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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個案研究：國立故宮博物院 

本章節將說明國立故宮博物院及其現存四種業務的經營現況，並分析幾件個

案，包括故宮與星巴克公司的圖像授權、故宮與雄師出版的出版品、故宮與國瑞

文化的委託產製、及故宮與法藍瓷公司的品牌授權等個案之合作情形及帶來的效

益，瞭解目前故宮博物院藏品影像授權業務經營現況，最後，並對於故宮博物院

藏品影像授權業務委外經營計畫作一介紹。 

第一節  設立目的及組織職掌內容 

一、設立目的 

國立故宮博物院，隸屬於行政院，組織條例於民國 75 年 12 月 31 日公佈施

行，成立宗旨主要為整理、保管、展出原國立北平故宮博物院及國立中央博物院

籌備處所藏之歷代古文物及藝術品，並加強對中國古代文物藝術品之徵集、研

究、闡揚，以擴大社教功能1。 

二、組織編制 

國立故宮博物院的組織編制，按照國立故宮博物院組織條例第 3條之規

定，主要設有器物處、書畫處、圖書文獻處、展覽組、出版組、登記組、科技室、

秘書室、總務室、管制室等單位，並以任務編組設有資訊中心，各單位分別掌理

各項業務之處理，於處、組或室之下，並得設立分科辦事，並訂有國立故宮博物

院辦事細則2，明文規定各處、組或室的掌理業務及辦事內容。 

                                                 
1 國立故宮博物院組織條例第 1 條規定。近日關於國立故宮博物院組織條例草案之「去中國化」

批評，即針對草案中刪除本條「原國立北平故宮博物院及國立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字樣之修正而

起。 
2
 國立故宮博物院辦事細則，於民國 55 年 8 月 31 日經行政院 (55) 台教字第 6399 號令核准實

施，最新一次修正於 95年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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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國立故宮博物院組織條例修正草案，將調整現行組織中三處、三組、

四室及資訊中心之編制，為器物處、書畫處、圖書文獻處、科技維護處、營運管

理處、展覽服務處及推廣資訊處等六處。組織調動及職掌內容，以下圖說明之： 

本研究編制

院長

副院長

主任秘書

器物處

書畫處

圖書文獻處

展覽組

出版組

登記組

科技室

總務室

管制室

秘書室

資訊中心

人事、會計、政風

參事

院長

政務/常務副院長

主任秘書

器物處

書畫處

圖書文獻處

科技維護處

營運管理處

展覽服務處

推廣資訊處

秘書室

人事、會計、政風

參事

圖6-1 國立故宮博物院組織架構-現行及草案對應變動圖

 

其中，三大研究處的職掌內容無多大變更，主要修正三組、四室及資訊中心的業

務。草案中營運管理處之業務，除包括現行出版組的業務外，並包括藏品影像授

權與加值，及基金營運等業務；科技維護處將彙整科技室、登記組及管制室管制

中心之業務；展覽服務處及推廣資訊處將重新分工現行展覽組、資訊中心及管制

室的業務。按照草案修正後的組織結構，營運管理處將是主要負責文物與藝術品

之商業推廣活動的單位。 

三、職掌內容 

故宮博物院之掌理事項，根據組織條例第 2 條第 1 項之規定，包括有：「一  

關於古文物及藝術品之保管、清點、編目、整理、維護、修裱等事項。二  關於

古文物及藝術品之研究、分析、考訂、評鑑等事項。三  關於古文物及藝術品之

蒐購、徵集、複製、出版、闡揚、推廣、接受捐贈等事項。四  關於古文物及藝

術品之展覽、譯導參觀、學術活動、社教宣導、資訊管理、文化交流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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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關於文物及藝術品影像之授權業務管理，相關權限為「複製、出版、闡揚、

推廣古文物及藝術品，及古文物及藝術品之學術活動、社教宣導、資訊管理及文

化交流事項」等掌理內容。 

目前，為因應未來營運需求，國立故宮博物院組織條例修正草案3正送立法

院審議中，將更名為「國立故宮博物院組織法」，而修正內容主要著重在組織架

構、業務職掌範圍及人員編制等事項之調整。關於該條例第 2 條之掌理事項，草

案修改內容為：「一  文物與藝術品之典藏、編目管理、稽查、科技維護及保存

修護。二  文物與藝術品之研究、分析、考訂及評鑑。三  文物與藝術品之蒐購、

徵集、寄存、受贈、衍生利用及創意加值。四  文物與藝術品之展覽設計、觀眾

服務、學術交流、教育推廣、數位學習及國際合作。五  其他有關文物與藝術品

事項」。而與文物及藝術品影像之授權業務管理有關權限，則調整為「寄存、衍

生利用及創意加值、觀眾服務、教育推廣、數位學習、國際合作及其他有關文物

與藝術品事項」。 

比較現行法與修正草案關於職掌內容及授權業務相關權限之規定，如下表所

示，可以發現，修正草案在第 1 目至 4 目列舉出職掌事項，也增定第 5 目「其他

有關文物與藝術品事項」之空白規定，讓故宮博物院在成立宗旨範圍內，得更有

彈性進行文物與藝術品相關事項的處置或管理。 

表 6-1 國立故宮博物院職掌內容-組織條例現行法與修正草案之比較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現行法-國立故宮博物院組織條例 修正草案-國立故宮博物院組織法 

                                                 
3 國立故宮博物院組織條例修正草案，見

reform.rdec.gov.tw/public/Attachment/71231474071.doc，政府改造工程網，最後瀏覽時間

200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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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

規定 
一  關於古文物及藝術品之保

管、清點、編目、整理、維護、修

裱等事項。 

二  關於古文物及藝術品之研

究、分析、考訂、評鑑等事項。

三  關於古文物及藝術品之蒐

購、徵集、複製、出版、闡揚、推

廣、接受捐贈等事項。 

四  關於古文物及藝術品之展

覽、譯導參觀、學術活動、社教宣

導、資訊管理、文化交流等事項。

一  文物與藝術品之典藏、編目管

理、稽查、科技維護及保存修護。 

二  文物與藝術品之研究、分析、

考訂及評鑑。 

三  文物與藝術品之蒐購、徵集、

寄存、受贈、衍生利用及創意加值。 

四  文物與藝術品之展覽設計、觀

眾服務、學術交流、教育推廣、數

位學習及國際合作。五  其他有關

文物與藝術品事項。 

授權

業務

相關

職掌 

複製、出版、闡揚、推廣古文物及

藝術品，及古文物及藝術品之學術

活動、社教宣導、資訊管理及文化

交流事項 

寄存、衍生利用及創意加值、觀眾

服務、教育推廣、數位學習、國際

合作及其他有關文物與藝術品事項 

    故宮博物院關於文物及藝術品的職掌事項，根據國立故宮博物院辦事細則現

行規定4，其內部組織的分工，主要由器物處、書畫處及圖書文獻處掌理文物及

藝術品的研究、策展、保管、圖錄編輯等工作；由展覽組掌理展覽空間規劃、教

育活動推廣、觀眾參觀、志工管理等事項；而由出版組主要掌理文物及藝術品的

商業推廣工作。 

出版組下設三科，分別職掌不同性質或內容的商業推廣工作，出版組組長受

訪談時也簡單區別三科的業務範圍「一科的編物業務彙整到二科處理，二科變成

「出版品科」，承辦人員需審核內容、編輯管理色彩，再找廠商印刷，並行銷到

市場上；而一科則定位為「授權科」，主管影像授權、品牌授權及數位計畫等業

務；三科則維持原基金業務，即委託產製、產品設計開發（如與台創合作）及網

路商城的營運。」；整理各科職掌範圍如下表所示： 

表 6-2 出版組辦事細則規定之掌理事項內容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 國立故宮博物院辦事細則，於民國 55 年 8 月 31 日經行政院 (55) 台教字第 6399 號令核准 

  實施，最新一次修正於 95 年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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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科 1. 本院出版品與定期刊物之文稿徵集、聯繫及編輯事項。 

2. 本院藏品圖像之攝製、沖印、數位影像處理、開發、管理及授權使

用事項。 

3. 個人、法人及相關團體申請來院攝照本院藏品之受理事項。 

4. 本院各項活動之攝照事項。 

5. 攝影與數位影像處理等電子器材之採購、汰換、維護及保管事項。

6. 其他臨時交辦事項。  

第二科 1. 本院出版品與定期刊物之印製、發行及推廣事項，品管、驗收、登

記、庫藏及管理事項，之批售、寄銷、訂閱、贈送、核對及帳務管理事

項，國內外書展籌辦事項，管理系統資料之建立及更新事項。 

2. 本院藏品圖像資料委外合作開發出版品與定期刊物之審查、授權、

議約及管理事項。 

3. 本組綜合行政業務之辦理事項 

4. 其他臨時交辦事項。  

第三科 1. 基金發展計畫方案之規劃及相關法規之研擬事項。 

2. 基金營運之綜合管理業務及預算執行事項。 

3. 本院基金管理委員會會議決議執行事項。 

4. 本院委外合作開發文物複製品及藝術紀念品之公告、評選、銷貨及

結算事項。 

5. 院藏文物複製之規劃、製作及管理事項。 

6. 其他臨時交辦事項。 

其中，主要由第一科負責藏品影像的授權，第二科負責出版品或期刊等印物，第

三科負責國立故宮博物院文物藝術發展基金5及委外合作開發文物複製品及藝術

紀念品。 

未來因應國立故宮博物院組織條例草案通過後，國立故宮博物院辦事細則相

對地也將必須進行修改與調整，現行出版組三科的業務，及其他所有影像授權與

加值及基金營運相關業務，將全部整併至營運管理處之職掌下，統籌由營運管理

處對外進行文物與藝術品之授權、衍生利用及創意加值等商業推廣業務。 
                                                 
5 國立故宮博物院文物藝術發展基金，係根據預算法第 21 條規定，為宣揚具有美學、歷史、教

育及文明意義之文物，辦理文物仿製、圖錄印製銷售及文物收購，而設置之特種基金，由國立故

宮博物院為管理機關，詳參「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之規定（民國 64 年

1 月 9日行政院(64)台教字 0228 號令訂定發布，95 年 2 月 9日最新一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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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金來源及收益歸屬 

目前故宮博物院出版組從事藏品影像授權業務的資金，主要來源6有四大

類，公務預算、基金預算、國家科學委員會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經費，及

國科會衍生加值應用計畫之經費，分別說明各項預算的使用用途，及所獲收益之

歸屬情形： 

（一）公務預算 

每年由行政院編列，交立法院審核通過，主要支應故宮院內經常性公務支出

或文物維護工作，如照相室維護、文物月刊、季刊及年報之編印等。 

由公務預算支持的業務收益，均需回繳國庫，如故宮文物圖像授權及合作開

發授權出版品業務之權利金收益。 

（二）基金預算 

即故宮文化藝術發展基金，係根據預算法
7規定編制之特種基金，以故宮博

物院為主管機關，專供博物館文物仿製、圖錄印製銷售及文物收購之用，應於總

預算中編列全部歲入、歲出之基金的預算，其審議，以基金運用計畫為主8。 

基金主要來源，包括政府預算撥款、印複製文物圖錄及各項藝術紀念品之銷

售、受贈與、基金孳息收益及其他有關之收入；主要用於印複製文物圖錄及各項

藝術紀念品、收購文物、管理及總務及其他有關之支出等9，多支應非經常性業

                                                 
6 國立故宮博物院之財務收支，僅基本公務預算及基金預算為常設項目，計畫預算未必每年皆有。 
7
 預算法（民國 91 年 12 月 18 日修正）第 4 條規定：「稱基金者，謂已定用途而已收入或尚未

收入之現金或其他財產。基金分左列二類︰一  普通基金︰歲入之供一般用途者，為普通基金。

二  特種基金︰歲入之供特殊用途者，為特種基金，其種類如左︰ (一) 供營業循環運用者，為

營業基金。 (二) 依法定或約定之條件，籌措財源供償還債本之用者，為債務基金。 (三) 為國

內外機關、團體或私人之利益，依所定條件管理或處分者，為信託基金。 (四) 凡經付出仍可收

回，而非用於營業者，為作業基金。 (五) 有特定收入來源而供特殊用途者，為特別收入基金。 

(六) 處理政府機關重大公共工程建設計畫者，為資本計畫基金。特種基金之管理，得另以法律

定之」；第 18 條第 2 項：「在特種基金，應於總預算中編列全部歲入、歲出之基金之預算」；

第 21 條規定：「政府設立之特種基金，除其預算編製程序依本法規定辦理外，其收支保管辦法，

由行政院定之，並送立法院」；及第 50 條後段：「特種基金預算之審議，以基金運用計畫為主」。 
8 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1 條及第 3 條之規定，民國 64 年 1 月 9 日公布，

最後修正 95 年 2 月 9 日。 
9 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4 條及第 5 條之規定，民國 64 年 1 月 9 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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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需要，如因應博物館展覽必須出版的圖錄、出版品，如妙筆生花、國寶精華等

書，及禮品設計委託產製等費用。 

由基金預算支應的業務收益，如前述出版品銷售所得之利潤，需繳回國庫，

不過，與公務預算收益不同，基金收益必須進到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金之中。 

（三）國科會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經費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係由國家科學委員會從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金中

撥出經費補助支應計畫的執行，故宮博物院為執行單位之一，在第一階段從 2002

年執行至 2006 年，主要進行系統建置工作，不過也有從事小部分的商業加值推

廣活動，少部分的故宮商業推廣或授權業務即由此數位典藏計畫的經費支應。 

數位典藏計畫產出之收益，適用科學技術基本法的規定，應回饋一部份到國

家科學技術發展基金10，不過，回饋的比例多少，由於科學技術基本法未有明文

的比例要求，國科會對此也未設有特別子法加以規範，因此，目前是採「二分之

一回饋科學技術發展基金，二分之一執行單位保留」的方式，即二分之一回饋科

發基金，二分之一回饋文物藝術發展基金。 

（四）國科會衍生商品加值應用計畫之經費 

此計畫由國科會公開招標，故宮博物院主動投標，通過評選，方獲得經費執

行特定衍生商品開發計畫；目前計畫經費主要運用於特殊的專案計畫，如「Old is 

New!」設計活動之紀念 T 恤或其他商品的產製。 

由於出版組在推動衍生商品加值計畫相關業務時，不僅使用國科會補助之計

畫經費，也使用基金預算，因此，這些商品銷售所獲之收益，採「二分之一回饋

                                                                                                                                            
最後修正 95 年 2 月 9 日。 
10 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6條第 1項：「政府補助、委託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應依評選或

審查之方式決定對象，評選或審查應附理由。其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及成果，得將全部或一部歸

屬於執行研究發展之單位所有或授權使用，不受國有財產法之限制」，民國 88 年 1月 20 日公布，

最後修正：民國 94 年 1月 19 日；行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4條第 2

款：「本基金之來源如下：二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之智慧財產權及成果等收入歸屬中央政府部

分」，民國 60 年 6月 23 日公布，最後修正：民國 94 年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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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技術發展基金，二分之一回饋文物藝術發展基金」的分配方式。 

 

 

第二節  藏品影像授權業務經營現況 

按照出版組組長受訪時對於故宮現行業務的分類所做表示：「故宮現在主要

發展出五種業務模式，包括圖像授權、合作開發出版品授權、品牌授權、委託產

製，包括 ODM 及 OEM，及出版品寄銷等」。又按照故宮博物院與廠商間的合作

關係性質，劃分故宮博物院的業務內容，牽涉藏品影像使用的業務，大體上可以

分成圖像授權（衍生性商品）、合作開發授權（出版品）、品牌授權及委託產製（代

工生產衍生性商品）四種類型11，分別說明各業務及具體個案並分析其合作效益

如下： 

一、圖像授權（衍生性商品） 

（一）業務說明 

圖像授權，係由廠商向故宮博物院申請文物影像的使用，商業目的之使用，

除必須填寫申請表外，也必須與故宮博物院簽立文物影像使用授權契約。此類業

務並無一定時程亦無需經過招標程序，廠商得隨時向故宮提出申請。因圖像授權

業務屬故宮經常性的公務內容，影像檔案維護多使用公務預算，因此，所獲收益

直接回歸國庫。 

文物影像使用之費用，主要根據國立故宮博物院珍貴動產衍生品管理及收費

規定及藏品圖像資料收費標準表12而計算，非營利目的之教育推廣或學術研究之

使用，僅酌收工本費；廣告、宣傳品、裝潢布置使用且成本預算為新台幣 300 萬

元以下者，每張僅收取 9,100 元之費用；其他訂有售價之營利使用，則按產品之

                                                 
11 此分法，係訪談故宮內部人員所得。 
12 國立故宮博物院珍貴動產衍生品管理及收費規定及藏品圖像資料收費標準表，於民國 90 年 6
月 12 日公告施行，95 年 7 月 26 日最新一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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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售價，依合約約定收取權利金。藏品影像資料使用之權利金計算標準，按

照使用目的及商品類型之不同而有不同的計算標準，詳細整理如下： 

表 6-3 國立故宮博物院藏品影像資料使用之權利金計算標準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使用目的 商品類型 權利金標準（按定價計算）（新台幣）

非營利  按申請對象之不同，酌收 400~1,200 元

的工本費 

電視電影播放 每秒鐘 100 元  

廣告、宣傳品、裝潢佈置 每張 9,100 元；廣告宣傳預算成本金額

達 300 萬以上者，另行議約 

書籍、報紙、雜誌、期刊等

出版品 

出版品係全部使用本院圖像資料者：

5-15%；數量超過 10,000 或定價超過

2,000，專案議約 

出版品非全部使用本院圖像資料者：每

張按 3,600 元計費；若依上述標準表比

例計費，權利金數額較低者，得比照上

述標準辦理 

小型生活用品（文具用品、

娛樂用品、食品、化妝品、

餐具用品等） 

1-11%；數量超過 100,000 或定價超過

10,000，專案議約 

大型生活用品（傢俱、寢

具、衛浴設備、家電等） 

3-15%；數量超過 6,000 或定價超過

100,000，專案議約 

資訊科技類（電腦、通訊等）

 

2-14%；數量超過 10,000 或定價超過

50,000，專案議約 

電視、電影、影視出版

（CD-ROM、DVD、CD、

影碟、錄影帶等） 

訂有售價者：3-15%；數量超過 50,000

或定價超過 1,000，專案議約 

未定有售價者：每秒 300-1,000 元 

有價票劵（郵票、電話卡、

餐券、交通票卡、樂透彩

券、電子票劵、紀念票、紀

念幣等） 

4-15%；數量超過 100,000 或定價超過

5,000，專案議約 

營利 

藝術品、精品（琉璃、水晶、

珠寶、玉器等） 

3-17%；數量超過 10,000 或定價超過

50,000，專案議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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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取得授權後，可以將文物影像使用或設計運用於其所製造的商品上，並

透過其自有通路銷售至市場。廠商使用影像製成的商品或其包裝、容器上，應以

明顯易於辨識之方式標示「國立故宮博物院（台灣）藏品」等字樣，但不得使用

國立故宮博物院的註冊商標於商品上。廠商因使用或設計文物影像於商品而衍生

新的智慧財產權，原則上歸屬於廠商所有。 

（二）個案介紹 

1、故宮與星巴克 

星巴克咖啡（Starbucks Coffee），1971 年起源於美國西雅圖派克市場，於 1988

年引進台灣，由美國星巴克公司（Starbucks Coffee International）與台灣統一集團合

資成立統一星巴克股份有限公司（Starbucks Coffee Company），共同經營台灣地區

的星巴克咖啡門市。該公司以選購自世界各地的優質高原咖啡豆為根本，甄選本

地優秀人才培育訓練，提供台灣消費者高品質的咖啡與服務，搭配 Starbucks 獨

特的空間設計理念，提供消費者在居家與辦公室之外，一個品嚐咖啡的第三個好

去處，目前門市已經散佈到台北縣市、基隆、桃園、新竹、台中、台南、高雄、

屏東、南投、澎湖等地，截至 2006 年 6 月止，在全台已有超過 170 家星巴克門

市13。 

統一星巴克公司於 2007 年年初推出的「當星巴克與故宮相遇」北宋大觀展

系列商品，結合國立故宮博物院「北宋大觀特展」的幾幅重要書畫，如宋徽宗詩

帖及其封面、宋人 人物、宋人富貴花狸圖、宋人墨寶冊  宋徽宗書牡丹詩、宋

徽宗文會圖、建窯黑釉兔毫盞、宋開慶壽聖本金剛般若波羅蜜經、宣和奉使高麗

圖卷、米芾篋中帖、耀州窯  青瓷劃花牡丹碗等，以北宋生活中的「四藝」－「品

味」、「點茶」、「掛畫」與「插花」為主題元素，開發 4 款隨行杯、隨行卡

套卡、雙層陶瓷杯，與仿古奏章筆記冊等，共 7 件主題商品，在台灣地區統一

星巴克門市限量上市銷售。 

                                                 
13 台灣星巴克股份有限公司介紹，請參照官方網站，見

http://www.starbucks.com.tw/about_starbucks_coffee/?surl=about_news/about_news.asp#，最後瀏覽

時間：200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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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統一星巴克公司向故宮申請上述圖檔之非專屬授權，使用於其設計的 7

件商品之上，適用國立故宮博物院珍貴動產衍生品管理及收費規定及收費標準表

的規定，按照 7 款產品各別的生產數量及銷售價格，根據售價 8%的比例，計算

權利金。 

2、合作效益 

（1）社會/文化效應 

故宮博物院與統一星巴克的合作，結合文化藝術史上具舉足輕重地位的北宋

大觀書畫、汝窯及宋版圖書，融入星巴克實用設計之隨行杯、套卡系列列商品中，

結合東方風雅美學與西方咖啡文化，堪稱一項文化創新。透過星巴克推出的系列

商品，故宮典藏文物藝術品之意涵，得走進民眾日常生活之中，也讓民眾得享有

創新生活美學體驗、藝術融入生活的新模式。 

台灣故宮博物院與統一星巴克的合作案，展現華夏文化與西方咖啡文化的融

合，能為社會或消費大眾帶來更深刻的文化品味及美學體驗。反觀近些日子，北

京故宮博物院與美國星巴克公司間的爭議14，似得顯現兩岸故宮博物院對於博物

館經營及東西文化間的接觸融合，在理念上有所不同。 

（2）經濟效應 

除可收取得權利金收益近新台幣 50 萬元外，統一星巴克北宋「當星巴克與

故宮相遇-創新生活美學體驗」系列商品，配合故宮博物院推出的「北宋大觀展」

展覽時間，舉辦產品發表會，推出市場銷售，也正巧為故宮博物院的北宋大觀展

作了絕佳的宣傳與廣告，提升北宋大觀展參觀的人氣，無形中，為故宮博物院創

造不少參展門票的收益。 

相對地，大觀展的參展人潮，也為星巴克隨行杯等相關系列商品，帶來買氣，

                                                 
14 北京故宮博物院與星巴克公司間的爭議，源自於星巴克公司於紫禁城內設有一分店，有人批

評此分店是西方文化對於東方文化的侵害，星巴克應撤離故宮，在中國大陸甚至全球均引起相當

熱烈的討論，見 http://ny.libertytimes.com/2007/New/Jan/18/today-ch1.htm，最後瀏覽時間：

200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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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限量發行的促銷手法，更使得陶瓷杯發行當日即被搶購一空，原本僅新台幣

520 元之售價，竟在網路拍賣上達到 1500 元的喊價15。此次合作對於故宮博物院

或統一星巴克雙方品牌知名度的提升，頗具實益。 

二、合作開發授權（出版品） 

（一）業務說明 

合作開發授權出版品業務，係由廠商主動向故宮博物院提出出版品開發的企

畫案
16，廠商需自行負擔出版品的開發成本，故宮博物院僅配合廠商需要，無償

提供文物相關圖檔、資料或素材予其使用，並對於廠商編輯之出版品內容，進行

審查，雙方簽立委外合作開發製作衍生性出版品契約17。此種出版品合作開發授

權業務並無一定時程或採購標案，廠商如有意願，得隨時向故宮提出合作計畫。

由於是由故宮提供文物圖檔資料，因此，授權收益回歸國庫。 

出版品發行所得之利潤，將按照契約約定比例進行分配，通常情形，多以定

價的 10%回饋故宮。合作開發授權產出的出版品，可於廠商自有通路、故宮院內

賣店、或與故宮有契約關係之經銷商通路銷售，廠商應在出版品上標示其名稱或

商標，並以雷射標章做防偽處理，並應於出版品上標示「國立故宮博物院監製」

之字樣。廠商因使用或設計文物影像於商品而衍生新的智慧財產權，其權利原則

上歸屬廠商所有。 

（二）個案介紹 

1、故宮與雄獅圖書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設立於 1973 年，三十多年來秉持出版藝術好書的

理念，出版的書目內容從專業的藝術工具書到廣泛的文化論叢；從中西美術史到

台灣本土藝術；從技法入門到創作發想；從藝術欣賞到趣味生活化等，涉及各類

                                                 
15 見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70113596105，最後瀏覽時間：2007/3/25。 
16 國立故宮博物院委外合作開發製作衍生性出版品企劃案格式，見

http://www.npm.gov.tw/uploads/2006020603330095265/004.doc，最後瀏覽時間：2007/4/3。 
17 見 http://www.npm.gov.tw/uploads/2006020903290921238/002.doc，最後瀏覽時間：20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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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主題，共計出版近三百種的藝術文化叢書，滿足不同讀者知性生活的多元需

求，提供藝術愛好者源源不絕的創造能源18。 

此本導覽手冊，由故宮提供文物圖檔資料，由雄獅圖書規劃、編輯、撰寫及

設計導覽手冊的內容，採行合作開發方式，手冊內使用故宮文物典藏品高達數百

張之多的低位階影像檔案，不過並未另外計算圖檔使用費用，僅直接以書籍印刷

數量及定價的一定比例，計算廠商應回饋給故宮的權利金。 

2、合作效益 

（1）社會/文化效益 

雄獅圖書以自己公司資金、人力投入本書的撰稿、編輯、設計、排版等工作，

大量參考故宮博物院過去相關的學術研究文獻，並訪談故宮研究處負責北宋大觀

展策劃的研究人員，以確認此本導覽手冊內容的正確性，民眾閱讀此書可獲得北

宋書畫、器物、汝窯文物相關的歷史知識，思古幽情宋朝時期之文人雅士。 

北宋時期社會動盪不安，國家遭遇北方外患威脅，學者多以參考科舉為志，

期能謀得一官半職，報效國家，若細讀此本導覽手冊，可發掘不少經典書法、書

畫中，古人因感嘆時勢抒發情緒之創作背景，不僅有助於提升國民的歷史教育水

準，也有助於啟蒙一般民眾對於國家發展的向心力，引導大家越益重視現時台灣

社會的處境。 

（2）經濟效益 

雄獅圖書配合故宮博物院北宋大觀-書畫、器物、汝窯展覽活動，推出「大

觀-一生難遇的看…Grand View」一書，作為參觀者的導覽手冊，銷售成績顯眼，

甚登上金石堂暢銷書排行榜，前後授權數量總計近達 3 萬本，按照每本定價新台

幣 299 元及回饋故宮的權利金百分比加以計算，共計回饋故宮近 36 萬元之多。 

                                                 
18 雄獅圖書官方網站，見

http://www.lionart.com.tw/book66/_file/1816/cb/SG/8708/FG0000001816000002_0_1.html，最後瀏覽

時間：200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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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牌授權 

（一）業務說明 

品牌授權，係指廠商取得故宮博物院註冊商標
19的使用權，得將故宮商標使

用於其商品上，與廠商品牌並列，藉以塑造優質商品之形象。此業務係由故宮博

物院依政府採購法辦理「國立故宮博物院註冊商標授權廠商商品化使用」招標案

（選擇性招標），每一固定時間對外公開徵求品牌授權廠商。 

    廠商應於投標時提出服務建議書，載明將使用註冊商標的商品系列及細項內

容，商品系列得按材質區分，如陶瓷、金屬、玉器、琺瑯、琉璃等，或按功能區

分，包括有書畫、筆墨、珠寶、家具、資訊等，廠商每使用註冊商標於一系列的

商品就需要繳納 1 筆簽約金。品牌合作廠商得免費使用 10 張文物圖檔資料，衍

生設計開發商品，超過 10 張圖檔，則按照國立故宮博物院珍貴動產衍生品管理

及收費規定及藏品圖像資料收費標準表處理。 

品牌授權期間，通常為 2 年一期，惟得續約一次，授權期間最長可到 4 年。

品牌授權使用之費用，除每一系列商品需繳付新台幣 50 萬元的簽約金外，另必

須並按照商品銷售數量及價格以一定比例計算權利金。原本，此業務主要是使用

故宮品牌及藏品影像資料，應由公務預算或基金預算支應，但由於目前此業務承

辦人員的薪資是由國科會衍生商品加值應用計畫支應，因此，其收益僅有一半回

歸國庫，一半則回饋到行政院科學技術發展基金。 

授權設計之商品，應同時載明故宮註冊商標及被授權廠商名稱、商標，並應

以明顯易於辨識之方式，於其商品、包裝、容器等上標示「國立故宮博物院（台

灣）商標授權製造」等字樣，衍生設計商品的智慧財產權歸屬被授權廠商所有。

品牌合作商品得透過廠商自有通路於院外銷售，亦可自行洽詢其他故宮相關之經

銷點，協助代售，如故宮賣店。 

                                                 
19 目前故宮博物院已取得澳洲、紐西蘭、歐盟及美國的商標註冊登記，而加拿大、南韓及俄羅

斯等地則在申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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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介紹 

1、故宮與法藍瓷 

法藍瓷公司（Franz Collection）早期從海暢實業起家，幫外國名牌做代工設

計製造，2001 年成立法藍瓷公司，期望從自有品牌打造一個新的契機，專事瓷

器設計製造業務，目前在世界各地有近 5,000 個經銷代理據點，朝向高品質高價

位陶瓷器的路線，於市場上已吸引特定的消費者族群，在全球瓷器品牌上，頗具

聲名。 

法藍瓷公司從故宮典藏的器物圖畫，如郎世寧的《仙萼長春圖冊》等古文物

中，萃取元素設計於各種陶、瓷、琺瑯等工藝品上，充分象徵中華文化意涵，古

意新解，受到許多高級消費者的喜愛，法藍瓷總裁陳立恆先生也為其產品下一

「functional art」的定義，不僅僅是喝茶用的杯子，更發揮藝術功能，觸動心靈、

啟發想像，豐富人生，釋放感受20，正巧與故宮博物院推動的結合藝術與生活的

主張相呼應，讓此次的合作獲得不少的好評與讚賞。 

法藍瓷公司是透過故宮的註冊商標授權商品化使用招標案，投標獲選為得標

廠商，獲得兩年一期的品牌合作及 10 張圖檔之免費使用，其將故宮藏品改作設

計於其製造的瓷器上，以「法藍瓷-故宮」雙品牌的方式，將這些商品推出到市

場上。在權利金計算上，法藍瓷使用故宮的註冊商標於「瓷器」一種系列商品上，

需於簽約時同時支付簽約金 50 萬元，在兩年經營期間，另需要按照瓷器商品的

出廠價格（FOB）及數量，以一定標準計算權利金。 

2、合作效益 

（1）社會/文化效益 

陶瓷器起源於中國，所謂「china is china」的概念在法藍瓷-故宮品牌合作

案的宣傳下，讓不少外國人首次深刻認識到中國累積已久的陶瓷工藝品文化。結

                                                 
20 文化創意產業-產業篇，從代工到自創品牌立足台灣放眼全球法藍瓷傳遞千年文化訊息，台風

眼，資料來源：http://web.cca.gov.tw/inde/8/8-16-20.pdf，最後瀏覽時間：2007/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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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文物藝術內涵的陶瓷工藝品，讓杯子或餐具不再以功能導向，更添加一份藝術

品味的氣息，工具可以改變人的習慣，法藍瓷公司推出的精緻陶瓷藝品即是最大

代表。 

透過法藍瓷公司極具創意天分的設計能量，使得故宮博物院的典藏得現身於

世界各地的百貨公司或陶瓷展示會場上，宣揚故宮珍貴藏品，可吸引外國人到台

參觀之興趣，也讓台灣故宮形象顯見於全世界。  

（2）經濟效益 

由於故宮本身的定位為公務機關，雖擁有數量龐大的文物藝術品，礙於法令

及角色問題，恐怕無法像私人企業一般，自由推廣各項商業活動；更因受到預算、

人力及各項資源的限制，除博物館內的賣場及機場賣店等幾個銷售據點外，未曾

跨足海外的市場，通路不足，因此更需要與私人企業合作。 

法藍瓷公司與故宮結合品牌及影像之授權，由故宮提供郎世寧畫作的影像檔

案，法藍瓷公司的創作人才從中擷取元素，集合設計的巧思及創意，將這些元素

運用於瓷器上面，燒製出一整套富具郎世寧畫作意涵的精美家用瓷器，包括茶

壺、茶杯、端盤等等；透過「法藍瓷-故宮」之品牌合作，表徵這些瓷器來源之

珍貴，藉由法藍瓷海外市場的通路，故宮得以將其品牌推廣到世界各地，而法藍

瓷公司也憑恃故宮典藏的質精形象提升其本身瓷器的優值市場地位，更進一步建

立法藍瓷公司為中華藝術瓷器的代表及象徵。 

四、委託產製（代工生產衍生性商品） 

（一）業務說明 

委託產製，顧名思義，即由故宮博物院委託廠商製造衍生商品，由故宮銷售

據點販售，生產廠商並未揭露其姓名或商標予消費者知悉，似「代工設計製造」

的關係。進行方式，係由故宮按政府採購法之選擇性招標程序
21，每年辦理四次

                                                 
21 請參照國立故宮博物院國立故宮博物院委託產製本院作業基金各類文物複、倣製品、藝術紀

念品須知，資料來源：http://www.npm.gov.tw/uploads/2006100303301787682/001.doc，最後瀏覽時

間：20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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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公告，建立合格廠商名單後，由合格廠商製作產品樣本及企劃案，再辦理審

查會議（每年四次），辦理產品設計審查之相關事宜，通過審查之廠商產品企劃

案，始得進行簽約及生產22。目前，故宮博物院合格的委託產製廠商約有 70 多

家。 

委託產製商品的設計及製造，均由廠商負擔，故宮僅提供文物影像資料予廠

商使用。委託產製廠商因設計商品需要使用到故宮文物影像檔案時每張以新台幣

1,800 計算，同一契約期限內使用同一影像第二次以上得享八折優惠，產製的商

品包括文物仿複製品、藝術紀念品及博物館商品等，得於院內及與故宮有契約關

係之經銷商等據點銷售，商品定價由廠商與故宮共同決定，廠商必須以定價六折

批銷於故宮通路中，其餘的四成即為支付消合社的代銷費用，廠商另必須回饋故

宮定價兩成的權利金，因此，廠商本身可獲得定價四成的利潤。也就是說，委託

產製商品販售所獲收益，由廠商、故宮及消合社按照定價 4：2：4 的比例分配，

故宮收益會回到基金預算中。 

在委託產製的商品來源標示上，僅得標示故宮博物院之名稱及註冊商標，不

得記載生產廠商的名稱或商標。衍生商品相關的智慧財產權，均歸屬故宮博物院

所有。 

（二）個案介紹 

1、故宮與國瑞文化 

國瑞文化企業有限公司，成立於民國 76 年，早期以協助行政機關製造幻燈

片、錄影帶等介紹機關特色的多媒體為主要業務，約略在 80 年時代，因光碟出

現，提高數位化技術之要求，國瑞文化顧慮到成本與利潤等問題，遂轉為故宮博

物院設計、製造藝術紀念品。國瑞文化在開發紀念品初期，透過以往跑遍全省的

經驗，為故宮博物院在台灣各地建置紀念品的賣店，包括機場免稅商店、福華飯

店、美麗華及西華飯店等，不過，後來因故宮政策轉變，收回院外賣店的經銷權，

                                                 
22 詳見國立故宮博物院基金評選委託產製產品作業流程，資料來源：

http://www.npm.gov.tw/uploads/2006100410174147587/003.doc，最後瀏覽時間：20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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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瑞文化遂停止經銷業務，而以紀念品委託產製為主要業務。國瑞文化另與國立

歷史博物館之間，也有類似委託產製的合作關係。 

國瑞文化是故宮委託產製合格廠商之一，產製的紀念品包括名片盒、化妝鏡

等，前次提出商品企畫案的時間是去年的 7 月，11 月通過審查後，已在市場上

銷售。國瑞文化對下尋找國內有能力產製這些紀念商品的工廠，並盡力以品質高

但成本低廉的材料製造紀念品，銷售成績名列委託產製廠商之首，其產出的藝術

紀念商品，在外面一般商店無法買到，僅透過故宮院內賣店、或與故宮有代理經

銷關係的廠商銷售。商品上僅標示故宮之名稱及商標，未標示由國瑞文化製造之

字樣。按照委託產製利潤分配的原則，國瑞文化本身可獲得定價四成的營業收

益，扣除商品的製造成本後，國瑞文化猶得享有一定之利潤。 

2、合作效益 

（1）社會/文化效益 

對於參觀博物館的民眾而言，逛博物館紀念品賣店的重要性，不輸給文物展

覽，特別是外國觀光客，難得搭飛機到台灣參觀故宮博物院的藏品，更會購買博

物館的藝術商品作為紀念。因此，故宮博物院透過與廠商間的委託產製合作，得

以產出代表故宮特色的紀念品，提供參觀民眾收藏記憶，其功不可沒。故宮博物

院提供自己品牌及通路，由廠商投資開發設計商品，實得促進國內代工產業的進

步。 

（2）經濟效益 

國立故宮博物院 2005 年的營收約新台幣 2 億元，其中主要收入來源即為委

託產製之紀念品、藝術品等商品之銷售。國瑞文化每月約可獲得新台幣 17 萬元

的利潤23，若反推故宮博物院所有紀念商品的營業額，表示國瑞文化商品每月之

營業額約達到 200 萬的數額，總計故宮目前 70 家委託產製廠商的所有商品，委

託產製帶來的營業額約為 14,000 萬元，成績相當斐然。 

                                                 
23 2007/4/19 訪談國瑞文化企業有限公司老闆徐俊傑先生時所做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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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類型業務之整理比較 

綜上對於故宮博物院現行影像授權相關業務的介紹，得以發現，故宮透過許

多不同的方式，積極擴展商業推廣活動，將文物影像檔案等資料，授權民間廠商

使用或作其他衍生設計加值商品開發，四種不同業務內容之經營模式，可以下圖

表現之： 

國立故宮
博物院

公務預算 基金預算 計畫預算 數典預算

品牌授權圖像授權
合作開發

出版品授權
委託產製

院外販售/故宮賣店院外販售 故宮賣店

國庫 文化藝術發展基金 科學技術發展基金

圖6-2 國立故宮博物院藏品影像授權業務經營模式圖 本研究繪製

故宮被動協助廠商 故宮主動召集廠商

廠商 智慧財產權 故宮

故宮&廠商商標廠商商標 故宮商標

 

四種業務類型中，由故宮按照政府採購法程序主動對外推廣的，包括有委託

產製及品牌授權業務，由廠商主動向故宮提出合作邀約的，則有圖像授權及出版

品合作開發授權業務。 

業務產出之智慧財產權的歸屬問題，按照合作模式之差異，如委託產製，故

宮採行高度監督管理，商品內容需經故宮審查通過方得上市，並僅得以故宮名稱

及品牌在故宮通路販售，因此，智慧財產權歸屬故宮。如品牌合作或出版品合作

開發授權案，因故宮採行中度監督管理，出版品內容需交故宮審查，商品上會標

示故宮及廠商名稱或品牌，且商品可於故宮通路或廠商自有通路銷售，因此，智

慧財產權原則上歸屬廠商。又如圖像授權，故宮採行低度監督管理，故宮對於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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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設計之商品，原則上不加以過問，廠商必須於自己通路銷售，且不得使用故宮

註冊商標，是以，智慧財產權歸屬廠商。 

故宮各類業務之區別或特色，整理如下表所示： 

表 6-4  故宮業務類型特色整理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業務類型/特
色比較 

圖像授權 合作開發授權

出版品 
品牌授權 委託產製 

主被動角色 廠商主動向故

宮提出申請 
廠商主動向故

宮提出 
故宮對外招標 故宮固定對外

招標 

名稱/商標之

標示 
僅得標示廠商

的 
需標示廠商及

故宮的 
需標示廠商及

故宮的 
僅得標示故宮

的 

銷售通路 廠商自有通路 故宮及廠商通

路 
故宮及廠商通

路 
故宮通路 

智慧財產權歸

屬 
歸屬廠商 原則上歸屬廠

商 
原則上歸屬廠

商 
歸屬故宮 

故宮監督管理

程度 
低度 中度 中度 高度 

 

 

第三節  藏品圖像授權業務委外經營計畫 

藏品圖像檔案的授權，乃是國立故宮博物院與廠商間商品開發等合作關係的

前提。目前故宮從事的各類型業務，不論是圖像使用授權、品牌合作、出版品開

發授權或委託產製等，均牽涉到故宮典藏文物藝術品影像資料的使用，此「藝術

授權」，也是故宮博物院影響民間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基礎或關鍵因素。 

一、規劃緣起 

故宮博物院於 2005 年即開始規劃藏品圖像授權業務之委外經營，首次委外

經營，僅提出 22,000 張的文物數位圖檔資料，未提出的部分仍保留由故宮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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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繼續管理經營，計畫在未來幾年逐步釋出其他藏品的數位圖檔資料庫交由民間

廠商經營，希望最後可以達到全部藏品的影檔資料均委託民間廠商經營管理的目

標。 

藏品圖像授權業務委託經營案，規劃緣起，故宮出版組組長受訪時表示：「原

則上，圖像使用的授權是由出版組一科在做，民國 94 年以前每年約有新台幣 250

萬的收入，95 年修訂收費標準及標準表後，收入達到 480 萬，成長一倍。這也

顯示，當初參考法國及義大利的經驗，修改的收費機制格式或體例，在國際交易

市場上是可以被接受的；可是，一年 480 萬的收入還是太少，基於想擴大其效益，

才會想集中圖像資料庫，然後委外經營授權業務」； 

因此，將圖像授權業務委外經營，意在更加擴大其經濟效益及文化效益，讓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執行的產出成果得以更廣泛地提供給外界加值運用，創

造文物藏品圖像的新衍生價值，讓故宮典藏的華夏文物藝術品得發揮最大的經濟

效益。透過廣泛地授權商品化使用，也讓文物藝術品透過各個多元管道走入一般

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提高民眾生活的文藝素質，刺激美學體驗。 

二、委託經營模式24 

（一）委託方式 

故宮博物院藏品圖像授權委託經營管理案採取「獨家非專屬」之模式，廠商

可獲得全球獨家委託經營權，但不影響故宮既有業務25之圖像使用。廠商必須僅

為圖像授權之業務，不得將圖像用於非授權業務相關之用途，如不得自行使用圖

像開發商品。廠商不得以大量、整批，或其他未經過加值應用過程之方式授權第

三人使用本院藏品圖像檔案，如直接銷售圖庫、影像材質庫光碟等。因本委託經

營案所生之智慧財產權，歸屬故宮所有。 

（二）廠商義務 

                                                 
24 以 2007 年 3 月至 4 月期間之公告版本介紹。 
25 故宮既有業務包括博物館交流、策展、編印圖錄等出版品、非營利學術教育推廣、品牌結合

圖像授權業務、捐贈回饋計畫、委外合作開發授權印製出版品、學術性資料庫、數位專案計畫、

委託產製及紀念品精品開發等，使用藏品圖像仍直接向故宮申請，不需透過委外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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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託經營管理案，分準備期間及委託經營期間，廠商需在準備期間（簽約

後 6 個月）完成影像保護作業，方可開始經營圖像授權業務，圖像授權業務的委

託經營期間自準備期間屆滿後開始起算，有 5 年的期間。 

廠商擁有 22,000 張藏品影像數位檔案，規格為 800 萬畫素，若需要高於所交

付規格解析度之藏品影像檔案，則需向故宮博物院索取藏品影像的正片。 

影像保護作業包括電子版權聲明及影像單元作業，後者即結合藏品影像檔

案、文物資料，如品名、藏品分類、尺寸、作者、朝代及編號等、版權聲明及使

用前同意確認機制所形成之影像單元。 

得標廠商與故宮博物院簽約同時，需繳付新台幣 1,000 萬元的簽約權利金，

委託經營期間每年結算一次經營權利金，第一年所繳數額最少不得低於 300 萬

元，第二年所繳數額最少不得低於新台幣 500 萬元，第三年所繳數額最少不得低

於新台幣 600 萬元，第四年及第五年所繳數額最少不得低於 800 萬元，且每件圖

像授權個案繳回故宮博物院的權利金，不得低於該個案所收權利金百分之二十。

廠商另須於簽約同時繳付履約保證金 400 萬元。 

廠商於委託經營期間負有侵權追查及求償之義務，其因追查侵權所得之賠償

金或和解金之一定比例需支付本院，惟可計入廠商當年度繳交故宮博物院經營權

利金之總額內。 

委託經營期間屆滿前 6 個月內，廠商可提案續約，續約以一次（再 5 年）為

限。廠商續約後每年應繳納之經營權利金數額不得低於 600 萬元。 

三、進行狀況 

經過將近兩年的規劃準備，並與廠商召開多次座談會及公聽會，協調各方意

見後，故宮首次在 2006 年底首次對外公告藏品影像授權業務委託經營管理案，

因無廠商投標而流標，後又於 2007 年 3 月初第二次對外公告，仍因無廠商投標

而流標。目前來看，短期之內藏品影像授權業務，將仍由故宮出版組人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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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產業效益 

一、故宮與廠商供應鏈關係 

國立故宮博物院典藏的文物藝術品可作為廠商商品設計開發的靈感來源，提

供影像檔案給廠商利用，扮演產業上游創意原料內容的供應角色。 

而在不同的合作業務類型，故宮也發揮其他功能；在委託產製關係中，廠商

主要是協助製造工作，委託設計廠商另也負責紀念禮品的設計工作，商品設計製

造完成後，就交由故宮行銷販售，故宮發揮行銷及通路的功能。 

在品牌授權情形，授權廠商設計的商品，需交審查委員審查，故宮並不介入

參與設計工作，但協助辦理產品發表會，也會接受商品於故宮賣店寄售，發揮行

銷及通路的功能。 

在合作開發出版品授權的情形，雖由出版社主要從事出版品內容的撰寫或編

輯，不過故宮仍會提供文物研究資料等專業知識的協助，出版品完成後，不僅在

院外賣店販售，也會在故宮賣店內販售。 

在圖像授權關係時，故宮博物院則僅供應文物影像檔案作為創意素材由廠商

自行設計運用，並由廠商自行進行後續之商品推廣或銷售活動。 

國立故宮博物院在各類型業務之上下油供應關係中發揮的功能，可見下圖之

整理。透過各種業務模式之運作，故宮博物院在文化創意產業供應鏈中扮演相當

多重功能的角色，除製造外，故宮尚按演內容提供者、行銷、及賣店通路等角色，

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興盛衰跌，發揮相當之影響力，甚至大到可以改變產業之秩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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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 國立故宮博物院藏品圖像授權業務供應關係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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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擴效益 

今年（2007）年初，故宮博物院正館重新開幕，搭配「故宮再啟，震古鑠今」

26舉辦不少活動，如北宋大觀書畫、汝窯、宋版圖書展覽、戶外藝術節、開創典

範－北宋的藝術與文化研討會等，又適逢「世界文明瑰寶-大英博物館 250 年收

藏展」的借展活動，故宮廣場上或正館裡不時充滿從國內或世界各地前來的參展

民眾，人潮絡繹不絕。 

搭配正館重新開幕及各項展覽活動，故宮博物院也積極進行商品設計開發及

推廣的活動，故宮與廠商合作商業推廣的消息不時出現在新聞媒體上27。博物館

                                                 
26 國立故宮博物院正館重新開幕詳細活動紀錄，得見官方網站

http://www.npm.gov.tw/hotnews/reopens/index.html。 
27 中時電子報，「故宮在啟，震古鑠今系列報導」；「故宮參賽光碟、影片、網站驚豔國際博協

破例頒最高榮譽」，見

http://www.tol.com.tw/CT_NS/CTContent.aspx?nsrc=B&ndate=20070320&nfno=N0947.001&nsno=73&nke

yword=%acG%aec&SearchArgs=Keyword%3d%acG%aec%26Attr%3d%26Src%3d11%26DateFrom%3d20

070316%26DateTo%3d20070415%26ShowStyle%3d2%26PageNo%3d8%26ItemsPerPage%3d10&App=；

新浪網，「故宮隨行杯，中西合併超熱賣」，見

http://news.sina.com.tw/finance/ftv/tw/2007-04-06/141312437471.shtml；聯合新聞網，「創意與商業-當

建築遇到咖啡」，見 http://udn.com/NEWS/READING/REAS2/3774104.shtmlM；聯合新聞網，「故宮

夜驚魂-國寶總動員」，見 http://udn.com/NEWS/INFOTECH/INF3/3801929.shtml，最後瀏覽時間：

2007/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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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參展人潮是帶動其藏品之複製物或衍生商品的主要消費族群，故宮透過各種型

態的業務模式，與民間廠商合作，推出不少紀念商品，滿足觀光客的購物需求，

此一熱鬧季節也進一步將故宮商業推廣業務推向另一個高鋒。 

故宮博物院透過四種商業模式，積極進行文物加值應用推廣活動，不僅扶植

下游關連廠商的建立或發展，也對參觀民眾間接產生藝術鑑賞的教育功能，提升

民眾的藝術水平，其發揮的外溢效益，可用下圖表現之： 

圖6-4 國立故宮博物院藏品圖像授權外溢效果圖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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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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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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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

品牌合作
廠商

消費市場/一般民眾

文化創意產業/企業

 

出版組徐孝德組長在受訪時表示：「故宮現階段的商業模式，是可以賺錢的，

未來因應不同合作廠商的需要，在不違反採購法的規定下，會一直增加或調整新

的商業模式，遵守公開、公平原則，促成合作關係，發揮龍頭角色，提供內容給

國內及國外廠商利用，讓國家文化創意產業的產值出來」。 

故宮博物院扮演著華夏文化的典藏地，不僅是國民文化藝術鑑賞的後花園，

其蘊藏的文物典藏內容，也是國內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推動龍頭。展望未來，除

了透過既有的四種業務模式，積極推動數位典藏文化之創意加值應用外，也將主

動開發或配合廠商需求，以開放胸襟，接受並嘗試其他文化藝術加值應用的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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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第五節 廠商訪談 

除了介紹國立故宮博物院現行的藏品影像授權相關業務模式及實際案例

外，本研究也實際訪談故宮現任商品開發授權業務主要部門主管-出版組組長，

並廣泛徵詢與故宮建有作關係的廠商對於故宮現行商業業務經營之意見，訪談的

單位、對象及與故宮的互動關係，整理如下表所示： 

表 6-5 訪談對象整理表 
單位名稱 訪談對象 合作內容 
國立故宮博物

院 
出版組組長

徐孝德 
民國 93 年 8 月進入故宮，擔任基金科科長，95
年 1 月被提選為出版組組長 

國瑞文化企業

有限公司 
老闆徐俊傑 早期：多媒體業務、院外賣店經營 

目前：委託產製紀念品開發業務 
歐美昇華油墨

公司 
老闆陳榕堃 協助與故宮合作的廠商將藏品影像轉為印刷用

圖檔 
雄獅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 
發行人特別

助理李柏黎 
出版品寄銷 
合作開發北宋大觀展導覽手冊 

太極影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黃寶

雲 
早期：3D 虛擬文物展示系統 
目前：國寶總動員動畫片 

法藍瓷有限公

司 
董事長陳立

恆 
品牌合作關係 

本研究並將各個訪談對象對於國立故宮博物院目前進行商業推廣業務之看法、藏

品影像授權業務經營之意見，及對於國內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認為故宮可以發

揮如何的功能等意見，摘要整理如下表所示28： 

表 6-6 訪談意見整理表 
訪談對象 訪談意見 
故宮出版

組組長徐

孝德 

商業推廣意見： 
有遠見的領導人 
透過商業推廣延伸教育功能   

                                                 
28 詳細訪談內容紀錄，請參考本研究之附件。法藍瓷公司董事長的訪談詳細記錄，因廠商不願

公開，故不置於本論文之附件中。 



                                                                             第六章 

 130

未來期許： 
博物館功能不僅是研究，更是帶動產業發展的火車頭  
研究人員應有開放心胸，讓更多人接觸觀賞文物典藏 
透過商業推廣，使博物館典藏融入生活中，隨時進行文化教育 
立足台灣，開拓國際藝文市場 
開發商業模式，滿足廠商需要 
透過故宮建立台灣國際 IMAGE     

國瑞文化

老闆徐俊

傑 

商業推廣意見： 
不同合作模式滿足不同廠商要求 
追求商業利潤之餘，應堅持品質 
以品質而非價格為委託產製商品之評選標準 
影像授權業務意見： 
委外廠商經營圖像授權業務，不應影響現行業務，費用不應提高 
故宮應先找專家做顏色校正工作，確認數位圖檔顏色後，再委外經

營 
故宮應與廠商建立平等互惠的合作關係 
未來期許： 
品質為最高訴求 
故宮應與廠商建立平等互惠的合作關係     

歐美昇華

老闆陳榕

堃 

影像授權業務意見： 
不同用途不同規格 
顏色標準化 
用專業數位相機重新拍攝藏品 
確實學習外國經驗 
未來期許： 
確認藏品影像顏色後才能把數位檔案授權出去 
由故宮管理 RGB 三原色及 CMYK 四原色的檔案 
標準化顏色是文物衍生加值設計的前提        

雄獅圖書

發行人特

助李柏黎 

商業推廣意見： 
有助推廣客層、提高民眾參展興趣 
互惠平衡的合作條件  
影像授權業務意見： 
調降對出版社的藏品圖像收費 
對出版社的借片流程更精簡、費用更節省 
嚴格把關商品開發的品質 
未來期許： 
增添創意推廣台灣形象 
提升藝術文化曝光率，共促相關業務之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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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影音

董事長黃

寶雲 

商業推廣意見： 
接受創新、務實、相信專業 
（文化+創意+科技）行銷國際 
建議另成立組織，進用商業推廣人才 
因應商品特性規劃採購及驗收程序 
未來期許： 
獨特文化內容，提高產業競爭力 
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益，吸引來台參觀 
從文化內容做宣傳，提高參展人潮 
卸除包袱，盡力推廣           

法藍瓷董

事長陳立

恆 

商業推廣意見： 
用謙卑態度經營老祖宗的資產，深入瞭解產業運行慣例 
積極開放應用全民共享的文化資產，用屬性與品質建立門檻 
定性自己經營文化資產的政策，不受在野批評而搖擺 
品牌合作期程應較長 
未來期許： 
故宮典藏見證各時期的文化藝術極品，經過文物影像資料庫的統計

分析，可以找出永遠流行的元素 
積極協助發展無污染無負擔的文化創意產業 
珍惜源遠流長的華夏文化，妥善應用以為傳承 
要扶植產業而不是與民爭利 

綜合整理廠商訪談，可以發現，多數廠商都引頸期盼故宮得積極開放並經營藏品

影像檔案的商業推廣活動，也希望故宮可以鬆綁嚴格或不合理的法令或程序要

求，創造更多合作的商業模式，以扶持國內文化創意產業中小型廠商的態度，用

平等互惠的條件與產業進行互動，並嚴格把關商品或服務的品質，以塑造故宮的

正面形象。對於藏品影像授權業務的經營，多數廠商則認為，在故宮將授權業務

委外廠商經營之前，應先確認影像規格，統一藏品影像的品質，避免市場或消費

者對於藏品產生錯誤的認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