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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治大學近年來積極發展數位典藏計畫，為提昇其有效加值應

用，而進行智財藍海策略研究。然而在數位典藏加值時，卻面

臨許多智慧財產管理問題。本研究緣自智財藍海策略研究計畫，

旨在探討政大數位典藏之智財管理機制與模式，研究範圍包括政

大數位典藏計畫、數位內容計畫與資料庫，主要研究目的包括：

㈠探討政大數位典藏計畫智財價值與管理。㈡調查政大數位典藏
計畫與資料庫現況。㈢研究政大數位典藏與資料庫的智財管理問
題。㈣建議數位典藏之智財管理與機制。㈤對政大未來的智財管
理中心提出建議。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與焦點團體訪談法，首先

調查政大數位典藏與資料庫現況，選取重要個案，蒐集資訊分析

與智財問題。其次舉行焦點團體訪談，邀請數位典藏計畫建置單

位與學者專家共同研討。調查研究發現政大有23個單位建置60種

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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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與數位典藏網站，從中選擇5個案進行研究分析。焦點團體
訪談從四方面討論：數位典藏發展策略；數位典藏建置問題解決；

數位典藏加值應用模式；與智財權保障機制。最後總結個案研究

與焦點團體訪談結果，對數位典藏應用的智財管理機制與策略提

出建議。

關鍵詞： 數位典藏，數位圖書館，數位內容，數位學習，智慧財
產管理

一、問題背景與研究動機

隨著網際網路普及與資訊基礎建設推動，近年數位圖書館與數位典藏計

畫引起全球風潮，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日本、澳洲等國積極發展，聯合

國更大力提倡世界遺產數位保存活動。我國也熱烈響應推動多項大型計畫，如

「數位博物館計畫」、「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與「數位圖書館與數位學習計畫」

（王梅玲，2004）。數位時代數位內容大量產生，許多珍貴的國家文化資產值得
典藏保存。我國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以典藏重要文物、保存傳統文化為主要目

標，並將重要典藏品循序漸進建置國家數位典藏，以促進我國人文社會產業與

經濟發展（項潔，2003），是以數位典藏計畫值得推廣發展。
蔡永橙（2007）界定數位典藏「是指將有保存價值之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

過數位技術加以保存與應用。在數位典藏系統中，所有的典藏資訊均以數位形

式保存」。數位典藏保存形式的資料範圍相當廣泛，凡代表人類文明，具有保

存價值的資料，舉凡文化、科學、藝術、音樂、植物等，都是數位典藏的範

圍（范紀文、何建明、李德財，2002）。數位典藏的主要功用包括文化保存、
提供學術研究，及促進教育學習。由於大量數位典藏資料適合加值應用，一

般進行下列加值應用：休閒娛樂、學習研究，以及文化與生活（數位內容產業

推動辦公室，2004）。數位典藏的內容不僅將典藏品數位化，還要將內容資產
化，因此進行數位典藏時也牽涉智慧財產管理（陳雪華、項潔，2005）。

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政大）為響應數位典藏全球風潮，近年來建置許多資

料庫、數位典藏與數位內容計畫，如圖書館的數位典藏系統、圖書資訊與檔

案學研究所的台灣百年圖書館史數位圖書館計畫（王梅玲、蔡明月、陳志銘，

2007）、選舉研究中心的資料庫，及外語學院開設數位課程。這些數位典藏計
畫蘊含許多寶貴的數位資源，具有豐沛的智慧資產。政大吳思華校長於2008年
召開「政大智財藍海策略」會議，陳述新時代大學應重視智慧財產權的新觀點：

「大學除了創造知識，還必須有效轉化知識，這是一所卓越大學在知識經濟的

時代裡應面對的挑戰」。這些話道出智慧財產在數位經濟時代大學校園將扮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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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角色 （吳思華，2008），也正是本計畫的緣起。
數位典藏除了具有保存文化、提供學術研究，以及促進教育學習，另一方

面，也有加值應用的功能。數位典藏的加值應用有許多類型，包括線上遊戲、

文物商品化、應用在數位學習、多媒體製作與展示，及影像授權系統等。數

位典藏加值產業包括五種角色，分別是出資進行典藏數位化工程者、實體典藏

或數位典藏管理者、數位典藏授權者、數位典藏加值使用者，及行銷市場開

發者。數位典藏加值應用由於包括許多參與者，需要建立公共典藏專屬的交易

平台，與完整的智財權條例和授權機制，才能夠順利推動數位典藏的加值應用

（陳雪華、項潔、鄭惇方，2002）。
故宮博物院數位典藏的加值應用是一成功個案，蔡順慈從上游至下游四個

階段說明故宮博物院參與數位化工作，分別是數位典藏、數位博物館、數位

學習以及數位內容產業，每階段展現不同的挑戰。尤其在數位文物內容創意的

加值方面，故宮提供了文物典藏成功的加值應用示範，包括：線上遊戲、影

像授權系統、多媒體展示系統、數位學習的應用，以及加值商品（陳雪華等，

2002）。
數位典藏加值應用帶來龐大商機但牽涉許多事項，因此在加值應用前應

有許多考量：㈠加值動機與目的：有些典藏單位考量數位典藏屬於公共財，認
為加值的目的在於文化保存與推廣社教；有些典藏機構則認為加值與商業活動

相關，應該從經濟的角度思考數位化之投資與利潤回收。㈡數位素材所有權問
題：有些機構對典藏品只享有物權，沒有著作權，所以加值或重製須徵得著作

人的同意。㈢需要對加值需求了解：數位化典藏起初大多未考量業界的參與，
導致大量數位典藏的產出，可能無法配合業界技術開發內容的需求。㈣數位典
藏管理與釋出機制：因為典藏單位沒有明確的數位典藏釋出條例或規範，加上

數位典藏的收費、後端管理，及防弊機制不健全，也無專職單位負責，常有風

險。㈤公務機關之限制：政府機構的繁複採購招標流程，缺乏彈性空間，易阻
礙大型投資案的進行（陳雪華等，2002）。數位典藏的內容不僅需要數位化，還
要內容資產化，並且需要受到保護，如要有清楚的內容智財權資訊、完善的鑑

價制度、相關的認證制度、周全的授權契約、適當的內容管理機制及合理的使

用條例（陳雪華、項潔，2005）。
謝銘洋（2008）探討數位化工作前應注意之法律規範，以及數位化後成果

之相關法律保護。數位典藏涉及的法律規範，如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文化資產

的保存及典藏成果的資訊公開，均是典藏機構在進行數位化時應妥當因應的議

題。在授權應用部分，作者簡介數位典藏產業加值系統、加值應用模式以及交

易機制，從產業面剖析數位典藏加值應用之產業鏈與交易機制。同時，透過國

內外重要典藏機構數位典藏加值應用現況的介紹與分析，分別由市場面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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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面，透析我國數位典藏機構典藏素材加值應用所面臨之困境，最後針對權

利釐清及效益擴散提出健全法律規範、進行成果盤點、鼓勵授權產業及推廣公

眾授權。

劉靜怡教授（2009）綜合分析數位著作權爭議問題，包括：㈠數位化的著
作權物可能有著作權的問題。除了著作財產權和著作人格權問題外，會進一步

衍生出視聽著作的著作權與人格權歸屬問題。㈡館藏古物或藝術作品的著作權
問題：古物或藝術品之著作權若已因保護期間屆滿而消滅，任何人皆可模擬或

以各種方式重製。㈢收藏館所本身並不當然取得著作權。㈣徵求與開發民間典
藏所涉及之法律議題，包括典藏品本身涉及智慧財產權權利取得問題。典藏內

容與資料庫提供者對個人或廠商的授權條件，數位典藏委外由廠商進行數位化

工作時會涉及的智慧財產權權利保全、獨立自主權利、授權與責任歸屬等問

題。㈤數位典藏內容涉及進一步加值開發與加值服務授權契約問題。㈥數位典
藏智財管理有信任機制、侵權偵測機制和隱私權保護機制等法律議題。㈦國際
合作和交換可能涉及之授權和權利取得問題。㈧典藏資料互相交換涉及授權機
制。

智慧財產權是指人類智慧之創作可以受到法律保護之權利，其可以保護創

作人權利，並保障其經濟利益；其也可以提供社會大眾合理使用，使創作結晶

為社會所用，並獲得教學應用機會。數位典藏將重要文物與圖書文獻數位化，

透過網路傳播，又可加值成商品或應用在教育學習，但必須符合智財權規定，

因此其關係到智慧財產權管理。大學是知識中心，其產出的學術著作具有智財

經濟價值，將會帶來商機，但若對智財權認識不清，未建立妥善智財管理機

制，容易在數位典藏加值應用觸犯法律。因此從數位典藏加值應用找尋智財商

機，以及防止智財法律問題是本計畫主要研究動機。

政治大學近年發展許多數位典藏計畫與資料庫，在建制數位典藏計畫與加

值應用時，各單位常遭遇典藏文獻與物品的著作權問題、授權問題、合約簽

訂，及典藏品商品化問題。本計畫旨在探討政大數位典藏之智財管理機制與模

式，研究範圍包括政大數位典藏計畫、數位內容計畫與資料庫，主要研究目的

包括：㈠探討政大數位典藏計畫智財價值與管理。㈡調查政大數位典藏計畫與
資料庫現況。㈢研究政大數位典藏與資料庫的智財管理問題。㈣建議數位典藏
之智財管理與機制。㈤對政大未來的智財管理中心提出建議。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與焦點團體訪談法。個案研究首先調查全校數位典藏

與資料庫現況，選擇個案並分析智財問題。其次舉行焦點團體訪談，邀請數位

典藏智財法律的學者專家與數位典藏發展單位共同研討，提出數位典藏應用智

財機制與策略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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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大數位典藏建置與加值應用個案研究

本研究第一階段採用個案研究，首先進行全校數位典藏與資料庫調查，從

中選擇數位典藏加值應用時遭遇智財問題的個案，進行資料蒐集與問題分析。

㈠數位典藏發展現況

政大早期主要建置書目資料庫，逐漸轉向全文影像資料庫、數位典藏、數

位內容建置，但在數位典藏製作過程中遭遇智慧財產的問題，包括典藏品數位

化的著作權處理、數位典藏成果的著作權歸屬、數位典藏成果著作權保護與授

權管理的應用考量等。

本研究首先進行全校資料庫與數位典藏計畫調查，並透過個案研究進行著

作權盤點資料收集，以歸納分析問題，尋求解決的方案。圖書館在2009年3月
進行網站分析調查，發現政大已有許多研究中心及系所建置數位典藏及數位內

容計畫，共有23個單位建置60種數位典藏、數位內容，及資料庫系統，展現
數位典藏豐富成果，其中選舉研究中心、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傳播學院，與圖

書館建置多種數位典藏與資料庫系統，參見表1。本研究從中選取重要個案，
藉由數位典藏建置與智慧財產盤點發現問題。

表1　政治大學數位典藏與資料庫系統一覽表

學術 / 行政單位 數位典藏及數位內容（資料庫）名稱

一、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1.廣播輯要資料庫
2.中文期刊論著索引資料庫
3.西文期刊論著索引資料庫

二、選舉研究中心 4.歷屆公職人員投開票記錄資料庫
5.國科會研究
6.重要政治態度分布趨勢圖
7.台灣選舉地緣資料庫
8.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資料庫

三、第三部門研究中心 9.台灣第三部門資料庫
10.中國大陸第三部門學術資料庫

四、台灣研究中心 11.高永光教授地方政治研究室資料庫
12.台灣公共事務與菁英研究資料庫*

五、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13.研究學者資料庫
14.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15.經濟制度變遷資料庫
16.中國經濟資料庫
17.台商研究資料庫
18.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
19. 全球和平與衝突資料庫（中國大陸對外關係及兩岸
衝突解決資料庫）

20.中國選舉研究資料庫
21.東北亞研究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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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22.原住民文學索引
23.台灣原住民族語料庫

七、伊斯蘭文明與思想研究中心 24.伊斯蘭文明與思想資料庫*
八、預測市場研究中心 25.預測市場資料庫
九、台灣房地產研究中心 26.房地產景氣資料庫
十、北區大學外文中心 27.Wmpro線上自我學習平台23種線上外語自學課程
十一、外語學院 28.外語學習者語料庫

29.國立政治大學漢語口語語料庫
十二、傳播學院 30.亞洲電視學術入口網站

31.台灣電視資料庫
32.中國大陸傳播資料庫
33.中文傳播資料庫
34.台灣電影資料庫

十三、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35.台灣百年圖書館史數位圖書館先導計畫
十四、台灣史研究所 36.戰後台灣憲政史年表資料庫
十五、民族系 37.數位民族博物館
十六、智財所 38.智財案例資料庫
十七、語言所 39.漢語語誤語料庫*

40.漢語兒童口語自然語料庫*
十八、廣電系 41.廣電百人國內資深廣電人員口述歷史建置計畫
十九、資科系與廣電系合作 42.顧正秋藝術網站
二十、秘書處 43.重要文教新聞剪報檢索系統
二一、研究發展處 44.論著目錄資料庫
二二、學術資料庫發展計畫 45.台灣企業史資料庫

46.全球的銀行海外擴張資料庫
二三、圖書館 47.民國38年以前大陸地區重要剪報資料庫

48.政府人事異動資料庫
49.名人史料數位典藏
50.政大人文特殊館藏之數位化
51.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台灣總督府府報合作案
52.「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史料資料庫」典藏計畫
53.「茶言觀政」校園影像記憶網站
54.民俗台灣數位化
55.陳芳明老師捐贈手稿處理
56.台灣網際網路研討會論文系統，TANET 
57.政大剪報全文資訊系統
58.政大博碩士論文全文影像系統 
59.政大學報資料庫檢索系統
60.政治大學學術期刊資源網

 說明： 1. 本表調查政大各單位網站資料彙整而成，調查日期：2009年3月14日。
  2. *表示該資料庫尚在規劃或執行中，並未公開。

㈡個案選擇與說明

本計畫依據具代表性以及有意願參與研究原則，從上述數位典藏調查中選

取5個個案進行研究，藉由多元資料及多重比較分析，以歸納規律性資料。本
計畫的個案研究包括：1.圖書館數位典藏計畫；2.外文中心線上外語自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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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語學院外語學習者語料庫；4.中文系使用近代中國思想史專業數據庫；5.台
灣百年圖書館史數位圖書館先導計畫。個案說明如下。

1. 圖書館數位典藏計畫
因應數位圖書館趨勢，政大圖書館於2008年2月成立數位典藏組，致力於

藏品數位化工作，積極挑選該館具典藏價值的資料，並透過與其他單位合作的

方式，進行數位典藏合作計畫，將不具著作權疑慮之實體資料，以影像掃描或

全文建檔的方式，藉由網路將全文遞送給使用者，而針對著作權尚未釐清之資

料，數位化後則以單機方式提供使用者檢索與瀏覽。

圖書館已完成的數位典藏計畫包括：⑴社會科學資料中心1949年以前大陸
地區重要剪報資料庫，收錄1949年以前之重要剪報資料之數位影像內容，資料
年代約自1930-1949年，共有1,752冊，已建置約139,753則數位內容。⑵政府
人事異動資料庫，收錄中華民國之總統府公報之人事異動資料，公報時間從辛

亥年12月至今；已完成政府公報（1924年～ 1928年6月）、國民政府公報（1925
年7月～ 1948年5月19日）、總統府公報（1948年5月20日～ 2009年2月）之總
統府公報人事資料共708,439筆，影像檔共11,488筆。⑶名人史料數位典藏，
如方豪先生資料數位典藏及程天放先生資料數位典藏，典藏內容主要為學者生

生平簡介、重要貢獻、論文著作清單、贈書清單與重要手稿、文書、相片數

位化，系統並提供檢索與瀏覽介面。

圖書館進行中數位典藏計畫包括下列四項計畫：⑴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台灣
總督府府報合作案。府報提供日治時期台灣地區政經社會官方史料，係日治時

期最重要的政府公報。本合作案圖書館支援府報資訊系統平台建置，目前系統

已完成管理介面、資料庫建檔、資料驗證與上傳介面、資料檢索等功能。

⑵「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史料資料庫」典藏計畫。將1950-1990年代台灣人民
於海外所發行的政論性刊物數位化，建置成資料庫。以政大台文所陳芳明老師

所藏，並以海外發行刊物為核心，約40餘種刊物，29,466筆書目。
⑶「茶言觀政」校園影像記憶網站，運用Web 2.0技術與網路平台，藉由

參與式數位典藏概念，結合政大教職員生、校友與地區居民等社群的參與及

互動，發展「數位文史」紀錄，共同建構政大校園的集體記憶與歷史。本網站

（http://memory.lib.nccu.edu.tw/）包括超過17,095張照片、591本相簿、43,404個
標籤詞彙，作品完成時間集中於2000年起至今。

⑷民俗臺灣期刊數位化。本刊於1941年由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台北支店發
行，以「風俗習慣的研究與介紹」為旨趣，蒐集記錄台灣有關地方的民俗資

料、鄉土歷史、地理、自然誌等方面文章。共網羅台、日籍的文化界人士，

執筆者達200多人，最盛時期發行數量達3,000部。圖書館已完成目次建檔、影
像掃描與資料校正作業，並委請廠商進行影像掃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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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文中心線上外語自學課程
台灣北區大學外文中心希望外語教學不限時間與地點，並掃除城鄉教學資

源不均、強勢語種與少數語言資源偏差等藩籬，建立線上語言平台，及獲得認

證的外語學習線上學分課程。政大目前已發展23種語種之基礎影音課程與3-5
門數位線上學分課程。外文中心於2005年起，邀請23種語文老師錄製影音教學
為主之基礎外語學習課程，以字母、句型及文法教學為主，並納入各項文化介

紹課程，本課程為自學系統，將發展遠距教學與支援學術研究。

3. 外語學院「外語學習者語料庫」建置與應用計畫
政大外語學院自2009年開始建置「外語學習者語料庫」，邀集外語學院日、

韓、土、阿、斯、英及歐文等系老師參與，收集政大外語學習者的語料，計

畫建置每一種外語語料庫，並進行學習者語言錯誤模式的統計分析，並利用此

語料庫設計課程教材。每種語料庫建置的歷程首為挑選各語種負責人並給予語

料庫之訓練，繼而要求各種語言學習的學生繳交電腦格式的文章及作業，以便

快速上傳至各語料庫，再由各語種學者專家協助利用這些資料來分析並了解各

種語言學習學生所犯的錯誤常模，以發現漢語母語者在學習該種語言上所犯的

常見與典型錯誤。

4. 中文系使用「中國近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
政大文學院邀請香港金觀濤教授擔任客座教授，其提供「中國近代思想史

專業數據庫」使用。本資料庫自1997年開始，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開發，金觀濤教授及夫人劉青峰教授主編。本資料

庫主要蒐集1830至1924年間思想史相關的重要報刊、雜誌、檔案、彙編、文
集、傳教士和西方著作中譯本、中西教科書等，收錄1億3,000萬字的文獻，
不僅收錄文字，也收錄原版影像，是目前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方面所收文獻量最

龐大的資料庫。

5. 台灣百年圖書館史數位圖書館先導計畫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鑑於圖書館事業具有豐富史實資料，對於

圖書資訊學研究與教育均具有重大意義，在2008年進行「台灣百年圖書館史數
位圖書館先導計畫」。主題為圖書館歷史，在圖書館人物、建築、教育、整體

事業發展等資料上，進行蒐集，特別是針對一些久遠的史料或記憶，透過多次

的參訪、訪談、口述歷史、照片翻拍、掃描得以獲得。但計畫單位發生著作

權與授權問題，期間向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以下簡稱台灣分館）蒐集資

料，協商獲取該館的照片與檔案資料，該館要求政大簽訂合約書，而遭到簽訂

合約與著作權授權的問題。

㈢個案的智慧財產問題探討

從上述個案研究發現，政大許多數位典藏與數位內容計畫希望進一步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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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用，但遭遇從數位典藏原件資料的著作權處理、成果的著作權歸屬、成果的

著作權保護至授權管理應用等智財權問題。本計畫訪談上述5個數位典藏個案
後歸納其智財權問題如下。

1. 圖書館數位典藏計畫
圖書館建置數位典藏時，常遇到數位重製與掃描、公開傳播、著作權授權

以及紙本期刊重製等相關問題，如：⑴圖書館館藏中的舊籍圖書能否進行數位
化掃描，智財權是徵詢作者？還是出版商？⑵日據或戰後初期的圖書，出版時
間已超過50年，出版社已不存在，但作者存歿不明，是否有著作權問題？⑶出
版時間未超過50年，出版社已不存在，且作者下落不明，如何獲得授權？應
如何處理？⑷日據或戰後初期的圖書（約40至50年前）和期刊，能否整本掃描
重製？並提供公開使用？若沒有原始期刊，只有後來的復刻版，雜誌社及後來

的復刻出版公司都已不存在，能逕行掃描嗎？⑸期刊掃描若要尋求授權，是徵
求雜誌社？還是作者本人？若雜誌社已關閉，作者是筆名不可考，是不是可以

重製並公開傳播？⑹對於日文著作掃描之數位文件，是否可設定於校內使用，
不對校外開放？⑺圖書館接受贈送的資料，如手稿、書信、照片能否直接數位
化？其中若有非作者本人相關資料時，如何處理？⑻戰後初期的期刊，雜誌社
已不存在，但總編輯手上有留存的期刊，能夠不經作者同意，直接全文掃描，

公開傳播使用嗎？

2. 外文中心線上外語自學課程
政大外語學院為北區大學外文中心發展「線上外語自學課程」，為將來要發

展商用數位學習課程而提出下列問題：⑴數位線上課程的著作權屬於教育部還
是外文中心？⑵課程製作的書面稿，老師負責文稿製作書面課程，再由助教將
錄音錄影檔放在網站上，著作權如何歸屬？⑶目前本課程以非營利方向設計，
未來想要商業販售將牽涉哪些著作權問題？⑷線上課程的資料庫圖片使用，利
用市面上的圖庫資料庫，或是微軟圖庫或光碟會牽涉的授權問題？⑸音樂和影
像的改作使用問題，例如，將音樂變音改製，請阿拉伯外籍老師錄製字母歌，

要求簽訂放棄版權協議書，是否牽涉到授權問題？

3. 外語學院的「外語學習者語料庫」
政大外語學院建置「外語學習者語料庫」收集學生的文章和其它作品，包

括口語表演劇本（例如會話、演說及戲劇表演），計畫簽署同意授權合約，其在

過程中遇到有關問題如下：⑴如何簽署同意授權合約？⑵產出的合理使用範圍
及使用的權利為何？⑶本資料庫在政大可以進行院內研究，另有校外機構為學
術研究要求本學院提供超過3,000筆以上資料，政大是否可以收費？如何訂定收
費機制？

4. 中文系使用「中國近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
政大邀請金觀濤教授任講座教授期間，其提供「中國近代思想史專業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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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供中文系使用，該系想合作進行資料庫的徵集、整理及編輯，不知會產生

何種問題？該資料庫由香港政府及香港中文大學資助成立，收錄1830-1924年
的報紙文章。雖然很多是1950年以前的作品，依據著作權法第三十二條規定
已超過著作權保護期限，但若依據第三十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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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能1924年的資料仍
在保護期間，著作權的授權仍應取得，才能公開傳輸。故中文系在資料庫取用

與建置會遇到著作權問題不敢貿然進行。其提出智財權歸屬問題：⑴所徵集的
研究資源發表的年代是否在著作權規定範圍內？是否需要取得授權？⑵可否重
製與公開傳輸？⑶金觀濤教授擔任政大講座教授期間之各項著作的權利歸屬為
何？是否有合約明確規範？

5. 台灣百年圖書館史數位圖書館先導計畫
本計畫針對台灣圖書館事業歷史進行數位典藏建置，期間曾蒐集國立中央

圖書館台灣分館資料，取得相關圖片15件（處理方式為掃描原件）、檔案6件（將
公文檔案掃描或取得電子檔）、出版品7件（掃描封面或部分內容）。在執行時遭
遇下列問題：⑴不熟悉合約如何簽訂。與台灣分館進行協商，館方要求簽訂合
約書，但該計畫對授權相關之合約書並缺乏經驗，無法確知是否保障圖檔所權

益，希望校方提供法律顧問諮商。⑵翻拍或掃描照片之著作權歸屬問題。本計
畫處理台灣分館所提供之資料，多以掃描方式進行處理與典藏，目前已完成之

數位化資料僅供教學使用而不供公開取用或展示。若未來將資料公開，並不只

是取得內容持有者的同意而已，還可能發生以本資源與第三方交涉資料之授權

方式、完成品之版權歸屬、雙方的權利義務以及著作權授權等問題？

三、焦點團體專家座談研討分析

本研究第二階段採用焦點團體訪談法，邀請數位典藏建置單位與智財法律

學者專家共同參加焦點團體座談，討論政大數位典藏智財管理問題，並對未來

智財管理機制提出建言。焦點團體座談會於2009年2月26日於政大綜合院館法
學院會議室舉行，會議於上午10時10分至13時舉行，邀請15位學者專家參加，
出席名單如表2。由主席開場介紹本計畫的動機和背景後進行座談，校內外學
者專家熱烈討論，獲致豐富成果。

焦點團體座談會議討論主題如下：⑴政大數位典藏與數位內容計畫的內容
與現況？⑵數位典藏可發展哪些加值應用模式？⑶數位典藏與內容計畫引發哪
些著作權問題？⑷數位學習課程引發哪些著作權問題？⑸資料庫建置引發哪些
著作權問題？⑹數位典藏與數位內容著作權有哪些授權模式？合約如何訂定？
⑺對於政大數位典藏與數位內容的藍海策略有何建議？⑻對於未來政大成立智
財管理中心提出建議？⑼其他有關數位典藏智財問題與加值應用的建議？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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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專家主要討論下列四方面議題並獲致結論：數位典藏發展策略；數位典藏

建置問題的解決方案；數位典藏加值應用模式；及數位典藏著作權保障制度的

設計。

㈠數位典藏發展策略

政大近年建置多項數位典藏與資料庫，展現出政大豐富學術研究的獨特性

與珍貴性，如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資料庫、智財專利資料庫、台灣民主運動

海外史料、台灣百年圖書館史數位典藏，都是相當具有政大特色的文獻資料，

對日後的台灣歷史學、政治、社會、經濟研究，都有相當大的學術價值。此

外，將珍貴稀少的古老文獻，進行永久典藏後加值利用，增加資料的可及性以

及使用的範圍，製成資料庫之後，更有助於教師與學生利用，也可作為相關教

學課程教材，學者專家建議政大數位典藏發展策略如下。

1.沒有問題的典藏優先發展
政大數位典藏建置策略首先以沒有問題的典藏優先發展，可先從一些不受

著作權法保護限制，或著作財產權保護期限屆滿，或單純的政大教職員著作的

數位典藏作起。其次，在選擇數位典藏內容，可考慮哪些既具數位典藏又有商

業化的潛力，而著作權沒問題的典藏數位化工作可先做。

2.典藏原件選取以單純優於複雜，年代早優於年代晚為原則
在數位典藏的選擇角度來看，應考量典藏品單純的優於複雜的，年代早

的優於年代晚的，因典藏品年代早的較無著作權的問題。但從加值應用角度來

看，需要商品化的評估觀念，考慮能不能授權，比較近期的優於遠期的，譬如

數位學習，越新的課程越容易引起興趣。

表2　焦點團體座談與會者名單

編號 姓名 單位職稱

1 賴文智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律師兼所長

2 項　潔 台大教授兼數位典藏研究中心主任

3 張玉英 經濟部智慧局著作權組組長

4 張孟元 台灣師大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5 章忠信 著作權專家兼教育部技職司專門委員

6 周麗芳 政大研發長

7 馮震宇 政大智慧財產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8 游清鑫 政大選研中心主任

9 許登翔 政大國關中心組長

10 王梅玲 政大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11 陳起行 政大法律系教授

12 劉吉軒 政大圖書館館長

13 譚修雯 政大圖書館數位典藏組組長

14 尤雪瑛 政大外語學院副院長

15 陳庭舜 政大外語學院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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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沒有版權爭議的典藏品做起
數位典藏計畫建置從手邊沒有版權爭議的典藏原件做起，不只是授權的問

題，有些是古老的典藏或原住民文物，常會進行影音、物品、器物、圖騰的

數位化，單純的數位化保存沒有問題，但若要做後續的商品化，除了智慧財產

的問題，還會有商品計價的問題，價值的定位也會影響評斷與智財權爭議。

4. 事先需評估利益
數位典藏智慧財產管理，既有加值應用，並且有知識流通的好處，不一定

考量營利收費，學術有知識傳播的價值，所以智慧財產權管理很好，但首先要

評估利益。有些學術利益大於商業利益，有些是商業利益大於學術利益，要考

慮到要由誰做數位典藏較合適。舉例來說，學校做與圖書館做又不一樣，因為

圖書館有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的規範，學校來做可能比較困難。

5. 數位典藏加值應用要與教學研究結合
數位典藏應考量配合教學研究需要，則可減少很多智財權的問題，現在數

位著作權法不完整且未修訂，數位內容條例也沒通過，但在教育和研究的保護

傘下，數位典藏建置較易進行。

6. 數位典藏應配合政大特色與強項發展
數位典藏宜配合政大特色與強項發展，短期內投入沒有產出，不用考量收

費營利。但由於數位化需花費大量時間金錢，必須了解未來如何應用與使用，

很多是做公益，需要具備市場價值才能收錢，所以未來應配合政大的專長與特

色發展。

㈡數位典藏與資料庫建置問題的解決方案

1. 圖書館數位典藏智財權問題
圖書館數位典藏計畫首先遭遇公開傳播問題，目前圖書館有出版超過五十

年的舊籍絕版圖書，基於圖書館肩負「資料保存」與「資訊提供」二項重要功

能，無法於網際網路上開放使用，因恐涉及著作權人「公開傳輸權」違法之考

量，僅以單機於圖書館內提供數位典藏重製資料的使用。此外，圖書館數位典

藏建置可運用創用CC授權模式，如「茶言觀政」校園影像記憶網站，使用者自
行上傳素材時，可採用創用CC授權模式。其可選擇授權方式，並在完成頁面
上清楚顯示，讓其他瀏覽者可清楚得知此素材的使用方式。

有關圖書館數位典藏原件的「孤兒著作」的授權處理問題，建議以善意的

第三人身份，儘量尋求作者之同意。對於取得已知作者之授權文章，則直接連

接影像檔，依作者同意開放程度，將內容公眾使用。對於未取得授權的文章，

一方面於網站上刊登聲明，徵求作者授權；另一方面則委託律師處理孤兒著

作。已獲授權部分，可依授權人同意之授權範圍，於網際網路或校園網路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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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公開，尚未獲得作者授權部分，則於爭取授權期間，只開放其書目資料，

需要檢視其影像內容者，則必須到圖書館以單機版方式利用。待授權事宜無慮

時，方能公開該內文影像檔供有需求者使用。此外也可透過出版社協尋當初的

匿名作者，或請能聯繫到的作者或主編，號召其他作者找出曾發表的作品或採

取公開徵集作者的方式進行授權取得。

2. 選舉研究中心資料庫建置問題
有關選舉研究中心資料庫建置問題，建議下列解決方法：⑴資料庫與數位

課程結合，設立老師義務與權利兼具的機制，使老師對資料庫有貢獻，但也可

從資料庫得到好處，資料庫並與課程結合，才會獲得老師支持。老師有很多創

作，這些學術論文著作，可能是閱讀資料，也可能是教學講義，唯有與數位課

程教材結合，提供老師與同學使用，這樣才能活用資料庫。 
⑵設計資料庫的計價機制。資料庫建立後若要提供校內師生免費使用瀏覽

應有鎖碼設計，如果列印可能要付費，收取費用要有計算機制分配給師生，計

費機制可以取代教科書利用，運作成熟後可以考慮對外收費。

⑶設計授權機制與授權平台。人文社會科學具有某些共通性，學術領域的
研究者是作品的產出者，也是作品的利用人，整個機制透過授權方式讓研究更

方便，故需要設計出一套很好機制，讓大家同意授權，把一部分權利捐出。

⑷資料庫推廣開放使用。政大有很多好的資料庫應該向外推廣，但會牽涉
永續經營，建議推廣用計點方式，另一個方法是經圖書館推廣，把沒有政大著

作權爭議的資料庫整合，授權給各校使用，以學校用 IP去查檢使用者，將收取
費用回饋給資料庫建置單位。

3. 北區大學外文中心「線上外語自學課程」問題
⑴建議以政大為主體簽訂著作權與授權合約。為確保未來市場銷售，應

先以商業考量，簽訂著作權全部以政大為主，確保未來有完整權利進行加值應

用。教師的書面著作文稿，及助理簽署受聘著作或受雇著作時，一律簽訂屬於

政大的權益，包括委託外面公司開發製作的部分，都簽契約將其合約化，因此

不會有課程完成後的優先著作人的問題，優先著作人皆為政大權利。

⑵數位學習課程須使用合法授權軟體。對於軟體套件使用上仍有問題須雙
重確認，即使微軟有合法授權，都無法完全保證合法，盡量自行開發以原創為

主，並應取得所有授權，至於外語的阿拉伯字母歌重新翻唱的問題，若是公共

領域的翻唱是可以的。

4. 外語學院「外語學習者語料庫」建置問題
外語學院學習語料庫建置應取得學習者同意授權書。本語料庫的建置將

以書面資料為主，將收集學生的文章和其它作品，包括口語表演劇本（例如會

話、演說及戲劇表演），可先由學生作業報告開始收集，於學期初選課後，請

學生簽署書面同意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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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文系使用「中國近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問題
中文系使用「中國近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並考量到未來的合作，首應取

得資料庫單位的同意授權再進行合作建置。該資料庫收錄時間為1830-1924年，
有些資料庫中收錄的報紙文章，現在仍在出版未得到授權；雖然很多是1950年
以前的作品，依據我國著作權法第三十條規定1924年的資料仍在保護期間，著
作權的授權仍應取得，才能公開傳輸，故中文系在資料庫取用與合理建置應先

取得對方著作權授權再進行資料庫加值。

6. 圖檔所數位典藏計畫授權問題
政大圖檔所面臨授權合約簽定需要法律諮商問題，其取得授權為基調是很

好作法，但對外取得授權較複雜，權利人因不了解授權書不敢簽署。故授權合

約制規範與訂定值得重視，政大應該提供法律諮商顧問協助簽訂合約，並提供

授權合約簽訂的實務指南。

7. 進行全校數位典藏與資料庫智慧財產盤點調查
數位典藏與數位內容智慧財產的盤點是權利管理的首要工作，盤點目的是

清查每一「數位典藏與數位內容」成果的智慧財產權的狀況。盤點單的內容應記

錄每一數位典藏與數位內容（資料庫）的基本資料，及其包含的每一盤點項目名

稱、所屬智財權種類、權利主體、權利對外利用狀態等資料。內容涵蓋「權利

基本狀態」及「權利授權應用」兩部分。「權利基本狀態」指的是盤點項目相關權

利的基本資訊，而「權利授權應用」指的是盤點項目在授權應用時相關權利的紀

錄。「權利基本狀態」應為「權利授權應用」的參考指標，其主要作用在於記錄

權利的歸屬，以作為授權應用的基石。建議政大數位典藏智慧財產盤點單設計

包括：⑴數位典藏與數位內容（資料庫）的基本資料；⑵數位典藏品及盤點項目
資料；⑶判斷盤點項目屬於何種智慧財產權的種類；⑷釐清盤點項目的權利主
體；⑸確認權利爭議或問題；⑹確認盤點項目權利對外利用狀況。

㈢數位典藏的加值應用模式

經過學者專家焦點團體討論，建議政大數位典藏加值應用模式可考慮下列

原則。

1. 找出數位典藏與加值應用的共通性
數位典藏與加值應用可能發生衝突，有些對數位典藏來說安全的，但不一

定適合做加值應用，所以在談數位典藏與加值應用時，必須找到兩者共通的部

分，數位學習是最容易的，因內容可控制，學校教學又能保障品質，其透過契

約處理比較容易。

2. 建立回饋教師機制
數位典藏計畫宜建立教師參與回饋平台，讓老師逐步建構數位學習整合資

料，甚至是完整課程。因現在的商業模式很多，可建立回饋老師的機制，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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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什麼樣的平台機制模式進行，建議採用開放數位課程模式不收費，若要收費

則需要進一步探討。

3. 數位典藏商品化
數位典藏商品化值得思考，可考量將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轉換成商品化，

並結合管理與科技知識，特別是對很多產業資料的萃取成為產業個案，將個案

做社會應用加值流通使用，這種商品化有別於自然科學的流程，希望能發展出

一種人文社會科學商品化的模式。

4. 考量使用者付費
學校無法採用圖書館的合理使用原則建立典藏資料庫，所以要區隔商業與

使用者付費的不同，鼓勵老師參與計劃，除了強調義務也要給老師好處。商業

化是以營利為目的。但使用者付費是另一個概念，資源才可被珍惜利用，使用

者付費需要自給自足才能永續經營，才不會被行政預算限制。實施使用者付費

有很多方式，如會員制對校外人士收取低廉會費，或校內透過學雜費部分，或

以教職員為單位提撥部分經費維持系統營運，故有使用者付費的概念較好。

5. 數位典藏宜與數位學習結合
數位典藏在教學加值應用比較沒有著作權問題，並可提升政大的數位學習

網，由於現在介面還不夠友善，若讓老師廣泛應用仍需要改善。政大有相當好

的資源與條件，可以把現在系所數位教學進行有效應用，許多有特色的課程，

例如法學院、傳播學院、商學院的很多課程，提供外校學生、社會人士、國

外人士或華文學習，均有良好的幫助。 

㈣數位典藏著作權保障制度的設計

發展數位典藏與數位內容計畫時，應考量保障制度，一是如何避免政治

大學陷入侵害著作權的爭議，一是如何保障政大數位典藏與數位內容的著作權

益。就避免陷入侵權方面，決定蒐集並建立某項數位典藏與內容時，即應當進

行釐清所典藏的數位內容，其著作權權利之歸屬。數位物件都應註明該項數位

物件的著作權權利人，若著作權權利人並非政治大學時，應檢附著作權人的授

權證明，並明確釐清授權範圍，如若授權政大的範圍，僅及於重製，而不包括

網路傳輸時，是項數位物件不應放在網路上。若著作權人不可考，亦應如是註

明，並列冊管理。如此有利於日後因權利不明確所造成利用上的風險。

對於屬於政治大學或授權政治大學的數位物件，應設計保護制度以確保是

項數位物件，在網路上供公開瀏覽下載時，資料庫不會被侵權利用，例如將整

個資料庫複製，或就某項政治大學授與學術或教學上使用的數位內容，為商業

利用並逾越合理使用範圍。

對於不屬於或未授權政治大學的數位物件，如著作權人不明，或雖知悉著

作權之歸屬但無法取得權利人授權的數位物件，今後制度設計重在避免政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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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因此涉訟，被認定侵害他人著作權。本計畫建議透過網路服務業者的安全港

（safe harbor）機制，盡量滿足提供公眾利用的公共利益的同時，以確保政治大
學免於涉訟。有關著作權保障制度設計有三項策略說明如下。

1. 數位典藏實體化機制
政治大學宜有一套機制，在決定某項數位典藏或數位內容計畫上網提供大

眾使用之前，應檢視每項數位物件的權利歸屬，政大取得之授權範圍，以及政

大決定就該數位資料庫整體，或個別數位物件，授權大眾利用的範圍。就每項

數位物件，政大就所取得的權利，應製作權利清單，並與下述著作權政策，一

併公告於網站。對於公眾使用此一數位資料庫時，政大的授權範圍宜有清楚的

著作權政策公告 ; 於個別資料庫，有不同授權範圍時，亦應載明。
2. 網路服務業者的責任釐清
著作權法對於提供網路服務之業者，有安全港的規範機制，政大宜進一

步研究能否透過此一機制，進一步提供大眾檢索數位典藏或數位內容，而同時

降低侵害他人著作權的風險。對於著作權人不可考，或授權範圍不明確的數位

內容，若採取保守的政策，避免冒任何的侵害著作權風險，而一律不將這類數

位內容放在網路上，供大眾利用，雖然侵害著作權的風險降至最低，但對於公

眾知的權利，或教育上的公共利益，無法兼顧。因此建議宜適當評估著作權風

險，透過清楚的著作權政策，提供權利人主張權利的管道，並配合權利人的主

張等措施，降低涉訟風險的同時，盡可能滿足公共利益。此一部分亦涉及數位

內容產業發展條例未來之立法，宜注意該條例之立法進展。

3. 網路跨校及機構授權平台機制之研議
數位典藏透過網路供大眾利用的公共利益，是本計畫努力達成的主要目

標。欲達到該目標，宜有跨校與跨機構的仲介組織，透過網路授權平台之建

置，才能事半功倍。著作權仲介團體本是解決方案，但考慮到台灣仲介團體條

例規定過於僵化，導致目前雖有一個語文著作的仲介團體依法成立，但並未實

際運作。

四、結　　論

本計畫經過網路調查、個案研究與焦點團體訪談法，研究發現政治大學展

現豐富數位典藏與資料庫成果，已有23個單位發展60個數位典藏與資料庫。並
從調查中選擇：圖書館數位典藏計畫、外文中心線上外語自學課程、外語學院

外語學習者語料庫、中文系使用近代中國思想史專業數據庫，與台灣百年圖書

館史數位圖書館先導計畫5個案，進行數位典藏加值的智財權管理問題分析。
發現數位典藏建置與加值應用發展中，遭遇許多智財權管理問題，包括數位

重製、掃描、公開傳播、著作權授權、授權合約簽訂、數位課程之著作權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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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資料庫合作建置使用等問題。

本研究運用焦點團體座談會探討數位典藏加值的智財權問題與管理，主

要討論四項議題：數位典藏發展策略、數位典藏建置問題解決方案、數位典藏

加值應用模式，及數位典藏著作權保障制度的設計。除了針對個案問題逐一探

討解決方案，並獲致下列結論。在數位典藏發展策略提出下列優先原則：沒有

問題的典藏優先發展；典藏原件選取以單純優於複雜，年代早優於年代晚為原

則；從沒有版權爭議的典藏品做起；事先需評估利益；數位典藏加值應用要與

教學研究結合；數位典藏應配合政大特色與強項發展。本研究也提出適合大學

發展數位典藏加值應用的模式，包括：㈠依大學專長特色與共通性發展數位典
藏與加值應用；㈡建立回饋教師機制；㈢數位典藏適當商品化；㈣考量使用者
付費；㈤數位典藏優先與數位學習結合發展。此外，本研究提出數位典藏著作
權保障制度的設計，包括數位典藏實體化機制、網路服務業者的責任釐清，與

網路跨校及機構授權平台機制。

本研究歸納大學進行數位典藏與加值應用的智財管理機制與策略，並提出

下列建議。

㈠建立數位典藏與智財管理制度與作業程序

本研究建議數位典藏單位應建立數位典藏授權管理制度作業標準、作業流

程以及數位典藏權利管理系統。數位典藏權利管理系統即是將盤點表的內容轉

製成資料庫的形式，其設計是應用工作流程分析，決定權利管理系統中權利管

理的欄位，將權利基本狀態及權利授權應用的後設資料結合數位典藏系統的後

設資料庫，完整記錄及呈現數位典藏與數位內容的權利狀態，以利政大數位典

藏與內容的智慧財產權管理。

㈡落實著作權實體法

本研究建議落實著作權實體法。為避免政大陷入侵權，決定蒐集並建立

某項數位典藏與內容時，即應進行釐清所典藏的數位內容，其著作權權利之

歸屬。就每項單一著作權權利客體之數位物件，都應註明該項數位物件的著作

權權利人為何人，若著作權權利人並非政治大學時，應檢附著作權人的授權證

明，並明確釐清授權範圍，將有利於日後因權利不明確所造成利用上的風險。

宜建立一套機制，在決定某項數位典藏或數位內容計畫上網提供大眾使用之

前，應檢視每項數位物件的權利歸屬。建議具體的著作權實體法包括：1.數位
典藏與數位內容涉及的實體法，收集政大數典內容的智財權時權利不夠明確，

所以有風險，建議政大每個數典計畫資料庫時要附上權利清單，進行完整清

點；2.重製與網路傳輸是否有風險，權利清單需要加上重製權利網路傳輸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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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值的權利，加值的權利包括衍生著作和授權問題。

㈢建立數位典藏與資料庫智財盤點機制

數位典藏與數位內容智慧財產的盤點是權利管理的第一步，盤點的目的是

清查每一數位典藏與數位內容成果的智慧財產權的狀況。盤點單的內容，應記

錄每一數位典藏與數位內容（資料庫）的基本資料，及其包含的每一盤點項目

名稱、所屬智財權種類、權利主體、權利對外利用狀態等資料。其內容是權

利描述的呈現，即包含「權利基本狀態」及「權利授權應用」兩部分。「權利基

本狀態」記錄是盤點項目相關權利的基本資訊，而「權利授權應用」指的是盤

點項目在授權應用時相關權利的紀錄。

㈣研究授權模式並研訂授權合約實務指南

有關數位典藏商用模式，數位典藏內容與資料庫提供者，對個人或廠商的

授權條件欲進行數位典藏內容或資料庫之授權時，首先必須先確定原著作權人

之授權範圍，以免超過而有侵權情形發生。此外，智財管理機制上，在數位典

藏資料庫建立方面，仍須尊重私權與市場機制，應制定法律明確規定數位典藏

產出的合理使用範圍，建議建立數位典藏的原始資料庫，以及包括加值後的資

料庫，明確規範要典藏還是要交易流通，以便於日後進行授權的合約擬定，和

數位典藏資料庫利益歸屬問題。

㈤建立授權機制

建議數位典藏計畫單位所屬的大學建立授權機制，幫助師生將自己著作

傳佈，可以同意被授權單位據實進行使用者付費的工作，增加同意授權的可能

性，可從學校建立雛形，再推廣到其他合作學校。

㈥使用者付費機制的研究與推動

建議進行使用者付費機制的研究與推動，並研究授權機制及進一步推動學

校、跨組織聯盟著作權爭議解決的機制，權利認證和付費均需專責單位負責。

㈦網路跨校及機構授權平台機制之研究

本研究建議研究符合台灣發展的公共資訊跨校與機構的仲介機制，並透

過網路平台的建置，達到公共資訊提供者與利用人均便利的台灣公共資訊利用

環境。該授權平台亦宜包括網路授權爭議解決的機制，引領公眾樹立提供與使

用數位內容的規範。此一透過治理方式發展數位內容提供與利用規範之方式本

身，也是國際間在網際網路盛行之際，日益受到重視的規範發展模式，政大宜

重視結合國內外跨領域學術人才投入此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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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大學成立智財管理中心

本研究建議數位典藏豐富的大學或學術機構成立智財管理中心，以有效管

理與經營數位典藏與資料庫的智財權。將全校數位資源集中在一個平台上，建

立學校品牌，將有特色著作集中，透過平台管理和應用。本研究對於政大未來

擬成立的智慧財產管理中心提出下列建議，其主要任務為政大校內智慧財產管

理；外部技術移轉、行銷；產學合作時為政大與企業協商的窗口。智慧財產管

理中心功能包括：1.法律諮詢及典藏品著作權取得的法務支援。2.智慧財產權
的價值評估。3.智慧財產權規劃管理：包含智慧財產的保護、基本規範制定、
規劃智慧財產策略方針、校外市場行銷專業、修正價值評估之錯誤、降低擔保

風險、提昇智財價值之落實等。智財管理中心未來任務建議如下：1.建立數位
典藏與資料庫智財管理機制。2.建立數位典藏與資料庫智財管理系統整合平台。
3.訂定智慧財產管理流程，授權管理系統的建置與維護。4.建立數位典藏智財
盤點資料庫系統與作業流程。5.訂定智慧財產政策。6.智慧財產相關法律諮詢
及授權的法務支援與處理。7.相關研發成果的技術與市場評估。8.智慧財產權
相關的推廣與應用。9.產學合作相關政策的研議、法務訂定與諮詢。10.有關智
慧財產權的申請與登記等事項。11.有關智慧財產權侵害案件的處理。12.整合
多元資源進行跨校合作，建立智慧財產代理機制。

由於智慧財產管理涵蓋科技、法律、人才、數位典藏經營等多元概念，

建議大學智財管理中心聘請數位典藏、數位內容與智財法律人才，建置數典智

財策略機制與系統，訂定相關政策，協調智財盤點作業，協助數位典藏與數位

內容的工作人員，在遇到的智慧財產權問題，交由智財管理中心統一處理，以

有效協助製作單位與提昇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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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re are a variety of digital archiving projects and databases constructed 
in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y confronted many problems when 
making value added application.  The objectives of our study were to identify 
problems and issues for value adde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archiving projects 
in the University, to discus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mecha-
nism of digital archiving, and to recomme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the IPM Center.  With web surveying, the study reported that 
there were sixty digital archiving web sites and databases had constructed by 
twenty three departments and research centers in the University.  Through five 
case studies analyzed and focus group interviewing which there were eighteen 
experts and scholars participated in, many valuabl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including digital archiving strategies, some solution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blems for digital archiving,  models of the value added application and rec-
ommendation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systems for the University.  
Finally, we make proposals for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Center of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Keywords: Digital archiving; Digital library; Digital content; Digital lear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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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1.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To respond to the global trend of digital archiving,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has created a number of databases, digital archives, and digi-
tal content programs in recent years.  For example, the following projects were 
carried out at NCCU: the Library Digital Archive System, the Digital Library 
Pilot Study on Taiwan Libraries’ History, the Election Study Center Database, and 
the digital courses offered by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 Literature.  In 
all these digital archive projects, many valuable digital resources and abundant in-
tellectual assets are contained.  However, in the value-added applications of these 
digital resources, copyright issues were often encountered by the digital project 
administrator.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model at NCCU.  The research areas include the Digital Archive Pro-
gram at NCCU, the digital content projects and databases.  The research purposes 
include: (1) to explor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at NCCU; (2)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digital archive projects and databases at NCCU; 
(3) to study the problems and issues i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at 
NCCU; (4) to propose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system of digital 
archives at NCCU; (5)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center at NCCU.

This study used both a case study and a focus group research method.  First, 
through a case study, the researcher investigat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digital ar-
chive projects and databases at NCCU and identified the issues and problems; 
then, through a focus group which consisted of law scholars in digital copyrights 
and the administrators of digital projects at NCCU, the researcher led a discussion 
and the focus group proposed a suggestion that digital achieves make use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echanisms and strategies.

2. Case study on the value-adde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at 
NCCU

This study started with a survey of all the databases and digital archive proj-
ects at NCCU.  Then, using case studies, the researchers did a copyright inventory 
data collection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and to seek for solutions.  A research team 
which was dedicated to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NCCU website in March, 2009.  
This team found many research centers and departments at NCCU already had 
digital archives or digital content projects.  For example, there were 23 research 
centers and departments which built more than 60 kinds of digital archives, digi-
tal contents, or databases.  Particularly, the Election Study Center, the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library created a variety of 
digital archive inform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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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its initial investigation, this study chose 5 digital programs for digital 
archives’ value-added application analysis in ter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
agement.  These 5 programs were the NCCU library digital archive program, the 
online self-study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at the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the 
NCCU Foreign Lanague Learner Corpus Project, the modern China ideology his-
tory database used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the Digital Library Pilot 
Study on Taiwan Libraries’ History.  The researchers found that these projects ran 
into quite a few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issues including digital repro-
duction, scanning, open communication, copyright,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li-
cense agreement, the copyright ownership of digital courses, and the collaboration 
in building databases, etc.

3. Focus Group discussion
In the second stage of this study, a focus group which included the adminis-

trators from 15 departments which had digital archive projects and the law schol-
ars specialized i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discussed the issues and 
problems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in those digital archive projects.  
The discussion led to a series of suggestions for the digital projects.  This focus 
group discussion covered 4 topic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digital archives, 
th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in digital archive projects, the value-added applica-
tion model of digital archives, and the design of a copyright protection system.  
Except looking for solutions for each case, the focus group drew general conclu-
sions on the priority principles which should be followed in developing digital 
archives.  The priorities will be given to the collections which have few problems, 
whose original selection should be simple rather than complex, whose years 
are older rather than later; whose copyright does not have any dispute.  In addi-
tion, the collections need to be assessed beforehand; the value-added application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digital archives should matc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is study also proposed a value-added application model for digital ar-
chiving.  This model included: (1) according to the commonality of features and 
expertise of NCCU, to develop digital archives and the value-added application; (2) 
to establish a feedback mechanism for faculties; (3) to commercialize digital ar-
chives if feasible; (3) to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of charging digital archive users a 
fee; (5) to give priority to the combination of digital archives and digital learning.  
Further, the design of the proposed digital archive copyright protection system 
included physical mechanisms of digital archives, the responsibility clarification 
of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and the network platform for inter-institutions and 
authorization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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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nclusion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the 

university digital archive projects and the value-added application.  It made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1) to establish intellectual management systems and 
operating procedures for digital archiving; (2) to implement the substantive law of 
copyright; (3) to build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ventory database system; (4) to 
study the licensing model and to draft license agreement guidelines; (5) to create a 
licensing mechanism; (6) to explore and promote the campaign of charging users 
fees; (7) to study the network platform for inter-institutions and the mechanism of 
authorization; (8) to set up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center.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universities or academic institutions which are rich in digital ar-
chive resources shall bui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centers to effectively 
manage and operate the intellectual copyrights; to put together the university-wide 
digital resources on a platform and concentrate the feature works of the school on 
this platform for management and use so that a school brand can be established.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future NCCU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cen-
ter should tak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managing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of the 
university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transfer and marketing the technologies.  In 
addition, when it comes to cooperate with the industry, representing NCCU, this 
center should serve as a business consultation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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