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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來，國科會所推動的數位典

藏計畫，已累積了相當可觀的數位化成

果，國史館（以下簡稱本館）身為計畫

當中的重要典藏機構，這些數位化的檔

案將要如何利用，除了供研究人員或學

者查詢外，是否有加值利用的價值，這

樣的課題其實也是現今數位典藏工作所

關注的重要課題。對於沒有市場經驗與

行銷能力的典藏機構來說，將數位典藏

品授權給廠商利用，可說是兼顧成本與

風險的最佳方式，本文希望藉由相關法

律與本館業務方向來探討數位典藏授權

的實行方式。

壹、「授權」的意義

授權的定義乃是智慧財產權利人將

自己權利的利用及收益權，設定給予被

授權人實施，而自己仍保有智財權利人

的地位。
1
若再細分，可分為專屬與非專

屬授權，專屬授權就是在授權契約所約

定之範圍內，將整個利用與收益權設定

給予被授權人，而非專屬授權則是將部

1 王珮儀，「數位典藏授權與應用」，2009數位
典藏授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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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典藏授權的探討

周國敬*

分的利用與收益權設定給予被授權人。
2

「授權」一詞在財產法中的技術意

義，是指單方面地允許對他人財產的使

用。現今一般人將使用專利或智慧財產

的「授權」當成契約，由授權人提議和

使用人交換承諾，法律辭典對「授權」

所下的定義為：「授權乃是給予他人許

可，做法律上授權人原可禁止的事。」
3

根據「著作權」第37條第1項規定：

「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

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

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其

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

在數位典藏品的管理方面，授權

行為常用於以下情形：典藏單位擁有一

件圖像或影音檔案的著作財產權，而他

人欲將這個檔案當作素材使用在他的作

品中，或製成加值商品，就需要洽談如

何進行授權的行為；這與另一個法律用

詞「讓與」不同，「讓與」是指原智慧

2 賴文智，〈智慧財產權與民法的互動──以專

利授權契約為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9年）。

3 Steven H. Gi s, Law Dictionary (New York:
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 Inc., 1984, 2nd
edition).

* 國史館審編處計畫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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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所有人，將其所有地位移轉予受

讓人之處分行為，例如在雇請他人從事

創作時，會先簽署一份「著作權讓與

書」，以確保出資者可以獲得受雇者在

工作期間創作品的全部權利。

貳、為什麼要授權？

根據國史館數位典藏計畫的中程

綱要指出，數位典藏的目的乃利用最新

資訊技術，將本館現藏檔案文物，分年

分期編目建檔、影像掃描，產出數位資

料，並利用數位資料永不失真褪色、可

快速加工複製及多樣化呈現的特性，一

則達到永久典藏的目的；再則支援本館

同仁修史研究，有效提升修纂國史水

準；三則該數位檔案具有可上載網際網

路的潛力，能提供各界人士查詢應用。

而參與數位典藏計畫的宗旨，就是

將本館現藏國家檔案與總統文物進行數

位化處理，建立符合國際通用標準規格

之國家數位典藏系統；並以國家數位典

藏系統促進我國人文與社會、產業與經

濟的發展。因此，珍貴史料文物數位化

之後，除了有著維護、保存的作用，也

具有推廣研究及教育上的使命。目前這

些數位產出大多提供本館研究人員使用

與學者來館線上查詢，近年來本館也將

數位化檔案應用於各項政府主辦的展示

活動上，以及與產業界合作開發加值商

品，如「國史特藏系列DVD」與「異人

的足跡系列旅遊影音商品」等。從本館

參與數位典藏計畫的目的來看，除了學

術研究使用外，將數位典藏品加值利用

也是一種對外運用的方式，但考量本館

的市場經驗與行銷能力來說，將數位典

藏品授權給廠商利用，將可提供較低成

本與最小風險的利用方式。

叁、可以將數位典藏品授

權嗎？

本館為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

之典藏機構，是否就可將本館所有的數

位化檔案加以授權呢？我們可以從法理

與政策面來分別討論。

就法理來說，這必須檢視該項被數

位化的典藏品之著作權狀態，根據著作

權法，政府的公文檔案並無著作權，因

此並非著作權法所保護之客體，但是數

位化總統副總統文物當中的收藏品，就

可能涉及著作權歸屬的問題，本館雖有

史料之典藏、應用、展覽、管理、參考

諮詢事項的任務，倘若本館並未取得

著作財產權，就無法進行任何授權的

行為。

另外就政策面來看，數位典藏的功

能若要完全發揮，就需要政府典藏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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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民間業者共同推動文化創意產業，

典藏機構若能採取較開放的授權政策，

主動地規劃各項授權的機制，並藉由詳

細的盤點工作，避開侵害著作權的可能

性，積極地參與各項產學合作或橋接計

畫，便可充分享有參與數位典藏計畫的

最大效益。

肆、可否收取授權金？

數位典藏品的授權應用與授權金的

收取，都必須參照現有的法規，如國有

財產法、科學技術基本法、科學技術研

究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與規費法，便可

以釐清本館執行授權工作的法源根據：

一、國有財產法

依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民國92年2月6

日，臺財產局接字第8900025659號函釋：

各機關（政府）經管之國有公用財

產，原則上，依國有財產法第11條、第

28條及第32條規定，應由管理機關依預

定計畫及規定用途或事業目的，直接管

理使用，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

其中所謂的「處分」，依國有財產

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係指出售、交

換、贈與或設定他項權利而言。至於收

益則須符合國有財產法第28條但書或其

他法令規定（如行政院核定高雄市立小

港醫院委託民間經營案例），始得據以

辦理。

第28條但書規定「國有財產之收益

不違背其事業目的或原定用途者，不在

此限。」

因此，本館的典藏品授權與收取授

權金，需要思考是否符合國有財產法施

行細則第28條之但書。

二、科學技術基本法

根據科學技術基本法第6條第1項規

定：「政府補助、委辦或出資之科學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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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之智慧財產權與成果，得將全部或一

部歸屬於研究機構或企業所有或授權使

用，不受國有財產法之限制。」

我們也需要考量該法是否可以將本

館的數位化作業產出，視為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發展之行為？是否能不受國有財

產法限制？

三、科學技術研究成果歸屬及運

用辦法

本館的數位典藏計畫為國科會所

資助，因此相關典藏品的管理及運用，

可依循科學技術研究成果歸屬及運用辦

法，關於研究成果使用權限的條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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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數條：

第5條：資助機關或執行研究發展

之單位依第3條第1項規定取得研發成果

者，應負管理及運用之責。前項研發成

果之管理及運用，包括申請及確保國內

外權利、授權、讓與、收益、委任、信

託、訴訟或其他一切與管理或運用研發

成果有關之行為。

第8條：依第5條第1項規定負研發成

果管理及運用之責者，於辦理研發成果

讓與或授權時，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再為讓與或授權者，亦同。但以其他方

式為之，更能符合本法之宗旨或目的

者，不在此限：

一、以公平、公開及有償方式為之。

二、以公立學校、公立研究機關

（構）、公營事業、法人或團體為對象。

三、在我國管轄區域內製造或使用。

第10條：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因管

理或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之收入，應依

下列方式為之；但經資助機關與執行研

究發展之單位約定以其他比率或以免繳

方式為之，更能符合本法之宗旨或目的

者，不在此限：

一、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為公、私立

學校、公立研究機關（構）者，應將研發

成果收入之百分之二十繳交資助機關。

二、其他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應

將研發成果收入之百分之五十繳交資助

機關。資助機關補助、委託或出資金額

佔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五十以下者，前項

應繳交資助機關之比率，得由資助機關

與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以契約約定或免

繳之。依前二項規定應繳交資助機關之

收入，得以所獲得之授權金、權利金、

價金、股權或其他權益為之。

第13條：公立學校、公立研究機關

（構）自行進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

取得研發成果者，其管理及運用、讓與

或授權，準用第5條及第8條規定。

四、規費法

有些機關援用規費法來執行收取授

權費用，但規費法並非可授權或收取授

權費的法源依據，因為該法第8條所適用

的使用規費項目中並未包含智慧財產權

的授權，相關法條如下：

第8條：各機關學校交付特定對象或提

供其使用下列項目，應徵收使用規費：

一、公有道路、設施、設備及場所。

二、標誌、資料（訊）、謄本、影

本、抄件、公報、書刊、書狀、書表、簡

章及圖說。

三、資料（訊）之抄錄、郵寄、傳



國史館館訊04期

35

檔
案
博
物
管
理

輸或檔案之閱覽。

四、依其他法律規定應徵收使用規

費之項目。

伍、如何授權？

茲將授權相關事項說明如下：

一、盤點工作

並不是每件由本館數位化的檔案都

可授權，有時本館僅有該典藏品的所有

權，但沒有著作財產權，例如：總統文

物中的經國先生的畫作，雖然所有權已

移交至本館，著作財產權卻仍屬經國先

生本人所有，依著作權法第30條：「著

作財產權，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存續於

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五十年。

著作於著作人死亡後四十年至五十年間

首次公開發表者，著作財產權之期間，

自公開發表時起存續十年。」因此，經

國先生的家人依然保有該畫作的著作財

產權，任何的授權行為都要得到著作財

產權人的同意。

在數位典藏品授權前，需要先訂定

一套數位化的標準程序以及數位化檔案

的管理規則，並清點所有檔案的權利狀

況製成盤點表，按表逐一填寫館藏數位

化檔案之所有權與著作財產權等相關權

利。在未來要進行授權工作前，就可以

快速正確地查詢到檔案的權利狀況，以

用來評估是否進行授權工作或是需要取

得其他的權利。

國科會也成立了盤點暨法律諮詢團

隊計畫，協助各典藏機構進行盤點作業，

藉著舉辦盤點工作坊，使得參與數位典藏

工作的人員，更加瞭解著作權的相關法律

與各機構所需進行的盤點工作。

二、成立授權委員會或委外經營

著作權授權工作是一件牽涉到法律

專業知識的事務，若能在組織內規劃成

立一個委員會，進行授權行為的評估與

諮詢，透過此一機制，也能有效地控管

數位典藏品。

授權委員會可發揮許多功能，如舉

辦宣導活動，加強館內同仁對授權行為

的知識，委員會也可以向館長等主管提

供相關授權建議，或決議本館的授權政

策與授權準備事項，本館也可透過此委

員會洽詢外部法律專家與商業授權專家

之意見。

三、建立使用與授權的規則

在進行授權行為前，建立一套使用

與授權規則，可以安全有效地使用數位

典藏品，並避開各種侵犯智慧財產權的

風險。首先我們需要藉由釐清典藏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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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情況來區分授權類型，一般來說權

利情況可分為下列兩種：
4

1.本館同時享有典藏品的所有權與

智慧財產權等權利。

2.本館僅享有所有權，無足夠權利

來授權，這時可選擇「所有權保留，但

不授權」，或者是「備齊契約文件，取

得權利人的權利或得到授權」的方式。例

如：在本館所藏的總統文物中，有兩幅楊

恩典小姐致贈經國先生的書法立軸，雖然

所有權已移交至本館，著作財產權卻仍屬

楊恩典小姐所有，雖然依據著作權法第

57條「美術著作或攝影著作原件或合法

重製物之所有人或經其同意之人，得公開

展示該著作原件或合法重製物。前項公開

展示之人，為向參觀人解說著作，得於說

明書內重製該著作」，本館可以在舉辦展

覽時將這兩幅作品展出，並將作品掃描成

數位化的檔案印刷於展覽手冊中，但這並

不表示本館具有該作品的重製權，或有授

權的權利，也就是說要將作品複製展示或

授權他人使用，都需要得到楊恩典小姐的

授權同意。

四、規劃授權方式

授權交易進行的方式，可選擇本館

4 王珮儀，「數位典藏授權與應用」，2009數位
典藏授權工作坊。

自行管理或是委外經營，自行管理可由

專人依個案方式洽談，或架設一個資料

庫，用線上方式查詢與申請。若館內無

相關專業人員，也可考慮委外處理，將

授權事務交由專業著作權經理公司，由

專業法務人士代理進行授權業務。

五、擬定契約與鑑價

我們可以就授權之標的、種類擬定

合適的契約，一般來說授權的標的為典

藏品的著作財產權，而授權的種類則有

多樣化的選擇，常見的包括是否為專屬

授權或獨家授權、原授權或再次授權、

國內授權或國際授權等。契約的訂定需

充分納入雙方的意見，並通過法務專業

人員協助審閱，而授權契約的內容，一

般性的條款包括契約標的、數位著作交

付方式、授權方式與範圍、授權時間與

地區、使用限制等。目前國科會已提供

了一套契約範例做參考，依授權方式區

分為下列幾種範本：
5

1.線上資料庫使用契約（允許任意

複製）：此種契約乃於線上建立數位著

作資料庫，讓被授權者直接下載使用，

且不限制使用方式。適合向學校圖書館

5 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數位典藏內容

授權契約範本，網址：http://www.ndap.
org.tw/1_newsletter/about/authorization.
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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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研究機構授權，以供學校和研究機構

內人員使用。

2.線上資料庫使用契約（只准複製

兩份）：此種契約乃於線上建立數位著

作資料庫，讓被授權者線上閱讀，並透

過使用介面允許複製兩份（例如列印兩

份），若想多印兩份則需另外付費取得

授權。適合向學校圖書館或研究機構授

權，以供學校和研究機構內人員使用。

3 .線上資料庫使用契約（不准複

製）：此種契約乃於線上建立數位著作

資料庫，讓被授權者線上閱讀，但透過

使用介面不允許複製（列印），若要複

製則需要繳費。此契約適合向學校圖書

館或研究機構授權，以供學校和研究機

構內人員使用。

4.個人授權契約：針對個人授權契

約，授權對象為個人，主要供個人為非

營利及非商業的使用。

5 .商業授權契約：針對營利者授

權，供被授權者營利使用。

6.公益版：針對公益使用來授權。

7.線上簡易授權契約（商業版、個

人版、公益版）：此契約乃是透過網路使

用介面，直接在線上供被授權者閱讀後，

按鈕同意授權契約。

8.數位資產委託授權契約：典藏機

國科會數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分項所整理的授權契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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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典藏授權的探討——以國史館為例

錄片拍攝的素材大多不具有再授權之權

利，且避免史料詮釋遭扭曲，因此授權的

方式為全片完整播出，不得修改剪輯，而

授權金的鑑價則以特定時間內播放的次數

制訂。

二、數位圖檔

1 .本館於製作98年國史影音大系

「存亡關頭──1949年的中華民國」

時，以交換方式授權吳興鏞先生使用本

館「蔣中正總統文物」中可公開閱覽之

數位圖檔90張，供其個人學術研究與出

版之用，於授權書除列出授權標的的清

單外，並加註研究發表或出版時應於圖

檔下方或另表註記該圖檔來源為國史館

及典藏號編號。

2.中研院胡適紀念館於98年為編輯

《蔣中正總統與胡適先生史料彙編》一

書，同樣以交換檔案方式申請授權使用

本館「蔣中正總統文物」中有關胡適之

史料478頁，授權書除列出授權標的的清

單外，並加註研究發表或出版時應於圖

檔下方或另表註記該圖檔來源為國史館

及典藏號編號。

柒、結論

數位典藏的授權可說是珍貴史料數

位化工作的實際應用之一，國科會數位典

關不直接進行授權業務，而委託第三人

代為處理數位典藏內容之授權業務。

除了訂立一個適合的契約外，數

位典藏品授權的價格，還需要經由無形

資產鑑價的過程來決定，授權委員會可

選擇一個適合的評價基礎，例如依照取

得成本估算其經濟價值或參考市場上類

似交易的價格，亦可多方面評價典藏品

的經濟價值，最後估算出合理之授權價

格，以符合公平合理且有效運用數位典

藏資產的原則。

陸、本館授權實例

一、紀錄片

1.本館出版之「爭鋒──蔣中正的

革命風雲」、「蔣經國總統」、「驟變

1949──關鍵年代的陳誠」等3部紀錄

片目前授權於中華電信MOD互動電視

平臺、中國電視公司數位臺頻道等虛擬

通路，進行線上付費收視或下載，另按

新聞局規定MOD平臺視同有線電視頻

道，因此授予公開播映權，而非公開傳

輸權。

2.97年中天電視公司申請授權「爭

鋒──蔣中正的革命風雲」、「蔣經國總

統」、「驟變1949──關鍵年代的陳誠」

等3部紀錄片於該公司頻道播出，由於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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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國家型計畫下也設有授權平臺與規範機

制推動計畫，但這項業務涉及著作權法等

相關法規，一般單位大多無專業人員辦

理，甚至稍一不慎就有可能侵權觸法，但

是隨著我們逐一思考與釐清關於授權行為

的各方面的問題，可以對整個豐富且珍貴

的數位典藏做更有效的管理與應用。

也許不久的將來臺灣會有類似

世界數位圖書館（Wo r l d D i g i t a l

L ib ra r y , WDL）或歐洲數位圖書館

（Europeana）一樣的平臺，來自全

球各地的使用者，可以藉著網際網路無

遠弗屆的功能，發掘這些珍貴的歷史資

料，並經由完善的授權機制，將這些典

藏品的價值發揮到最大的效益。

數位典藏品授權流程圖

是

否

是

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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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視聽資料編目作業實務探討——以李登輝總統視聽資料為例

本文擬探討視聽資料數位化流程，

並以李登輝總統視聽資料（以下簡稱李

總統檔案）為例。李總統檔案，原始載

體格式計有VHS影帶404捲、BETA影帶

14捲、FD影帶1捲，由於原始載體格式多

樣不一，目前已將影帶數位化轉檔，共

有406片DVD光碟，其收錄時間自李登輝

總統民國77年1月13日繼位為中華民國第

七任總統起，至民國89年5月20日第九任

總統任期屆滿止，歷時十三年，內容豐

富多樣，包括演說、接見國內外訪客、

內政視察、外交行程、隨行人員側錄與

國內外媒體製作的新聞專輯⋯⋯等。就

編目工作言，相關人員經過二年多來的

努力，已經完成李總統視聽檔案編目建

檔工作，計國內活動6,432件、國外活動

67件、綜合專輯26件、其他2件等，總計

6,529件，如圖1所示。

圖1：李總統檔案編目件數圖

壹、前言

國史館（以下簡稱本館）依據「總

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為我國主管總

統副總統文物的專責機關，依法採集各

種具有豐富內涵的珍貴總統文物。為能

讓全民方便使用，將館藏史料文物數位

化以永續典藏與加值應用，是本館刻不

容緩的工作。本館自民國91年起參與

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執行

「典藏國家檔案與總統文物數位化中

程計畫」，完成「國民政府檔案」、

「蔣中正總統文物」、「蔣經國總統文

物」、「資源委員會檔案」、「臺灣省

政府地政處檔案」等5個全宗檔案的數位

化。96年「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邁入第二期，本館參與之「拓展臺灣數

位典藏分項計畫」，係以「建置呈現臺

灣文化、社會與自然環境之多樣性的數

位內容」為目的，緣此，接續進行「總

統文物多元精緻文化探索與深耕計畫」

（98年更名為拓展臺灣數位典藏──總

統文物與珍貴史料數位建置計畫），本

計畫除了繼續進行文件、照片的數位化

工作外，更增加內容主題的廣度，以器

物、書畫、人類學文物、視聽影音資料

為數位化的標的。

國史館視聽資料編目作業實務探討
——以李登輝總統視聽資料為例

黃靖雯、鐘淑如、許原彰*

* 國史館審編處專案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