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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計畫已完成四百多萬筆媒體典藏

品，這些典藏品來自於不同機構不同計畫，目前以建置聯合

目錄的方式透過分類及關鍵詞檢索相關典藏品達到整體呈現

的目的。但個別主題內容的解析及呈現還是以不同單位所各

自建置的網站為主，內容亦侷限於該單位的典藏品無法擴及

整體數位典藏資料，未能發揮典藏綜效。 

 

因此本計畫試圖結合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計畫過去所

有相關成果，包括 

目錄、內容、技術、著作權盤點、商用橋接等。短期目標以

中研院既有的典藏內容示範此平台架構，除了可提供其他有

長期營運發展的數位典藏規劃案作為先導範示外，並希冀延

續此計畫規模持續擴充，達成完整且永續經營的目的。 

 

本計畫透過跨分項計畫合作完成授權加值平台雛形並依據中

研院機構計畫需求建立聯合授權窗口機制及結合購物車的單

一購物流程，確有簡化使用者索取授權的成效。同時，執行

過程亦使我們確立一些未能健全聯合授權窗口的重要的因

素，如典藏量不足、收取授權金專戶與線上刷卡尚外導入金

流機制等。 

中文關鍵詞： 授權加值平台、聯合目錄、授權窗口、著作權盤點 

英 文 摘 要 ： Being supported by the Taiwan government for 9 years, 

the Taiwan E-learning and Digital Archive Project

（Teldap) has accomplished a Union Catalog containing 

the indices of more than four million digital 

collections, which were digitized by many different 

institutes and projects. Users can easily access 

those digital collections through Union Catalog 

system. However, those collections have not been 

fully utilized and explored by the public because 

there is no convenient and integrated platform for 

licensing and value-added services for all digital 

collection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initiated the 

TELDAP Platform for Licensing and Value-Added 

Creations (TPLVC) in 2011. The long term goal of the 

platform is to provide an integrated licensing 

mechanism for the whole TELDAP projects； whereas the 

in the short run, we intend to help the Academic 



Sinica,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icipant in the 

TELDAP, to build and showcase an integrated platform 

for licensing and other value-added services. In the 

past year, we have finished the architecture for the 

platform and negotiated with a number of institutes 

inside the Academic Sinica. Although the TPLVC 

project has not been successful yet, it enables us to 

identify some important factors for building an 

integrated digital archive licensing platform. Among 

others, we need to overc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the 

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sectionalism of the 

participating institute, the unclear legal status of 

the digital collections, and the insufficient 

incentives for stakeholders to collaboratively build 

an integrated platform. 

英文關鍵詞： TELDAP Platform for Licensing and Value-Added 

Creations (TPLVC), Union Catalog, IP inventory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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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型科技計畫成果效益事實報告表 

 (請由計畫主持人、執行人填寫) 

壹、 基本資料 

 計畫名稱：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先導計畫 

 主 持 人：李治安 副教授 

共同主持人：N/A 

核定經費： 2,609,026 元（包含 101/04/26 核定追加 356,026 元） 

執行期間：100/08/01~102/01/31（核定延展） 

執行單位：政治大學智慧財產所 

填表人資訊： 
姓名 聯絡電話 傳真電話 電子信箱 

李治安 02-2939-3091*51606 02-2938-7555 jalee@nccu.edu.tw 

李瑞清(專任助理) 02-2939-3091*89508 02-2938-7555 rachel33@mail2000.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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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目的、計畫架構與主要內容 

一、 計畫目的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計畫執行至今歷經八年已建置三百萬筆多媒體典藏品，這

些典藏品來自於不同機構不同計畫，目前以建置聯合目錄的方式透過分類及關鍵詞檢索相

關典藏品達到整體呈現的目的。但個別主題內容的解析及呈現還是以不同單位所各自建置

的網站為主，目前累計近 600 個網站，內容侷限於該單位的典藏品無法擴及整體數位典藏

資料，未能發揮典藏綜效；網站的經營也會因為計畫異動或結束而停止，典藏資料也會因

此流失或無法解讀。 

    更進一步來說，不同授權單位各自為政，授權機制不明，甚或目前的典藏平台欠缺其

他加值應用條件，造成一般使用者近用、使用與應用典藏品的困難，影響典藏素材商用或

非商用的媒合契機，因此必須提出一個新而可行的典藏永續經營平台架構。 

 

圖 2-1：典藏內容長期營運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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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為典藏內容長期營運構想中重要的一環，串連典藏內容與加值應用形成完整經

營架構。整體典藏永續經營的目標與策略簡言如下： 

1. 計畫目標：對於『典藏內容』，不只是做到大家知道來用，大家覺得好用，更要做到

不知道的人也會來用，大家都能充分使用。 

2. 計畫策略： 

(1) 豐富內容：典藏求精求廣，成立數位資源聯盟  

(2) 活化典藏：推動創用 CC，全民使用創造價值  

(3) 創意加值：建構加值平台，發展經營模式  

(4) 發揮綜效：加強聯合目錄，建立聯合授權平台  

  授權加值平台計畫就是為了要達成以上目標所產生的一個核心單元。 

 

 
圖 2-2：永續經營核心策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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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架構 

    有鑑於建置授權加值平台成為典藏內容長期營運構想中關鍵工作項目之一，本計畫試

圖結合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計畫過去八年相關成果，包括目錄、內容、技術、著作

權盤點、商用橋接等，建構一個完整並可永續經營的創意授權加值平台（圖 2-3），不管

商用或非商用的使用者都可以透過這個平台找到可以利用的典藏素材，並快速獲得授權。 

    此一平台包括瀏覽採購區、加值工作區及推廣交流區，提供加值工作者一個方便的平

台環境，透過這個平台所提供的工具及網路環境可以輕易的自行瀏覽採購所需典藏內容，

並利用加值工具建構網站、經營網站、部落格或製作電子書等。本計畫以中研院既有的典

藏內容示範此平台架構，除了可提供其他有長期營運發展的數位典藏規劃案作為先導範示

外，並希冀延續此計畫規模持續擴充，達成完整且永續經營的目的。 

 

圖 2-3：計畫工作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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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內容 

1. 年度目標 

承上計畫架構，本計畫兩大重點為「整合既有資源」與「加入必要擴充功能」，並以

瀏覽採購區、加值工作區及推廣交流區三大區塊的概念呈現在授權加值平台入口網，以

下將分述計畫執行內容： 

1. 建置授權加值平台入口網： 
整合既有的與發展中的（研究或典藏內容）成果、技術與營運模式，並加入

必要的擴充功能，完成一個包括瀏覽採購區、加值工作區及推廣交流區三大區塊組

成的授權加值平台，提供加值工作者一個便利好用的使用環境。 

    本計畫參考國內外主流圖庫平台，建置授權加值平台入口網融入瀏覽採購區、

加值工作區及推廣交流區三大區塊，基於顧客商品導向，首頁以較大篇幅呈現典藏

素材商品為主。為提供企業界或創意加值者等使用者便捷友善操作介面，除了強化

後台之核心檢索服務與目錄瀏覽功能外，搜尋功能、加值服務、案例櫥窗、法律諮

詢等資源都在首頁呈現（圖 2-4）。藉由提供圖片上重要元件的關鍵詞連結檢索功

能，強化商品連結延伸應用；提供詳細圖像規格描述及授權範圍資訊，讓使用者安

心使用；提供購物車功能，以滿足網路使用者習慣；提供系統工具與應用示範案例，

促發使用者創意運用；透過 Facebook、Twitter 等 SNS 意見交流分享功能，以活絡

圖像商品之應用（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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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授權加值平台首頁示意圖 

 

圖 2-5：授權加值平台網站流程圖 

 

2. 設置瀏覽採購區： 

    提供藏品快速檢索服務及簡易授權流程，讓使用者輕鬆取得藏品素材。 

A. 核心檢索服務： 

a. 核心檢索服務與目錄瀏覽 

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聯合目錄已累積超過三百萬筆藏品，聯

合目錄系統經過多年的發展，目前已存在一套核心檢索服務，包含知識化工

程、核心搜尋引模組 API、XML 匯入/匯出/驗證/轉換程式、目錄與關鍵詞瀏

覽等。本計畫規劃將中研院在聯合目錄上的既有成果整合並應用於 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但考量 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之獨特需求進行下列修改工作： 

 匯入藏品授權資訊至聯合目錄系統 

    本計畫修改聯合目錄 XML 匯入程式、資料庫 Schema 及 Lucene 索引

檔，使其可接收授權資訊後設資料，自動化寫入聯合目錄核心搜尋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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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引檔中，以利前端系統檢索功能開發與應用。 

 開發 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檢索服務 

本計畫套用聯合目錄核心搜尋引擎模組，開發 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前端

檢索服務除了基本的全文檢索功能外，依據授權條件發展進階篩選功

能，以利使用者在檢索時，進一步篩選出欲加值的資源。 

 導入知識化工程基礎建設 

本計畫導入聯合目錄知識化工程成果，藉由 TELDAP 關鍵詞詞典達到關鍵

詞推薦、關鍵詞擴展、同義詞檢索、多語檢索等功能，幫助使用者找到

所需資源，提高授權加值媒合機會。 

 開發目錄瀏覽功能 

在 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目錄瀏覽方面，本計畫移植聯合目錄既有的目錄

瀏覽功能，依照 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的需求，進行程式修改與重新套版。 

b. 提供 cc 授權藏品 

在 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目錄瀏覽時，本計畫移植聯合目錄既有的目錄瀏覽功

能，增加使用人可以檢索「CC 授權」的功能，以利使用人知悉藏品權利狀態。 

c. 提供商用授權資訊 

在 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目錄瀏覽時，本計畫移植聯合目錄既有的目錄瀏覽功

能，增加使用人可以檢索「權利人」等相關權利資訊的功能。即允許各典藏

機構或其授權代理人，可以依據使用者之詢問，檢索盤點成果之權利範圍、

權利限制資訊，提供符合其所需、且有權利授權之藏品，減少交易風險。 

B. 聯合授權窗口： 

a. 授權輔導團隊 

TELDAP 自執行以來，其典藏成果之授權應用均為原典藏機構依據相關法規各

自辦理，向無聯合授權窗口，且原典藏機構多為政府單位，其內部法規對於

商業運用之管理往往限制過高或根本性不允許營利用途；造成使用者需面對

多重授權窗口，進而降低使用者意願。現行 TELDAP 成果對外授權困難之原因

可概略分為以下幾項： 

 典藏品分級、權利保護內部授權政策，內部管理制度尚未形成 

 欠缺簡化授權流程：金流機制及線上交易平台及授權模式 

 行政流程繁鎖、時間拖延、僵化授權價目表，利用限制高，缺乏彈性 

 部分典藏機構內部專業人力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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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藏客體大部分素材僅具保存價值，商業價值不高、且權利狀態不一，難

以進行整體性的授權規劃 

參照國外典藏機構之授權模式，大致可分為委外授權業務模式、資訊平台整

合模式、分別授權模式三大類。本計畫擬參照國外經驗，運用「資訊平台整

合模式」整合 TELDAP 內部各機構之典藏成果，建立聯合授權窗口，以達到(a)

滿足典藏單位、代理商、零售通路商、利用人需求；(b)整合各部會資源，協

調政府單位，避免浪費；(c)符合公益目的等三大目標。 

本計畫在執行步驟上，初步先以中央研究院作為試行單位，針對其法規環境

與權利狀態先進行以下工作： 

 設計內部的權利代理契約予本授權加值平台 

瞭解中央研究院既有的數典成果態樣與權利狀態，以及內部管理機制，以設

計出符合法規與院內體制的合作協議。 

 設計一個外部授權契約 

使其典藏成果在本授權加值平台可以用標準化的方式來授權，也可以用開放

式詢問方式來授權。 

未來，可提供其他典藏機構參照上述授權代理機制，參與本授權加值平台，

以形成聯合授權窗口之最終目標。 

b. 鑑價機制： 

藏品價格訂定為授權流程中的一環，授權單位或被授權單位對於數位內容之

市場價格不熟悉、對於圖檔價值不明確，亦為使授權過程陷入膠著的原因之

一。既有的數典成果中，雖有「數位典藏與學習之產業發展與推動計畫-數位

典藏與數位學習橋接計畫』進行鑑價研究，並建立了典藏素材開發成創意加

值商品的評價系統，這些成果有助於加值廠商與典藏機構在個別磋商過程中

形成共識。然而前項成果仍須靠賴大量的洽商，不利於使用者向典藏機構索

取授權的便利性。故本計畫為授權單位辦理鑑價工作坊，以提供制定藏品價

格的基礎知識與實務經驗分享，並規畫適合於教育研究單位的計價模式，以

利藏品授權利用。 

C. 購物車 

電子商務發展至今，線上購物車已經成為每個網路購物平台的核心功能之一，當

然 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也不例外。目前市面上已有現成的購物車商用軟體或自由

軟體，但考量數位典藏對於授權加值之獨特需求與流程，本計畫針對 TELDAP 授權

加值平台開發一套客製化的購物車功能與流程(圖 2-6)，以利系統整合與串接作

業。 

在 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中，購物車在使用者與聯合授權窗口間扮演重要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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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可以在瀏覽過程中，輕易的把想要加值的資源加到購物車，透過系統

Session 的操作，可以保證使用者在瀏覽過程中，購物車內容的一致性。再者，

使用者可以透過聯合授權窗口所設計的表單，填寫、點選相關資料後，提交到聯

合授權窗口處理。 

綜合上述，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購物車達成下列兩項功能： 

a. 提供使用者將數位典藏資源加入購物車的功能，並可修改與刪除已加入購物

車中的項目。 

b. 提供使用者將購物車導入聯合授權窗口所設計之點選表單，填寫和點選完畢

後可線上提交至聯合授權窗口處理。 

 

圖 2-6：購物車流程示意圖 

 

3. 設置加值工作區： 

    提供網站實用系統工具及長期維運服務，讓使用者充分應用藏品素材。 

    此部份整合 TELDAP 已完成多項數位典藏核心技術與平台，諸如影音圖像管

理平台、電子書轉製技術、缺字網路處理技術、網站保存技術、Hyperlink Tagging 

Tool、關鍵詞與資源對應模組、全文檢索等，透過此平台提供給加值應用者

（Value-added Product Designers)一個方便的環境，利用這個環境建構網站、

經營網站、部落格或製作電子書等。 

A. 建置智財權盤點資料庫： 

盤點計畫所建置之盤點專家系統與資料庫儲存之資料，均僅止於靜態保存。但標

示權利歸屬是達成授權加值平台的前置要件，清楚的藏品權利歸屬、藏品使用限

制是令使用者得以了解可應用範圍、進行授權並完成契約締結的必要資訊。為了

讓授權加值平台中的藏品能清楚的標示智財權，讓藏品的權利狀態更加清楚，以

利使用者能夠安心的使用與授權。本計畫建置智財權盤點資料庫系統，主要工作

包括： 

a. 建置與維運盤點資料庫，並協助各典藏單位將藏品的權利盤點資料匯入此集

中式的資料庫。在此一集中式資料庫中，除彙整盤點成果，並開發下列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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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利管理功能： 

 自動解析權利歸屬 

本功能可自動讀取盤點成果之權利人資訊，並轉出於 TELDAP 授權加值平

台，清楚標示權利人，節省人工讀取、填寫的時間與可能產生的錯誤。 

 自動解析權利範圍與權利限制資訊 

本功能可自動判斷盤點成果之權利範圍、權利限制資訊，並轉出於各典

藏機構或其授權代理人，以決定該機構對於使用者在購物車所下的訂

單，是否有權利授權，即是否可以接單。 

 授權條件檢索 

本功能允許各典藏機構或其授權代理人，可以依據使用者之詢問，檢索

盤點成果之權利範圍、權利限制資訊，提供符合其所需、且有權利授權

之藏品。 

b. 開發盤點資料庫之匯出程式，將藏品的權利資料從盤點資料庫匯出至授權加

值平台。此資料庫可提供 TELDAP 查詢藏品的權利狀況。 

c. 開發盤點資料庫之 Web API，讓其他的典藏系統與授權加值平台，可透過使

用 Web API 方式取得藏品的權利資料，並於他們的網站上呈現。 

B. 提供系統工具： 

a. 關鍵詞超連結標記工具（Hyperlink Tagging Tool）-【由國科會『數位核心

平台計畫』經費支持，並由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執行中。】 

為因應典藏的數位資源日漸成長，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除了目錄瀏覽、全

文檢索功能外，本計畫也積極採用技術性的方式來增加底層資料的能見度，

創造更多數位媒材合作契機。 

過去聯合目錄導入知識化工程已經建置一套基礎架構，包含 TELDAP 關鍵詞

詞典、關鍵詞與資源對應模組、知識網後端管理系統、關鍵詞排名研究等。

這些基礎工程已經被廣泛應用在前端系統中，主要包含全文檢索與關鍵詞超

連結標記工具。 

關鍵詞超連結標記工具為知識網核心工具，此工具可將使用者所輸入的文本

利用 TCPSocket 技術將其送至中文斷詞系統，斷詞完成後回傳與文本相關的

關鍵詞供使用者選擇，使用者可針對關鍵詞設定連結的典藏資源，若不進階

設定，此工具也能自動推薦與文本最相關的前二十筆藏品，並將超連結加入

文本中。 

關鍵詞超連結標記工具以步驟式引導使用者進行文本關鍵詞超連結標記，詳

細操作步驟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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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輸入文本及驗證碼（步驟一） 

 

圖 2-8：選擇標記關鍵詞及其對應資源（步驟二） 

 

圖 2-9：依主題類別挑選關鍵詞所連結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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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確認標記後的文本（步驟三） 

 

圖 2-11：關鍵詞結果顯示列表頁 

本計畫導入關鍵詞超連結標記工具，提高數位典藏資源能見度與使用率，改

善搜尋引擎排名。同時，為提供使用者更友善的人機介面，本計畫修改關鍵

詞超連結標記工具之介面與操作流程，使其更加直覺化，以滿足 TELDAP 授

權加值平台使用者的需求。 

b. iPicBox︰圖像分享平台-【由國科會『系統整合與規範研發計畫』及中央研

究院『數典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經費支持，並由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

研究中心執行中。 

iPicBox.tw 與大家常用的無名小站相簿一樣，都是具備相簿分享概念的服務

網站。使用者可以將拍攝的照片上傳至 iPicBox.tw，再發佈於 Facebook 或

是 Plurk 等社群網站與親友分享。 

iPicBox 提供多種上傳方式，除了透過網頁上傳方式外，也可以使用 Picasa

相片管理工具上傳，更可在 iPicBox 匯入放置在 Flickr 上的圖像，讓使用者

在管理相簿上更為方便。此外，並提供許多新穎的服務，例如多樣式的相簿

瀏覽形式、全景瀏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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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iPicBox︰圖像分享平台 

c. VCenter︰影音分享平台-【由國科會『系統整合與規範研發計畫』及中央研

究院『數典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經費支持，並由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

研究中心執行中。】 

為了提供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產出的大量影音內容與網路社群互動的空間，

第二分項建置了「VCenter」，作為展示與發佈數位影音內容的平台。主要是

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概念設計，並融入 Web 2.0 的精神，用來增添影音內容與

使用者之間的互動。 

VCenter 除了讓台灣擁有豐富典藏內容的單位或組織可以分享典藏的影音內

容，還提供了免費空間讓使用者上載分享及觀看個人影音內容。目前，VCenter

已存放將近 2 萬 8 千筆數位典藏相關的影音內容，主要的使用客群仍以學術

相關機構為主，因此使用者可以在 VCenter 影音分享平台上觀賞到不同於

Youtube 或是土豆網等媒體娛樂導向的影音內容，而有機會觀賞接觸更多富

有學識價值的影音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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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VCenter 影音分享平台 

     

 加入浮水印（LOGO）        加入字幕            影音書籤 

圖 2-14：線上影音內容編輯工具 

d. 電子書加值平台-【由國科會『系統整合與規範研發計畫』及中央研究院『數

典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經費支持，並由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執行中。】 

本電子書系統可線上即時製作電子書。本系統支援許多不同類型之檔案，如

影像檔、HTML、PDF、XML、TXT 等，對一般使用者而言，上傳檔案後，可在

線上編輯封面、章節、Metadata，轉檔後即是一本符合國際公開格式 EPUB

（EPUB 是一種電子圖書標準，由國際數位出版論壇提出）的電子書；對典藏

單位與進階使用者而言，可依 IDPF（International Digital Publishing 

Forum，國際數位出版論壇）規定編寫 OPF 檔案，本系統可直接讀取 OPF 檔案

（放包裹格式 Open Packaging Format，定義以 XML 為基礎的 EPUB 檔案結構，

含電子書 Metadata 資訊），以呈現更完整的 Metadata，也可依照 IDPF 與本

電子書系統製作說明，編寫 XHTML 以呈現更精細的目錄設定與更多樣的版

型，同時可以制定不同濃度與位置的浮水印，以加強版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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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電子書分類目錄 

 

圖 2-16︰透過 Stanza 電子書閱讀軟體連結多媒體中心 

e. 多媒體中心平台-【由國科會『系統整合與規範研發計畫』及中央研究院『數

典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經費支持，並由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執行中。】 

多媒體中心為一多媒體檔案管理系統。本系統具備了檔案上傳、搜尋、搬移、

分類、下載等功能。系統的特色是可以處理高品質的圖片，圖片經過壓縮處

理後，使用者可以在網際網路上快速瀏覽高畫質的圖片內容。其瀏覽的管道

除可透過多媒體中心網站以外，更可由一般網頁向多媒體中心取圖，一般網

頁只需指定 ID 或是檔案名稱，即可立即取得一張完整的圖片或是多媒體檔

案，並且接受您指定不同尺寸以及影像旋轉等各項參數，且取圖前需經過權

限的認可，與針對檔案名稱進行加密，具一定程度的網路安全性。多媒體中

心具有先進的影像處理技術和高效能、高容量的硬體設備，可穩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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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率的提供給一般使用者或是典藏單位做為網路相簿或是影像管理的最佳

平台。 

多媒體中心目錄採取樹狀架構，以方便使用者以目錄的方式進行管理，目錄

管理權採用向上繼承：在上層設權限，下層的目錄內容都可觀看。此外，每

個使用者皆可設定自己的網站登入目錄及轉檔目錄。並支援不同檔案格式

（jpeg1，swf，tif…）。 

 

圖 2-17︰多媒體中心以目錄方式進行檔案管理 

系統亦能讓使用者自訂浮水印樣式，並且指定浮水印的位置與濃度，在不改

變原始圖片的情況下，進行顯性浮水印的籤入與呈現，具一定程度的影像安

全性。 

                                                 
1 JPEG（Joint 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是ISO下從事靜態影像壓縮標準制定的委員會。他們制定了一套國際影像的壓

縮標準：ISO/IEC 10918-1，也就是我們現在所使用的JPEG檔案格式。JPEG檔可以自行設定壓縮比例，壓縮比例越高，

可減少越多檔案容量，但同時亦會損失越多內部資料。也因其具備高壓縮的特性，可以節省檔案容量，以致於被廣

泛地應用於網際網路、數位相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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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影像與多媒體中心加入浮水印之效果 

f. 中文缺字處理系統-【由國科會『系統整合與規範研發計畫』及中央研究院『數

典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經費支持，並由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執行中。】 

中文缺字處理系統主要處理網路上的缺字問題，包括登錄、檢索以及呈現時

的問題。登錄發生缺字狀況時，採以構字形式之方式，並轉成 Unicode 跳脫

字元方式存入資料庫。檢索時也能透過構字形式的方式或部件的方式來檢

索。而在網頁上顯示時，可透過 JavaScript 的方式，透過簡單的函式呼叫，

即可以將頁面上的構字形式轉換成缺字的圖片來呈現。功能簡介如下： 

 缺字查詢與字形圖片製作系統︰檢索網站能讓使用者在網頁上查詢艱澀之

漢字以及其構字形式。之後，使用者能夠製作不同字體的字形圖片，並下

載回電腦使用。 

 

圖 2-19：缺字查詢與字形圖片製作示範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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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呈現字形圖片 API︰可跨平台使用，便於使用者存取及瀏覽含有缺字

的頁面，不需額外在電腦中安裝下載之字形檔。 

 

圖 2-20︰線上呈現字形圖片 API（以莊子寓言選為範例） 

 電子圖章與電子賀卡製作系統︰結合中文古漢字與 Flash 技術，來提供線

上個人專屬圖章與線上賀卡的製作。 

 

圖 2-21︰製作個人專屬圖章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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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線上賀卡製作系統 

g. MoZop 摸索舖地理資訊平台-【由國科會『系統整合與規範研發計畫』及中央

研究院『數典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經費支持，並由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

新研究中心執行中。】 

MoZop 摸索舖讓您在地圖上探索任何地點周邊的食、衣、住、行生活資訊及

吃、喝、玩、樂商家資訊。在 Google map
2的架構下，透過 Web Mining 技術，

此網站將網際網路上豐富多元的生活資訊與地理空間（GIS）整合。並利用分

群、分類呈現方式，以友善且新穎的操作介面，提供使用者快速取得各式各

樣的生活資訊。 

h. 虛擬化雲端服務︰保存與代管數位典藏系統-【由國科會『系統整合與規範研

發計畫』及中央研究院『數典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經費支持，並由中央研

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執行中。】 

將珍貴的圖檔文件轉換成數位內容的形式，無疑是以新型態的方式來延長資

料內容的保存年限。但是單就轉換成數位內容形式，不代表資料就不會消失，

亦可能發生電腦硬碟毀損資料無法挽救的情況。如同把電腦中的檔案定期做

備份，甚至再移轉至另一個外接式硬碟般，本技術提供的服務是數位內容在

實體機器的備份外，再多一個虛擬平台的資料備份。 

第二分項設計了 Disk2vhd 與 VMware vSphere 等兩種轉換系統，使用者只需

要提供機器的相關權限，就可以進行無縫轉移，將數位典藏網站內容從實體

機器轉換到虛擬化平台上去執行。透過虛擬化平台，可將數位典藏網站在不

                                                 
2 Google Maps API可讓您利用JavaScript將「Google地圖」嵌入自己的網頁。這個API提供數個公用程式，可用於操

控地圖（如 http://maps.google.com 網頁上所示)，以及透過多種服務新增地圖內容，藉此協助您在網站上建立強大的

地圖應用程式。 



2013/01/31 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先導計畫 結案報告 

- 20 - 

同時間點的網站內容進行備份，讓數位典藏網站可達到長久保存之目的。 

C. 異地備份-【由國科會『數位核心平台計畫』經費支持，並由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

創新研究中心執行中。】 

異地備份服務系統屬於數位典藏與長期保存系統下的一小部份，異地備份僅僅是

為了達成長期保存的手段之一，要典藏與長期保存數位化資源，則必須根據整個

組織的管理單位所選擇的保存規劃、策略、技術、標準、政策以及資源生產單位

與資源使用單位的需求，發展合適的系統，沒有整體組織的配合與合作就無法發

展這樣的系統。 

在長期保存系統部分的發展，CCSDS（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r Space Data 

Systems） 制定了 OAIS（Open Archival Information System）參考模型
3，以供

各界參考，而 OAIS 參考模型將整體系統分為幾大部分(圖 2-23)，而異地備份系

統即屬於檔案貯藏系統（Archival Storage)的這個區塊，因此若要達到長期保存

的目的，異地備份系統則需要規劃與負責下列工作 a.接收資訊生產者所生產之檔

案物件，並將它們存放到分散式的倉儲系統之中；b.管理異地備份系統的架構；

c.定時更新儲存媒介，也就是進行數位化物件搬移（migration)，從舊有的儲存

媒介搬移至新的儲存媒介上，以防止因硬體損壞或者更新之因素造成數位物件無

法存取；d.執行日常的例行工作（如：系統資源監控)和數位資源錯誤檢查與提供

災難恢復能力；e.並且為資訊使用者提供存取數位物件之功能。 

目前的異地備份系統，正朝向上述所應達成的工作項目做持續性的發展，除了上

述的工作之外，基於長期維運的考量，異地備份系統儘可能在成本以及系統安全

與可靠度之間取得平衡，整體系統的架構儘量簡單且具有擴充之彈性，以因應隨

時間改變之軟硬體資源。 

 

圖 2-23：AIS 參考模型架構圖 

                                                 
3 OAIS, Reference Model for an Open Archival Information System, CCSDS 650.0-B-1, Blue Book Jan.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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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置推廣交流區：提供案例櫥窗、法律咨詢服務，SNS 意見交流功能，讓使用者了解

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的授權規範，以及法律相關常識，並透過既有案例促發素材運

用靈感，與社群網站連結，達到教育推廣目的。 

A. 案例櫥窗 

TELDAP 既有成果中，已完成諸多素材如何被加值應用的範例，本計畫將這些成果

分為「造型藝術加值」、「內容創意加值」、「媒體技術加值」三大類，呈現在

授權加值平台提供使用者參考，促發加值應用的靈感： 

a. 造型藝術加值 

挑選如「八方新氣」、「佳士達科技」、「北投龍邦僑園會館」、「中研院

精選加值」等代表性案例。 

b. 內容創意加值 

挑選如「CCC 創作集」、「新天地專案」、「天地宮專題」、「原住民多媒

體專題」、「安平追想 1660」、「網上書上網」等代表性案例。 

c. 媒體技術加值 

挑選如「春水堂與科博館手機 APP 案」、「義美聯電魚類電子書」、「漢字

積木」、「建築排排站」等業界合作，遊戲與教學等代表性案例。 

B. 法律諮詢 

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的法律諮詢單元，提供本平台的授權規範與授權 Q&A，不同

於生硬的法律契約，採用平易近人的文字解說，以解一般民眾在授權議題上的疑

惑，促進交流與教育推廣。 

C. SNS 分享功能 

平台網頁與知名社群網站 Facebook、Twitter 連結，促成數位典藏加值應用產業

資源之互動與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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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年度工作執行情況 

填寫說明： 

1. 工作項目、查核點及預定達成情形、預定進度：請依據年初『作業計畫』所提報之內容填入。 
2. 實際達成情形、辦理情形及實際進度：請參考範例，說明此查核點實際完成情形與進度。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4 預定5 實際 

100 年

8 月 
設置瀏覽採購區 建構中研院、TELDAP 合作模式 100/08/01 開始 100/08/01 符合

略。(詳見 100 年 12 月查核點辦

理情形。) 

 

6％ 6% 

9 月 

設置瀏覽採購區 
聯合授權窗口-提供鑑價模式相關

資料 
100/09/01 開始 100/09/01 符合

略。(詳見 100 年 10 月查核點辦

理情形) 

 
12％ 12% 

設置加值工作區 
建置智財權盤點資料庫－系統需

求分析與規格定義 
100/09/01 開始 100/09/01符合

與第四分項盤點暨法律諮詢團

隊計畫討論資料庫之系統需

求，並開始整理需求規格文件。

10 月 設置瀏覽採購區 
聯合授權窗口-提供鑑價模式相關

資料 
100/10/30 完成 100/09/26 超前

已於 9月 26日取得鑑價模式相關

資料。 
18％ 18% 

11 月 設計授權加值平台入口網 內容整合 100/11/01 開始 100/11/01 開始

針對 TELDAP 藏品進行內容分

析、專題設計，就瀏覽採購、加

值工作、推廣交流三大區塊進行

規劃，依計畫書所列項目，進行

內容篩選整合，預定在 101 年 3

24％ 24% 

                                                 
4若未於預定日期完成者，請於辦理情形說明落後原因。 
5預定進度累計至 12 月為 100％，請依各計畫計算方式呈現，可算至小數點第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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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4 預定5 實際 

月底完成平台委外規格書及招標

作業。 

設置瀏覽採購區 聯合授權窗口-規劃基本鑑價機制 100/11/01 開始 100/11/01 開始

1. 蒐集鑑價資料、向中研院數位

典藏推廣服務辦公室了解典

藏單位授權概況。 

2. 101 年 2 月 3 日於中研院數典

協調會了解各單位授權概況

與需求，並宣傳 3 月份鑑價工

作坊。  

3. 101 年 2 月 23 日向城邦集團

貓頭鷹出版社社長請益商業

運作模式。  

4. 從「鑑價概論」與「鑑價實務」

兩個面向規劃鑑價工作坊課

程內容，舉辦時間為 101 年 3

月 16 日(五)、3 月 23 日(五)

下午。  

5. 與成大智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合作，規畫適合學術導向的

授權項目與價格參數 

6. 101 年 6 月已完成計價公式初

版，因購物車系統擬整合創用

CC 免費下載藏品，將嘗試創

用 CC 條款公式化，補充於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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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4 預定5 實際 

正版中。 

12 月 

設置瀏覽採購區 
聯合授權窗口 -建構中研院、

TELDAP 合作模式 
100/12/31 完成 100/12/31 完成

1. 計劃初期確立 TELDAP 跨分

項合作模式、工作團隊名單與

任務分配。 

2.  10 月 7 日舉辦之諮詢會議中

獲得「中研院數位典藏計畫」

計畫主持人陳永發院士、中研

院公共事務組同仁合作意願

肯認。協助本計畫瞭解中研院

數典計畫授權實況，並共同出

席各項宣傳與拜會活動。(各

項活動詳見「肆、計畫已獲得

之主要成就與成果)  

36％ 36％ 

設置瀏覽採購區 提供核心檢索服務 100/12/01 開始 100/12/01 開始

初步規劃核心搜尋引擎可將使用

者之查詢結果依照創用 CC、商用

授權或其他授權方式，進行資料

過濾，以利使用者快速分辨所需

典藏素材的授權狀態，提高授權

加值平台之媒合機會。 

101 年

1 月 
設計授權加值平台入口網 完成規格 101/01/01 開始 101/01/01 開始

依照瀏覽採購區、加值工作區、

推廣交流區三大區塊進行規劃，

完成授權加值平台首頁示意圖、

網站流程圖（如圖 2-4 及 2-5 所

示），後續將依此方向訂定規格需

42%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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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4 預定5 實際 

求書，並於 3 月進行招標作業。

2 月 

設計授權加值平台入口網 完成規格 101/02/28 完成 101/02/28 完成

完成網站架構及『數位典藏授權

加值平台網站建置案說明書與規

格書』，目前進行招標行政流程。

48% 48% 

設置瀏覽採購區 建置購物車 101/02/01 開始 101/02/01 開始

初步規劃購物車流程（如圖 2-6

所示）：檢索/瀏覽藏品→加入購

物車→填寫使用者需求單→提交

聯合授權窗口。『使用者需求單』

將依聯合授權窗口需求訂定，以

期簡化聯合授權窗口與使用者間

的資訊往返。 

設置加值工作區 
建置智財權盤點資料庫－系統需

求分析與規格定義 
101/02/28 完成 101/02/28 完成

分析盤點暨法律諮詢團隊初期使

用的「成果盤點表格.xls」與 98

年度起開發的「盤點專家系統」，

並依照可能會授權給本平台的素

材權利特性，設計資料庫的讀取

規則。 

3 月 
設計授權加值平台入口網 平台視覺設計招標 101/03/31 完成 

預計 101年 5月

上旬完成 

完成平台視覺初步規劃，已於

3/19 提交『數位典藏授權加值平

台網站建置案說明書與規格

書』，並於 3/30 提供評選委員名

單，目前正進行招標行政流程。

54% 54% 

設計授權加值平台入口網 雛型系統完成 101/03/01 開始 101/03/01 開始 進行雛型系統規劃，並已完成『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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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4 預定5 實際 

位典藏授權加值平台網站建置案

說明書與規格書』，目前進行招標

作業。 

設置加值工作區 
匯入系統工具-Hyperlink Tagging 

Tool 等系統  
101/03/01 開始 101/03/01 開始

已完成授權加值平台 Hyperlink 

Tagging Tool 操作流程與相關文

案之初版，待頁面設計完成後，

即可著手開發程式。 

設置加值工作區 匯入系統工具-Vcenter 等系統 101/03/01 開始 101/03/01 開始
進行第二、三分項計畫之系統工

具調查與內容彙整作業。 

設置加值工作區 
建置智財權盤點資料庫－系統設

計及建置 
101/03/01 開始 101/03/01 開始

根據系統需求與規格定義著手開

發 Web API 匯入程式。 

設置瀏覽採購區 匯入示範專題：天地宮等 101/03/01 開始 101/03/01 開始
進行第二、三分項計畫之示範專

題調查與內容彙整作業。 

設置瀏覽採購區 
聯合授權窗口-完成上架、授權流

程及文件 
101/03/01 開始 100/09/08 超前

於 100 年 9 月開始進行授權文件

前置作業：1.了解中研院現行授

權機制、瀏覽現有授權契約範

本；2.為了解中研院現有數典藏

品態樣暨盤點概況，洽詢「盤點

暨法律諮詢團隊」並於 100 年 10

月 7 日取得「中央研究院 97 年度

至 99 年度之繳交盤點表紀錄清

單」；3.參考數典既有成果，洽詢

「授權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子計

畫」並於 100 年 10 月 17 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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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4 預定5 實際 

「典藏機構非商業授權契約產生

器」使用帳號。4. 授權文件準備

情形：(1) 外部授權契約—參考目

前國內 TELDAP 授權契約內容，

完成「商用」與「非商用」兩種

模式的外部授權契約初稿。(2) 合

作協議—規劃合作協議包含三部

分:「合作協議書」、「TELDAP 授

權加值平台施行方式」、「授權清

單」。「合作協議書」與律師商議

後依本計畫需求擬製，已完成。

「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施行方

式」待加入網站相關規畫與訂價

模式。「授權清單」由合作之典藏

計畫提供。 

設置瀏覽採購區 提供核心檢索服務 101/03/31 完成 101/03/31 完成

核心檢索服務之索引檔製作程式

已經完成，待收到可上架之藏品

清單後即可進行搜尋引擎索引檔

製作。 

4 月 
設計授權加值平台入口網 內容整合 101/04/30 完成 101/04/30 完成

完成內容彙整，加值服務單元計

13 項、案例櫥窗單元計 14 項，

表列於『數位典藏授權加值平台

網站建置案說明書與規格書』中。

60% 60% 

設置瀏覽採購區 建置購物車 101/04/30 完成 預計 6 月下旬預計於 2012/05/04 取得第一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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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4 預定5 實際 

完成 購物車公式，屆時將以此公式進

行開發，以可彈性抽換公式的方

式設計程式。待成大智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於 6 月建立參數值，

並完成以生物多樣性中心典藏授

權清單之適用與試算範例後，本

團隊將前述研究結果進行程式抽

換。 

設置瀏覽採購區 匯入更新盤點資料 101/04/01 開始 101/04/01 開始

進行盤點資料表與聯合目錄資料

的比對，以因應後續匯入授權加

值平台的數位資源，能援引盤點

資料表中的權利狀態加以顯示。

系統匯入規則已由盤點暨法律諮

詢團隊提供，待匯入程式設計完

成後進行測試與匯入工作。 

5 月 設計授權加值平台入口網 內容更新 101/05/01 開始 101/05/01 開始

已初步完成授權加值平台內容規

劃，自 6/5 起陸續與廠商召開數

次討論會議，針對平台設計及網

站內容進行協調，預計於 9 月初

完成。  

66% 66% 

6 月 設計授權加值平台入口網 雛型系統完成 101/06/30 完成 執行中  

1. 因應購物車流程設計變更，

現正進行各單元的網頁與程

式設計作業。 
2. 涉及個資問題，將採用 SSL

伺服器數位憑證，目前已完

72%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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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4 預定5 實際 

成 SSL 採購與導入。  
3. 參考成大智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所提供授權鑑價報告，

並於 7/18 參與『生多中心計

價與授權流程討論會』，待中

研院魚類、貝類、植物類等

計畫協調並針對計價公式達

成共識後，本團隊即可進行

程式抽換。  
4. 為簡化買賣雙方資訊交流往

返，擬參考圖庫網站並以機

構有可能提供的資訊為主，

規劃商品資訊欄位，以提供

使用者更完善的圖片資訊。

設置加值工作區 
匯入系統工具-Hyper Link Tagging 

Tool 等系統 
101/06/30 完成 執行中  

加值工作區更改為加值服務單

元，現已完成內容配置，正進行

關鍵詞連結標示工具網頁與程式

設計。 

設置瀏覽採購區 匯入示範專題：天地宮等 101/06/30 完成 執行中 

示範專題內容已移至案例櫥窗單

元，現已完成瀏覽採購與案例櫥

窗內容配置，正進行內容徵集、

編修與網頁設計。 

設置瀏覽採購區 
聯合授權窗口-協調中研院、典藏

單位簽屬上架及授權流程 
101/06/01 開始 

101/05/15 開始

(超前)  

1. 於 5 月中開始進行生物多樣

性中心素材盤點。  
2. 於 7月 18日與生物多樣性中

心魚、貝、植物計畫、數典

推廣服務辦公室召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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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4 預定5 實際 

會，針對計價公式與授權流

程釋疑。現根據會中交流結

果製作文件，提供典藏機構

計畫主持人確認。 

設計授權加值平台入口網 匯入更新盤點資料 101/06/30 完成 執行中  

1. 魚類、貝類計畫可授權品項

已人工確認，正進行植物計

畫盤點。  
2. 盤點團隊已提供系統匯入規

則，並完成確認魚類、貝類

計畫可授權盤點資料。 

7 月 

設計授權加值平台入口網 測試改善 101/07/01 開始 
預計 101/08/01

開始 

因應購物車流程設計變更，相關

作業順延一個月，預計在 8/1 進

行平台測試及改善，在 9 月初可

順利上線。 

78% 78% 

設置加值工作區 匯入系統工具-Vcenter 等系統 101/07/31 完成 執行中 

加值工作區更改為加值服務單

元，現已完成內容配置，正進行

網頁設計。 

設置加值工作區 
建置智財權盤點資料庫－系統測

試 
101/07/01 開始 101/0701 開始

已匯入魚類盤點資料，確認可讀

取。 

設置推廣交流區 提供法律諮詢 101/07/01 開始 101/07/01 開始

規劃「非營利授權」、「營利授權」

、「問題集」，提供本平台授權方

式與授權釋疑。 

設置推廣交流區 經營社群 101/07/01 開始 101/07/01 開始

將於授權加值平台每一頁中嵌入

Fackbook 等社群經營模式，透過

按讚或分享的方式達到社群經營

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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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4 預定5 實際 

設置推廣交流區 媒合服務 101/07/01 開始 101/07/01 開始

已經將第五分項計畫部分商業媒

合成功案例，例如：佳世達科技

與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系列加值

產品等，放在案例櫥窗中分享，

藉此帶來更多商業合作機會。 

8 月 

設置瀏覽採購區 聯合授權窗口-規劃基本鑑價機制 101/08/31 完成 101/08/31 完成
（延續 100 年 11 月查核點說明）

完成整體計價模式。 
84% 84% 

設置加值工作區 
建置智財權盤點資料庫－系統設

計及建置 
101/08/30 完成 101/08/30 完成 完成智財權盤點資料庫。 

10 月 設置瀏覽採購區 
聯合授權窗口-完成上架、授權流

程及文件 
101/10/31 完成 101/10/31 完成

(延續 101 年 3 月查核點說明) 

完成內外部授權文件暨網站相關

授權說明文字與聲明。 

90% 90% 

12 月 

設計授權加值平台入口網 測試改善 101/12/31 完成 101/12/16 完成
完成網站「數位典藏授權加值平

台」。 

100% 95% 設計授權加值平台入口網 內容更新 101/12/31 完成 執行中 

為增加平台內容、降低典藏單位

的上架意願阻力，於 10 月 26 日

工作會議決議與三分項合作開發

快速上架系統，將聯合目錄中有

標示創用 CC 且被 Cache 成功的

圖檔匯入系統，於 12 初完成系統

並請總計辦於 12 月 17 日發文給

各機構計畫。 

設置加值工作區 
建置智財權盤點資料庫－系統測

試 
101/12/31 完成 101/09/05 完成 確認可正確判讀資料，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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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4 預定5 實際 

設置瀏覽採購區 
聯合授權窗口-協調中研院、典藏

單位簽屬上架及授權流程 
101/12/31 完成 執行中 

1. 生物多樣性中心魚類、貝

類、植物計畫、數典推廣服

務辦公室同意簽署上架，雙

方用印程序進行中。 
2. 為增加平台內容，希望平台

能廣納創用 CC 授權條款的

圖像。同時為降低非中研院

機構計畫的（創用 CC 圖像）

上架意願阻力，開發快速上

架系統，於進入系統後閱覽

上架注意事項、平台聲明，

並點選同意，即可進入藏品

上架頁面、完成授權。於 12
初完成系統並請總計辦於 12
月 17 日發文給各機構計畫。

設置推廣交流區 提供法律諮詢 101/12/31 完成 101/11/31 完成

完成「非營利授權」、「營利授權」

、「問題集」，提供本平台授權方

式與授權釋疑。 

設置推廣交流區 經營社群 101/12/31 完成 101/11/31 完成

完成授權加值平台每一頁中嵌入

Fackbook 等社群經營模式，透過

按讚或分享的方式達到社群經營

與推廣。 

設置推廣交流區 媒合服務 101/12/31 完成 101/11/31 完成

已完成媒合服務個案彙整，於「案

例櫥窗」區中分享，藉此帶來更

多商業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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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度累計％ 

查核點 預定 實際 辦理情形4 預定5 實際 

102 年 

1 月 

設置瀏覽採購區 
聯合授權窗口-協調中研院、典藏

單位簽屬上架及授權流程 

101/12/31 完成 

（計畫已展延） 
101/01/31 完成

1. 已完成合作協議書用印程

序。 
2. 快速上架系統以各機構計畫

自行上架為原則，為減輕機

構計畫行政負擔、加速完成

上架作業，有簽署合作協議

書的機構計畫（魚類、貝類、

植物計畫）同意由本計畫代

為點選上架，已完成上架。

3. 其他未簽署合作協議書的機

構計畫，自行決定是否同意

上架。 

100%  

設計授權加值平台入口網 內容更新 
101/12/31 完成 

（計畫已展延） 
101/01/31 完成

有簽署合作協議書的機構計畫

（魚類、貝類、植物計畫）同意

由本計畫代為點選上架，於 1 月

完成。 

其他未簽署合作協議書的機構計

畫，自行決定是否同意上架。 

100%  

工作進度執行落

後原因。6 
 

                                                 
6工作執行未符合預定進度，請說明落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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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計畫經費 

一、【經費執行說明】                                            （單位：元） 

 

二、【人力運用情形】 

說明：紅色部份為範例，請依照各計畫之人力配置情形自行修改 

類別 職稱/人數 
預估聘用 

人數 

實際聘用

人數 
學歷/人數 

預估聘用 

人數 

實際聘用人

數 

領導階層 主持人 /1 1 1 博士 / 1 1 1 

共同主持人 /   博士 /    

專業人士       

執行/助理 專任助理 / 2 1 2 學士 / 2 0 2 

兼任助理/1 1 1 碩士/1 2 1 

工讀生 / 11 11 11 碩士 / 4 

學士 / 7 

11 11 

 

                                                 
7依照期初所填寫之「作業計畫書」，填寫至當季為止原本預定支用的金額。 
8「實際支用數」包含核銷數及應付未付數。（「核銷數」為已執行並已完成報帳之預算，「應付未

付數」為已執行但未完成報帳之預算。） 

預算科目 
至當季為止預定

使用經費7 (A)
至當季為止 

實際支用數8 (B)
達成率(%) 

(B/A) 
保留款 

經常支出 

業務費 
人事費 1,642,226 1,588,339 96.72% 53,887

其它費用 600,000 625,881 104.31% -25,881

國外差旅費 -- -- -- --

管理費 286,800 286,800 100% 0

資本支出(研究設備費) 80,000 74,800 93.5% 5,200

小   計 2,609,026 2,575,820 98.73% 33,206

執行率未達 90%，請填寫落後

原因。 

 

請說明保留款之保留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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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畫已獲得之主要成就與成果(output) 

一、 重要執行成果 

本計畫執行成果以數位典藏授權加值平台（http://shop.digitalarchives.tw/index.jsp）呈現，

執行過程包含兩大項目：「建構聯合授權窗口暨流程規劃」與「整合中研院既有授權案例

與技術資源」。前者成果呈現在平台的「藏品瀏覽」區，後者在「加值服務」區與「案例

櫥窗」區（圖 2-5）。以下為平台主頁面樣貌： 

授權加值平台入口網：此一平台包括瀏覽採購區（即「藏品瀏覽」）、加值工作區（即「加

值服務」）及推廣交流區（即「案例櫥窗」、「法律諮詢」和每頁右下角的社群網絡推廣功

能），提供加值工作者一個方便的平台環境。目前已完成平台雛形並經內部測試可正常運

作。9 

 

 
圖 4-1: 授權加值平台入口網首頁 

                                                 
9 因授權加值平台包含採購功能，經本計畫執行發現，後台金流機制、長期營運規畫有待進一步落實，且計畫結束後

無經費營運，網站暫不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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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瀏覽：本區包含藏品瀏覽、搜尋與購物車功能。目錄瀏覽與搜尋功能導入聯合目錄

知識化工程成果，並依平台需求配合修改程式並重新套版，使用者可以自行搜尋欲索取

授權的圖像，點選放入購物車，搜尋完畢後進入結帳畫面。在購物車系統中，使用者依

照圖像的授權條件—使用目地、使用方式，逐步點選，系統會自動計算授權金於右下方。 

 

 
圖 4-2: 藏品瀏覽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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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藏品內容頁面 

 

 
圖 4-4: 購物車頁面 



2013/01/31 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先導計畫 結案報告 

- 38 - 

加值服務：本區整合中研院暨有技術資源，詳細內容介紹請見本報告書第 9 頁至 21 頁。 

 

 
圖 4-5: 加值服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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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櫥窗：本區整合數位典藏精選加值應用案例，包含中研院與第五分項數位典藏與數

位學習橋接計畫媒合案例，供使用者參考、促發加值應用靈感。 

 
圖 4-6: 案例櫥窗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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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述「建構聯合授權窗口暨流程規劃」與「整合中研院既有授權案例與技術資源」

的執行成果： 

 
1. 建構聯合授權窗口暨流程規劃：聯合授權窗口暨流程規劃包含「藏品」、「訂價」、「媒

合」、「金流」四大要素、本計畫依此四大要素進行規劃，並以建置對使用者友善的授

權平台為目標。以下為執行過程與成果： 
 

 
圖 4-7：聯合授權窗口暨流程規劃成果 

 
(1) 中研院、TELDAP 合作團隊與執行過程之重要活動： 

 
本計畫於計畫初期取得「系統整合與規範研發計畫」（二分項）、「數位核心平台計畫」

（三分項）、「盤點暨法律諮詢團隊計畫」（四分項）、「數位典藏創意加值商用平台」

（五分項）等工作團隊的合作共識，定期召開工作會議，以彙整工作成果、交流意

見、研擬進行策略。並由於本計畫以中研院作為示範單位，特於 100 年 10 月 7 日舉

辦諮詢會議，邀請「中研院數位典藏計畫」主持人陳永發院士，及中研院數位典藏

推廣服務辦公室工作同仁、與中研院公共事務組智財經理與會，會議中獲得各方合

作意願肯認，並同意出席本計畫後續進行的各項活動，共同輔導典藏單位建立授權

機制與聯合授權窗口的設置。本計畫執行過程中舉辦、參與之重要活動如下： 

時間 會議名稱 會議主題簡述 出席人所屬單位/人數

100/08/25 初次會談 初擬合作單位、團隊名單，

與執行方向。 

第三、四分項計畫/4

人 

100/09/08 赴中研院交

流活動 

了解中研院數典授權運作機

制。 

中研院數典推廣服務

辦公室/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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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會議名稱 會議主題簡述 出席人所屬單位/人數

100/09/21 第一次工作

會議 

邀集總計畫辦公室、第二、

三、四、五分項計畫主要成

員與會共同討論成果釋出及

合作機制。 

總計畫辦公室、第二、

三、四、五分項計畫、

中研院數典推廣服務

辦公室。/27 人 

100/10/07 赴中研院交

流活動 

-諮詢會議 

邀請中央研究院推廣服務辦

公室陳永發院士及主要成

員、第二、三、四、分項計

畫，取得共識未來將以中央

研究院數位典藏計畫為主要

示範，建立聯合授權機制。

第二、三、四分項計

畫、中研院數典推廣服

務辦公室、公共事務

組。/11 人 

100/11/10 第二次工作

會議 

第二分項分享「數典核心技

術建立線上虛擬收費機制」

與第一季工作進度報告。 

總計畫辦公室、第二、

三、四、五分項計畫、

中研院數典推廣服務

辦公室、公共事務組。

/25 人 

100/12/07 赴中研院交

流活動 

依中研院數典授權現況擬定

授權流程初稿。獲得「中研

院數典資源網」之加值圖庫

的藝術線稿授權。 

中研院數典推廣服務

辦公室、公共事務組/4

人 

101/02/03 赴中研院交

流活動 

於「中研院數典協調會」宣

傳、交流。 

中研院數典協調會成

員/27 人 

101/02/07 第三次工作

會議 

中研院史語所分享「史語所

線上授權系統與作業模

式」、第二季工作進度報告、

授權流程討論。 

總計畫辦公室、第二、

三、四、五分項計畫、

中研院數典推廣服務

辦公室、公共事務組。

/22 人 

101/02/14 拜訪城邦集

團 

向城邦集團何飛鵬執行長暨

團隊請益。 

第二、三、四分項計

畫、中研院數典推廣服

務辦公室、公共事務

組、城邦集團/14 人 

101/02/23 向城邦集團

陳穎青社長

請益商業運

作模式 

圖像與資料庫授權之經營運

作模式 

中研院數典推廣服務

辦公室、公共事務組、

城邦集團貓頭鷹出版

社/6 人 

101/02/29 赴中研院交

流活動 

「生物多樣性中心」魚、貝、

植物計畫第一次討論會。 

第三分項計畫、盤點團

隊、中研院數典推廣服

務辦公室、公共事務

組、生多中心/11 人 

101/03/16 數位典藏鑑 課程主題：「鑑價概論」 總計畫辦公室、四分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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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會議名稱 會議主題簡述 出席人所屬單位/人數

價工作坊

(一) 

辦公室、各中研院數典

計畫/23 人 

101/03/23 數位典藏鑑

價工作坊

(二) 

課程主題：「鑑價實務」 總計畫辦公室、四分項

辦公室、各中研院數典

計畫/29 人 

101/04/03 赴中研院交

流活動 

瞭解魚類計畫藏品類別、盤

點表確認、盤點表匯入規則

說明 

中研院數典推廣服務

辦公室、公共事務組、

魚類計畫、二分項計

畫、盤點團隊/9 人 

101/04/10 成大智財合

作初談 

說明計畫規模、執行方向、

討論藏品價格訂定方向 

成大智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4 人 

101/04/18 赴中研院交

流活動 

平台永續經營承接成本、金

流規劃方案 

中研院數典推廣服務

辦公室、公共事務組/4

人 

101/04/25 赴中研院交

流活動 

魚類計畫訂價策略初談 成大智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中研院數典推

廣服務辦公室、公共事

務組、魚類計畫/8 人 

2012/05/02 第四次工作

會議  

第三季工作進度報告、網站

架構與授權流程討論。  

總計畫辦公室、第二、

三、四、五分項計畫、

中研院數典推廣服務

辦公室、公共事務組。

/24 人  

2012/05/11 赴盤點暨法

律諮詢團隊

辦公室請教

工作規畫 

中研院數位典藏計畫素材概

況、權利磐點工作內容進行

方向。  

盤點暨法律諮詢團隊

計畫/5 人  

2012/06/19 刷卡金流討

論會  

付款方式、金流規劃、試營

運時程等整合事宜。  

第二、三、四分項計

畫、中研院數典推廣服

務辦公室、公共事務組

/10 人  

2012/07/11 參加「我國數

位典藏聯合

經濟組織定

位及相關法

制議題座談

會」(資策會

舉辦)  

簡介德、法、韓之圖像授權

組織定位、討論我國可能採

行的組織模式及相關法律問

題。 

中研院數典推廣服務

辦公室、盤點暨法律諮

詢團隊計畫、故宮、史

博館、台博館、文獻

館、順益台灣原住民博

物館、政大法律系吳秦

雯老師、資策會/14 人

2012/07/18 生多中心計 釐清計價公式與授權流程設 第二、三、四分項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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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會議名稱 會議主題簡述 出席人所屬單位/人數

價與授權流

程討論會  

計疑義、匯集意見。  畫、中研院數典推廣服

務辦公室、公共事務

組、生多中心/14 人  

2012/07/26 第五次工作

會議 

第四季工作進度報告、授權

表單流程與後台流程討論。

總計畫辦公室、第二、

三、四、五分項計畫、

中研院數典推廣服務

辦公室、公共事務組。

/21 人 

2012/08/28 中研院實地

盤點前置作

業討論會 

確認實地盤點會進度安排與

工作分配。 

盤點暨法律諮詢團隊

計畫/3 人 

2012/09/27 數典101年 9

月工作小組

會議 

受邀出席就本計畫執行情形

進行專題報告。 

N/A  

2012/10/17 授權條款暨

網站文字討

論會 

確認授權條款細節、網站相

關聲明。 

中研院數典推廣服務

辦公室、公共事務組/3

人 

2012/10/25 第六次工作

會議 

第五季(10 月底前)工作進

度報告、確認素材授上架流

程。 

總計畫辦公室、第二、

三、四、五分項計畫、

中研院數典推廣服務

辦公室、公共事務組。

/21 人 

2012/11/07 聯合目錄素

材權利狀態

討論會 

落實機構計畫盤點結果與聯

合目錄上載品項一致性的處

理方案之討論。 

盤點暨法律諮詢團隊

計畫、聯合目錄小組/6

人 

2012/12/04

｜ 

2012/12/15

數點擴散 100 年度推廣應用公開徵選

計畫成果展 

N/A 

2012/12/07

｜ 

2012/12/09

PNC 2012 

Annual 

Conference 

出席分享計畫成果，發表題

目 New Intellectual Property 

Perspectives in Digital 

Archives and e-Learning: 

Taiwan Experience 

N/A 

2012/12/20 「我國數位

典藏授權實

務推動回顧

與前瞻」座談

會 

針對法規檢視與授權實務五

年來的演進交流意見，如，

授權金與會計制度、收益保

留與授權現況等議題。 

各典藏機構、主管機

關、國科會/2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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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構授權流程過程暨成果： 

A. 授權流程初步磋商與設計理念： 

既以中研院數位典藏成果為示範目標，本計畫於 100 年 9 月 8 日拜訪中研院數

位典藏推廣服務辦公室以了解中研院現行授權機制。中研院現行授權概況如下， 

參與數位

典藏計畫

機構 

 歷史語言研究所 

 生物多樣性中心 

 民族學研究所 

 近代史研究所 

 臺灣史研究所 

 語言學研究所 

 人文社會研究中心的地理資訊專題研究中心 

藏品類型 圖片、影音、文字檔案、資料庫、技術知識等。 

授權聯繫 
 中研院數位典藏資源網之授權區 

 各典藏機構 

授權方式 

 中研院數位典藏資源網之授權區10：需求者可透過此窗口

與中研院內部各典藏機構接洽授權事宜。接洽方式有，（1）

填寫「授權需求申請」表單，項目包括申請者基本資料、

授權需求、申請用途、合作提案，皆由申請者自行以文字

描述，或轉貼有興趣的藏品連結；（2）電話、電子郵件聯

繫、面洽。收到依上述方式的授權申請後，聯繫窗口轉達

給典藏機構，再由原典藏機構或資源網授權聯繫窗口回覆

申請結果。 

 各典藏機構：依各機構授權辦法。 

備   註 

 授權細節由各機構自決，無統一既定模式。 

 若遇較複雜商用申請案，則以專案方式協同公共事務組研

擬授權條件。 

 歷史語言研究所已建立系統化授權機制，包含管理要點、

價格標示、線上申請系統、後台處理流程。 

由於中研院數位典藏推廣服務辦公室架設的資源網以展示功能為主，雖提供

授權聯繫窗口服務，但授權業務實際由典藏機構各自辦理，申請件處理流程

無既定模式外，審查判斷、處理時效各異。故本計劃於 100 年 10 月 7 日舉辦

的諮詢會議中，建請「中研院數位典藏計畫」主持人陳永發院士支持聯合授

權窗口的設置。院士表示院內向來尊重各單位行政自主權，但各單位在幾無

授權相關專業知識、亦在人力資源有限情況下辦理授權業務實在不易，對於

本計畫提供的輔導樂觀其成。 

授權流程的設計牽涉「（內部授權）上架藏品規劃」、「（前台）購物流程」、「（後

                                                 
10 中研院數位典藏資源網已於 2012 年改版，新版網頁無授權區，如欲索取授權，可至「聯絡我們」取得各單位聯絡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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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需求單處理流程」、「金流機制」。本計畫參考上述流程中各階段所需之法

令規章、國內外實務案例，並於 100 年 12 月 7 日研擬出授權流程初稿。為了

解典藏機構授權政策，以設計出符合機構實際需求的授權流程，本計畫於 101

年 2 月 3 日出席中研院數位典藏機構計畫 101 年第 1 次協調會，以推廣本計

畫理念，希冀獲得與會單位的支持與參與合作，會中彙集諸多寶貴建議，意

見如下： 

 無藏品授權權限，如原住民影音檔案。 

 藏品類型僅有教育研究等非商用價值與用途，如民清史料、地方家族檔案。 

 雖未建立標準作業流程，但現行作業方式足以應付。 

 若將藏品授權本計畫平台對外授權，本計畫結束時是否能永續經營之疑慮。 

 過往侵權事件陰影，致使對外授權有所保留。 

 典藏單位仍擁有申請用途與使用方式的審查權限，並保有最終決定權。 

 參與過程可能會增加工作負擔，但無人力可支應。 

 若與本計畫合作，是否可與既有授權流程相容，如史語所。 

經由此次拜會，本計畫小結如下： 

第一、各單位藏品原始權利不盡相同，為達授權平台永續營運的目的，應建

立起藏品權利管理標準，尤其作為先導期，上架藏品的挑選有示範作用，因

此對藏品的權利進行盤點、篩選出可安全釋出的藏品為必要程序。第二、由

於中研院為研究機構，一般而言，相當重視藏品的加值應用成果是否符合其

學術意義，以達教育推廣的目的，同時，授權項目亦以學術研究為主。第三、

雖同為中研院內部單位，各典藏機構的授權政策、授權作業流程、授權業務

量不一，尤其史語所已發展出獨立且完整的授權系統，若要與其他授權體系

整合須從長計議。第四、考量典藏單位的各項參與意願因素，本計畫調整授

權流程規劃，並在計畫期程與執行經費可行範圍內力求突破。 

101 年 2 月 7 日為本計畫第三次工作會議，特邀請史語所同仁分享其線上作

業系統與後台流程，整理要點如下： 

史語所線上授權系統與作業模式 

流程 

提要 

 申請者申請帳號，留存基本資料。 

 承辦人員線上收申請件，轉發相關會辦人員。 

 三層批示：計畫主持人、事務室主管（批價）、所長。 

 通知繳費、確認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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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申請完成、寄送檔案。 

優點  申請無國界限制：不因申請時區、地點的關係造成申請障礙。

 與紙本申請相較，線上申請案件較多，可能與現代人使用習

慣相符，遞交申請件的第一步無需與真人交流，因此使用者

更願意提出申請。 

缺點  申請物件無統一規格編碼，目前採用附檔上傳的方式，請申

請者提供連結等可指認的途徑，再人工確認。 

 申請需求不明確時，須仰賴大量電話 e-mail 溝通確認所需

檔案。 

 線上簽核的作業模式不符合部分主管習慣，與此情形仍須列

印紙本進行批准簽核作業，比純紙本作業模式多增加工續。

 系統為民國 96 年開發，沒有支援 Mac 電腦系統。 

小結 

與 

建議 

 傳統紙本作業流程比現行線上系統簡單與快速，不過為了便

於國外使用者以及藏品推廣，線上申請是必然趨勢。 

 建議本計畫先整合藏品規格編碼。 

 建議本計畫之授權平台的使用者操作介面可設計直接顯示

藏品圖，以減少後續人工搜尋確認的時間成本；建議開發漸

進開啟式表單，以簡化申請單填寫流程，可避免申請者誤填

或缺填，降低後台人工處理手續。 

 建議繳費方式多元化，譬如增加信用卡線上刷卡方式。 

史語所現行使用的線上授權系統由於開發較早，擴充修改的幅度亦有限，故

無法產生線上化作業應有的效能，實為可惜。撇除系統因素而言，若能簡化

會辦審核層級，可加速作業流程。 

本計畫於 101 年 2 月 14 日、23 日分別向城邦集團何飛鵬執行長、陳穎青社

長請教業界授權模式，尤其在圖像授權流程設計上，陳社長表示，國外知名

圖庫大多不審查使用目的，依圖像大小、解析度收費，下載後可無限次使用。

此因設計師接案後開始尋找適合素材，若選定素材後提出授權申請，再經漫

長審查期恐壓縮設計時間，無法及時交稿。然有鑒於中研院藏品的學術研究

屬性，典藏機構傾向授權流程中保留審查制度。此流程設計雖對申請者造成

不便，各機構若能加強後端管理效率，可降低使用者不便，另一方面則有利

於研究機構為學術品質把關、了解使用動向。 

除上述考量，本計畫於執行過程中參考授權平台與規範機制推動計畫主持人

陳曉慧老師建議，考量未來可與國際授權組織接軌的可能性，在授權流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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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上應預作準備，故授權項目可比照美國大都會博物館授權政策，區分為「學

術教育授權(上課教材等用途，不收授權金)」、「研究出版或商用(收授權

金)」，前者有 ARTstor 代理，後者有 ART Resource 代理。 

B. 藏品上架規劃： 

為使國家型數典計畫既有成果得以充分利用，本計畫原規劃素材來源從聯合

目錄著手，一方面可進一步推廣聯合目錄藏品，二方面可降低典藏單位負擔。

故執行過程持續與總計辦、聯合目錄小組定期開會，瞭解聯合目錄上藏品與

標示創用 CC 推廣狀況。 

 

圖 4-8：聯合目錄藏品暨創用 CC 藏品比例 

圖 4-9：聯合目錄數位資源比例圖 

資料來源：聯合目錄小組 

統計時間：2012/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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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聯合目錄標示創用 CC 圖片比例圖 

然而經與盤點暨法律諮詢團隊計畫聯繫、討論，即使同為圖像類的素材，不

同計畫所產出的藏品牽涉到的權利態樣不一，並且各數典計畫交予盤點計畫

的盤點資料已簽署保密協定，無法提供予本計畫篩選上架適當藏品，再者，

各計畫權利盤點繳交情形不完整，依據現有資料不足以精確判斷可達商業授

權等級的藏品。 

此外，聯合目錄上載品項標示狀態由各典藏計畫自行標示，未必符合盤點計

畫依法定義的公眾瀏覽、公共使用，甚至是商業加值利用等級，標示創用 CC

藏品是否有權標示亦有疑義。
11 

考量上述情形，以及綜觀中研院數位典藏藏品型態、合作可能性、授權發展

性，本計畫先導期的上架素材，優先考量圖像類素材，並以藏品權利狀態較

為單純的生物類圖片作為首批上架目標進行洽談。分別於 100 年 12 月 7 日、

101 年 2 月 29 日與中研院數位典藏推廣服務辦公室、生物多樣性中心三位計

畫主持人取得合作意願： 

 中研院數位典藏推廣服務辦公室：資源網之「藝術線稿」 

 臺灣本土魚類之數位典藏計畫 

 臺灣本土貝類之數位典藏計畫 

 臺灣本土植物之數位典藏計畫 

 

取得合作意願後，本計畫提供權利盤點服務，協助上述有參與意願的典藏單

位確認藏品權利狀態，執行步驟如下： 

 

 委請典藏單位提供相關資料。 

 本計畫盤點專員依法規與平台規格進行資料匯整分類，判斷可授權範圍。 

                                                 
11 後於 2012 年末，盤點計畫完成「機構計畫實地盤點」，各機構計畫可根據律師的專業建議重新審視藏品權利狀態，

進一步再次確認藏品是否有誤以為有權利而標示創用 CC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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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典藏單位從可授權範圍中提供願意合作的品項。 

 

本計畫獲得「盤點暨法律諮詢團隊計畫」與中研院資創中心同仁的協助，開

發盤點資料的匯出程式，匯出規則由盤點團隊提供，再由資創中心設計程式。

典藏計畫需配合權利盤點，再由本計畫同仁依盤點結果進行權利資料的分層

整理，以供程式讀取資料。以下為權利讀取規則概要： 

【藏品權利匯出規則概要】 

盤點暨法律諮詢團隊計畫提供 

規則 1 權利人判斷之規則，目前僅處理著作權部分 (4.1 = “著作權＂) 

規則 2 6.1.1.4 (僱用關係之著作財產權人) 與 6.2.1.4 (僱用關係之著作財

產權人) 兩個欄位中至少有 1個欄位不用寫  

（否則為填表邏輯上錯誤，本筆權利項目可授權性不明，不顯示在授

權平台上） 

規則 3 若 6.1.1.1 (著作人) 與 6.1.1.3 (著作財產權人) 皆為 ＂本機關＂ 

著作財產權人  =  6.1.1.4 

規則 3.1 若 6.1.1.3 (著作財產權人) 不等於 ＂本機關＂ 

本筆權利項目不可授權，不顯示在授權平台上 

規則 3.2 若 6.1.1.3 (著作人) 不等於 ＂本機關＂， 6.1.1.3 (著作財產權人) 

為＂本機關＂ 

著作財產權人  =  6.1.1.4 ， 

  授權平台上尚須顯示 6.4.4.1.1 (著作人格權)的全部資訊 (共三個)

規則 4 若 6.2.1.1 (著作人) 與 6.2.1.3 (著作財產權人) 皆為 ＂本機關＂ 

著作財產權人  =  6.2.1.4  

規則 4.1 若 6.2.1.3 (著作財產權人) 不等於 ＂本機關＂ 

本筆權利項目不可授權，不顯示在授權平台上 

規則 4.2 若 6.2.1.3 (著作人) 不等於 ＂本機關＂， 6.2.1.3 (著作財產權人) 

為＂本機關＂ 

著作財產權人  =  6.2.1.4 ， 

  授權平台上尚須顯示 6.4.4.1.1 (著作人格權)的全部資訊 (共三個)

規則 5 若 6.1.1.3 與 6.2.1.3 兩個欄位的內容值都為＂不用寫＂，則須檢查

6.4.1.1 是否為 ＂取得市場上已存在的權利或許可＂  

規則 5.1 確定 6.4.1.1 之內容值為＂取得市場上已存在的權利或許可＂以後，

若 6.4.3.1 = “讓與＂ -> 著作財產權人  = 本機關 (1.1) 

若 6.4.3.1 = “授權＂ -> 著作財產權人  =  6.4.3.2 

若 6.4.3.1 = “得利用＂ ->著作財產權人  =  6.4.3.2 

經分類整理，魚類、貝類、植物計畫藏品概況分別如下： 

來源 盤點項目   性質  盤點筆數  可上架 

台 灣

魚 類

魚類解說資料 語文著作  3800 3800 

魚種解說照  攝影著作  3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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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料

庫 

魚類X光骨骼照 攝影著作  967 967 

分布資料  單純數位化資料 230000 230000 

魚類生態照  攝影著作  1051 798 

魚類生態影片 攝影著作  463 463 

台灣魚類多媒

體圖典系統  
電腦程式著作  1 0 

魚類資料庫L型

文件夾  
美術著作  1 0 

魚字與魚圖便

利貼(兩款)  
美術著作  1 1 

魚類標本文字

資料  
單純數位化資料 3976 3976 

魚類標本照  攝影著作  1883 1532 

總計     242173 241566 

 

來源  盤點項目   性質  盤點筆數  可上架 

台灣

魚類

資料

庫 

魚類解說資料 語文著作  3800 3800 

魚種解說照  攝影著作  30 29 

魚類X光骨骼照 攝影著作  967 967 

分布資料  單純數位化資料 230000 230000 

魚類生態照  攝影著作  1051 798 

魚類生態影片 攝影著作  463 463 

台灣魚類多媒

體圖典系統  
電腦程式著作  1 0 

魚類資料庫L型

文件夾  
美術著作  1 0 

魚字與魚圖便

利貼(兩款)  
美術著作  1 1 

魚類標本文字

資料  
單純數位化資料 3976 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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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類標本照  攝影著作  1883 1532 

總計     242173 241566 

 

來源 盤點項目 性質 盤點比數 可上架

台灣

本土

植物

標本

資料

庫 

植物標本影像 單純數位化 75270 75270

註：該計畫目前 101 年尚未數位化完全，標本照總產出 87000 張，

已盤點 75270 張，尚未繳交 11730 張，須等數位化完成才能進行盤

點。 

總括而言，經由本計畫提供的權利盤點服務，魚類、貝類、植物計畫牽涉著

作權的品項已確認權利歸屬，並剔除權利不清的品項。單純數位化資料不涉

及著作權，也可全數使用。受理盤點資料中未達上架標準的原因有：第一、

缺乏書面契約或僅有口頭約定；第二、前計畫助理離職，相關簽約情況不明；

第三、著作人不可考。共計魚類計畫 241,566 筆、貝類計畫 29,087 筆，植物

計畫 75,270 筆達到公眾使用授權層級。 

於藏品上架之前，為確立本計畫與有意願合作的數典計畫之間的權利義務，

本計畫擬製「內部合作協議」—此為本計畫與典藏計畫之間簽訂之協議，將

計畫執行期間的合作關係書面化，以供信守。合作協議規畫包含三部分:「合

作協議書」、「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施行方式」、「授權清單」。「合作協議書」

之簽署當事人，依中研院公共事務組建議，除權利人外，管理單位主管並列

簽署，以符合中研院陳核層級（圖 4-11）。「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施行方式」

為平台介紹，供簽訂合作協議的典藏機構/計畫存參。「授權清單」則由合作

之典藏機構/計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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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合作協議書樣本 

本計畫原規劃上架藏品的標示應包含畫素尺寸等，然而於執行過程中瞭解，

典藏單位內部藏品尺寸不一，上架前仍需以人工方式確認個別藏品尺寸。考

量平台與聯合目錄合作模式以及未來可能持續加入其他藏品，故開發「快速

上架系統」，系統中的數位典藏品來自各單位於聯合目錄中有標示創用 CC

且被 Cache 成功的圖檔。上架流程如下： 

 聯合目錄資料先行匯入上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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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管理者提供專屬帳號密碼。 

 典藏計畫登入系統，勾選同意平台著作權保護政策，並留存聯絡方式。 

 確認從聯合目錄匯入的資料，並可手動逐筆修改，勾選欲上架藏品送出。 

 
圖 4-12：快速上架系統頁面 

本計畫於 12 月 17 日透過計畫辦公室發文（文號：典藏學習字第 101PO000651
號）至中央研究院、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國史館臺灣文獻

館、國立臺灣大學、國家圖書館等機構計畫，並分送各單位專屬的帳號密碼，

由有意願加入聯合授權窗口的單位自行上架。 

C. 訂價規劃： 

本計畫規劃上架藏品包含二類授權模式：「創用 CC」、「非創用 CC」，其中未採

用創用 CC 授權的圖像再依「非營利使用」、「營利使用」之申請目的分類。就

現行數位化內容的交易市場來看，依不同使用目的可收取數額不等之授權金。 

關於藏品訂價規畫分為兩部份，一為輔導典藏機構人員具備基本鑑價知識，

有助於日後無論獨立規劃藏品訂價，或於授權專案中與廠商協調價格時有所

依據；二為規畫本計畫平台授權項目暨計價模式，供典藏機構/計畫參考。 

a).舉辦鑑價工作坊： 

為協助典藏機構制訂授權費用時能預先了解鑑價的來龍去脈，以及有所參考

與依循的對象，因此本計畫於 101 年 3月 16 日、23日(五)舉辦數位典藏鑑價

工作坊，並分別以「鑑價概論」與「鑑價實務」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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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數位典藏鑑價工作坊實況 

 

圖 4-14：數位典藏鑑價工作坊海報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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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場工作坊結束後，皆針對「課程內容」、「講者的講述技巧與表達」、「課程

規劃」以及「自我評量」四大部份進行問卷調查。問卷有效樣本數 3月 16

日（session 1&2）為 14份；3月 23日（session 3&4）為 20份。以下為統計

分析結果： 

 課程內容 
※session 1-2 
滿意度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合計 
課程內容 2 4 7 1 0 14 
百分比 14% 29% 50% 7% 0% 100% 

 

 
 
※session 3-4 
滿意度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合計 
課程內容 3 15 2 0 0 20 
百分比 15% 75% 10% 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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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者講述技巧與表達 
※session 1-2 
滿意度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合計 
講者部分 2 8 3 1 0 14 
百分比 14% 57% 22% 7% 0% 100% 

 

 
 
 
※session 3-4 
滿意度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合計 
講者部分 6 11 2 1 0 20 
百分比 30% 55% 10% 5%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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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規劃 
※session 1-2 
滿意度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合計 
課程規劃 1 3 8 2 0 14 
百分比 7% 22% 57% 14% 0% 100%
 

 
 
 
※session 3-4 
滿意度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合計 
課程規劃 1 17 2 0 0 20 
百分比 5% 85% 10% 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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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評量 
※session 1-2 
滿意度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合計 
自我評量 1 3 8 2 0 14 
百分比 7% 22% 57% 14% 0% 100%
 

 
 
※session 3-4 
滿意度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合計 
自我評量 3 11 5 2 0 20 
百分比 14% 52% 24% 10% 0% 100% 

 

 

 

 
 統計結果： 

本統計評估滿意度的標準為：符合「尚可」以上，即為滿意；反之則為不滿

意。而根據兩次問卷調查顯示，並以算術平均數的方式計算兩次工作坊的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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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平均程度，session1-2 的整體滿意度為 91.25%；session3-4 的整體滿意

度為 96.25%。總括來說兩場數位典藏鑑價工作坊課程的滿意度為 93.75%。此

工作坊對中研院典藏機構同仁因應日後訂價工作有所幫助。 

b).規劃授權項目暨計價模式 

依照前述與中研院典藏計畫初步磋商的結果，本計畫規畫適合學術導向的授

權項目與價格參數，參考國內外典藏機構授權辦法，如國立故宮博物院、中

研院史語所、及知名線上授權平台 Getty Images12，首先將授權分為「非營

利授權」及「營利性授權」兩大類。前者以教育推廣、學術研究為目的，僅

象徵性收取基本使用費；後者則再分為出版、廣宣、加值商品開發、影音等

四大用途，參考上述具代表性的典藏機構授權辦法，並訪談業界相關從業人

員，參考現行市場作法及行情，設定影響授權價值的變數項目及參數值，包

括圖像使用位置、佔版面大小、發行數量、電子版權的有無、使用時間…等，

都是可能影響授權價值的變數項目。 

此計價公式的便利性在於，只要典藏單位設定基數值，藏品依照不同授權項

目、不同授權條件，會得出不同價格。 

 

圖 4-15：授權加值平台計價公式簡圖 

D. 購物車系統： 

為促進數位典藏的推廣與加值應用，本計畫將上述設計的典藏素材授權計價

公式，內建於授權加值平台購物車系統中，提供使用者更簡易、便利的平台

服務。 

                                                 
12 Getty Images 1995 年成立於美國西雅圖，作為全球數字媒體的締造者首創並引領了獨特的線上授權模式——線上

提供數位媒體管理工具以及創意類圖片、編輯類圖片、影視素材和音樂產品，服務全球 120 多個國家和地區，全球

設有 65 個分支機搆。http://www.gettyimag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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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於本平台搜尋到有興趣的藏品，可點入其藏品詳細頁，並於頁面右上

角將此藏品加入購物車。 

 

圖 4-16：藏品詳細頁 

加入購物車後，勾選使用目的與使用範圍。系統會依照使用者點選的內容，

連動出現不同的使用方法，譬如，當使用者點選「營利使用」，使用目的會出

現「出版」、「廣宣使用」、「加值商品」、「影音用途」，點選「出版」後，進一

步會出現「教科書、書籍雜誌、期刊、報紙」和「光碟」的選項。若為出版

書籍，在使用方法的區塊中會出現各種項目，選擇不同的使用方法，在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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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自動計價。 

圖 4-17：購物車系統雛形畫面-計價示範用 

使用目的確認後，接著進入「使用者資料」頁面。 

 

圖 4-18：購物車系統-使用者資料頁面 

最後，上述步驟完成後，系統自動寄出確認函。 

E. 後台流程： 

根據上述規劃的授權流程與授權模式，本計劃擬訂的後台授權流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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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授權加值平台授權流程簡圖 

聯合授權窗口收到使用者需求單後，將分送藏品的典藏單位審核，審核通過

後，將發出信函通知，再次提醒使用的授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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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授權加值平台授權規約樣本 

此通知信函即代表外部授權契約—申請者透過本計畫平台取得的授權範圍。

本計畫參考國內 TELDAP 相關授權契約與契約產生器內容，呈現文字多使用法

律慣用的敘述方式，當授權條件繁多時，容易造成閱讀不易的情形。故本計

畫配合藏品計價模式與典藏計畫的授權條件，傾向以平易近人風格與簡明扼

要的敘述呈現授權範圍。 

另外，授權加值平台上的「如何使用本站」、「智慧財產權聲明」、「著作權保

護政策」、「隱私權聲明」、「免責聲明」等，為平台宣告的使用規範，亦為契

約內容的一部分，對使用者、平台管理者、數位內容提供者有法律效力。 

另外就權利金分配而言，因本計畫洽談上架藏品為中研院數位典藏機構計畫

之產出，是為「受政府補助、委託或出資之成果」，若於營運後收取授權金，

應受「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中

央研究院研究成果發展管理要點」規範以分配授權金。權益收入扣除必要衍

生費用後，依下列所示分配：  

 

創作人(計畫主持人) 40% 

中研院 20% 

創作人所屬實驗室 20% 

國庫或資助機關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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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平台現今沒有獨立收帳帳戶。可預期平台未來開始營運後，收到的需

求單可能包含多筆素材，因素材來自不同單位，授權金入帳後，平台後端需

再分帳給權利人(與其應被分配的單位)。若未來平台的營運管理由教育或研

究機構執行，項下會計部門是否能夠支應小額不定期入帳與分帳作業有待商

榷，建議應成立數典專戶收款。  

本計畫亦針對多元收款方案進行數次討論，目前擬維持離線付款方式。經瞭

解，線上刷卡或其他線上付款機制，需向銀行或代收公司提出申請，申請單

位至少需要提供： 

 單位立案證明文件影本一份(即統一編號編配書) 

 負責人(代表人)身分證影本（即校長身分證影本） 

 匯款帳戶影本（即學校帳戶） 

並經進一步了解，因中研院以下的所或中心，大多有獨立的統一編號，平台

未來若由中研院承接，申請阻力較小。 

 
(3) 小結： 

本計畫目標旨在建置對使用者友善的授權加值平台，但考量典藏單位需求、內

部行政文化、法令規章，以及未來擴充的可能，試圖在「使用便利性」與「典

藏單位需求及行政作業的可行性」上達到最大程度的平衡，希冀未來聯合授權

窗口的營運者亦能將上述考量納入規劃。亦因上述考量，本計畫的執行成果與

預期規劃有所落差，詳細情形請見本報告後述「計畫實際執行與預期工作之差

異分析」。 

 

圖 4-18：授權加值平台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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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合中研院既有授權案例與技術資源： 
 
此工作成果呈現在「加值服務」區與「案例櫥窗」區。前者提供網站實用系統工具及

長期維運服務，讓使用者充分應用藏品素材，後者提供既有素材應用案例，供使用者

參考並激發創意運用能量。 
 
整合成果如下： 

加值服務 

關鍵詞標示工具 
 
中研院加值圖庫 
 
VCENTER 
 
iPicbox 

網上書上網 
 
多媒體中心 
 
虛擬化雲端服務 
 
中文缺字技術 

案例櫥窗 

A 造型藝術加值  
 
中研院加值圖庫 
 
中研院典藏周邊 
 
王俠軍-史博館與故宮 
  
佳世達科技-海生館系列

加值產品 
 
北投龍邦僑園會館觀光

體驗主題房案 
 
上禾紡織蠶絲商品與鳳

甲美術館商品案 
 

B 內容創意加值  
 
Creative Comic Collection 
創作集 
 
天地宮專題 
 
義美聯電魚類電子書 
 
CCC 創作集專題 
 
教學媒體-建築排排站、建

築轉轉樂 
 
安平追想專題 
 
網上書上網 
 

C 媒體技術加值  
 
春水堂與科博館手機 APP 案 
 
義美聯電魚類電子書 
 
異言堂廣告與故宮合作案 
 
遊戲系列-中研院大富翁、快鍵

農場、寶石方塊冒險記、漢字

積木、植物大富翁 
 
教學媒體-建築排排站、建築轉

轉樂 
 
網上書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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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績效指標 

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8 年 

達成值 

99 年

達成值

100 年

-101 年

目標值

102 年 

1 月底前

達成值 

效益說明 

壹、計畫目標

與執行 

一、計畫目標

與主要內容 

-- -- -- -- -- -- 請詳：報告書第 5-21 頁。 

二、計畫架構

圖 

-- -- -- -- -- -- 請詳：報告書第 4 頁。 

三、年度工作

計畫之執行

與管控 

預估每季計畫執

行進度 

-- -- -- -- -- 請詳：報告書第 22-33 頁。 

貳、推廣與服

務 

一、提升臺灣

數位典藏與

學習之環

境，提高國內

外可見度 

 (須於附件說

明) 

1. 推廣交流活動 次數 -- -- -- -- 請於附件資料檔中備註欄中說明主辦/

合辦。 

固定每週或每月舉辦一次的活動請填

寫所有活動次數及加總每一場的參與

人數統計。 

參與人數 -- -- -- -- 

媒體曝光次數 

-- -- -- -- 

2. 成果展覽活動 (1)於國內次數 -- -- -- -- 只是參與而不是辦理展覽者也可列

入，請註明為參加展出或者是辦理展

覽單位。 

  參與業者家數 -- -- -- -- 

  參觀人數 -- -- -- -- 

  媒體曝光次數 -- -- -- -- 

(2)於國外次數 -- -- -- -- 請註明為參與展出或者是辦理展覽單

位   參與業者家數 -- -- -- -- 

  參觀人數 -- -- -- -- 

  媒體曝光次數 -- -- -- -- 

3. 參與國內外重 次數 -- -- -- -- 請擇要列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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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8 年 

達成值 

99 年

達成值

100 年

-101 年

目標值

102 年 

1 月底前

達成值 

效益說明 

要會議/活動 

4. 辦理國內研討

會 

次數 -- -- -- -- 若研討會有徵集論文，請於備註中說

明。 徵集和發表論文數量 -- -- -- -- 

參加人數 -- -- -- -- 

5. 辦理國際研討

會 

次數 -- -- -- -- 若研討會有徵集論文，請於備註中說

明。 徵集和發表論文數量 -- -- -- -- 

參加人數 -- -- -- -- 

6. 參與國內外競

賽 

參加家數 -- -- -- -- 請列出重要獲獎項目 

獲獎家數 -- -- -- -- 

7. 通過品質認證 通過家數 -- -- -- --  

8. 其他 
 

-- -- -- -- 如需增列，請視情況自行判斷是否需

要提供附件以茲說明 

二、數位典藏

與學習之成

果及推廣效

益 (第 1、2、

4、5 項須於附

件中說明) 

1. 製作教材與指

南 

(1)國小教材數量 -- -- -- -- 1. 單位(單元、門、小時、元件)需確

立 

2. 請說明滿意度調查的方式或評核

的基準以及結果(例如：以問卷方

式訪問，共回收 200 份有效問卷，

其中超過 85%或 75%、65%、50%…

等的受訪者勾選非常滿意 

3. 須為計畫製作之教材方可列入，若

僅提供素材請填至「3.5.2 與業者

(單位)之授權合作」 

  使用人數 -- -- -- -- 

  使用滿意度 -- -- -- -- 

(2)國中教材數量 -- -- -- -- 請說明滿意度調查的方式或評核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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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8 年 

達成值 

99 年

達成值

100 年

-101 年

目標值

102 年 

1 月底前

達成值 

效益說明 

  使用人數 -- -- -- -- 準以及結果(例如：以問卷方式訪問，

共回收 200份有效問卷，其中超過 85%

或 75%、65%、50%…等的受訪者勾選

非常滿意 

  使用滿意度 

-- -- -- -- 

(3)高中教材數量 -- -- -- -- 請說明滿意度調查的方式或評核的基

準以及結果(例如：以問卷方式訪問，

共回收 200份有效問卷，其中超過 85%

或 75%、65%、50%…等的受訪者勾選

非常滿意 

  使用人數 -- -- -- -- 

  使用滿意度 

-- -- -- -- 

(4)大專院校教材數量 -- -- -- -- 請說明滿意度調查的方式或評核的基

準以及結果(例如：以問卷方式訪問，

共回收 200份有效問卷，其中超過 85%

或 75%、65%、50%…等的受訪者勾選

非常滿意 

  使用人數 -- -- -- -- 

  使用滿意度 

-- -- -- -- 

(5)終生學習教材數量 -- -- -- -- 請說明滿意度調查的方式或評核的基

準以及結果(例如：以問卷方式訪問，

共回收 200份有效問卷，其中超過 85%

或 75%、65%、50%…等的受訪者勾選

非常滿意 

  使用人數 -- -- -- -- 

  使用滿意度 

-- -- -- -- 

(6)其他學習教材數量 -- -- -- -- 請說明滿意度調查的方式或評核的基

準以及結果(例如：以問卷方式訪問，

共回收 200份有效問卷，其中超過 85%

或 75%、65%、50%…等的受訪者勾選

  使用人數 -- -- -- -- 

  使用滿意度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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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8 年 

達成值 

99 年

達成值

100 年

-101 年

目標值

102 年 

1 月底前

達成值 

效益說明 

非常滿意 

(7)指南數量 -- -- -- -- 請說明滿意度調查的方式或評核的基

準以及結果(例如：以問卷方式訪問，

共回收 200份有效問卷，其中超過 85%

或 75%、65%、50%…等的受訪者勾選

非常滿意 

  使用人數 -- -- -- -- 

  使用滿意度 

-- -- -- -- 

(8)偏鄉應用單位數 -- -- -- -- 偏鄉所在請擇要列舉 

  應用人數 -- -- -- --  

2. 發行出版品 出版品件數 -- -- -- -- 出版品請擇要列舉 

發行或訂閱數量 -- -- -- -- 

3. 發行電子報 發行期數 -- -- -- -- 訂閱人數與瀏覽人數為目標值，非累

計計算。目標值指計畫目標設定本年

度訂閱人數可以成長至幾人，瀏覽人

數可以達到幾人。達成值的部分：目

前電子報訂閱人數為多少？瀏覽人數

為多少？如有多份電子報，則可累加

計算，電子報 1+電子報 2+…以此類

推。 

訂閱人數 -- -- -- -- 

瀏覽人數 

-- -- -- -- 

4. 建置和維護網

站/資料庫 

網站(資料庫)數量 -- -- 1 1 建構 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為本計畫

主要重點工作之一，目前已完成平台

雛型並完成線上測試，相關典藏素材

透過本平台進行自動化系統統計引用

新增主題(特展)數量 -- -- -- -- 

素材被引用次數 -- -- 100 100 

素材被下載(列印)次數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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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8 年 

達成值 

99 年

達成值

100 年

-101 年

目標值

102 年 

1 月底前

達成值 

效益說明 

素材開放非商業無償使用比

例 

-- -- -- -- 次數。 

 

本計畫完成授權加值平台上架系統

後，於 12 月 17 日透過計畫辦公室發

文（文號：典藏學習字第 101PO000651

號）給中央研究院、行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國史館臺灣文

獻館、國立臺灣大學、國家圖書館等

單位，各單位以專屬帳密進行創用 CC

藏品自行上架作業，截至計畫結案

前，試用者透過本平台下載相關素材

達 100 次以上。 

本計畫歷經約一年半時間，在計畫辦

公室支持及跨分項計畫合作下，完成

先導計畫研究案，針對建立數位典藏

藏品聯合授權窗口及結合購物車建立

單一購物流程，確有其簡化使用者授

權流程的成效，但是目前平台仍面臨

（1）藏品量不足，與聯合目錄藏品量

相去甚遠、（2）金流未能導入線上刷

卡、（3）平台行銷通路尚未啟動等問

資料庫新增/轉置資料筆數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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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8 年 

達成值 

99 年

達成值

100 年

-101 年

目標值

102 年 

1 月底前

達成值 

效益說明 

題。 

有鑑於此，建議計畫辦公室在未來執

行數位成果永續維運計畫時，能將本

先導計畫之研究成果納入，與聯合目

錄、成果入口網結合以解決藏品量不

足的問題。此外，希望借重橋接計畫

對於產官學研媒合的經驗，建立完善

金流與物流機制，成功開啟行銷通路。 

【成果詳見報告書 35-66 頁】 

5. 系統環境建置

與新技術開發

系統/技術數量 -- -- -- -- 為推廣成果、提供大眾更優質的服

務，或者為使計畫相關作業得以順利

進行，而開發的新系統、新技術皆可

於此描述、說明 

使用單位數 -- -- -- -- 

使用人數 
-- -- -- -- 

6. 其他  -- -- -- --  

三、提升與幫

助建立數位

典藏與學習

之產業價

值，扶植國內

相關產業 (第

7 至 9 項須於

1. 產值 金額 -- -- -- -- 請說明計算依據、查證方式 

2. 國際營收 金額 -- -- -- -- 請說明計算依據、查證方式 

3. 補助案件數 件數 -- -- -- --  

4. 輔導業者 大型化家數 -- -- -- -- 請說明輔導的業者有哪些？輔導的內

容(技術/經費/導入 E-learning 等)和產

出產品的相關資訊。人力部分則須簡

略說明哪幾間廠商或企業多聘請了多

導入 E-learning 家數 -- -- -- -- 

產出產品或服務件數 -- -- -- -- 

促進就業人數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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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8 年 

達成值 

99 年

達成值

100 年

-101 年

目標值

102 年 

1 月底前

達成值 

效益說明 

附件中說明) 少人力。可視情況所需自行提供附件

或附錄說明 

5. 培訓專業人才 提供課程 -- -- -- -- 請簡略說明課程名稱和數量 

參加訓練人數 -- -- -- -- 

6. 數位化產出可

供授權比例 
比例 

-- -- -- --  

7. 提供技術與認

證服務 

件數 -- -- -- -- 請說明滿意度調查方式 

服務對象之數量 -- -- -- -- 

被使用之次數 -- -- -- -- 

使用滿意度 -- -- -- -- 

8. 創新產業模式

之建立與研究

模式數量 -- -- -- --  

被使用次數 -- -- -- -- 

滿意度 -- -- -- -- 

參與此模式之業者數 -- -- -- -- 

9. 建置產業知識

網 

產業知識網數 -- -- -- --  

應用企業數 -- -- -- -- 

彙集教材數 -- -- -- -- 

10. 其他  -- -- -- --  

四、進行國際

交流與促成

國際合作，打

開臺灣於國

際間之能見

1. 辦理或促成

國際合作案

與參與重要

國際組織 

件數 -- -- -- -- 件數是指合作案之件數，請勿填入由

交流或合作所得到的數典藏品件數。

請擇要列舉 

2. 其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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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8 年 

達成值 

99 年

達成值

100 年

-101 年

目標值

102 年 

1 月底前

達成值 

效益說明 

度 (須附件說

明) 

五、創造華語

文學習環

境，推動全球

華語文學習

風氣 (第 1、2

項須於附件

中說明) 

1. 設立教育推廣

中心 

數量 -- -- -- -- 請說明中心設點所在 

學員人數 -- -- -- -- 

師資培訓人數 -- -- -- -- 

2. 海外華語文學

習中心經營輔

導 

示範點/教學點 -- -- -- --  

促成合作業者家數 -- -- -- -- 

與業者合作辦理推廣活動場

數 

-- -- -- -- 

3. 與國際華語文

業者合作 
與國際華語文業者合作家數

-- -- -- -- 請簡述合作對象和輔導項目 

4. 其他  -- -- -- --  

參、研發與提

升 

一、研發相關

技術以提升

我國於數位

典藏與學習

方面之技術

能力、產業競

爭力等  (須

附件說明) 

1. 申請與獲得專

利 

申請件數 -- -- -- -- 請擇要列舉專利項目 

獲證件數 -- -- -- -- 

2. 技術移轉 件數 -- -- 1 1 盤點資料庫的資料匯出程式與 Web 

API 程式，由中研院資創中心設計，

已完成，並已運用於與本計畫合作的

典藏計畫藏品的權利盤點資料。 

【成果詳見報告書 49-51 頁】 

金額 

-- -- 0 0 

3. 規範/標準制

定 

參與制定政府或產業技術規

範/標準件數 

-- -- -- -- 此欄所指為計畫自行制定的標準與規

範，並非填寫遵循何種規範進行數位

化流程工作。 其他規範/標準件數 -- -- -- -- 

計畫採用標準規範比例 -- -- -- -- 



2013/01/31 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先導計畫 結案報告 

- 75 - 

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8 年 

達成值 

99 年

達成值

100 年

-101 年

目標值

102 年 

1 月底前

達成值 

效益說明 

導入規範/標準業者家數 -- -- -- -- 

4. 其他  -- -- -- --  

二、於實作中

發展相關研

究，傳遞知

識、傳承經驗 

(第 1-3項須於

附件中說明) 

1. 論文 發表於國內篇數 -- -- -- -- 請擇要列舉期刊名稱 

發表於國外篇數 -- -- -- -- 

2. 研究/技術報

告 
篇數 

-- -- -- --  

3. 博碩士生培育 博士研究生人數 -- -- -- --  

碩士研究生人數 -- -- -- -- 

4. 研究團隊養成 研究團隊數量 -- -- -- --  

5. 其他  -- -- -- --  

三、將經典藏

品數位化，打

造臺灣優質

數位化環境 

1. 數位化產出 

(須備數位化

清單) 

1-1 國內數位化文物總量 -- -- -- -- 國內被數位化文物總量=機構被數位

化文物數量+海外被數位化文物數量   數位化產出總量 -- -- -- -- 

  後設資料筆數 -- -- -- -- 

1-1-1 機構被數位化文物數量 -- -- -- --  

    機構數位化產出數量 -- -- -- -- 

1-1-2 公開徵選數位化文物數

量 

-- -- -- --  

公開徵選數位化產出數

量 

-- -- -- -- 

1-1-3 民間徵集數位化文物數

量 

-- -- -- --  

民間徵集數位化產出數

量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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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8 年 

達成值 

99 年

達成值

100 年

-101 年

目標值

102 年 

1 月底前

達成值 

效益說明 

1-2 海外被數位化文物數量 -- -- -- --  

  數位化產出數量 -- -- -- -- 

  後設資料筆數 -- -- -- -- 

2. 數位化物件匯

入聯合目錄 

數位化產出匯入之筆數 -- -- -- -- 1. 請說明匯入聯合目錄的情形，包

含評比、新增筆數、修正筆數、

無法配合的原因等。 

2. 依據政策，匯入聯合目錄之比率

應為 100%，但因故無法達成者，

請說明原因。 

後設資料匯入之筆數 -- -- -- -- 

完成數位化資料匯入之百分

比 

-- -- 100%  

3. 成果盤點 完成筆數 -- --   依計畫執行承諾書第 1.1.2 條，各數典

機構（計畫）均應進行權利盤點工作。 

請配合「權利盤點作業要點」，依據

四分項盤點暨法律諮詢團隊計畫安排

之時程及模式進行盤點作業，說明進

度；無法配合者亦應通過該計畫「以

自有制度進行權利盤點」之評估，並

應說明做法和進度。 

4. 異地備份 參與計畫數量 -- -- -- -- 1024MB=1GB 

1024GB=1TB 

請說明備份之存放位置和安全性 

資料庫筆數 -- -- -- -- 

資料量(單位：GB) -- -- -- -- 

5. 其他  -- -- -- --  

四、協助計畫

運作並提升

1. 輔導計畫建立

授權機制 

件數 -- -- 7 20 取得中央研究院推廣服務辦公室授權

同意，提供數位典藏資源網「加值圖滿意度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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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8 年 

達成值 

99 年

達成值

100 年

-101 年

目標值

102 年 

1 月底前

達成值 

效益說明 

計畫人員素

質 (附件說

明) 

協助成果盤點計畫數量 

-- -- -- -- 庫」之「藝術線稿」圖像專區之藏品，

以及臺灣本土魚類數位典藏計畫、臺

灣本土貝類數位典藏計畫、臺灣本土

植物數位典藏計畫合作同意，完成魚

類、貝類、植物計畫藏品權利盤點、

平台計價模式設計、後台授權流程設

計等。 

 

除此之外，本計畫完成授權加值平台

上架系統後，於 12 月 17 日透過計畫

辦公室發文（文號：典藏學習字第

101PO000651 號）給中央研究院、行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國

史館臺灣文獻館、國立臺灣大學、國

家圖書館等 5 個單位，共計 20 個計

畫，各計畫以專屬帳密進行創用 CC 藏

品自行上架作業。 

【成果詳見報告書 44-65 頁】 

2. 提供法律諮詢 件數 -- -- -- --  

服務滿意度 -- -- -- -- 

3. 輔導數位典藏

網站改版 
案例數 

-- -- -- --  

4. 技術服務 件數 -- -- 5 5 [服務日期]服務內容(服務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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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8 年 

達成值 

99 年

達成值

100 年

-101 年

目標值

102 年 

1 月底前

達成值 

效益說明 

服務滿意度 

-- -- 80% 96.67%  

[2012/03/29] 與四分項盤點計畫討論

欄位標示規則 (5) 

[2012/04/25] 與四分項盤點計畫討論

盤點專家系統與盤點資料庫整合 (4) 

[2012/06/19] 與四分項討論「自動判斷

原件權利人程式」之技術需求 (5) 

[2012/07/23] 將四分項盤點團隊給予

的盤點表利用「自動判斷原件權利人

程 式產生出判斷後結果，並將結果寄

給盤點團隊。(5) 

[2012/10/09] 新增可授權品網站「典藏

機構非商業授權契約產生器」的下載

記錄功能(5) 

[2012/10/16] 將盤點專家程式放置於

網站上，供計畫下載使用(5) 

 

服務滿意度 從 1 - 5 分 

1 非常不滿意   2 不滿意   3 普

通    4 滿意   5 非常滿意 

 

總分 30, 得分 29,   滿意度 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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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8 年 

達成值 

99 年

達成值

100 年

-101 年

目標值

102 年 

1 月底前

達成值 

效益說明 

 

【成果詳見報告書 49-51 頁】 

5. 辦理教育訓練

工作坊 

次數 -- -- 2 2 於 101年 3 月 16、23 日舉辦鑑價工作

坊，提供中研院典藏機構同仁相關基

礎知識與實務運作範例。問卷有效樣

本數 3月 16日(session1&2)為 14 份；3

月 23 日(session3&4)為 20 份。本統計

評估滿意度的標準為：符合「尚可」

以上，即為滿意；反之則為不滿意。

而根據兩次問卷調查顯示，並以算術

平均數的方式計算兩次工作坊的滿意

平均程度，session1‐2 的整體滿意度為

91.25%；session3‐4 的整體滿意度為

96.25%。總括來說兩場數位典藏鑑價

工作坊課程的滿意度為 93.75%。此工

作坊對中研院典藏機構同仁因應日後

鑑價工作有所幫助的。【問卷統計方式

詳見報告書 55‐59 頁，問卷設計請見

附件一】 

參與人次 -- -- 30 52 

學員滿意度 

-- -- 80% 93.75%

6. 辦理跨計畫之

重要會議 

次數 -- -- 5 7 分別於 100 年 9 月 21 日、11 月 10 日、

101 年 2 月 7 日、5 月 2 日、7 月 26

日、10 月 25 日召開「TELDAP 授權

加值平台先導計畫」工作協調會，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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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8 年 

達成值 

99 年

達成值

100 年

-101 年

目標值

102 年 

1 月底前

達成值 

效益說明 

集總計畫辦公室、第二、三、四、五

分項計畫主要成員與會共同討論成果

釋出及合作機制。 

於 100 年 10 月 7 日召開「TELDAP 授

權加值平台先導計畫」諮詢會議，邀

請中央研究院推廣服務辦公室陳永發

院士及第三、四分項計畫主要成員參

與，取得共識未來將以中央研究院數

位典藏計畫為主要示範點建立聯合授

權機制。 

【會議簡述與其他重要交流活動詳見

報告書 40-43 頁。】 

7. 跨部會合作 合作單位數 -- -- -- --  

合作計畫數 -- -- -- -- 

8. 其他  -- -- -- --  

五、結合產學

研之力，推動

與促進數位

典藏與數位

學習之應用

價值 (須附件

說明) 

1. 促成與學界或

產業團體合作

研究 

研究件數 -- -- -- -- 請說明合作對象 

研究金額 -- -- -- -- 

配合款金額 -- -- -- -- 

2. 與業者(單位)

之授權合作 

合作件數 -- -- -- -- 取得中央研究院推廣服務辦公室授權

同意，將提供數位典藏資源網「加值

圖庫」之「藝術線稿」圖像專區之藏

品，以及臺灣本土魚類數位典藏計

畫、臺灣本土貝類數位典藏計畫臺灣

參與之業者(單位)數 -- -- -- -- 

參與之典藏計畫/機構數 -- -- 7 4 

協助典藏機構制定商業合作

辦法之件數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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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8 年 

達成值 

99 年

達成值

100 年

-101 年

目標值

102 年 

1 月底前

達成值 

效益說明 

本土植物之數位典藏計畫合作同意，

將授權本計畫平台聯合對外授權。 

 

【本計畫無法達到預期績效指標之分

析，詳見本報告書第 85-86 頁】 

1. 此處不論為何種授權合作(有獲

利/非營利)皆可填寫，不限於對內

或者是對外的授權合作 

2. 有獲利之智財權授權請另填

「3.5.3 促成廠商或產業投資」 

3. 若「參與之業者(單位)數」等項目

非屬合作內容者，請填寫「N/A」

即可 

4. 請說明金額計算標準和查證方式 

3. 促成廠商或產

業團體投資 

件數 -- -- -- --  

金額 -- -- -- -- 

智財權授權件數 -- -- -- -- 

智財權授權金額 -- -- -- -- 

4. 其他  -- -- -- --  

肆、經費執行

說明 

一、年度經費

配置與規劃 

包含業務費、人

事費、設備費等

項目 

-- -- -- -- -- 請詳：報告書第 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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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面 分構面 衡量指標 
98 年 

達成值 

99 年

達成值

100 年

-101 年

目標值

102 年 

1 月底前

達成值 

效益說明 

二、每季支用

數 

-- -- -- -- -- -- 請詳：報告書第 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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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度(impacts) 

 

一、 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二、 技術創新（科技整合創新） 

三、 經濟效益（產業經濟發展） 

四、 社會影響（推廣效益、民生社會發展） 

 其他效益(科技政策管理及其他) (權重 100%) 

1.預估成果價值 

(1) 建置授權加值平台入口網：此一平台包括瀏覽採購區、加值工作區及推廣交流區，提

供加值工作者一個方便的平台環境。 

預期成效：不管商用或非商用的使用者都可以使用這個平台所提供的工具及網路環境

輕易的自行瀏覽採購所需典藏內容並透過聯合的授權窗口取得內容，進而利用加值工

具建構網站、經營網站、部落格或製作電子書等。 

(2) 設置瀏覽採購區：提供藏品快速檢索服務及簡易授權流程，讓使用者輕鬆取得藏品素

材。 

預期成效： 提供快速檢索功能、相關藏品推薦、購物車功能，預計完成效益如下： 

A. 結合聯合目錄系統、智財權盤點資料庫資料，導入知識化工程基礎建設，讓使用者

得以在授權加值平台之瀏覽採購區快速篩選出欲加值的典藏資源，同時透過關鍵詞

推薦、關鍵詞擴展、同義詞檢索、多語檢索等功能，提供更多相關素材給使用者，

提高藏品加值媒合機會。 

B. 研析數位內容鑑價機制，完成一套適合典藏機構的價格制訂模組，協助典藏單位設

定價格參數、提供範例的服務。 

C. 配合網路購物使用習慣，提供線上購物車核心功能，透過購物車橋接使用者與聯合

授權窗口，讓使用者在瀏覽過程中，輕易的把想要加值的資源加到購物車，透過系

統 Session 的操作，可以保證使用者在瀏覽過程中，購物車內容的一致性，接著完成

授權窗口所需資訊後，透過系統立即提交聯合授權窗口處理，以簡化授權流程。 

(3) 設置加值工作區：提供網站實用系統工具及長期維運服務，讓使用者充分應用藏品素

材。 

預期成效：針對授權加值平台獨特需求，建置智財權盤點資料庫及整合運用既有技術

平台進行客制化功能修訂或升級，預計完成效益如下： 

A. 運用 TELDAP 所完成或執行中之多項數位典藏核心技術與平台，諸如影音圖像管理

平台、電子書轉製技術、缺字網路處理技術、網站保存技術、Hyperlink Tagging Tool、
關鍵詞與資源對應模組、全文檢索等，透過此平台提供給加值應用者（Value-added 
Product Designers)一個方便的環境，得以在此環境下建構個人化網站、經營網站或

部落格等。 

B. 建置智財權盤點資料庫，透過授權加值平台提供藏品清楚智財權資訊，讓一般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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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能夠安心的使用與授權，進而擴充典藏素材之延伸效益。 

(4) 設置推廣交流區：提供素材加值應用案例、SNS 社群分享功能，激發使用者創意思考

等。 

預期成效： 

A. 為典藏創意產業建構一個資源集中、創意分享、資訊交流、專業互助、合作結盟、

國際交流的資源豐富與商機無限的空間，激化典藏產業跨業整合與商業加值應用。 

B. 藉由數位創意的產業鏈形成流通市集，俾以創造產業的經濟價值。 

C. 藉由法律諮詢 Q&A，協助使用者解決授權問題，促成智慧財產權意識提升。 

D. 由生活化的案例，讓典藏能走入生活，讓典藏素材成為業界加值應用的第一首選。 

 
2.貢獻度： 

 

(1) 降低使用者近用（access）困難 

為創造對一般使用者而言可便利獲得授權的創意加值平台，以收活化數位典藏之效，本

計畫藉由以下三步驟逐步建置聯合授權窗口：權利狀態之釐清、訂價資訊提供、內外部

授權契約擬訂。 

以過去 CCC 創作集商業應用為例：TELDAP 數位核心平台計畫自 2009 年起經歷 2 年

時間，延攬國內文創作家進行藏品內容轉換，以計畫宣傳推廣加值應用角度，共發行

CCC 創作集 4 期，獲得動漫社群喜愛及政府肯定。然發行過程中投注大量人力成本及

時間成本在不同單位之間取得授權卻未必能成功取得，如 CCC 創作集第 5 期共需 42
張圖卻分別來自 16 個機構單位，尚不包含因圖像授權受阻，改以其他圖像取代的授權

單位。16 個單位之分別執行情形：9 個單位完成授權、4 個單位無權授權或因未曾辦理

商業授權，以致無法授權、2 個單位因作業不及取消、1 個單位沒有回應。其中申請行

政程序 16 個不同單位而有所差異，透過公文往返、機構內部審核、出版本數預估、付

費、授權合約書雙方用印等繁複程序之後，仍不保證成功授權。 

(2) 促進典藏內容被延伸加值應用 

本計畫藉由整合各分項計畫所釋出的加值成果與技術服務，如，「核心檢索服務」、「示

範專題」、「電子書加值平台」等，有助於提升操作的便利性、激發使用者加值應用靈

感。 

(3) 完整並可永續經營的創意授權加值平台—以中研院典藏素材為例 

以過去 TELDAP 計畫成果來說，TELDAP 成果入口網累積三百多萬筆以上數位媒材，提

供展示與簡單應用，主要以學術研究、教育學習等非商用等訴求對象，不具商用平台購

物車功能。另一方面，數位典藏創意加值商用平台以商業應用為主要訴求，呈現挑選過

後的精緻典藏素材近八百筆，大部分無既定授權模式。 

本計畫嘗試結合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計畫過去所有相關成果，包括目錄、內容、

技術、著作權盤點、商用橋接等，建構一個完整並可永續經營的創意授權加值平台。這

樣的計畫構想以中研院試行，示範適用於商用與非商用兩種授權模式的聯合授權窗口，

透過單位之間行政程序整合，將授權過程簡易化，減少使用者與不同單位之間個別商議

成本，有助於典藏內容之延伸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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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與相關計畫之配合 

一、 本國家型計畫之合作 

TELDAP 計畫執行至今歷經兩期九年，執行成果包括典藏內容、技術系統服務、著作權盤

點、商用橋接等，本計畫將藉由數位技術研發與整合計畫、數位核心平台計畫、數位典藏

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數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計畫等分項計

畫釋出以下執行成果，整合建構創意授權加值平台。 

1. 典藏內容 

(1) 聯合目錄內涵四百萬筆多媒體典藏品 

(2) TELDAP 整體計畫建置 680 個以上的網站 

(3) 成果網站資源資料庫收錄 680 個以上成果網站資訊 

(4) 完成「安平追想 1661」、「天地宮」、「CCC 創作集」等 10 個應用示範專題 

2. 技術系統服務 

(1) 提供關鍵詞超連結標記工具（Hyperlink Tagging Tool）服務 

(2) 提供異地備份線上服務約 590TB 

(3) 電子書轉製平台  

(4) 建置 Vcenter、iPicbox 影音圖像管理服務 

3. 商用橋結 

(1) 權利盤點作業完成 4,020,352 筆權利資料 

(2) 創意加值商用平台具有商業加值之典藏素材累計達 654 筆 

(3) 創意加值商用平台創意市集加值商品累計近百件 

(4) 創意加值商用平台提供法律諮詢，並完成合約範本及合約產生器 
 

二、 非國家型計畫之合作（包含跨政府部會之合作） 

 

三、 其他國家型計畫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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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後續工作構想之重點 

 請說明後續階段工作預計執行的重點 

 請說明計畫之實際執行情形與預期工作之差異分析 

 
    本計畫目標旨在建置對使用者友善的授權加值平台，但在執行過程中充斥「使用便利性」

與「典藏單位需求及行政作業的可行性」的相互拉鋸，於計畫結案時所完成的平台雛形與預

期有所落差。計畫執行中遭遇之困難概分為以下五點： 
 

一、 典藏單位的參與意願 

     

    本計畫申請之初取得二、三、四、五分項合作共識，擁有技術資源以及數位授權與

媒合等專業協助，但團隊中欠缺數位內容管理單位。因此在計畫執行初期，我們尋求中

研院數位典藏推廣服務辦公室的協助，希望藉由此中研院內部單位居中洽談，然推廣服

務辦公室僅具備溝通聯絡窗口功能，是否參與本計畫仍尊重各典藏機構自主決定。 

 
        授權加值平台的構想，預期對典藏機構而言應具有多重誘因，如：增加典藏素材曝

光率，使典藏資源更容易被搜尋、合法使用；解決典藏資源未能充分利用、授權的疑義；

節省不同典藏機構重覆花費於授權機制之成本；協助建立明確的授權流程；產生自動化

授權數據，方便統計資源利用情形。然而，典藏計畫/機構因下列原因，對於加入授權加

值平台有所保留： 

 無藏品授權權限，如原住民影音檔案。 

 藏品類型僅有教育研究等非商用價值與用途，如民清史料、地方家族檔案。 

 雖未建立標準作業流程，但現行作業方式足以應付。 

 若將藏品授權本計畫平台對外授權，本計畫結束時是否能永續經營之疑慮。 

 過往侵權事件陰影，致使對外授權有所保留。 

 典藏單位仍擁有申請用途與使用方式的審查權限，並保有最終決定權。 

 參與過程可能會增加工作負擔，但無人力可支應。 

 若與本計畫合作，是否可與既有授權流程相容，如史語所。 

 

    知悉上述原因後，計畫團隊試圖提出相對應的解決方案，如：單位是否有權利授權，

本計畫提供權利盤點服務（困難描述詳如下述二）；改變授權流程使典藏單位保有最終決

定權（困難描述詳如下述三）。然而至計畫結束前，將藏品加入本平台的四個典藏計畫表

示，只願意將數位典藏品授權本平台至計畫迄日，其他典藏單位對於加入授權加値平台

仍沒有加入意願。13 

 

    本計畫認為，若要提高平台典藏量尚有以下事項待突破，這些亦為本計畫難以克服

的因素： 

1. 平台營運若以「計畫」執行，相較於以由一個常設單位執行，計畫的諸多不確

                                                 
13 詳見附件二「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問卷調查」，本調查為平台雛形完成後，將計畫成果提供中研院機構計畫參考

的同時所作的調查，問卷樣本數共 10 份，其中針對「貴單位若有數位化成果對外授權的意願，是否考慮委外經營或

與其他單位合作辦理?」之問題，7 個計畫「未考慮」，3 個/計畫「考慮或正在研擬中」，此 3 個計畫即是本計畫合作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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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致使典藏單位缺乏信任感而無意願釋出。 

2. 推動典藏單位釋出成果予授權加值平台有賴於實質誘因，典藏單位自評其典藏

品無商業化價值，釋出予授權平台需付出的人力及時間成本與回收效益不成正

比，因此沒有加入授權平台的誘因。 

3. 典藏單位期待平台能提供「成果媒合、智財法律諮詢、侵權案件處理、申請的

使用用途與實際使用用途處理方案、平台品牌推廣工作」等服務，上述服務有

賴長期經費挹注。 

 

二、 權利狀態確認與藏品標示 

1. 藏品的權利狀態是動態的，需有專人持續維護更新，而典藏計畫機構/計畫執行

人力有限，往往難以兼顧藏品權利管理工作，此外，智財權判斷需倚賴相關知

識，特定人才難尋，雖可透過「盤點暨法律諮詢團隊計畫」培訓，然執行人員

流動率高，專業知識難以承繼。由於確認藏品權利是否可安全釋出為必要程序，

本計畫與典藏計畫/機構於此事項進行溝通所耗費的時間成本與人力，超出計畫

執行前之預期。 

2. 國家型數位典藏計畫執行數位化工作已有多年，衍生各種型態、不同規格數位

典藏品，聯合授權窗口難以對既有藏品、衍生藏品進行規格統一化要求。既有

藏品編碼格式由各計畫自行管理，若典藏計畫未預料可將藏品對外授權，管理

方式則以保存、展示為限，即使同一計畫內的圖像類藏品，可能檔案規格不盡

相同。參與聯合授權窗口之典藏計畫/機構越多，對平台管理越增加額外負擔。

本計畫為此設計快速上架系統，然而此對典藏單位而言仍是一項行政負擔。 

 
三、 簡化與整合授權流程 

本計畫以中研院作為試行單位，其項下計畫眾多，各為其政，本計畫平台僅能在「購物

車選單規格化」、「外部授權契約規格化」兩個部分力求簡化，當申請案件回歸各典藏單

位審核時，授權平台對於「審查時效」無強制力。 

 
四、 金流與付款多元化 

    本計畫執行期間評估過多元付款的可能性，然而平台限於以計畫的方式執行，且試

行的典藏單位與平台計畫執行單位不同，更形困難。因刷卡機的申請有賴計畫執行機構

負責人的支持，而非可由計畫主持人逕行申請。 
    在金流設計上，即使採離線交易(現金付款)，收取授權金的帳戶須透過校方會計部

門，而本計畫案涉及的交易類型，所收取的授權金預期會是小額不定期入帳，此依實際

營運後的交易量而定，校方會計部門恐難有人力支應配合不定期入款對帳，以及開立收

據。另外在單筆訂單中，可能包含不同典藏計畫的授權金，同時需依相關法令將授權金

按比例分配給各權利人，此涉及跨計畫執行單位的會計作業，需仰賴校方與數位內容提

供示範的單位(中研院)的支持。因後端金流機制尚未建立，本計畫於執行期間未實施公

開營運。 
 

五、 個資管理 

「個人資料保護法」新修條文於 101 年 10 月 1 日起生效，依新法規定，需研擬個資安全處

理規定，並需有專人管理維護。然本計畫礙於時間與人力，未能將此納入後台流程規劃，

期待未來平台營運者將此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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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檢討與展望 

    整合 TELDAP 現有或執行中之技術系統及典藏內容，擴展為一個可以提供典藏內容中

著作權清楚且可授權之藏品檢索平台，並設計創造加值應用產品的便利環境，是本計畫自

許的目標。本計畫試圖整合上述各分項計畫已有或正在發展中的技術系統及典藏內容，並

加入必要之擴充功能，規劃並完成瀏覽採購區、加值工作區、推廣交流區三大區塊，以真

正落實『典藏內容』不知道的人也會來用，大家都能充分使用，並為典藏永續經營平台架

構奠下基石。 

    本計畫歷經約一年半時間，在計畫辦公室支持及跨分項計畫合作下，完成先導計畫研

究案，針對建立數位典藏藏品聯合授權窗口及結合購物車建立單一購物流程，確有其簡化

使用者授權流程的成效，但是目前平台仍面臨（1）藏品量不足，與聯合目錄藏品量相去甚

遠、（2）金流未能導入線上刷卡、（3）平台行銷通路尚未啟動等問題。14 

    有鑑於此，建議計畫辦公室在未來執行數位成果永續維運計畫時，能將本先導計畫之

研究成果納入，與聯合目錄、成果入口網結合以解決藏品量不足的問題。此外，希望借重

橋接計畫對於產官學研媒合的經驗，建立完善金流與物流機制，成功開啟行銷通路。 

                                                 
14 完整分析祥見本報告書第 86-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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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數位典藏鑑價工作坊課程滿意度問卷 
 

本問卷之目的是想了解您於上課後，對於本課程的滿意程度與建

議，期能提供後續課程安排及改進意見之參考。對您的寶貴意見，將採

不記名方式作答，因此，請您依照自己的看法放心填答，謝謝您的幫忙。

敬祝   身體健康、事事順心! 

 

壹、基本資料 

一、身分別(略過統計) 

□計畫辦公室 □第一分項□第二分項 □第三分項 

□第四分項 □第五分項  □其他_______________ 

 

二、課程名稱 

□Session 1：數位典藏鑑價概論(一) 

□Session 2：數位典藏鑑價概論(二) 

□Session 3：數位典藏鑑價程序─實例分享 

□Session 4：數位典藏授權計價─實例分享 
 

貳、問卷內容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尚 

可 

不 

滿 

意 

非

常

不

滿

意

一、課程內容 

1.課程內容符合您的需求      

2.課程內容之難易程度      

3.課程內容具有實用性      

二、講者部分 

1.講者對授課時間掌握情況      

2.講者對授課內容組織條理      

3.講者專業知識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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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尚 

可 

不 

滿 

意 

非

常

不

滿

意

4.講者的授課技巧與表達能力      

5.講者授課時的教學態度      

6.講者對學員課程上問題之解決能力      

三、課程規劃 

1.整體課程規劃能增進對鑑價基本之了解      

2.整體課程內容對於計畫之鑑價工作有所助益      

四、自我評量 

1.我認為上完此課程對我有實質的幫助      

2.本系列工作坊有助於提昇自己的工作能力      

3.對工作環境中所運用所學的新知識更具信心      

四、其他建議 

例如：教學、課程內容或對未來課程規劃…等方面的建議 

 

 

 

 

 

 

 

 

 

【本問卷到此結束，再次感謝您的填答】 

      主辦單位：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先導計畫（執行單位：政治大學智慧財產所） 

  協辦單位：中央研究院數位典藏推廣服務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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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TELDAP 問卷結果 
(問卷樣本數：共 10 份) 

第一部分：關於【貴單位/計畫數位化成果運用方式暨授權政策】 

 
一、 貴單位/計畫是否曾有將數位化成果對外授權的經驗？（含接洽、授權條件磋商、無償授權、

金流處理等） 
 

8 個單位/計畫曾經有將數位化成果對外授權的經驗，有 2 個單位/計畫(分別是語言典藏計畫

及數典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則未曾有過對外授權的經驗。 
數典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未曾有過授權的原因：本計畫主要工作之一維擔任院級數典授權窗

口，協助院內各計畫與產學界進行媒合及成果推廣，並無產出數位化成果;語言典藏計畫則為對未

曾授權的原因進行說明。 
 

二、 貴單位是否有進行數位化成果的管理、維護，並發展出標準化作業模式？ 
 

8 個單位/計畫有將數位化成果管理、維護等作業模式，有 1 個單位/計畫(數典推廣與技術服

務計畫)則未曾有過對外授權的經驗，有 1 個單位/計畫(台灣民族誌數位影音典藏計畫)正在研擬

中。 
數典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未曾有過授權的原因：本計畫協助院內各計畫成果對外授權，數位

化成果維護及管理權仍屬各計畫自行負責處理；台灣民族誌數位影音典藏計畫則未對研擬中的進

度或著手進行標準化作業模式的內容進行著墨。 
 

三、 貴單位若有就數位化成果進行管理、維護，其作業流程包含：(可複選) 

 
 
 有專屬保存數位化成果的硬體設備：8 
 數位化成果有統一尺寸格式：7 
 已建置自動化資料庫系統可搜尋、編修特定資料：6 
 已建置數位內容的智慧財產權利狀態盤點資料明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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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位化成果有依授權條件分類：2 
 其他：2 
 定期針對數位內容的權利變動狀態進行維護(含授權記錄)：1 
 已建置自動化資料庫系統並已可以、或可擴充記錄對外授權的狀態：1 

 
其中其作業流程最完整的計畫/單位為：史語所學術創新數位深耕計畫， 每個指標流程都具

備；其次則為台灣本土植物數位典藏計畫、地圖與遙測影像數位計畫、臺灣檔案文獻數位典藏與

加值應用計畫、近代外交經濟檔案暨名人知識庫數位典藏計畫，此 4 個單位/計畫都具備有的流程

為 1.數位化成果有統一尺寸格式及 2. 有專屬保存數位化成果的硬體設備，其次才是 3.已建置自動

化資料庫系統可搜尋、編修特定資料及 4. 已建置數位內容的智慧財產權利狀態盤點資料明細；再

次為台灣民族誌數位影音典藏計畫、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台灣本土貝類之數位典藏與語言典藏計

畫，其都已經有 1.專屬保存數位化成果的硬體設備，2.已建置自動化資料庫系統可搜尋、編修特

定資料及 3.數位化成果有統一尺寸格式次之。 
 
數典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因為性質的緣故，其流程主要是建立院級聯合目錄─數位典藏資源

網，彙集院內參與計畫之數典成果，提供外界檢索查詢、流覽等功能。至於台灣本土魚類之數位

典藏計畫則未對其計畫提出任何與標準化流程相關的表示。通盤來看，在進行權利維護的週期部

分並未得到正面的回覆，因此不清楚各計畫/單位約在幾周間進行進行成果盤點之後的權利維護，

關於授權條件分類的部分也非常罕見，只有近代外交經濟檔案暨名人知識庫數位典藏計畫表示為

性質分類，其餘則未知。  
 

四、 貴單位是否有辦理授權業務的標準化作業模式? 

 

8 個單位/計畫有過辦理授權業務的標準化作業模式，有 2 個單位/計畫(分別是台灣民族誌數

位影音典藏計畫及數典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則未曾有過對外授權的經驗，前者是因為正在研擬

中，後者則是授權作業需遵照各所中心所訂之作業模式及規範辦理。 
 

五、 貴單位若有辦理數位化成果的授權業務，其包含：(可複選) 

 

 
 常設性的授權承辦人員：8 (大致上為 0.5-1.5 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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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格化的授權契約與相關表單：7 
 設有公開的授權窗口：6 
 *授權項目與計費標準：5 
 符合*範圍內的授權案件，由承辦人員審核，無需上呈主管裁示：3 
 其他：2 
 超出*範圍外的授權案件，另有明確的處理程序：1 

 
臺灣檔案文獻數位典藏與加值應用計畫在辦理數位化成果授權業務的內 

容最為完整，其在超出*範圍外的授權案件訂有明確的程序：經承辦人員判定為範圍外之授權案

件，由承辦人員直接回覆申請者不受理該項案件；其次是台灣民族誌數位影音典藏計畫、地圖與

遙測影像數位計畫、史語所學術創新數位深耕計畫及近代外交經濟檔案暨名人知識庫數位典藏計

畫都有 1.常設性的授權承辦人員、2. 規格化的授權契約與相關表單及 3.設有公開的授權窗口。在

數典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部分，其授權業務為：將外界之授權需求轉介藏品管理單位進行後續處

理，申請件由各所自行審核並決定准駁與否。若各所有提出需與院方公共事務組一同協助議約、

授權等相關事宜，則配合辦理；語言典藏計畫則是依據依院及所的規定辦理。 
 
六、 貴單位是否有將授權工作納入常設業務中? 

6 個單位/計畫有將授權工作納入常設業務中，有 4 個單位/計畫(分別是台灣民族誌數位影音

典藏計畫、地圖與遙測影像數位計畫、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台灣本土貝類之數位典藏及語言典藏

計畫)則沒有，原因在於人力不足與尚在研擬中。 

 

七、 貴單位若有數位化成果對外授權的意願，是否考慮委外經營或與其他單位合作辦理﹖ 

 

7 個單位/計畫未考慮委外經營或與其他單位合作，原因如下： 
 因為現行之授權方式已運作良好 (台灣本土植物數位典藏計畫) 
 因為為確保資料使用的正當性與尊重當事人的隱私權 (台灣民族誌數位影音典藏計畫) 
 暫無具體施行辦法 (臺灣檔案文獻數位典藏與加值應用計畫) 
 資料屬性不適合委外經營或合作辦理 (近代外交經濟檔案暨名人知識庫數位典藏計畫) 
 數未畫成果管理權為各所中心所有，本計畫無法逕行授權(再授權) (數典推廣與技術服務計

畫) 
 
3 個單位/計畫考慮或正在研擬中委外經營與其他單位合作，原因如下： 

 節省人力及作業負擔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台灣本土貝類之數位典藏) 
 配合所方政策執行 (台灣本土魚類之數位典藏計畫) 

 
 
第二部分：關於【聯合授權窗口之服務暨規畫】 

 
一、 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建置的聯合授權窗口如果提供以下服務，對貴單位而言哪些符合需

求？(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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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權項目暨訂價規畫：6 
 提供下載/媒合數據：6 
 金流處理：4 
 協助數位內容的權利盤點：3 
 其他：2  

    主動行銷、擴大授權成果 (地圖與遙測影像數位計畫) 
成果媒合、智財法律諮詢、侵權案件處理、申請的使用用途與實際使用用途不符的處理

方案、平台品牌推廣工作 (數典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 

 
二、 對貴單位而言，影響您是否加入聯合授權窗口的因素前三項為：(以數字表示) 

 
01 政府相關法令政策配套措施 
02 可簡化典藏單位辦理授權業務的行政負擔 
03 參與聯合授權窗口是否能達到推廣效果、增加藏品曝光率 
04 可提供法律諮詢與協助 
05 配合所方政策 
06 聯合授權窗口是否會向典藏單位收取管理費用 

三、 如貴單位考慮將數典授權業務委外，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開發了「快速上架系統」，系統

中的數位藏品來自於各機構計畫於聯合目錄中被系統 Cache 成功的圖檔，各機構計畫使用專

屬的帳號密碼進入後系統後，可以再次確認藏品資訊，並可選擇採用該圖像欲採取的授權方

式「創用 CC（6 種）」、「非營利使用」或「營利使用」，勾選同意後即完成上架。此方式是

否有助於貴單位上傳數位內容？ 

 
4 個單位/計畫認為有幫助，3 個單位認為沒有幫助，3 個單位認為尚可，其個別原因如下： 

 
認為沒有幫助的單位/計畫有史語所學術創新數位深耕計畫、近代外交經濟檔案暨名人知識庫

數位典藏計畫及臺灣檔案文獻數位典藏與加值應用計畫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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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需一筆筆選擇授權方式增加相關同仁工作負擔，建議可批次處理 (史語所學術創新數

位深耕計畫) 

 公文書數量太大，私文書需依個案處理 (近代外交經濟檔案暨名人知識庫數位典藏計畫) 

 
認為尚可的計畫/單位有地圖與遙測影像數位計畫、數典推廣與技術服務計 

畫及台灣本土魚類之數位典藏計畫回覆： 

 應改善於聯合目錄上直接加掛授權方式，而非另外建立資料庫 (地圖與遙測影像數位計

畫) 

 若能提供系統批次方式取代手動逐筆點選設定，可大幅降低各機構計畫需投入之人力作

業負荷 (數典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 

 若藏品數量多，勾選的效率恐待克服 (台灣本土魚類之數位典藏計畫) 

 

四、 TELDAP 授權加值平台為了便利使用端，提供線上購物車服務，使用者在購物流程中選定授

權需求並遞出後，會出現定型化授權契約表單以及使用者資料供各單位進行核駁與聯繫。此

服務是否有助於貴單位加快授權流程？ 
 

5 個單位/計畫認為有幫助，3 個單位認為沒有幫助，2 個單位認為尚可，其個別原因如下： 

認為沒有幫助的單位/計畫有史語所學術創新數位深耕計畫、臺灣檔案文獻數位典藏與加值應

用計畫及近代外交經濟檔案暨名人知識庫數位典藏計畫回覆： 

 所方已有授權系統，本計畫配合所方政策及制度，如所方有意願仍需考量如何整合系統，

方能評估 (史語所學術創新數位深耕計畫) 

 
認為尚可的計畫/單位有地圖與遙測影像數位計畫及台灣本土魚類之數位典 

藏計畫回覆： 

 應改善授權加值平台應與聯合目錄整合 (地圖與遙測影像數位計畫) 

 尚無實務經驗，難以明確答覆 (台灣本土魚類之數位典藏計畫) 

 
五、 其他建議或意見： 無 

 
第三部分：關於【計價公式－分類項目及計價原理】 
 
一、 對於「使用目的」分類是否滿意？ 

 
2 個單位/計畫滿意，6 個單位/計畫無意見，地圖與遙測影像數位計畫認為 

應擴充一些政府出版品、公文書(如地圖、航照等)可能民眾申請的事由做為法律證明使用，這一

類型沒有在授權範圍內。 
 
二、 對於「應用標的」分類是否滿意？ 
 

8 個單位/計畫無意見，1 個單位/計畫表示滿意，台灣本土魚類之數位典藏計畫未表示任何意

見。 
 

三、 對於「使用方法(授權條件參數項目)」之分類是否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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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個單位/計畫無意見，1 個單位/計畫表示滿意，台灣本土魚類之數位典藏計畫未表示任何意

見。 
 
四、 計價結果是否符合期待？ 

 
     8 個單位/計畫無意見，1 個單位/計畫表示有符合期待，無需調整並可試行， 
台灣本土魚類之數位典藏計畫未表示任何意見。 

 
五、 承上題四，若計價結果有待調整之處，請舉例說明（請以自身嘗試之經驗為例）：無 

 
六、目前訂價基數統一暫定為 1,000，以於平台網站上作推廣 
    示範之用，關於此基數設定之設計是否滿意？ 
 

2 個單位/計畫無意見，2 個單位/計畫表示滿意，近代外交經濟檔案暨名人知識庫數位典藏計

畫認為計價太複雜、應簡化，3 個單位/計畫認為應擴充，其中數典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認為應增

加如藏品珍貴程度高低等之參數或條件計價。臺灣檔案文獻數位典藏與加值應用計畫與台灣本土

魚類之數位典藏計畫未表示任何意見。 
 

七、對本計價公式整體接受度約為 _7.25_ 分 (滿分為 10 分) 
 
只有 4 個單位/計畫回應，分別是台灣本土植物數位典藏計畫 7 分、台灣民 

族誌數位影音典藏計畫 8 分、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台灣本土貝類之數位典藏 9 分及語言典藏計畫

5 分，其餘單位/計畫未評分。另，史語所學術創新數位深耕計畫回應計價公式目前難以評估，故

接受度未填寫 。 
 
八、其他意見或建議： 
 評價未分國內及國外使用，建議國外使用價格一併制定 (史語所學術創新數位深耕計畫) 

 購物車系統頁面應該提供使用者相關訊息，如「圖像資訊(解析度、長寬 pixel 等)」、「作業時

間」、「預告下一階段將進行的作業內容」等 (數典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  
 應事先和參予先導計畫的各數點計畫主持人確認系統操作介面、授權流程、計價方式、金流

等內容，以了解各數典計畫對平台建置的意見與想法，並進行必需的調整及修改 (數典推廣

與技術服務計畫)  
 使用者身分驗證作業、物流(圖像提供)作業方式需納入流程規劃研議 (數典推廣與技術服務計

畫)  
 如何規範申請者錯誤使用圖像用途，例如，實際使用用途為營利，蛋式卻申請非營利 (數典

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 
 應提供填寫製作物名稱的欄位 (數典推廣與技術服務計畫)  
 建議使用方法的大小及發行量能標出計量"單位"，較不易有爭議 (台灣本土魚類之數位典藏

計畫) 
 若申請"數量"超過上限很多時，平台會如何處理呢？例如：壓製光碟 10 萬片 (台灣本土魚類

之數位典藏計畫) 
 建議非營利使用目的應用標的也能與營利目的一般詳細列出所有選項，以便使用者操作平台

時能了解每個選項之涵蓋範圍，同時可讓我們多一些了解使用者力用於何處 (台灣本土魚類

之數位典藏計畫) 
因平台選項目前每張照片只預設一個條件作計價基準，建議平台可能需要在某處提供使

用者範例說明，例如一張照片同時要做非營利廣宣(500 元)及加值(500 元)，則需要獨立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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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兩次，總計 1000 元。或者，直接做一引導視窗詢問使用者此張照片是否還作其他用途，

進而引導再操作另一申請頁面 (台灣本土魚類之數位典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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