之攝影，涉及角度、構圖、

光影、焦距、深景等選擇及判斷，應具創作性，故立體古文物之拍攝，得產生新

的攝影著作
64。  

關於此議題，委員們的意見分歧65，無法有一具體結論，不過，多數見解認

為，拍攝立體古文物藝術品所得之影像，應具有原創性，受攝影著作之保護，拍

攝平面古文物藝術品所得之影像，因不具原創性，故不受攝影著作之保護。 

                                                 
63 台中地方法院 92 年度易字第 1393 號判決略以：「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所稱攝影著作

係指思想、感情以固定影像表現之著作，主要藉機器及電子裝置，利用光線之物理及化學作用，

將被攝客體再現於底片或紙張而完成，在攝影的過程中必須對於被攝影像之選擇、窗之選景、構

圖、攝影角度、光量之調節、焦距之調整、景深之判斷、速度進行之選擇及調整顯像、沖洗、修

改等攝影行為，有原創性方符合著作權法所稱之著作」。 
6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 94 年 6 月 28 日第 6 次會議紀錄。 
65 .有採取嚴格的認定，平面轉平面無著作權，立體轉平面則不當然受保護，應視個案考量；章

忠信委員、賴文智委員及郭淑貞委員，認為平面轉平面無著作權，立體轉平面則有著作權；葉奇

鑫委員、陸義淋委員、易洪庭委員、葉茂林委員則認為全部都應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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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法院見解-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td. v Corel Corporation66 

原告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td.主張其擁有博物館典藏文物的影像幻燈

片（photographic transparencies）的專屬權利，其並將這些影像幻燈片轉成數位

檔，對於這些影像幻燈片的數位檔也擁有專屬權利。原告主張被告 Corel 

Corporation 銷售 CD 內含不少他的數位檔案，此肯定是複製自他的數位檔案，因

此，主張被告侵害其著作權。 

雖然原告主張因講求影像幻燈片及數位檔案必須準確地與畫作真品相符，在

複製化過程中投入相當之技術、勞力，應有原創性；不過法院卻認為，原告自古

畫真品重製所得之影像幻燈片或數位檔案，既講求與原畫作必須準確相符，對於

拍攝的角度、光線等事項就沒有太多的決定空間，也無法對於畫作有任何增添、

修補或其他出於原告本身的貢獻，此種重製行為只是「slavish copying」，縱使過

程中投入很多勞力、技術，仍不具原創性，不受著作權法保護，故判決原告敗訴。 

1、事實 

原告 Bridgeman 是英國公司，在紐約有辦公室，主要是從藏品所有權人或

其雇用的自由攝影師處，獲得博物館或其他已進入公共領域的藝術品的照片及幻

燈片，從事古藝術品重製授權之業務。其用大型彩色幻燈片（transparencies）及

數位檔案儲存這些重製品（reproduction），且其有一個彩色校正器可在拍攝時，

調整每張幻燈片的顏色以與真品相符的。Bridgeman 利用 CD-ROM 儲存幻燈片

的數位檔案，免費提供一般低階圖檔給客戶當作型錄。高階的圖檔則必須透過授

權契約方得取得使用權。 

被告 Corel 是加拿大公司，主要從事電腦軟體產品的創作及行銷，擁有一

套 CD-ROM 軟體，其中包含數百張歐洲知名畫作的數位重製物，此等歐洲知名

畫作中，有不少是由 Bridgeman 公司擁有其照片或幻燈片及數位影像檔案之重製

授權等管理權限。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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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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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張抗辯 

Bridgeman 主張，其承認這些藏品已不受著作權保護，不過藏品的所有權人

很妥善地限制他人接觸這些藏品，Bridgeman 的幻燈片及數位檔案或複製物是唯

一有取得授權的幻燈片，由此推斷，被告 CD-ROM 的影像檔案肯定是從

Bridgeman 的幻燈片複製而來，因為被告未提供合法來源，因此主張被告侵權。

Bridgeman 主張他對於被侵害的幻燈片有著作權，因為其以「Old World Master I」

作品已向著作權局申請獲得登記證明，此包含了被告侵害的數位檔案及幻燈片。

其次，根據英國、加拿大著作權法、美國的視覺藝術法（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及伯恩公約之規定，他的幻燈片均受著

作權的保護。 

被告 Corel 主張，原告未證明其具有有效的著作權及複製權利，且原告必須

先登記著作權後，方能以訴訟主張著作權的保護。不過，外國著作因伯恩公約而

例外受保護，不以登記為前提要件，因此被告該項主張不成立。 

3、法院見解 

本案先經裁示應適用英國法。根據英國 1988 年通過的著作權、設計及專利

法（Copyright, Design and Patents Act）之規定，該法保護原創的（original）文學

的（literary）、戲劇的（dramatic）、音樂的（musical）或藝術的（artistic）作品。

一項作品在格式上不用創新，但必須原創自作者一人，非從其他創作複製過來。

但也不是說作者必須要自己完成全部的作品，衍生著作（derivative work）的保

護就是看作者本身的技巧（skill）、判斷（judgment）和勞力（labor）是否以另一

種方式將該著作加以轉化。因此，若全部從既有著作複製，沒有任何物質的修改、

添加、轉變或結合，則不具原創性。而且所謂技巧、判斷或勞力的投入也不全然

可以決定原創性，必須有實質修改或裝飾，足以使「衍生作品的整體」顯示出原

創性（some element of material alteration or embellishment）。根據此原則，原告的

影像根本不可能受著作權保護，因為這些影像全然是藝術品的直接複製物，沒有

任何添加、修改或轉化，儘管附載於不同媒體（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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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約地方法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New York）Kaplan 法官認為，

原告 Bridgeman 主張載體（medium）上變化足以支持原創性之見解，無法說服

法院。純然重製到不同的媒介上，不能構成原創性，因為沒有人可以主張擁有特

定的媒介物。法律要求原創性必須整個著作具有實質的改變或裝飾，但原告已承

認他的這些影像最重要的就是要精確地複製典藏物的影像。 

原告又主張因為影像附有顏色調整盤（color correction bars），所以有原創

性；不過，因被告複製的影像並沒有連同調整盤一起複製，因此，無法就此主張

侵害。 

最後，原告又主張照片需要藝術天分（artistic talent）及原創性（originality），

是以法院應決定其幻燈片，也就是這些藝術品的照片應有原創性。但是，雖然幾

乎所有照片都受著作權的保護，但不可否認的，照片內的創意（creativity）是決

定其是不是另一個著作的複製品，就像科學和科技執照不具原創性。雖然複製技

術需要很大的工程天分，但這仍不能使一項複製物獲得著作權保護，就像英國樞

密院（Privy Council）說的「複製過程中的技巧、勞力或判斷不能產生原創性（Skill, 

labor or judgment merely in the process of copying cannot confer originality）」。 

這些複製圖與既有作品無任何獨立創作或顯著改變，無法發現任何作者的個

人貢獻。因此，原告影像欠缺原創性。退步言之，縱使認定原告影像具原創性，

原告也無法證明被告的複製物與其影像間有實質近似（substantial similarity）。 

此案在 1998 年 11 月 13 日下判決67（summary judgment），不過原告具狀於

11 月 23 日提出重新辯論及重審之要求（reargument and reconsideration），法院重

新召開審理，關於原創性及可著作權保護兩事項，則更詳細說明，不管適用美國

法或英國法，原告所持的幻燈片或數位檔案均不受著作權之保護68。 

在 Burrow-Giles Lithographic Co. v. Sarony 一案中，最高法院認為，照片是著

作權法定義的著作，且特定的肖像照片有足夠的原創性，因照片裡姿勢、配件安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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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 13, 1998. 
68 No. 97 Civ. 6232(LAK), Cited as 36 F. Supp.2d 191., 50 U.S.P.Q.2d 1110, Feb 18,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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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燈光及攝影師想提起的表情（by virtue of its pose, arrangement of accessories in 

the photograph, and lighting and the expression the photographer evoked），均可受著

作權保護，但未對照片複製的原創性表示意見。Learned Hand 法官所做「照片本

身即有原創性」的意見，後來也被最高法院推翻。 

然而，照片得獲著作權保護的範圍仍然很大，只要「呈現作者本身的個性就

足構成原創性（a very modest expression of personality will constitute sufficient 

originality）」。Nimmers 教授文章曾表示，至少有兩種情形下照片不具著作權，

其中一種情形就是照片或印刷事物的照片，此純粹只是盲從的複製（slavish 

copying），其並表示畫作的純粹盲從複製欠缺原創性，雖然可能可以主張創作重

製之保護。 

無庸置疑的，大部分的照片，都具有原創性的表現，在 Rogers v. Koons69及

Leinovitz v. Paramount Pictures Corp.70兩案中，法院定義攝影著作原創性要素包括

「擺設物品、光線、角度、底片及相機的選擇、呼喚情緒，和其他變化（Elements 

of originality … may include posing the subjects, lighting, angle, selection of film and 

camera, evoking the desired expression, and almost any other variant involved）」，不

過，純粹盲從的複製（slavish copying）雖需要科技、技術和努力，但並不該當

原創性，最高法院在 Feist71一案中表示「汗水不等同於原創性應具有的創意火花

（sweat of the brow alone is not the creative spark which is the sine qua non of 

originality）」。 

本案中，原告 Bridgeman 已經承認，相當強調古老藝術藏品複製典藏的準確

性，需要技巧和努力，但不是創意火花。因此，不受著作權保護。 

雖然原告又主張在英國 Graves’ Case72民事訴訟中承審的 Blackburn 法官曾表

示：「原件和複製品的差異性是可清楚瞭解，但很難說什麼是原始照片，所有照

                                                 
69 960 F.2d 301. 307 (2d Cir), cert. denied, 506 U.S. 934. 113 S.Ct. 365. 121 L. Ed. 2d 278(1992) 
70 137 F. 3d 109. 116(2d Cir.1998) 
71 499 U.S. 340, 111 S. Ct. 1282, 113 L.Ed.2d 358. 
72 L.R. 4 Q.B. at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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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都是一切物體，如繪畫或雕像的複製，在我看來從照片翻拍的照片也是原始照

片（And it seems to me that a photograph taken from a picture is an original 

photograph, in so far that to copy it is an infringement of the statue），複製它就是對

雕刻品的侵害」。不過，這個案子發生於現行著作權法前73，之後英國著作權法

已有所修正，所以該案應列入 Old law，不宜採為參考意見。 

綜合上述所有理由，Kaplan 法官仍判決原告敗訴，其擁有的幻燈片或數位檔案，

均不受著作權法保護。 

（四）小結 

古文物藝術品影像之原創性的認定，在平面古文物如書法、繪畫或古文書籍

等方面之攝影，參考美國法院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td. v Corel Corporation

一案的見解，應認為不具有原創性。 

關於立體古文物之攝影，按照國內法院及主管機關或專家之意見，因攝影者

必須對於取景角度、光線、速度等攝影過程的安排有所決定，已反應攝影者本身

的個性或獨特性，因此可認為具有原創性，而受著作權法之保護。雖美國法院尚

未有立體古文物攝影著作侵害之具體個案發生，不過，從其過去對於攝影著作原

創性所累積的意見，亦可得知，美國法院應會傾向肯定見解，認為立體古文物攝

影該當原創性之要件。 

四、古文物藝術品之影像檔案的著作權保護 

綜上關於文物藝術品影像檔案原創性之說明，具備原創性之要件，即可獲得

著作權之保護，關於文物藝術品之攝影，是否受著作權法上攝影著作之保護，整

理如下表所示。在判斷上，先區別文物藝術品本身是否仍受著作權之保護，若其

本身仍受著作權之保護，不論是平面或立體，其以攝影儲存影像之行為，按照現

形著作權法第 3 條關於重製及改作之定義，均屬於重製行為，與文物藝術品本身

                                                 
73 此案係根據 1862 年的 Fine Arts Copyright Act 所做判決，非 1998 年 Bridgeman 一案發生時英

國施行的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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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受著作權之保護。 

至於本身不受著作權保護之古文物藝術品，其影像檔案是否受著作權保護，

必須重新認定影像檔案本身是否具備著作權保護之要件，在立體古文物藝術品

上，影像檔案牽涉到取景角度、光亮、速率等攝影之安排及決定，因此，可認定

攝影已具備攝影者本身之個性及特殊性，具備原創性而可受獨立之攝影著作保

護。反之，在平面古文物藝術品方面，因其影像檔案講究必須與原件相符，要求

準確之相似度，其影像純粹為原件的複製，欠缺原創性，故不受著作權之保護。 

表 4-1 文物藝術品影像檔案之性質整理表 
本研究整理

 文物藝術

品型態 
影像檔案

之原創性 
影像檔案之

性質 
著作權保護 備註 

立體 有 文物藝

術品仍

受著作

權保護 

平面 無 

文物藝術品

的重製物 
合法授權之重

製，與文物藝術

品同受保護 

未得文物藝

術品著作人

同意而為攝

影，仍屬侵權

立體 有 獨立攝影著

作 
為獨立著作，受

保護 
文物藝

術品不

受著作

權保護 
平面 無 攝影作品 不受著作權保

護 

 

 

 

第三節  編輯著作與資料庫 

一、資料庫之保護 

所謂資料庫，即有系統及組織，俾能利用電腦檢索之論文、數值、圖形或其

他資料之集合物74。資料庫，是全球資訊基礎建設的一部份，影響經濟、文化及

技術進步的重要工具。資料庫的建置，開始之初，必須要四處蒐集原始資料，進

行資料的數位化、整理、編碼、格式化等工作，建置完成後，仍必須不斷地投入

                                                 
74 蕭雄淋著，著作權法論，台北，五南圖書，2005 年 11 月，頁 123。 



                                                                             第四章 

 60

人力去更新維護，也因此，資料庫的建置相當耗費人力、物力、時間及資金等成

本；可是，資料庫的內容卻可以輕易地以極低的成本加以重製或利用。為了提供

資料庫建立人一特別權利之保護，使其可回收建置資料庫所為之投資，方產生對

於資料庫創設特別保護制度之討論。 

二、國際條約或外國立法例 

（一）伯恩公約 

資料庫之國際保護，最早出現於伯恩公約（The Berne Convention），其第 2

條第 5 項規定75：「文學或藝術作品之編輯物，如百科全書或詩選，若其內容之

選取或編排可構成智慧之創作，則該編輯物本身應受保護，但不因此損及其所彙

編著作的著作權」，其保護方式是基於編輯著作的思維，限於以著作物彙編而成

的集合物，至 1991 年，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召開專家會議討論時，方提出建議，

認為伯恩公約資料庫條款之適用應及於彙編不受著作權保護資料的編輯著作76。 

（二）世界貿易組織 

世界貿易組織（WTO）下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中，第

10 條第 2 項有關於資料庫保護之規定77：「資料或其他素材之編輯，不論係藉由

機器辨讀或其他形式，如其內容之選擇或編排可構成智慧之創作者，即應受保

護。但該保護不及於其資料或素材本身，且對該等資料或素材本身所享有之著作

權不生影響」，其保護方式承襲伯恩公約，保護對象則擴大到不受著作權保護資

料所集結成之資料庫，亦即，只要資料庫的建構構成智慧創作，就可受著作權之

保護。 

                                                 
75 1971 年伯恩公約第 2 條第 5 項條文為” Collections of literary or artistic works such as 
encyclopaedias and anthologies which, by reason of the selection and arrangement of their contents, 
constitute intellectual creations shall be protected as such,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copyright in each of 
the works forming part of such collections.” 
76 謝銘洋，「論資料庫之法律保護」，台大法學論叢第 27 卷第 2 期，1998 年 1 月，頁 273。 
77 WTO-TRIPS 第 10 條第 2 項條文為” Compilations of data or other material, whether in machine 
readable or other form, which by reason of the selection or arrangement of their contents constitute 
intellect creations shall be protected as such. Such protection, which shall not extend to the data or 
material itself, shall be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copyright subsisting in the data or material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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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1、著作權條約 

1996 年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WIPO Copyright Treaty, WCT）第

5 條規定78：「就資料或其他素材之彙編，無論採用任何形式，只要其內容的選擇

或編排構成智慧創作，該編輯物本身就受保護，但該保護不及於資料或素材本

身，且對該資料或素材本身之著作權不生影響」，針對具有原創性之資料或其他

素材之編輯，給予明文之保護。 

2、資料庫條約草案 

WIPO 開始考慮就不具原創性資料庫特別立法（sui generic right）予以保護，

是在 1994 年 12 月專家會議上經歐盟執委會代表說明其在從事之資料庫特別權之

立法工作，此一觀點在 1995 年專家會議上獲得支持，並計畫以歐盟資料庫保護

法令之草案做為範本加以討論。之後，歐盟及美國前後在 1996 專家會議上提出

立法建議（Draft Treaty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Respect of Databases），資料庫之

議題遂被列為 WIPO 外交會議的議題之一。 

WIPO 在 1997 年，特別召開「資料庫智慧財產資訊會議（Information Meeting 

concer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Databases）」，並成立「著作權暨相關權利常設

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SCCR）」，取代原專

家會議的功能，專門處理著作權及相關權利之國際法律統合事項，此委員會從

1998 起召開多次會議，但是因為有部分會員國擔心，若對未具創作性之資料庫

提供特別權利之保護，是否會對資訊之取得、教育和科學方面的公共利用產生限

制或阻礙；且也認為若要給予超過著作權以外之特別權保護，應有必要預先仔細

分析評估其在經濟上會發生的影響效果79；也有認為既非屬著作權保護問題，不

                                                 
78 WCT 第 5 條條文為” Compilations of data or other material, in any form, which by reason of the 
selection or arrangement of their contents constitute intellectual creations, are protected as such. This 
protection does not extend to the data or the material itself and is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copyright 
subsisting in the data or material contained in the compilation” 
79 Report, SCCR/3/11, Nov.16~20, 1999,  
http://www.wipo.int/edocs/mdocs/copyright/en/sccr_3/sccr_3_11.doc，最後瀏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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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由該委員會管轄等不同意見。由於此議題一直無立法之急迫性，故資料庫權利

保護之國際立法工作，遲遲未積極進行。直至 2004 年 6 月在日內瓦召開的第 11

次委員會議，方重新納為議題，不過，對於不具原創性的資料庫保護仍遭到與會

代表的激烈論戰80，仍未能通過。 

（1）立法意旨 

WIPO 資料庫條約立法草案81之立法目的，係有鑑於資料庫對於經濟、文化

及科技進步之重要性，也是全球資訊基礎建設發展所不可或缺的因素，其建置需

要大量投資卻容易為他人所利用複製，為能鼓勵資料庫之生產、散佈及國際貿

易，實有必要就資料庫建立新的保護形式，使投資建置者透過國際立法之保護回

收其投資82。 

（2）適用對象 

適用該草案的客體，不問原創性，只要符合「有重大投資的資料庫」即可83。

其中，所謂「資料庫」，係指將所蒐集的獨立著作、資料或其他素材以有系統或

條理的方式加以編排，並能以電子或其他方式個別存取利用者84，無論資料庫形

式或所附著之媒介為何，也不論是否有供公眾使用，均在保護範圍之內85。「重

大投資」86，係指在資料庫建置過程中投入的人力、財務、技術或其他必要的資

                                                                                                                                            
2007/4/24。 
80 Report, SCCR/11/4, Jun 7~9, 2004, 
http://www.wipo.int/edocs/mdocs/copyright/en/sccr_11/sccr_11_4.doc，最後瀏覽時間：2007/4/24。 
81 「WIPO 資料庫條約草案」Basic Proposal for the Substantive Provisions of the Treaty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Respect of Databases to be Considered by the Diplomatic Conference, Memorandum 
prepared by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s of Experts, CRNR/6, Aug. 30, 1996，

http://www.wipo.int/documents/en/diplconf/pdf/6dc_e.pdf，最後瀏覽時間：2007/4/24。 
82  WIPO 資料庫條約草案的前言（preamble），

http://www.wipo.int/documents/en/diplconf/pdf/6dc_e.pdf，最後瀏覽時間：2007/4/24。 
83 WIPO 資料庫條約草案第 1 條第 1 項條文為”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protect any database that 
represents a substantial investment in the collection, assembly, verification, organization or 
presentation of the contents of the database.” 
84 WIPO 資料庫條約草案第 2 條第 1 項條文為” “database” means a collection of independent works, 
data or other materials arranged in a systematic or methodical way and capable of being individually 
accessed by electronic or other means” 
85 WIPO 資料庫條約草案第 1 條第 2 項條文為” The legal protection set forth in this Treaty extends to 
a database regardless of the form or medium in which the database is embodied, and regardless of 
whether or not the database is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86 WIPO 資料庫條約草案第 2 條 Note2.07”The investment may be in human, financial, technical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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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受保護之權利人則為資料庫建置人87（maker of the database），不問自然人或

法人，只要是控制並負責資料庫的重大投資的人，雖資料庫的建置工作可能會雇

用員工或外包給他廠商，但是受雇人或承包商均不屬於資料庫權利人的範圍88。 

（3）權利範圍 

權利內涵89則包括擷取權（extraction）及利用權，其中擷取權，係指將資料

庫內容的全部或重要部分以任何方式或形式，永久或暫時地移轉至另一媒介上

90，此類似著作權法上「重製」或「散佈」的概念；而利用權，則以散佈重製物、

出租、線上或其他形式之傳輸等任何方式，將資料庫的全部或重要部分內容提供

給公眾，此包括容許公眾之人得個別自由選擇時間或地點接觸資料庫內容91。 

資料庫受保護之期間，按照歐盟或美國提出之草案，分成 25 年及 15 年兩種

建議；未供公眾使用之資料庫，保護期間從其符合資料庫保護要件時起算；提供

公眾使用之資料庫，則從公開給公眾使用後次一年的 1 月 1 日開始起算92。若資

                                                                                                                                            
other resources essential to the production of a database ” 
87 WIPO 資料庫條約草案第 4 條條文為” The rights provided under this Treaty shall be owned by the 
maker of the database”；第 2 條第 3 項定義「maker of the database」為「the natural or legal person or 
persons with control an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undertaking of a substantial investment in making a 
database」。 
88 從 WIPO 資料庫條約草案第 2 條 note2.06 可知，資料庫建置人的範圍，刻意排除受雇人或承

包商”The expression” control an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undertaking of a substantial investment” is 
intended to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protection of the proposed Treaty might flow to the 
employees who execute the tasks required to produce a database; it is clear that the rights and 
protection flow to their employer, be it a company, enterprise or other organization, which makes the 
investment. Likewise, the definition excludes subcontractors who may be commissioned to execute 
such tasks.” 
89 WIPO 資料庫條約草案第 3 條第 1 項條文為” The maker of a database eligible for protection under 
this Trea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authorize or prohibit the extraction or utilization of its contents.” 
90 WIPO 資料庫條約草案第 2 條第 2 項條文為””extraction” means the permanent or temporary 
transfer of all or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a database to another medium by any means or in 
any form.” 
91 WIPO 資料庫條約草案第 2 條第 6 項條文為””utilization” means the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f all or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a database by any means, including by the distribution of 
copies, by renting, or by on-line or other forms of transmission, including making the sam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at a place and at a time individually chosen by each member of the public” 
92 WIPO 資料庫條約草案第 8 條第 1 項條文為” The right provided for in this Treaty shall attach 
when a database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Article1(1) and shall endure for at least Alternative A:25; 
Alternative B:15 years from the first day of January in the year following the date when the database 
first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Article 1(1)””; 第 2 項條文為”In the case of a database that is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in whatever manner, before the expiry of the period provided fo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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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庫建置後，因資料數量上或品質上的更新，如資料組織或呈現上的增加、刪除、

核實、修改等，又再投入重大資金時，其保護期間可再單獨計算93。 

由於智慧財產權保護期間之決定，牽涉到許多因素，包括受保護客體之性

質、當時的經濟與科技環境、權利人、使用人及整體社會的利益等；且資料庫可

能是靜態也可能動態的類型，靜態類型如百科全書、歷史資料庫，需要比較久的

保護期間；動態資料庫如法院判決資料，因需要不斷地更新資料，只要重大投資

於更新，即可重獲資料庫之保護，應可接受較短的保護期間94；也因為歐盟或美

國的建議草案各有不同的保護期間，故有待 WIPO 會員國於會議上討論決議。 

（四）歐盟 

歐盟資料庫保護指令是針對「不具原創性之資料庫（non-original database）」

予以特別權利保護，最早也是唯一的國際公約。在 1895 年，歐盟執委會發表「智

慧及營業財產權白皮書」致力於各種智慧財產權的法律統一工作，也清楚指示資

料庫之立法工作，期望不論是在著作權法或競爭法上，都能夠消除各會員國對於

資料庫法律保護上的歧異，並創造出一個具有競爭性的歐盟資料庫市場，促進全

歐洲整體資訊市場之進步。1988 年，歐盟執委會提出「著作權與科技挑戰之綠

皮書（The 1988 Green Book on Copyright and Technological Challenge）」，即對於

資料庫予以專章討論，經徵詢相關利益團體之意見，召開公聽會讓各方代表得以

討論協調，歐洲議會及歐盟理事會終於在 1996 年 3 月共同審議通過資料庫保護

法令95，並要求歐盟會員國必須在 1998 年 1 月 1 日之前修改其內國法以符合該

                                                                                                                                            
paragraph(1), the term of protection shall endure for at least Alternative A: 25’; Alternative B: 15 years 
from the first day of January in the year following the date when the database was first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93 WIPO 資料庫條約草案第 8 條第 3 項條文為”Any substantial change to the database, evaluated 
qualitatively or quantitatively, including any substantial change resulting from the accumulation of 
successive additions, deletions, verifications, modifications in organization or presentation, or other 
alterations, which constitute a new substantial investment, shall qualify the database resulting from 
such investment for its own term of protection.” 
94 張懿云、陳錦全，「國際智慧財產法制對不具原創性資料庫之保護（上）」，智慧財產權月刊，

76 期，2005 年 4 月，頁 112。 
95 歐盟資料庫保護法令全文（DIRECTIVE 96/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1 March 1996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atabases） 
，見 http://ec.europa.eu/internal_market/copyright/prot-databases/prot-databases_en.htm，最後瀏覽時

間：2007/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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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令的要求。 

    歐盟資料庫保護法令，就資料庫的保護採取雙軌制，一係就資料之選擇或編

排構成建置人自身智慧創作的資料庫予以著作權法保護，一則就資料內容之蒐

集、檢視或呈現有重大投資的資料庫予以特別權利（sui generic right）之保護，

禁止他人任意擷取（extraction）或再利用（reutilization）。此針對不具原創性但

有大量投資資料庫的保護，可說是本於「sweat of the brow」原則。 

1、保護範圍 

歐盟法令第 1 條第 1 及第 2 項96指出其保護之資料庫為「以一定的系統或方

法編排，並可透過電子或其他方式個別取用之獨立著作、資料或其他素材的集

合」，並排除電腦軟體程式之保護97。 

2、著作權保護 

歐盟法令以著作權保護資料庫的方式，與 WTO-TRIPS 或 WCT 均一致，必

須資料庫建置人在內容選擇及編排上具有原創性，即可獲得著作權之保護，不

過，著作權所保護的僅限於資料庫之整體，不及於內容，也不影響內容原具有之

權利98。 

資料庫著作人，未必是資料庫建置人，因為建置人可能會雇用員工或外包廠

商，此時，資料庫著作權利之歸屬需回歸歐盟會員國的著作權法規定99。資料庫

                                                 
96 歐盟資料庫保護法令第 1 條條文為” 1. This Directive concerns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atabases in 
any form. 2.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Directive, “database” shall mean a collection of independent 
works, data, or other materials arranged in a systematic or methodical way and individually accessible 
by electronic or other means.” 
97 歐盟資料庫保護法令第 1 條第 3 項條文為”Protection under this Directive shall not apply to 
computer programs used in the making or cooperation of databases accessible by electronic means.” 
98 歐盟資料庫保護法令第 3 條條文為”1.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Directive, databases which, by 
reason of the selection or arrangement of their contents, constitute the author’s own intellectual 
creation shall be protected as such by copyright. No other criteria shall be applied to determine their 
eligibility for that protection. 2. The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databases provided for by this Directive 
shall not extend to their contents and shall be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rights subsisting in those 
contents themselves. ” 
99 歐盟資料庫保護法令第 4 條”The author of a database shall be the natural person or group of 
natural persons who created the base or, where the legislation of the Member States so permits, the 
legal person designated as the rightholder by that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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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人的著作權能根據歐盟指令第 5 條100規定，包括重製、改作、散佈及公開傳

輸、公開播送、公開展示或公開演出等權利。保護期間同一般著作。重製權指權

利人得控制資料庫結構之重製，包括永久或暫時性的重製；改作包括翻譯、改作、

編排及其他形式之變更等個人表達形式的變更，非單純之資料項目的變更；散佈

包括有形及無形的散佈，不過仍受第一次銷售原則的限制，資料庫之合法有效重

製物銷售後，資料庫著作人不得限制其轉售行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或公開演

出權，此即對於公眾提供的權利，因資料庫的內容可能為文字、圖片、數字、聲

音、影像等，故列出三種向公眾提供的權利類型。 

    指令第 6 條101對於資料庫著作人權能訂有例外限制情形，資料庫之合理使用

人因接觸使用其資料庫內容通常情形所必要，得不經資料庫著作人的同意，為重

製、翻譯、改作、編排、散佈、公開傳輸等行為。若僅為資料庫部分內容之合理

授權，亦僅限於該部分。會員國並得自行立法限制資料庫著作人的權能，如非電

子資料庫之私人目的之重製、指出來源且非商業性質之教學或科學研究、行政或

司法機關公共安全目的之使用、其他著作權法賦予之限制。本法案遵從伯恩公約

之要求，不侵害或限制資料庫著作人之合法利益或資料庫之一般使用。 

                                                 
100

 歐盟資料庫保護法令第 5 條條文為＂In respect of the expression of the database which is protectable 

by copyright, the author of a database shall have the exclusive right to carry out or to authorize:(a) temporary 

or permanent reproduction by any means and in any form, in whole or in part;(b) translation, adaptation, 

arrangement and any other alteration;(c) any form of distribution to the public of the database or of copies 

thereof. The first sale in the Community of a copy of the database by the rightholder or with his consent shall 

exhaust the right to control resale of that copy within the Community;(d) any communication, display or 

performance to the public;(e) any reproduction, distribution, communication, display or performance to the 

public of the results of the acts referred to in (b)＂ 
101 歐盟資料庫保護法令第 6 條條文為＂ 1. The performance by the lawful user of a database or of a 

copy thereof of any of the acts listed in Article 5 which is necessary for the purposes of access to the contents 

of the databases and normal use of the contents by the lawful user shall not require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author of the database. Where the lawful user is authorized to use only part of the database, this provision 

shall apply only to that part.2. Member States shall have the option of providing for limitations on the rights 

set out in Article 5 in the following cases:(a) in the case of reproduction for private purposes of a 

non-electronic database;(b) where there is use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illustration for teaching or scientific 

research, as long as the source is indicated and to the extent justified by the non-commercial purpose to be 

achieved;(c) where there is use for the purposes of public security of for the purposes of an administrative or 

judicial procedure;(d) where other exceptions to copyright which are traditionally authorized under national 

law are involved, without prejudice to points (a), (b) and (c).3.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interpreted in such a way as to allow its 

application to be used in a manner which unreasonably prejudices the rightholder's legitimate interests or 

conflicts with normal exploitation of th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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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別權利保護 

歐盟資料庫保護法令對於資料庫之特別權利保護，唯一要件是「資料庫建置

人在資料庫內容的蒐集、檢視或呈現上，有數量或（及）品質上的人力、技術、

經濟資源之大量投資（substantial investment）102」，因此保護的重點在於「投資

的保障」，並以資料庫建置人為保護對象。 

其實，早期有部分會員國提倡應以不公平競爭法保護資料庫，但因為不公平

競爭法中無可適用的規定，且其適用必須先有侵害行為之發生，無法直接界定出

具體範圍之經濟權利；為能防止他人未經授權擷取或再利用資料庫的內容並有明

確的權利範圍，最後歐盟委員會仍選擇創設新的財產權利加以保護。 

此特別權利，不論資料庫是否有原創性而受著作權法保護，僅以「重大投資」

為判斷依據，為那些以事實或公有資料為內容予以蒐集編排之資料庫，提供一個

新的法律保護，使之可不受競爭者擷取其全部或部分素材予以重新編排並銷售市

場之威脅103。 

資料庫之特別權利包括兩種權能，即擷取權（extraction）及再利用權

（reutilization），其中，擷取權指以任何方法或形式，永久或暫時地，將資料庫

內的全部或重要部分的內容，移轉到其他媒介上；再利用則指透過散佈重製物、

出租、連線或其他傳輸方式，使得公眾能取得資料庫中的全部或重要部分內容或

加以利用104。保護期間，原則上從「資料庫建立完成時」的次年 1 月 1 日起算

15 年，若在此期間屆滿前開放公眾使用資料庫，可自「首次開放公眾使用之時」

                                                 
102 歐盟資料庫保護法令第 6 條條文為“Member States shall provide for a right for the maker of 
a database which shows that there has been qualitatively and/or quantitatively a substantial 
investment in either the obtaining, verification or presentation of the contents to prevent 
extraction and/or re-utilization of the whole or of a substantial part, evaluated qualitatively 
and/or quantitatively, of the contents of that database.” 
103 陳淑美，「資料庫保護之研究（專論）」，科技法律透析，1998 年 3 月。 
104 歐盟資料庫保護法令第 7 條第 2 項“(a) 'extraction` shall mean the permanent or temporary transfer 

of all or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a database to another medium by any means or in any form;(b) 

're-utilization` shall mean any form of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all or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a database by the distribution of copies, by renting, by on-line or other forms of transmission. The first 

sale of a copy of a database within the Community by the rightholder or with his consent shall exhaust the 

right to control resale of that copy within the Community;Public lending is not an act of extraction or 

re-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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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再享有 15 年的保護。若對資料庫的內容有品質或數量上的重大變更，包括

任何持續性增加、刪除或變更之累積而構成新的重大投資時，就新投資產生的資

料庫可享獨立之保護期間105。 

歐盟法令第 9 條並賦予會員國得制訂除外條款，讓合法使用人在一定情況

下，可不經資料庫建置人之允許而就資料庫的重要內容為擷取或再使用，此例外

情形與前述資料庫著作權限制之情形相似，不過未概括授權會員國制頒其他合理

使用事由106。 

（五）美國 

美國為世界上主要資料庫市場，資料庫之保護議題，開始的比其他國家要

早，不過目前主要仍以編輯著作之規定保護資料庫，仍以原創性為必要條件。 

1、著作權法規定 

美國著作權法第 101 條107定義編輯著作為「收集、彙編既存素材或資料，並

將該等素材或資料加以選擇、整合或編排，使得該著作整體成為具有原創性的著

作物」，因此，編輯著作受保護之前提要件仍必須具有原創性。 

2、最高法院見解-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108 

（1）事實 

                                                 
105 歐盟資料庫保護法令第 10 條＂ 1. The right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7 shall run from the date of 

completion of the making of the database. It shall expire fifteen years from the first of January of the year 

following the date of completion. 2. In the case of a database which is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in 

whatever manner before expiry of the period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 1, the term of protection by that right 

shall expire fifteen years from the first of January of the year following the date when the database was first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3. Any substantial change, evaluated qualitatively or quantitatively, to the 

contents of a database, including any substantial change resulting from the accumulation of successive 

additions, deletions or alterations, which would result in the database being considered to be a substantial 

new investment, evaluated qualitatively or quantitatively, shall qualify the database resulting from that 

investment for its own term of protection.＂ 
106 尚安雅，「數位典藏加值應用相關法律問題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碩士論文，2003 年，頁

64。 
107 35 U.S.C.§101”A compilation is a work formed by the collection and assembling of preexisting 
materials or of data that are selected, coordinated, or arranged in such a way that resulting work as a 
whole constitutes an original work of authorship.” 
108 499 U.S. 340,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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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是一家堪薩斯州西北方部分社區之電話服

務公司，該公司根據其州法律出版一本當地住戶姓名、城市及電話號碼的電話

簿，並免費提供給所有用戶。電話簿裡有黃頁及白頁兩種，白頁純粹按照字母刊

載用戶姓名、所在城市及電話號碼，黃頁則有不同大小，可供商業用戶刊登廣告，

原告並藉此廣告刊登服務賺取利潤。 

被告 Feist Publications, Inc.為專門從事地區電話簿出版業務的公司，其電話

簿內容涵蓋範圍較廣，亦為免費供應，也分成白頁及黃頁，黃頁廣告業務與 Rural

競爭激烈。 

原告 Rural 為地區性電話服務公司，可輕易取得用戶的電話號碼資料，被告

Feist 因非電話公司，無法獨立取得用戶電話資料，而必須分別與各地區電話服

務公司簽約付費方得使用其白頁之用戶聯絡資料，原告 Rural 不願授權被告使用

其白頁內容，被告 Feist 在未經原告同意下仍加以重製並收錄到其電話簿中。在

被告 4 萬 6 千多筆的資料中，共有 1300 多筆與原告白頁內容相符，其中還包括

4 筆原告為確認他人有無複製所虛構的名冊。原告認為被告明顯抄襲其電話簿白

頁部分的內容，據此主張著作權侵害，對之提起訴訟。 

本案在地方法院及聯邦巡迴上訴法院均認為，原告 Rural 的電話簿應受著作

權保護，並判決被告敗訴，被告不服，遂向聯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訴。 

（2）法院見解 

最高法院引用美國憲法第 1 條第 8 項第 8 款109「國會經憲法授權，應確保作

者之創作在一定期間內享有排他權利」之意旨，認為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必須

符合原創性之憲法要求，所謂原創性，指該作品並非抄襲自他人作品，而由作者

獨立創作，且具有最低限度之創造性（creativity）。 

事實編輯物欲享有著作權保護，也要符合原創性之保護，通常作者在編輯事

                                                 
109 美國憲法第 1 條第 8 項第 8 款條文為”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useful arts, by 
securing for limited times to authors and inventor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heir respective writings and 
discov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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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時，都會進行事實的選擇、次序配置等整理工作，若編輯物之作者，就事實

之選取、編排，乃獨立完成且具有最低限度的創造性時，就符合原創性110，可受

著作權保護。不過這種保護，僅限於事實資料的「特定選取或編排」，而不及於

事實內容本身，因此，即使整個事實編輯物受著作權保護，也無法阻止他人使用

其所收集之事實或資料。 

雖然表面上看來，對於他人辛勞投入整理的成果不予著作權獨佔保護，似乎

顯得有點不公平，不過，著作權保護的目的並不在於鼓勵作者的勞動，根據憲法

第 1 條第 8 項第 8 款之規定，目的在促進科學與實用藝術之進步，這也就是著作

權法上思想/表達（idea/expression）或事實/表達（fact/ expression）兩分法

（dichotomy）原則的依據，無論編纂者付出多大辛苦或勞力，其整理事實資料

所採取的選擇或編排方式若無原創性，仍無法獲得著作權保護，因為所謂「sweat 

of the brow」或「辛勤收集（industrious collection）」111原則實已違反著作權法之

原則，也因此原告 Rural 電話簿中白頁的用戶聯絡資料，是不受著作權保護的事

實。因原告的選取並不符合最低創作性要求，故白頁內容不受著作權保護，被告

Feist 重製其內容之行為不構成著作權侵害。 

三、我國法 

目前我國著作權法中尚無針對資料庫之明文保護，不過，由於資料庫之建置

牽涉到資料的選擇及編輯，若符合編輯著作之原創性要求，仍可受編輯著作之保

護。 

至於不符合原創性資料庫的保護，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 1999 年 9 月 15 日委

託學者完成研究案，並就不具創作性資料庫特別立法一案公開向各界徵詢意見，

                                                 
110 499 U.S. 340” The compilation author typically chooses which facts to include, in what order to 
place them, and how to arrange the collected data so that they may be used effectively by readers. 
These choices as to selection and arrangement, so long as they are made independently by the compiler 
and entail a minimal degree of creativity, are sufficiently original that Congress may protect such 
compilations through the copyright laws.” 
111 所謂「sweat of the brow」或「industrious collection」原則，係指只要對於編輯物投入大量努

力，不論是否對於事實的選擇、編排、組織有無創作性（creativity）或原創性（originality），都

可獲得著作權保護，MCA, Inc., v. Wilson, 677 F.2d 180,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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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僅中央研究院與圖書館學會表示贊同立法。之後，此立法併著作權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一同舉辦公聽會，聽取各界意見，亦僅少數單位表示贊同立法。也因此，

對於資料庫之保護，仍以原創性判斷之，具有原創性方受編輯著作之保護，目前

尚無似歐盟之特別權利保護，縱使資料庫之建置投入大量心力、勞力、資金，對

於他人未經同意擷取複製資料庫內容，仍無法以著作權主張侵害。 

編輯著作之定義，根據著作權法第 7條規定：「就資料之選擇及編排具有創

作性者為編輯著作，以獨立之著作保護之。編輯著作之保護，對其所收編著作之

著作權不生影響」，因此，資料庫之建置，若其資料之「選擇」，係依據一定的

規則、標準等主觀或客觀角度出發去作挑選，並集合成一個獨立的著作，且資料

之「編排」，係建置者選擇適當利用的形式將資料呈現出來，兩行為顯現出建置

者本身的思考、衡酌及判斷，即應認有原創性，受編輯著作之保護。 

    從資料庫建置的角度來看，為滿足消費者的需要，原始資料蒐集的完整性是

相當重要的，可是，從著作權法上編輯著作保護的觀點來看，資料蒐集太過「完

整」，就表示建置者本身無法作太多「選擇」，也就沒有獨特的規則或標準。同樣

地，消費者多希望能夠看到原始資料的全貌，導致資料庫編排上不宜作太多格式

上的變動，編排上也無法有太大的變化可能，因此，資料庫原創性要求與資料庫

的實際使用需求之間，其實是有衝突關係存在112。 

四、文物藝術品影像資料庫 

文物藝術品影像資料庫為文物藝術品影像檔案之集合物，文物藝術品影像檔

案可能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語文、美術著作之重製物及攝影著作，或為不受著作

權法保護之攝影作品，此個別檔案之性質，無礙於集合所成資料庫性質之判斷。

收集文物藝術品之影像檔案，加以彙整、編排形成之影像資料庫，可獲得之權利

保護類型，有兩種： 

（一）因原創性而受編輯著作保護 

                                                 
112 賴文智著，數位著作權法，台北，翰蘆圖書，2003 年 11 月，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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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未對於不具原創性資料庫賦予如歐盟一般的特別權利保護，僅就編輯著

作保護具原創性之資料庫，針對文物藝術品影像資料庫可否受著作權保護之議

題，有一學者113基於 Bridgeman 一案法院全面否定個別古文物藝術品影像不得受

著作權保護之意見，認為古文物藝術品影像檔案集結形成的影像資料庫，因具有

特殊的編輯或安排，應可受編輯著作（compilation）之保護。 

究竟古文物藝術品影像資料庫，是否受編輯著作之保護？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就此議題在民國 94 年 5 月 26 日及 6 月 28 日召開會議

討論
114

，分成兩種見解： 

反對者認為，著作權法第 7 條所謂之編輯著作，既已明文要求「就資料之選

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此等藏品影像檔案資料庫既屬現有典藏照片之集合，自

未達「創作性」之要求，且根據台灣高等法院 87 年度上易字第 3338 號判決：「編

輯著作，除有一定之表現形式外，尚須其表現形式能呈現或表達出作者在思想或

感情上之一定精神內涵始可，同時該精神內涵應具有原創性，而其原創性之程

度，又須達足以表現作者之個性或獨特性之程度」對於原創性之實務見解，藝術

品之影像資料集結建置而成的圖檔資料庫，僅單純將古物影像彙整呈現於外供大

眾瀏覽，雖有一定之表現形式，但關於古物影像圖片之選擇及擷取，尚無法想像

經手的人可以表現出其個人的精神內涵，也無法顯現出其個人的個性及獨特性，

當然更無法表達出其精神內涵之獨創性，故難認定其屬於著作權法第 7 條所謂之

編輯著作。 

贊成者認為，故宮博物院就成千成萬之古物，考量藝術價值、知名度及歷史

性予以編輯呈現，就其所選取之影片資料，自有其考量性，不論係因藝術價值特

高或知名度越高甚至歷史性越高，都係屬故宮博物院將館藏呈現世人之方式，故

資料之選取及編排已足以顯現選取及編排之創作性，應屬著作權法第 7 條第 1 項

所稱之編輯著作。 

                                                 
113 Robert C. Matz,” Public Domain Works of Art: Bridgeman Art Library, Ltd. v. Corel Corp.”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Technology, 15 Berkeley Tech. L. J. 3, 
2000 
11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 94 年第 5 及第 6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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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議題，出席委員並未直接表決肯定或否定之意見，多數專家均認為故宮

資料庫是否屬編輯著作，應由法院就個案事實加以認定。 

（二）因重大投資而受特別權利保護 

博物館建置之文物藝術品影像資料庫，係國家型科技數位典藏計畫之產出，

運用國家相當大筆預算，由藏品管理機關花費長達 5 年之時間，方將博物館典藏

文物之影像檔案加以數位化儲存，形成初步的影像資料庫，其建置可謂具備「重

大投資（substantial investment）」之要件。 

參照歐盟資料庫保護法令，關於編輯著作及特別權利之雙軌保護制度，若認

定文物藝術品影像資料庫之影像的選擇、檢視、編排為操作者所獨立完成的，其

呈現並得反應操作者本身的個性或精神感情，具備最小的創意性，則應認定該當

原創性之要求。反之，雖不具原創性，但因在文物藝術品影像資料庫建置過程中

已花費相當之人力、物力及財務資源，根據歐盟資料庫保護法令之規定，亦可獲

得特別權利之保護，資料庫建置者擁有獨佔之擷取權及再利用權，得防堵他人任

意重製其資料庫之內容。 

不過，由於我國目前尚未就資料庫之特別權利保護為明文規定，因此，無法

基於重大投資之保障，而賦予資料庫建置人一定期間之擷取或再利用之排他權

利。 

 

 

第四節  權利管理電子資訊及防盜拷措施 

一、權利管理電子資訊 

所謂權利管理電子資訊，根據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6 款「指於著作原

件或其重製物，或於著作向公眾傳達時，所表示足以確認著作、著作名稱、著作

人、著作財產權人或其授權之人及利用期間或條件之相關電子資訊；以數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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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表示此類資訊者，亦屬之」之定義，係指以「0」及「1」型態編碼表現的著作

人名稱、著作財產權歸屬、著作權人聯絡資料及著作授權方式或條件等資訊。 

（一）立法緣起 

權利管理電子資訊係因應數位化及網際網路技術發達之趨勢所新興的著作

權保護方法，當著作檔案因網路使用而四處散佈時，若無權利管理電子資訊，接

觸使用這些著作的人，可能無法查知這些著作的權利人是誰，欲尋求授權也無管

道可為，而著作權人在其權利追蹤管理上也會遭遇困難。因此，權利管理電子資

訊，一方面是著作姓名表示人格權的表現，另一方面，可說是對於使用人取得合

理授權的協助。 

我國著作權法於 92 年增定權利管理電子資訊之相關條文，立法理由即謂：

「於數位化網路環境中，著作權人於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或於著作向公眾傳送

時，所附關於權利管理電子資訊如遭移除或變更，將使接觸該著作之人無從知悉

正確之權利管理電子資訊，從而依該資訊正確利用該著作，對於著作權人權益之

影響，遠甚於非電子權利管理資訊之移除或變更，應特別確保其完整性，不被侵

害，爰參照國際公約之規定，如國際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WCT）第 12

條及表演與錄音物條約（WPPT）第 19 條115，就權利管理電子資訊之完整性，

增定保護之明文」。是以，制頒第 80 條之 1 規定。 

（二）法律規定 

第 80 條之 1 本文規定：「著作權人所為之權利管理電子資訊，不得移除或變

                                                 
115 WCT 第 12 條條文為”Obligations concerning Right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1)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provide adequate and effective legal remedies against any person knowingly performing 
any of the following acts knowing or, with respect to civil remedies having reasonable grounds to know, 
that it will induce, enable, facilitate or conceal an infringement of any right covered by this Treaty or 
the Berne Convention: (i) to remove or alter any electronic right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without 
authority; (ii) to distribute, import for distribution, broadcast or communicate to the public, without 
authority, works or copies of works knowing that electronic right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had been 
removed or altered without authority. (2) As used ion this Article, “right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means information which identifies the work, the author of the work, the owner of any right in the 
work, or information about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use of the work, and any numbers or codes that 
represent such information, when any of these items of information is attached to a copy of a work or 
appears in common with the communication of a work to the public. ”WPPT 第 19 條條文類似，更具

體規範表演人及錄音物製作人的權利管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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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權利管理電子資訊，如浮水印（watermark）之使用，可附著於數位著作上，

以特殊的背景型態存在，不會影響著作的閱讀，而當著作被重製或傳送時，均會

完整浮現出浮水印的訊息，使用者不得任意移除或變更此浮水印，否則即屬該條

文之違反。此外，若明知著作的權利管理電子資訊已經被非法移除或變更，仍加

以散佈、或意圖散佈而輸入或持有該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或公開播送、公開演

出或公開傳輸該等著作，提高該著作被公眾未經授權使用之可能性時，仍屬權利

保護電子資訊保護條款之違反116。 

不過，權利管理電子資訊保護也有除外規定117，包括兩種情形，若因行為時

之技術限制，必須先移除或變更著作權利管理資訊，方能合法利用該著作時；或

者因錄製或傳輸系統轉換時，因轉換技術所必要，對於權利管理電子資訊必須為

移除或變更。第一種情形之「合法使用」，可能包括已獲授權之使用或合理使用

兩種情形118。 

（三）違反效果 

違反權利管理電子資訊條款之責任，包括刑事刑罰及民事損害賠償責任兩

種，分別規定於著作權法第 96 之 1119條及第 90 之 3120條。並可能該當著作人格

權之侵害，其刑事及民事責任分別規定於第 84121、85122條及第 93123條。 

                                                 
116 著作權法第 80 之 1 第 2 項。 
117 著作權法第 80 之 1 第 1 項但書。 
118 賴文智著，數位著作權法，台北，翰蘆圖書，2003 年 11 月，頁 136。 
119 著作權法第 96 條之 1 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台幣 2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金：一 違反第 80 之 1 規定者。二 違反第 80 之 2 第 2 項規定

者」。 
120 著作權法第 90 條之 3 規定：「I 違反第 80 條之 1 或第 80 條之 2 規定，致著作權人受損害者，

負賠償責任。數人共同違反者，負連帶賠償責任。II 第 84 條、第 88 條之 1、第 89 條之 1、第 90

條之 1 規定，於違反第 80 條之 1 或第 80 條之 2 規定者，準用之。」 
121 著作權法第 84 條規定：「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對於侵害其權利者，得請求排除之，有侵害之

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122 著作權法第 85 條規定：「I 侵害著作人格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雖非財產上之損害，被害

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金額。II 前項侵害，被害人並得請求表示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更正內容

或為其他回復名譽之適當處分」。 
123 著作權法第 93 條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下罰金：一、侵害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規定之著作人格權者。二、違反第七十條規

定者。三、以第八十七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五款或第六款方法之一侵害他人之著作權者。但第

九十一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情形，不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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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盜拷措施 

防盜拷措施，根據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8 款規定，將之定義為「指著

作權人所採取有效禁止或限制他人擅自進入或利用著作之設備、器材、零件、技

術或其他科技方法」，亦即著作權人為控制他人接觸其著作或於接觸後控制其利

用方法，所為之積極且有效的技術保護措施。這種防護措施，可能是一種設備、

一組器材、在機器上加裝的某個零件、一種鎖碼的技術、一組序號或者一個密碼，

甚至可能是一種特別的科技方法124，亦可稱為「科技保護措施（Techn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防盜拷措施，必須是積極且有效的措施，即該措施經正常應用即可發揮保護

功能，若權利人本身消極未採行任何防盜拷措施，或雖有採取一定措施，但該措

施客觀上並無效果者，即非屬之。防盜拷措施可分成兩種，一為接觸控制（access 

control），即控制他人不得「進入」或「接觸」125其著作之措施，如 DVD 的分區

密碼；一為利用控制（copy control），即於他人接觸其著作後，控制或限制該他

人「利用」其著作之方法，如 PDF 檔僅開放線上閱讀而不能連線列印或複製之

限制。 

 3A、PKI、數位簽章、VPN、SSO、DRM 及 Watermark 等資訊安全技術，

均屬於科技保護措施的一種，3A、PKI、數位簽章、VPN 或 SSO 能夠把數位內

容安全地傳輸到目的地，避免傳輸過程中的竄改或盜用，確保使用者能收到正確

的資訊，但無法追蹤檔案被開啟後的使用狀況；Watermark 能做到事後追蹤的工

作；DRM 技術則可以做到整體數位內容之生命週期及控管126。 

（一）立法緣起 

著作權法於民國 93 年增定反盜拷措施條文，其立法理由表示：「按著作權人

                                                 
124 參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公告「什麼是科技保護措施」，

http://www.tipo.gov.tw/copyright/copyright_news/copyright_changelaw.asp，最後瀏覽時間：

2007/4/25。 
125 所謂進入或接觸，即英文之「access」，係指行為人直接對於著作內容產生收聽、收看等感官

上效果之行為，參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對於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8 款定義之闡釋說明。 
126 葉玟妤著，數位內容照過來，台北，元照出版，2005 年，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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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享有著作權，但如其額外再採取防盜拷措施保護其著作者，除既有著作權

保護外，宜再給予額外之保護，此種保護與著作權有別，因此爰增訂本條，明定

防盜拷措施受本法之保護。」 

由於數位科技、電子網路及其他通訊科技的興起，任何著作都可以輕易地

以數位形式（digital）重製，對於著作權人產生相當不利的影響；著作權人為保

護其權利，利用鎖碼等科技措施禁止或限制別人擅自侵入而接觸或利用其著作

，除了可防止網路流通對其權益造成之重大損害外，同時也可建立並維護數位

網路環境秩序的機制。科技保護措施如果任人破解破壞，不僅是破壞者個人的

單一行為而已，同時還會提高其他行為人侵入和違法利用著作之可能性，這種

情況下，常常會導致著作權人遭受難以計算或填補之損失
127。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WCT）及表演與錄音物條約（WPPT）兩

國際公約128中明訂會員國有針對科技保護措施之保護或救濟的立法義務，美、

日等國已在其著作權法中增訂有關科技保護措施的相關規定，在現今網路無國

界的時代裡，為符合國際遊戲規則和保護標準，我國也將科技保護措施納入著

作權法之保護以與世界同步。 

（二）法律規定  

1、防盜拷措施之規避行為 

著作權法第 80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著作權人所採取禁止或限制他人擅自進

入著作之防盜拷措施，未經合法授權不得予以破解、破壞或以其他方法規避之」，

其中所謂之「著作權人」，應包括受著作權人合法授權而利用著作物之人，如小

                                                 
127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在立法前宣導科技保護措施時之立法理由說明，見

http://www.tipo.gov.tw/copyright/copyright_news/copyright_changelaw.asp，最後瀏覽時間：

2007/4/25。 
128 WCT 第 11 條條文為”Obligations concerning Technology Measures: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provide adequate legal protection and effective legal remedies against the circumvention of effective 
technological measures that are used by author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xercise of their rights under 
this Treaty or the Berne Convention and that restrict acts, in respect of their works, which are not 
authorized by the authors concerned or permitted by law”， WPPT 第 18 條條文類似，更具體規範表

演人及錄音物製作人的科技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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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家甲將文章授權出版社乙出版電子書，乙在電子書上附加防盜拷措施，乙既為

甲之合法授權人，亦應受本法防盜拷措施之保護129。而「破解、破壞或以其他方

法規避」之情形，如將已鎖碼（encrypt）者予以解碼（decrypt）、將已混波（scramble）

者予以解波（descramble），或於網際網路上破解權利人所採行之註冊制度，及其

他使原來有效之防盜拷措施歸於無效之規避行為。 

本條僅規範破解、破壞或其他規避著作權人「進入著作防盜拷措施」之行為，

行為人規避防盜拷措施進入著作後所為之利用行為，並不在本條文規範的範圍

內。規避進入著作防盜拷措施後的利用行為，應判斷其是否屬於合理使用、或構

成著作權侵害而決定其法律效果。 

2、防盜拷措施規避設備之供應行為 

一般人對規避防盜拷措施的技術並不精通，真正促使盜版問題猖獗的是因為

有人提供規避防盜拷措施之設備或技術，也因此，實有必要針對防盜拷措施規避

設備技術之供應行為，加以明文禁止，以讓防盜拷措施之保護條款得以發揮效

果。著作權法第 80 條之 2 第 2 項即規定：「破解、破壞或規避防盜拷措施之設備、

器材、零件、技術或資訊，未經合法授權不得製造、輸入、提供公眾使用或為公

眾提供服務」，是以，製造、輸入、販賣可規避防盜拷措施之解碼器、解碼程式、

或提供服務處專為人破解、破壞或規避防盜拷措施之行為，均屬違法。 

    本條規範對象為防盜拷措施規避設備的「供應行為」，或稱「準備行為」，並

未區別防盜拷措施的類型為「接觸控制」或「利用控制」，解釋上應包括兩者，

因此，提供設備或技術使他人可規避著作權人之防盜拷措施，不論該措施是用來

控制他人接觸其著作或利用其著作，應認定均屬違法。 

3、例外情形 

防盜拷措施保護條款之例外情形130，包括：一  為維護國家安全者。二  中

                                                 
129 蕭雄淋，著作權法論，台北，五南圖書，2005 年 11 月，頁 297。 
130 著作權法第 80 條之 2 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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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或地方機關所為者。三  檔案保存機構、教育機構或供公眾使用之圖書館，為

評估是否取得資料所為者。四  為保護未成年人者。五  為保護個人資料者。六  

為電腦或網路進行安全測試者。七  為進行加密研究者。八  為進行還原工程

者。九  其他經主管機關所定情形等。此例外規定，意在避免因著作人的權利保

護過度而限制社會資訊的流通，有害國家文化之發展，法條例示八種涉及社會公

益所為之利用，並概括授權主管機關得視情形排除防盜拷措施之適用，使之公共

目的之合理使用可不受防盜拷措施之影響。 

（三）違反效果 

違反防盜拷措施條款時之責任，包括刑事罪罰及民事損害賠償責任兩種，分

別規定於著作權法第 96 之 1 及第 90 之 3131條。其中，刑事罰責僅針對提供防盜

拷規避設備或技術之行為人，並不針對進入防盜拷措施之規避行為，根據著作權

法第 96 條之 1 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台幣 2 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金：一 違反第 80 之 1 規定者。二 違反第

80 之 2 第 2 項規定者」，可知，提供防盜拷措施規避設備或技術之供應行為方受

刑事責任之制裁，一般消費者若規避防盜拷措施，則需負擔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三、文物藝術品影像檔案之權利管理電子資訊及防盜拷措施 

（一）現況說明 

博物館典藏文物藝術品資料庫之建置過程中，多會就各個文物藝術品之影像

檔案附加其相關之權利管理電子資訊，如浮水印措施，以表徵此文物藝術品的創

作人、創作年代、收藏地點或管理單位、授權使用期間或條件等訊息，甚至還包

括文物藝術品創作背景的簡單介紹，如國立故宮博物院即就其所擁有之數位影像

採取雙層加密的數位浮水印技術，至於，所謂防盜拷措施，目前國內實務上似尚

未可見。請參照圖 4-1 文物藝術品影像數位化流程圖之說明。 

                                                 
131 著作權法第 90 條之 1 規定：「I 違反第 80 條之 1 或第 80 條之 2 規定，致著作權人受損害者，

負賠償責任。數人共同違反者，負連帶賠償責任。II 第 84 條、第 88 條之 1、第 89 條之 1、第

90 條之 1 規定，於違反第 80 條之 1 或第 80 條之 2 規定者，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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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護情形 

我國現行關於權利管理電子資訊及防盜拷措施之保護規定，均針對「著作

物」，即仍受著作權法保護之作品，而不包括保護期間已過、不受著作權保護之

作品。因此，添加權利管理電子資訊或防盜拷措施之文物藝術品影像數位檔案，

是否可適用著作權法相關保護規定，仍須區別其影像數位檔案之性質，逐一探討

之。 

1、仍受著作權保護之文物藝術品影像檔案 

經過本章第一節對於文物藝術品影像檔案性質之分析，其數位檔案可受著作

權保護者，包括： 

（1）文物藝術品本身仍受著作權保護之，不問立體或平面，其數位檔案為

文物藝術品原件之重製物，與原件同受著作權法之保護。 

（2）文物藝術品本身已不受著作權保護，但立體古文物藝術品之影像檔案

或數位影像檔案，具有原創性，仍受攝影著作之保護。 

若在文物藝術品或立體古文物藝術品之數位影像檔案上，附加權利管理電子資訊

或防盜拷措施，可受著作權法之保護，他人不得任意移除或變更權利管理電子資

訊，違者需負刑事罪責及民事賠償責任；亦不得任意破解、破壞或以其他方式規

避此防盜拷措施，違者需負一定的民事賠償責任。 

2、不受著作權保護之文物藝術品影像檔案 

除前述仍受著作權保護之文物藝術品影像檔案外，平面古文物藝術品因已進

入公共領域，其影像檔案因不具原創性、不受攝影著作之保護，數位影像檔案亦

不受保護，即使附加權利管理電子資訊或防盜拷措施到數位影像檔案中，仍無法

適用著作權法之保護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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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製版權 

一、立法意旨 

著作權法於著作財產權以外，另立獨立一章說明「製版權」之行使132，針對

無著作財產權或著作財產權已消滅，屬於公共所有之文字著述或是美術著作，若

有製版人將其文字著述加以整理印刷，或就美術著作之原件加以影印、印刷或以

類似方式重製，而首次發行，並依法登記者，製版人就其版面，專有以影印、印

刷或類似方式重製的權利133。製版權的立法意旨，在以法律設置一項特別的權

利，保護古籍、古代書畫等文物加以整理之投資利益，鼓勵善本書之所有人重印

善本，鼓勵民間收藏字畫、遺墨加以出版，以供公眾利用，促進國家之文化發展

134135，在性質上接近保障經濟投資利益的「鄰接權」136。 

在民國 83 年 3 月公布之著作權法修正草案行政院核定稿，本有人137以登記

製版權案件數量甚少，未能顯示其實益之理由，而提議將製版權制度刪除。惟，

出版業者提出反對，認為若無製版權保護，則其耗費心血製成之版面隨時會被他

人撿便宜照片翻印，那麼也就不會有業者願意投資整理古籍，也有學者138認為，

製版權對於文化傳承仍具貢獻，英國、德國及大陸均有製版權之規定，日本亦正

考慮納入，我國不宜將之刪除。是以，此版本之修正草案，在立法院二讀時恢復

對於製版權之規定。 

                                                 
132 現行著作權法第 79 條規定：「I無著作財產權或著作財產權消滅之文字著述或美術著作，經

製版人就文字著述整理印刷，或就美術著作原件以影印、印刷或類似方式重製首次發行，並依法

登記者，製版人就其版面，專有以影印、印刷或類似方式重製之權利。II 製版人之權利，自製

版完成時起算存續十年。III 前項保護期間，以該期間屆滿當年之末日，為期間之終止。IV 製

版權之讓與或信託，非經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V 製版權登記、讓與登記、信託登記及其他應

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 80 條規定：「第 42 條及第 43 條有關著作財產權消滅

之規定、第 44 條至第 48 條、第 49 條、第 51 條、第 52 條、第 54 條、第 64 條及第 65 條關於著

作財產權限制之規定，於製版權準用之。」 
13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民國 91 年 2 月 5 日做成之行政函示，(91)智著字第 0910000635 號。 
134 羅明通著，著作權法論，台北，群彥圖書，2005 年 9 月，第二冊，頁 145。 
135 蕭雄淋著，著作權法論，台北，五南圖書，2005 年 11 月，頁 283。 
136 章忠信，著作權筆記，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最後瀏覽時間：2007/4/23。 
137 前內政部著作權委員會 85 年 3 月公布之著作權修正草案行政院核定稿中，本擬將製版權規定

刪除。 
138 蕭雄淋，轉引自羅明通著作權法論，台北，群彥圖書，2005 年 9 月，第二冊，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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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權利性質 

著作權採創作保護主義，於創作完成之際，不需經登記即獲得著作權法之保

護；製版權與著作權不同，必須依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訂的「製版權登記辦法139」

辦理登記獲准，方得受保護，其讓與或信託，亦需經登記，方得對抗第三人；不

過，關於著作財產權之消滅、限制等規定，於製版權有其準用140。 

製版權受侵害時所受之保護，準用著作權受侵害之保護規定141。製版權人對

於侵害其權利者得請求排除之，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142。行為人明知為侵

害製版權之物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列或持有，或輸入未經製版權人授權重

製之製版物，均視為侵害製版權143。且至版權人對於行為人得請求損害賠償，在

行為人輸入或輸出侵害其製版權之物時，並得申請海關先予查扣
144
。 

                                                 
139 製版權登記辦法，民國 87 年 2 月 23 日公布施行，92 年 11 月 5 日最後一次修正。 
140 著作權法第 80 條：「第 42 條及第 43 條有關著作財產權消滅之規定、第 44 條至第 48 條、第

49 條、第 51 條、第 52 條、第 54 條、第 64 條及第 65 條關於著作財產權限制之規定，於製版權

準用之」。 
141 製版權受侵害時之保護條款，包括著作權法第 84、87、88、90、90 之 1、103 條等。 
142 著作權法第 84 條：「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對於侵害其權利者，得請求排除之，有侵害之虞者，

得請求防止之」。 
143 著作權法第 87 條：「有下列情形之一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一、

以侵害著作人名譽之方法利用其著作者。二、明知為侵害製版權之物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

列或持有者。三、輸入未經著作財產權人或製版權人授權重製之重製物或製版物者。四、未經著

作財產權人同意而輸入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者。五、以侵害電腦程式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作為營

業之使用者。六、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而以移轉所有權或出租以外之方式散布者，或明知

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意圖散布而公開陳列或持有者」。 
144 著作權法第 90 之 1條：「I著作權人或製版權人對輸入或輸出侵害其著作權或製版權之物者，

得申請海關先予查扣。II前項申請應以書面為之，並釋明侵害之事實，及提供相當於海關核估

該進口貨物完稅價格或出口貨物離岸價格之保證金，作為被查扣人因查扣所受損害之賠償擔保。

III 海關受理查扣之申請，應即通知申請人。如認符合前項規定而實施查扣時，應以書面通知申

請人及被查扣人。IV 申請人或被查扣人，得向海關申請檢視被查扣之物。V查扣之物，經申請人

取得法院民事確定判決，屬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者，由海關予以沒入。沒入物之貨櫃延滯費、倉

租、裝卸費等有關費用暨處理銷燬費用應由被查扣人負擔。VI 前項處理銷燬所需費用，經海關

限期通知繳納而不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行。VII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除由海關廢止查扣依有

關進出口貨物通關規定辦理外，申請人並應賠償被查扣人因查扣所受損害：一、查扣之物經法院

確定判決，不屬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之物者。二、海關於通知申請人受理查扣之日起十二日內，

未被告知就查扣物為侵害物之訴訟已提起者。三、申請人申請廢止查扣者。VIII 前項第二款規

定之期限，海關得視需要延長十二日。IX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海關應依申請人之申請返還保證

金：一、申請人取得勝訴之確定判決或與被查扣人達成和解，已無繼續提供保證金之必要者。二、

廢止查扣後，申請人證明已定二十日以上之期間，催告被查扣人行使權利而未行使者。三、被查

扣人同意返還者。X被查扣人就第二項之保證金與質權人有同一之權利。XI 海關於執行職務時，

發現進出口貨物外觀顯有侵害著作權之嫌者，得於一個工作日內通知權利人並通知進出口人提供

授權資料。權利人接獲通知後對於空運出口貨物應於四小時內，空運進口及海運進出口貨物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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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版權」是紙本印刷時代的一項特殊制度，保護期間自製版完成時起算僅

可存續 10 年，製版權能限於製版人就其版面專有以影印、印刷或類似方式之重

製，所謂類似方式之重製，根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 94

年第 12 次會議紀錄
145中，陳淑美發言：「『掃描』是包括在專有以影印、印刷

或類似方式重製之權利之『類似方式』」。 

製版權制度，開始於書面印刷之時代，面對數位化科技之進步，也逐漸調整

其適用範圍，提高出版業者或一般民眾投入資金，保存無著作權保護之文字著述

或美術著作之經濟誘因。根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 94 年

第 12 次會議之決議，以電子資料處理方式，屬於製版權「整理、印刷」之範圍；

若製版人申請製版權後，將印刷之物數位化，第三人以燒錄方式重製該製版權人

之數位內容光碟者，屬侵害該製版權人之權利；第三人若將該數位內容光碟置於

公用伺服器上，供網路連線使用該資料庫，亦屬侵害。不過，電子資料庫，因並

無實體之版面，不得申請製版權之登記146。也因此，目前，若出版業者將已製版

欲印刷之物加以數位化時，其數位檔案與製版實體物同受製版權之保護，但電子

資料庫，因不具實體版面，故無法登記製版權之保護。 

三、古文物藝術品之製版權保護 

古文物藝術品，包括美術著作，如雕刻、書法、繪畫及語文著作，如古文書

籍，因超過著作權保護期間，不受著作權之保護，惟若有人投入資金，整理印刷

此等古文之文字著述整理印刷，或利用影印、印刷或掃描等類似方式，重製古文

物藝術品之美術著作原件，為首次之發行，並根據製版權登記辦法之規定，辦妥

登記，則此一製版人就其版面，即擁有影印、印刷或類似方式重製之專屬權利。 

                                                                                                                                            
一個工作日內至海關協助認定。權利人不明或無法通知，或權利人未於通知期限內至海關協助認

定，或經權利人認定系爭標的物未侵權者，若無違反其他通關規定，海關應即放行。XII 經認定

疑似侵權之貨物，海關應採行暫不放行措施。XIII 海關採行暫不放行措施後，權利人於三個工

作日內，未依第一項至第十項向海關申請查扣，或未採行保護權利之民事、刑事訴訟程序，若無

違反其他通關規定，海關應即放行」。 
14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 94 年 11 月 23 日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 94 年第 12 次會議。 
14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民國 94 年 03 月 07 日以智著字第 09416000940 號函，駁回某書局所提出

以電子資料處理方式存入電子資料庫（文字著述）的「古今圖書集成數位標點版」製版權登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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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以攝影或掃描方式，儲存古文物藝術品之版

面影像，應屬製版權規定之製版方法，若為首次發行並向智慧財產局辦理製版權

之登記，即可獲得製版權之保護。惟製版權之保護，僅限於古文書籍、書法或繪

畫等平面古文物藝術品版面之掃描影像，無法保護立體古文物藝術品；且製版權

之保護必須以登記為成立要件；其保護期間，從製版完成時起算僅存續 10 年，

與著作財產權有 50 年之保護，相比甚短。 

 

 

第六節  其他相關智慧財產法律保護 

一、商標法 

（一）商標法相關規定 

商標法第一條明揭其立法目的意在「保障商標權及消費者利益，維護市場公

平競爭，促進工商企業正常發展」147，使一般消費大眾得以確認辨識消費商品或

服務的來源，並透過來源的辨識148，確認商品或服務的品質。商標法採取註冊保

護主義149，並自註冊公告當日起，提供商標權利人十年的專用保護，商標權人專

有將此註冊商標使用於登記之商品或服務上的權利，權利人得申請延展，每次延

展專用權期間為十年150。 

商標侵害的態樣151包括有未經商標權人同意，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

                                                 
147 商標法第 1 條，民國 19 年 5 月 6 日制訂公布，92 年 5 月 28 日修正公布。 
148 根據商標法第 5 條的規定，商標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色、聲音、立體形狀或其聯合式

等方式組成，不過，商標必須具有「識別性」，也就是說，商標必須足以使消費者得以認識其為

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識，並可藉以區別其他人的商品或服務。 
149 商標法第 2 條。 
150 商標法第 27 條：「商標自註冊公告當日起，由權利人取得商標權，商標權期間為十年。商標

權期間得申請延展，每次延展專用期間為十年」；第 28 條：「申請商標權期間延展註冊者，應

於期間屆滿前六個月起至屆滿後六個月內申請；其於期間屆滿後六個月內申請者，應加倍繳納註

冊費。前項核准延展之期間，自商標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151 商標法第 62 條、61 條第 2項及 29 條：「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視為侵害

商標權：一  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或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

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來源之標識，致減損著名商標之識別



                                                                             第四章 

 85

於其註冊商標之商標者、於類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其註冊商標之商標，

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於同一或類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其註

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

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或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

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來源之標識，致減損著名商標之識別性或信譽

者，及明知為他人之註冊商標，而以該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

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來源之標識，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

誤認等態樣。而商標受侵害時之救濟途徑，包括民事損害賠償152及刑事刑罰153，

商標權人並得提供相當擔保，釋明侵害之事實，向海關申請查扣將輸入或輸出有

侵害其商標權之物品154。 

                                                                                                                                            
性或信譽者。二  明知為他人之註冊商標，而以該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

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來源之標識，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者」、「未經商

標權人同意，而有第 29 條第二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為侵害商標權」、「除本法第 30 條另有

規定外，下列情形，應得商標權人之同意：一  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其註冊商標之商

標者。二  於類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其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者。三  於同一或類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其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

之虞者」。 
152 商標法第 61、63 及 64 條：「商標權人對於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並得請求排

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未經商標權人同意，而有第二十九條第二項各款規

定情形之一者，為侵害商標權。 商標權人依第一項規定為請求時，對於侵害商標權之物品或從

事侵害行為之原料或器具，得請求銷毀或為其他必要處置。」、「商標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時，得

就下列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一  依民法第二百十六條規定。但不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害

時，商標權人得就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利益，減除受侵害後使用同一商標所得之利

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二  依侵害商標權行為所得之利益；於侵害商標權者不能就其成本或

必要費用舉證時，以銷售該項商品全部收入為所得利益。三  就查獲侵害商標權商品之零售單價

五百倍至一千五百倍之金額。但所查獲商品超過一千五百件時，以其總價定賠償金額。前項賠償

金額顯不相當者，法院得予酌減之。商標權人之業務上信譽，因侵害而致減損時，並得另請求賠

償相當之金額。」、「商標權人得請求由侵害商標權者負擔費用，將侵害商標權情事之判決書內

容全部或一部登載新聞紙」。 
153 商標法第 81~83 條：「未得商標權人或團體商標權人同意，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三年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金：一  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之註冊

商標或團體商標者。二  於類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之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有致相關消費

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三  於同一或類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其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之商

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明知為前條商品而販賣、意圖販賣而陳列、輸出或輸

入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金」、「犯前二條之罪所製造、

販賣、陳列、輸出或輸入之商品，或所提供於服務使用之物品或文書，不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

之」。 
154
 商標法第 65 條：「商標權人對輸入或輸出有侵害其商標權之物品，得申請海關先予查扣。前

項申請，應以書面為之，並釋明侵害之事實，及提供相當於海關核估該進口貨物完稅價格或出口

貨物離岸價格之保證金或相當之擔保。海關受理查扣之申請，應即通知申請人；如認符合前項規

定而實施查扣時，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被查扣人。被查扣人得提供與第二項保證金二倍之保證

金或相當之擔保，請求海關廢止查扣，並依有關進出口貨物通關規定辦理。海關在不損及查扣物



                                                                             第四章 

 86

（二）國內博物館商標權保護現況 

藏品影像檔案本身的權利保護與商標權之間的關係，主要在於藏品影像衍生

設計或開發商品或服務的來源標示，若有申請註冊商標，即可獲得商標法的保護。 

國內博物館或文物藝術品典藏機構有將本身名稱或象徵圖樣註冊商標保護

的情形，甚為少見，較為有名之例子，為近幾年來國立故宮博物院積極從事博物

館品牌經營的消息。國立故宮博物院在 2005 年開始，陸續向我國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以及海外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歐盟、日本、澳洲、紐西蘭、俄羅斯、

南韓等地提出國立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結合象圖章之商標的註冊

申請，目前已完成註冊程序的包括美國、歐盟、澳洲、紐西蘭等地，國立故宮博

物院也將此註冊商標廣泛使用在所有博物館的商品及服務上，建立博物館本身的

品牌形象。 

國立故宮博物院以註冊商標表徵從其藏品衍生開發的商品或服務，使一般消

費者在購買得以認識到該項商品或服務的來源是國立故宮博物院，並藉以確認該

項紀念商品的品質或價值；相對而言，商品或服務的品質也代表故宮本身對於商

品或服務的審酌及把關程度，深深影響一般民眾對於國立故宮博物院的評價。若

有不肖廠商，非經故宮同意使用故宮註冊商標於其商品或服務上，或仿製使用類

似故宮註冊商標之商標，使民眾有誤認之虞時，均屬對於故宮註冊商標的侵害，

博物館本身得請求制止侵害，並對於所受到的損害主張民事賠償，並可對於侵害

之行為人提出刑事告訴，使受刑事懲罰。 

二、專利法 

（一）專利法規定 

專利法立法目的155在於「為鼓勵、保護、利用發明與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

其保護的專利類型包括發明、新型及新式樣三類156，其中發明係指「利用自然法

                                                                                                                                            
機密資料保護之情形下，得依申請人或被查扣人之申請，准其檢視查扣物。查扣物經申請人取得

法院確定判決，屬侵害商標權者，除第六十六條第四項規定之情形外，被查扣人應負擔查扣物之

貨櫃延滯費、倉租、裝卸費等有關費用」。 
155 專利法第 1 條，民國 33 年 5 月 29 日公佈，92 年 2 月 6 日最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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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157，新型係指「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狀、

構造或裝置之創作」158，而新式樣則是指「對物品之形狀、花紋、色彩或其結合，

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159；獲得專利保護的要件，包括新穎性、進步性與可實施

性，也就是說必須在申請前未出現於刊物、也未已公開使用、亦未為公眾所知悉，

且可供產業上加以利用
160。 

專利法採取申請保護主義，保護期間自申請日發算，發明專利保護 20 年、

新型專利保護 10 年，而新式樣專利保護 12 年
161。專利權人在前述保護期間內，

享有專利物品的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進口等專屬獨佔

權利162，未經專利權人同意而為前述行為，即屬對其專利權之侵害，專利權人得

主張所受損害之賠償，故意侵害者，並得透過法院審理，裁定高達三倍損害額之

懲罰性賠償數額
163。 

（二）目前博物館專利權保護現況 

藏品影像檔案本身尚難該當專利權保護之「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要

件，因為大部分藏品影像檔案都是既有文物藝術品透過攝影或掃瞄所儲存的影

                                                                                                                                            
156 專利法第 2 條。 
157 專利法第 21 條。 
158 專利法第 93 條。 
159 專利法第 109 條。 
160 專利法第 22、94、110 條。 
161 專利法第 51、101、113 條。 
162 專利法第 56、106、123 條。 
163 專利法第 84、85、86 條：「發明專利權受侵害時，專利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並得請求排除

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專屬被授權人亦得為前項請求。但契約另有約定者，從

其約定。發明專利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依前二項規定為請求時，對於侵害專利權之物品或從事侵

害行為之原料或器具，得請求銷燬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發明人之姓名表示權受侵害時，得請求

表示發明人之姓名或為其他回復名譽之必要處分。本條所定之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行為及賠

償義務人時起，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自行為時起，逾十年者，亦同」、「依前條請求損害賠償

時，得就下列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一  依民法第二百十六條之規定。但不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

明其損害時，發明專利權人得就其實施專利權通常所可獲得之利益，減除受害後實施同一專利權

所得之利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二  依侵害人因侵害行為所得之利益。於侵害人不能就其成

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以銷售該項物品全部收入為所得利益。除前項規定外，發明專利權人之業

務上信譽，因侵害而致減損時，得另請求賠償相當金額。依前二項規定，侵害行為如屬故意，法

院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不得超過損害額之三倍」、「用作侵害他人發明專

利權行為之物，或由其行為所生之物，得以被侵害人之請求施行假扣押，於判決賠償後，作為賠

償金之全部或一部。當事人為前條起訴及聲請本條假扣押時，法院應依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准予

訴訟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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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難為有利用到自然法則的技術思想；不過，在藏品影像檔案的建置過程中，

若因人為創新開發，在影像檔案本身的科技保護措施或數位權利管理機制、或資

料庫的建制上，有投入相當的技術思想，具備專利申請的新穎性、進步性及產業

可利用性三大要件時，即可獲得一定期間的專屬使用權利。 

 

 

第七節  小結 

藏品影像檔案之法律性質，因文物藝術品原件是否仍在著作權保護期間而有

差異，若文物藝術品原件仍在著作權保護期間，不論是立體器物、雕塑，或是平

面的書畫、書籍，因掃描或拍攝所得之影像檔案均屬原件之重製物，非單獨之著

作，與原件同受著作權之保護。若文物藝術品原件已不受著作權之保護，在立體

器物、雕塑方面，因拍攝所得之影像檔案，在拍攝過程中涉及拍攝的取景角度、

速度、光度等決或判斷，應認有拍攝者本身精神思考之獨立性，故具有原創性，

成立一新的攝影著作，受著作權保護。受著作權保護之影像檔案，若有侵害情事

發生，行為人需負擔刑事罪罰及民事損害賠償責任，權利人得提起著作權侵害之

告訴，主張民事損害賠償，並得向海關請求查扣將輸入或輸出之侵害物，及時制

止侵害之擴大。 

已逾著作權保護期間之古文、書籍、書法或繪畫等之影像檔案，雖因欠缺原

創性而不受攝影著作之保護，不過，影像檔案建置人因拍攝珍貴藏品之影像，使

得運用於書籍或其他商品的出版上，提供公眾接觸古文物藏品之機會，也促進國

家文化藝術之流通，為鼓勵這樣的行為，影像檔案建置人對於此等影像檔案，應

可獲得製版權之保護，以避免他人任意複製此等影像檔案。建置人就此等實體影

像檔案向主管機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製版權登記後，可獲得製版權之保護，

利用掃描將實體影像檔案加以數位化，此等數位之影像檔案仍受製版權之保護。

在有侵害情事發生時，製版權人得請求制止，要求損害賠償，在行為人輸入或輸

出侵害物時，亦得向海關申請查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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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權利管理電子資訊及防盜拷措施附加於文物藝術品之數位影像檔案上，是

否均可獲得著作權法之保護，仍必須區別文物藝術品影像檔案是否受著作權保護

之不同情形，加以判斷。若文物藝術品原件仍受著作權法保護、或為獨立之攝影

著作，其數位影像檔案受著作權法保護，可適用權利管理電子資訊及防盜拷措施

之保護條文，一旦有破壞或移除權利管理電子資訊或防盜拷措施之行為發生時，

權利人即得向侵害人請求損害賠償，對於破壞或移除權利管理電子資訊之人、或

規避防盜拷措施之設備或技術的供應人，並得提起告訴。 

    文物藝術品影像檔案集結形成的影像檔案資料庫，按照目前國內對於資料庫

的著作權保護僅限於在編輯或安排上具備原創性者，方可獲得編輯著作之保護，

對於具有重大投資但無原創性的資料庫，並未賦予類似歐盟之特別權利保護。雖

然，影像檔案資料庫可能因編輯或安排上具有原創性而獲得編輯著作之保護，不

過，編輯著作保護的仍是資料庫整體的呈現方式，並不保護個別影像檔案，個別

影像檔案仍必須個別判斷其法律性質。 

綜合以上對於文物藝術品影像檔案性質及權利保護之分析，得將各類型影像

檔案之性質、受保護之權利類型及保護期間，整理如下表： 

表 4-2 文物藝術品影像檔案之性質及權利保護彙整表 
本研究整理

 原件

是否

受著

作權

保護 

原件

型態 
性質 著作

權 
權利管

理電子

資訊/防
盜拷措

施 

製版權 保護

期間 
侵害行為

人之民刑

事責任 

立體 受保

護 平面 

原件

重製

物 

 與原

件同 

立體 獨立

攝影

著作 

受保

護 
受保護 

 發表

後 50
年 

著作權、

權利管理

電子資訊

或防盜拷

措施侵害

之民刑事

責任 

文物

藝術

品影

像檔

案 
不受

保護 

平面 攝影

作品 
不受

保護

不受保

護 
登記，受

保護 
製版

後 10
製版權侵

害之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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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 責任 
具原

創性/
編輯

著作 

受保

護 
受保護 已申請製

版權之實

體影像數

位化檔案

可受保護 

發表

後 50
年 

 文物

藝術

品影

像資

料庫 

不論原件立

體或平面、不

論個別影像

檔案是否有

著作權 
不具

原創

性 

不受

保護

不受保

護 
   

而關於其他非著作權法之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藏品影像檔案被利用於紀念

商品或服務的開發上，博物館或典藏機構再將自己註冊商標標示於這些商品或服

務上時，這些附加有藏品影像的紀念商品或使用藏品影像的服務內容，即可獲得

商標法之保護，在發生商標權受侵害之情事，導致消費者對於商標產生誤認情形

時，即可透過民事損害賠償、刑事告訴懲罰及海關查扣侵害物等途徑，保護商標

識別性及代表之形象。此外，藏品影像檔案及檔案資料庫的建置過程中，若有利

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等創新產出，在該當專利保護的三大要件後亦可獲得一定

期間專利獨佔權利之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