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美術學系 

藝術行政暨管理班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 

 

 

互動式數位藝術介於虛實之間的法律難題 

The Legal Conundrum Straddling Reality and Virtuality 

with Regard to Interactive Digital Art 

 

 

劉文仕 

Liu, Wen-shih 

 

指導教授﹕廖仁義博士 

.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July 2020 

 

 



 

 

 

 



 

I 

 

謝辭：意外闖入藝術的異次元空間 

圓  夢 

2018 年小年夜一大早，不時忐忑地盯著手機上的訊息，直到十時一刻，終於看

到期待的兩個名字，分別出現在師大美術系碩士在職專班「美術創作西畫組」與「藝

術行政暨管理組」榜單上，不禁又「驚」又「喜」。驚的是，這怎麼可能？喜的是，

豫珍終於可以圓生命中最美的夢。 

打從 1982 年與內人郭豫珍（時為中興大學法律系學生）認識之初，豫珍就常

說，少女情懷一直夢想著要當畫家，高中時代同學們忙著準備大學聯考，她卻忙著

揮灑畫筆，還常常遠從基隆跑到師大美術系旁聽。本來一心一意想將師大美術系當

作第一志願，只因父母強力反對，不得已選擇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也陰錯陽差踏上

了現實生硬的審判之路。 

十幾年前，因職務輾轉輪調，從新竹地方法院回到基隆，才結束漂泊無定的生

活。還記得是 2000 年元旦，凌晨三、四點披星戴月趕到福隆看千禧年的第一道曙光，

豫珍許下的第一個心願是能重拾畫筆，再展荒廢多年的畫布。 

畫畫、寫生，大大改變了原本機械化的生活模式；而這些改變，一開始對我們

來說，不過就是子女精彩童年的堆積；確實，那段追逐農村山林、探訪荒谿秘境，

捕捉雲彩光影的寫生歲月，是與小兒耘非、小女夢非全家假日生活情趣的刻繪與幸

福美滿的印記。 

直到 2016 年 4 月間，從師大德群畫廊參觀學生畢業畫展的回程上，豫珍突然

說很想報考師大美術系碩士在職專班，問我「好不好？」 

這不是「問」，更不是徵詢我的想法。從世俗觀點，也許我的反應應該是：台灣

高等法院法官，每天面對非常繁劇的工作壓力，哪有餘閒上課當「資深」學生？更

何況已擁有法學博士學歷，何必回鍋再拿一個碩士學位？ 

 



 

II 

 

但從她的語氣、眼神，這是認真的、殷切的期待。我完全理解這樣的決定，只

因ㄧ個非常強烈的動機：是人生的實踐，年少夢想的圓滿，也讓自己可以在審判的

理性與色彩的感性之間，找到生活樂趣的平衡。 

當下，除了支持，就是鼓勵。一回到家立刻蒐尋相關資訊，發現這可不是鬧著

玩的。不同於許多學校藝術類在職專班只以口試定「輸贏」，師大美術系畢竟有一定

的品質要求，除了作品集、畫展紀錄，還要四小時的限時創作實務考試，以及「中

西美術史」筆試。 

說做就做，立刻擬定讀書計畫，先到書局買了十幾本藝術理論、藝術史、藝術

分析、鑑賞與批評等相關的書籍。另外還遍搜網路教學節目，作為重要的輔助學習。 

從那一天開始，原本每天晚上休閒以及假日固定的下午茶時間，全都成為電視

螢幕上的網路教學。從蔣勳（殷媛小聚）的中西美術史百講入門，接著大陸清華大

學肖鷹的「藝術史導論」70 講、李睦的「東西方現代藝術」、楊琪的「怎樣欣賞中

國繪畫」、北京大學彭吉象的「藝術學概論」、藤軍的「日本文化藝術專題」、朱

青生的「藝術史」、天津美術學院鄭岱的「油畫藝術導論」、浙江科技學院劉穎林

的「現代繪畫賞析」、華東師範大學孫乃樹的「美術欣賞述要」……；台灣方面主

要有師大趙惠玲教授的「臺灣當代藝術與視覺文化鑒賞」、空大熊瑞香的「藝術概

論」、民視李欽賢的「臺灣美術一世紀」、台灣通識網劉瑞琪的「近代視覺文化」……。

大陸藝術相關的專題節目如陳丹青的「局部」12 講（按，第三季已於 2020 年 4 月開

播）、央視的「當羅浮宮遇上紫禁城」、「國寶檔案」、「探索.發現中國繪畫藝術」……

等等。 

卷首說到「兩個名字」，一個是豫珍，另外一個會是誰？本來，我並沒有考試

的壓力，陪著豫珍閱讀、觀賞，只是想分擔箇中苦辣，一方面當作是增廣藝術視野、

陶冶涵養。約莫 7 月間，隨著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兼課的階段結束，時間的運用較寬

裕，突然靈光一閃。豫珍圓夢固是正事，但這相對也意味著，每個星期假日，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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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當「差可夫司機」，送她上學，然後等她下課。 

問題就來了，耘非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攻讀博士，夢非當時在英國倫敦藝

術大學研修碩士（後來又就讀巴黎馬蘭戈尼時尚學院），我一個人要怎麼打發這段時

間？ 

想起耘非就讀幼稚園的時候，周末下午都要送他去基隆市文化中心學國樂。我

一個大男人，不想跟其他小朋友的媽媽們東家長、西家短，所以也跟著兒子報名，

是登錄有案的基隆市立「兒童」國樂團編號 13 號團員。後來，夢非小學五、六年級，

星期日都帶她去台大體育館學踢踏舞，同樣的緣由，我也就順便報名參加，跳起踢

踏舞。 

現在，豫珍要讀在職碩專班，我何不也來考考看、說不定有機會跟著上課。問

題是，要報考哪一組？雖然，我也很喜歡畫畫，小時候是大小美術比賽的常勝軍，

家裡到現在還收藏著幾張「世界兒童畫展銅牌獎」的獎狀；1996 年間還在立法院創

辦國畫班，也破天荒舉辦第一屆立法院春節畫展，並催生國會文藝走廊。但畢竟二

十幾年沒再動畫筆了，報考創作組？想都不敢想，藝術行政暨管理組也許是比較適

當的選擇。 

這就是我的動機，起心動念其實非常單純，說來也許單純得好笑，對我來說卻

如德國藝評家溫克爾曼（J. J. Winckelmann, 1717—1768）說的，是一種「高貴的單純」。

但長期以來的工作訓練與涵養，練就了自己的個性，學甚麼就要像甚麼，做甚麼就

要做出成績。 

也許水到渠成，也許一年半的勤奮付出有了代價，本來豫珍只抱著能錄取，有

機會圓夢的期待，而我也只希望「能隨堂陪讀」就心滿意足了。怎知一看榜單，真

的「驚」呆了，竟然雙雙分列二組的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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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遇 

2018 年 9 月 15 日是碩專班開學的第一天，早到的同學都坐在穿堂閒聊，我習

慣性地對周遭環境都會特別注意，一下就被公布欄上的小廣告吸引了。廣告寫著「臺

師大美術系藝術與全球化議題研究」，邀請張羽主講「如何藝術—從藝術實踐談藝術

與全球化的關係」。 

「藝術與全球化議題研究」不就是系主任莊連東教授開的課？9 月 16 日上午 9

時 30 分，正是本班上課時間，地點 101 教室，就是上課的視聽教室。豐富的聯想力

立刻告訴我，這是莊主任特別為本班規劃的課程活動，而當下其實並不知張羽是何

方神聖，只知道是一位長得很像歌手凌風的大陸知名藝術家。 

16 日上午，豫珍的西畫組 8 點上課，我所屬的藝術行政組 9 點才上課，先送豫

珍到教室，然後將車子停到對面圖書館地下停車場。兩年來風雨無阻，擔任最稱職

的司機、書僮，溫馨接送情。 

其實，那兩天得了重感冒，15 日又連續從上午 8 時上課到晚上 10 時 30 分，回

到家已 11 點多。第二天又一大早得出門上課，甚感疲累，吃了藥更是昏昏沉沉地，

就在車上小憩片刻。 

8 時 45 分醒來，走出停車場，透過佈著血絲、眼皮下垂的視線，只看到人行道

上有一對男女，拖著行李與二十幾本書，攔人問路，好像所問非人，徘徊街口不知

所從。雖然頭痛欲裂，但「雞婆」的天性，仍立刻快步向前，希望能主動提供協助。 

哪知，趨前抬頭一望，雖然對方帶著帽子，但似曾相識，不禁脫口叫出：「請問

您是…張羽先生？」 

「是，是，我們認識？」雙眼迷惘又散發著「自得」的光芒。 

「大名鼎鼎的藝術大師，那不認識。您來師大美術系專題演講。」 

「是，您又怎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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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呦，公佈欄上看到啦！有這個榮幸讓我帶路。」 

就這樣一路寒暄，說明了待會自己也是聽眾，是碩士班的學生。張先生滿臉狐

疑，畢竟我倆同年，都是 1959 年出生，哪有這麼「老」的學生。 

將張先生帶到系辦公室，交由助教接待，轉身先行離開準備前往教室，門口碰

到莊主任，又隨他進系辦，簡單說明與張先生的巧遇，張先生跟主任說：「第一次到

師大，對師大印象特別的好。」心想；這個公共關係應該還可以啦。離開前順手遞

出一張名片。張先生看了一下，眼睛一亮，說：「呦，這麼高檔的學生，不得了。」 

上課時，莊主任說明了這堂難得的演講的緣由，也介紹了張先生的事蹟，又帶

上一句話：感謝劉老師，喔，不，劉同學將張先生帶來系上……。 

班長高忠志不愧是專業策展人，商業腦筋動得快，立刻私 line 給我：「老大，

您找這位畫家，觀念不錯，可以介紹一下？看有甚麼可以更深的合作？」 

我差點沒笑出來，回說：「不是我找的，我只是在路上捕獲野生張羽，帶領他

到系辦。」 

這也是我剛踏進這異次元空間印象最深刻的巧遇。 

圓  滿 

師大美術系畢竟是國內藝術學界的最高殿堂，師資陣容極為堅強，就必修及所

選修的課程，包括廖仁義教授的「博物館學」、「美術館政策」與「藝術批評」、邱誌

勇教授的「文化創意產業研究」、「當代藝術專題研究」與、「展覽與藝術活動策劃實

務」；夏學理教授的「文化法規與藝術行政」；白適銘教授的「研究方法與理論」；董

澤平教授的「藝術機構財務經營管理」；林安邦教授的「藝術與法律」；楊永源教授

的「中西藝術比較」；郭博州教授的「繪畫創作技法分析」以及陳世倫教授的「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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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等1。 

尤其，莊主任的「藝術與全球化議題研究」與「文化藝術講座」，每一堂課聘請

主講的學者專家，多屬一時之選。就以前者為例，有鑑於全球化深遠的變遷在生活

中的每一個層面展開，藝術領域的所有活動，同樣無法自外於舖天蓋的全球化的密

實網絡。無論是藝術創作內涵的交融、藝術成果的流通，乃至跨國藝術活動爭議的

處理…等，都受到來自全球化與在地化力量的拉扯。處在這樣的環境，在藝術行政

與管理的學習上，理解全球化的議題不僅必須，而且重要。 

歸納莊主任安排的講座與主題，其實正呼應、也涵蓋了議題主軸，充分顯示課

程安排的匠心獨運：（一）藝術創作內涵的交融方面：1.張羽先生「如何藝術—從藝

術實踐談藝術與全球化關係」；2.曾長生博士「全球在地化與跨文化現代性-兼談東方

美學新結構的可能趨向」；3.鄭月妹教授「跨國流動—當代水墨的新想像與行動」；4.

莊連東主任「1960-1970世代水墨創作者的承先與啟後」。（二）藝術成果的流通方面：

1.林宜標總經理「你所不知道的國際策展-策展的目前與幕後」；2.游文玫秘書長「從

起拍到落槌-藝術拍賣全球市場趨勢探秘」；（三）跨國藝術活動爭議的處理方面：蕭

雄淋律師「從藝術界的法律素養到藝術國際化」。（四）城市的國際文化交流方面：

1.林輝堂局長「談地政府文化建設國際化—以古根漢美術館為例」；2.王志誠局長「城

市的國際文化交流」。 

擔任公務員逾三十年，從宜蘭縣政府法制股、立法院議事組科員、法制委員會

科長、台北縣政府法制室主任、內政部民政司司長、行政院法規會主任委員，以至

目前的監察院副秘書長，都在從事法制與政府體制職務。藝術行政及管理，相對來

                                                      

1 如果說有何美中不足，那就是「博物館評量」這堂課，這在國內藝術管理方面是新興的領域，也是

《博物館法》規定的事項，文化主管機關對此尚不知如何著手，亟需學界共同完善。這門課的講授

有其必要，也許授課教授因為不具這方面的學術專業，以致嚴重偏離主題，一學期下來，完全未觸

及相關內容，殊屬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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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全然陌生的領域。 

然而，兩年下來，豫珍與我從未缺席任何一堂課，甚至一秒鐘都未遲到。上課前

充分預習，課堂中聚精會神聽講、參與討論，如有不足，課後並利用各種聯絡方式

請益、討論。經由教授們精闢的講授與有計畫的導讀，與來自各藝術專業領域的同

學的切磋學習，不僅有了豐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對於藝術這一異次元空間，已

然不再陌生，而且能夠培養出濃厚的興趣。 

這兩年的辛苦付出，換得的是，讓自己的思維、靈魂能加入藝術真、善、美的元

素，生活視野更加豐富，人生價值益形圓滿。正如豫珍說的「學費真的很貴，但非

常值得。」 

感  恩 

論文究竟要研究甚麼主題？打從入學之前就一直反覆不定。報考時嘗試擬了一

份研究計畫，給自己下了一個題目：「如何欣賞一幅畫：接受美學理論的觀點」。 

這樣的動機很單純，也許很渺小、微不足道。然而，就如《禮記‧大學》所述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所有的治平事

業，不就經常起於蝸角之隙？如果說透過藝術欣賞可以培養審美能力，促進身心的

全面發展，有助於高尚品德的形成，為何不能將這樣的動機作為精進學習、研修的

課題？ 

研究「如何欣賞一幅畫」，其實還有更重要而深沉的意義，就是做好準備，哪

一天能夠幫豫珍「講一口好畫」。 

不過這樣的計畫，卻在兩個偶然事件中，有了轉折。其一、文化部處理故宮南

院所引發的爭議；其二、口試當天，系館德群畫廊正展出孫翼華教授策展的彩墨創

作展，9 時 30 分原本正在主持口試的莊主任偕同幾位口試委員，一起蒞臨會場參加

開幕式，我主動趨前致意並自我介紹。其中的一位委員，正是對我在師大研修過程

中影響至深的廖仁義教授，這也是一場意外邂逅的初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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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主任是中國水墨現代化重要推手之一，廖教授是博物館學的權威，配合那段

時間對故宮南院問題的探討，立刻在腦海裡興起一個意念，能否將「故宮南院的定

位與轉型」作為畢業論文研究主題。 

輪到我口試的時候，就大膽地提出這樣的構想，主張將本院與南院的定位完全

切割。南院就設定為歷代美術典藏的重鎮，具體作法就是將台北故宮的歷代美術、

書法作品全部遷往南院，並規劃兩條發展源流，其一、是將中國傳統水墨與台灣的

水墨現代化建構體系；其二、西方繪畫進入中土及日本，及其對台灣美術的影響。 

換言之，本院主要是器物典藏，南院則是美術、書法的典藏。想看俗稱的故宮

三寶（俗稱的酸菜白肉鍋：翠玉白菜、肉形石及毛公鼎），就到台北故宮；想領受正

港的故宮三寶（嵠山行旅圖、早春圖、萬壑松風圖），就到故宮南院。 

如此一來，不僅可以緩解台北故宮的典藏壓力，分流的結果，也各自扮演不同

的角色功能，吸引不同愛好的遊客。更重要的是，讓百年來的台灣美術有一個高檔

而國際化的集中典藏、展示場所，相對有助於台灣美術歷史定位的建立。  

不過，這樣的構思後來又因行政院某一政治決定，一夕破滅。深感如此的理想，

相對於複雜的政治環境，似乎過於天真、浪漫而缺乏實踐可能性。 

還有甚麼主題值得研究？法學一直是我的強項，這方面的論文對我來說易如反

掌。可是打從入學之初，我就打定主意，甚麼都可以考慮，就是不再碰法律。畢竟

玩了三十幾年的法制業務，又在警察大學、東吳大學兼任法律學門的教學，已經有

些厭倦，尤其這些年來看到當權者的法治態度，就如我在拙作《文官說法》所言：

「由於某些主、客觀政治環境的拘束，法治形同墜入神權至上的夜夢。」我對法律

竟產生了嚴重的疏離感。 

一年級上學期，邱誌勇教授的「文化創意產業研究」這門課，我寫了一篇報告

「誰才是文創？誰說了算？」刊登在《2018 年華山年報》。夏學理教授的「文化法規

與藝術行政」，我對台灣布袋戲的發展困境與重生的議題，也下了不少工夫；白適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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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研究方法與理論」，以瓦薩里與溫克爾曼的藝術史觀作為報告主軸，並寫成

專論……。林林總總，都曾讓自己起心動念，一方面這些議題都很有趣，也都能讓

自己廣開視野，覺得如此才不虛此行；更重要的是，自己對所有報告品質的要求，

每一篇報告只要稍加擴充就可成為論文。 

不過，繞了一大圈，最終又因為一場意外的連結，重心又重新調回「法律」。這

個抉擇，一方面就得「歸咎」於兩位恩師；另一方面，又必須感謝這兩位教授：邱

誌勇教授與林安邦教授。 

一年級下學期「當代藝術專題研究」這堂課，邱教授專門講授數位藝術，在教

授的精采聽覺及內容的奇幻視覺雙重吸引下，我開始思索這類藝術的特徵及其對傳

統藝術典藏、展示的全面衝擊。 

而同一學期，林教授「藝術與法律」這門課，則專講藝術可能涉及的著作權法

問題。長久以來，我主攻憲法、公法，對著作權法相對較生疏，有這樣難得的機會，

當然須好好把握，特別下一番工夫作研究。 

也許訓練使然，有讀就有感，有感就產生聯想。著作權法似乎只能適應於傳統

藝術，它能關切到好玩酷炫的數位藝術嗎？開始著手搜尋文獻，聽取各種研討會、

網路教學。豁然發現，現有文獻一片空白。相關的法律爭議如何排除？如何解決?全

然沒有線索可循。數位藝術是我過去完全未接觸過的藝術類型，著作權法也是我相

對較陌生的範疇，為什麼不將兩者結合，開創別人所未做過的研究領域？ 

「互動式數位藝術」「介於虛實之間的法律難題」就這樣成形了。接下來的問

題是，應該請哪位教授指導？邱教授是國內數位藝術領域最頂尖的專家，林教授則

在著作權法方面有非常深厚的造詣，各有專精，若能分別提點，並經兩位教授認證，

對論文的撰寫與結果，必有莫大助益。 

想到金庸小說《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不論是岳不群的華山君子劍、風清揚

的獨孤九劍、任我行的吸星大法，都是絕世武功，但終究要有方證大師的少林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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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秘易筋經，才有辦法將這些武功整合、內化成自己能運用自如的絕技。或許是緣

分，或許是注定，口試時想做的題目「故宮南院的定位與轉型」，設定好的指導教授

就是廖仁義教授，這時我所需要的就是跨領域而有藝術行政管理實務的專家，廖教

授當然是不二人選。 

徵詢請益後，指導教授與口試委員的鐵三角就這樣形成。於此，要特別感謝三

位教授，除了學期間傾囊相授，論文撰寫過程更提出諸多寶貴意見。尤其，初稿完

成後，更逐字逐段，縝密修茸、校正，一本全新議題而比對相似度 4%的論文，終告

完成。 

兩年的異次元空間之旅，就以 95 分的論文成績暫時畫下休止符；藝術之旅並

不會因此就結束，當初隨著豫珍圓夢而來，也將乘著夢圓飛行於浩瀚無垠的世界，

進入更璀璨多彩的真善美藝術人生。 

劉文仕  2020 年 7 月 1 日 

誌於新店•青山鎮•雲山之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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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數位藝術浪潮雖已對藝術行政造成全面性的衝擊，然而，什麼是「數位藝術」？

迄今尚無統一的界定。鑒於數位藝術畢竟有其獨特性，本研究旨在探討法律如何

介入數位藝術的虛實之間，讓藝術家能夠因智慧財產權利得到充分保障，而願

意更積極投入創作；另方面讓收藏機構理解當中複雜的權利義務關係，能夠

對此類藝術的收藏與推廣，有更積極的作為。  

本研究在論述上，原則上以互動式數位藝術為核心，並及於數位藝術的一般性

概念。而由於國內這議題的研究，完全空白，參考文獻嚴重缺乏，實務創作者無法

具體敘述曾遭遇哪方面的法律難題。因此，第二章至第四章，首先廣泛蒐集相關領

域的文獻，分析出實務上可能會遭遇的困難；其次，採比較法，尋繹出數位藝術相

對於傳統藝術，有哪些可能衍生法律爭議的特徵，以及在展示與典藏上的問題。第

五章透過經驗累積，參酌數位藝術的虛擬、觀念與共創等特性，及其實務操作流程，

歸納出涉及著作權法的問題，包括 1.數位藝術的類別歸屬，2.如何保護數位藝術的

「概念」，3.衍生影像的權利歸屬、4.原件公開展示、重製或改作的問題、5.授權的

難為與解套，6.合理使用如何可能，以及其他法律（如消費者保護法）適用上的問題。 

第六章針對上述問題，一方面具體建議，在著作權法增修三個條文，即 1.將數

位藝術列為獨立的著作類型；2.縮短權利保護期限；3.授權主管機關另訂辦法，規

範互動式數位藝術的界定、範圍與其衍生作品的權利歸屬、概念不受保護的特殊例

外等等事項。另方面，參考國外重要博物館有關的操作準則，提出近五十項

需要法律思考的環節，並逐一比對國美館相關契約範本，分析其缺失與須完善

之處。 

關鍵詞 

數位藝術  互動  虛擬性  共創性  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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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spite the impact on Arts Management brought upon by the wave of Digital Art, the 

exact definition of Digital Art is still elusive. Acknowledging the uniqueness of Digital Art, 

the current research sought to identify how the legal system may arbitrate between the 

online and off-line aspects of Digital Art to prot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of the artists, 

and consequently encouraging creativity. The current research also sought to inculcate the 

Collection agency with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n the 

realm of Digital Art in order to stimulate active coll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is new type 

of art. 

The argument of the current study centered around interactive Digital Art, and extended 

the general concept of Digital Art. To the best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author, there is an 

absence of research on this topic. Besides a severe lack of literature, the inability of artist 

to report first-hand experienced legal issues is also a problem to be addressed.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from the second to the fourth chapters, the author collected a wide array of 

literature from related fields of study and propose the possible legal disputes artist may 

face. Then, adopting the Comparison method, the author dedu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Art, as opposed to Traditional Arts, prone to induce legal disputes, and the problems 

facing the exhibition and archiving of Digital Art. In the fifth chapter, considering the 

virtuality, conceptuality, and co-creativity, Digital Art, its practical Operating procedures, 

and the experience I have accumulated, the author derived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Digital 

Art. The issues are: 1) The categorization of Digital Art, 2)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ncept” 

of Digital Art, 3) The Attribution of rights of the derivative images, 4) The problems with 

the public exhibition (?), reproduction(?), and parody(?) of the originals(?), 5) The 

difficulty of authorization and the possible solution, and 6) How to make possible the 

principal of fair use of Digital Art, along with other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s such as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In the sixth chapter, the author porposed a practical advice, which is to add three new 

articles in Copyright Law. Which including 1) Identifying Digital Art as an separate Type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zht/%E8%A9%9E%E5%85%B8/%E8%8B%B1%E8%AA%9E-%E6%BC%A2%E8%AA%9E-%E7%B9%81%E9%AB%94/relationship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zht/%E8%A9%9E%E5%85%B8/%E8%8B%B1%E8%AA%9E-%E6%BC%A2%E8%AA%9E-%E7%B9%81%E9%AB%94/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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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works, 2) Shortening the duration of digital art on copyright protection, and 3) 

Authorizing competent authority to set Regulations to regulate the definition of interactive 

Digital Art, the Attribution of rights of the pre-existing works, the exceptions to the 

protection of concepts, etc. On the other hand, referring to the Operating guidelines of 

museums abroad, the author proposed approximately fifty links calling for legal 

considerations. Each of the links was compared with related contract template in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to analyze the liabilitie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extant 

template. 

Keywords: Digital Art, Interactivity, Virtuality, Co-creativity,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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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藝術反映生活也對照社會，每一個世代特有的藝術表現，都是因應當代的生活

特質而自然形成，科技的飛速發展與電子機器的推陳出新，相對也提供了當代藝術

家全新的創作媒材與動機，新世代的藝術發展史，幾乎就是一部媒體與科技的演化

史。正如德籍韓裔、被譽為「錄像藝術之父」的白南準（Nam June Paik），在上個世

紀 60 年代所斷言：「有一天藝術家們將會運用電容器、電阻器與半導體進行創作，

就像他們現在利用畫筆、小提琴及廢棄物作為創作媒材一樣。」2準確地預言了當今

的藝術現象與時潮。 

進入 70、80 年代，除了傳統的藝術家群族，如畫家、雕刻家、版畫家、表演

家，當代，建築師、攝影師、錄像師和學校相關科系的學生，乃至科技人、電腦工

程師及其他社會各行業的從業人員，也都開始運用與嘗試電腦影像科技，讓硬體機

殼取代畫框，使動畫影像變成畫面主題。這樣的發展，固然帶動了新的藝術創作形

式，也鼓舞了人人都有成為藝術家的可能與意念；但另方面，由於這股數位化浪潮

改變了藝術型態，表現媒材也異於囊昔所見，所呈現的方式更改變了傳統的欣賞角

度。這一新興的、通稱為「數位藝術」的門類，從展演（exhibition）到典藏（collection），

也對美術館、博物館、收藏家、策展團隊造成全面性的衝擊與挑戰。 

台灣自 2006 年所謂的「數位藝術元年」以來，有關數位藝術的展覽蔚為風潮，

在各美術館、藝術博覽會及大大小小的各類型展場，都常看到標榜著數位性、互動

式的「新潮」作品。 

                                                      

2 葉謹睿，《藝術語言@數位時代》（典藏藝術家庭：2003 年），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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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什麼是「數位藝術」？國內迄今尚無統一的提法，例如國立美術館的典

藏目錄中，「新媒體藝術」應該是數位藝術的一環，但 2015 年典藏的 4 件「裝置藝

術」3算不算？此外，國美館一方面訂有「數位藝術策展案徵件簡章」、「數位藝術創

作案、策展案契約書」等等，一方面在「藝術銀行作品購入契約書」，又採用「新媒

體藝術類」作品的表述。就這一點，臺北市立美術館的「綜合媒材」類包含了數位

藝術4；高雄市立美術館，同樣也將「數位藝術」概括在的「複合媒材」類5，甚至「攝

影」類也可能觸及了「數位藝術」的領域6；而國美館的「複合媒材」類，則又與數

位藝術無關。此外，「台灣數位藝術中心 DAC.tw」於 2008 年開館的「概念美術館」，

又另有「科技藝術典藏基礎計畫」。 

雖然，如何分類，本屬各個美術館典藏作業的行政管理事項，也許會被認為無

需太過關注。然而，當這樣的藝術門類發展已逾半世紀，台灣也推廣了十幾年，作

為國內當代藝術重鎮的三大公立美術館，卻仍缺乏共通的觀念、作為，確實值得檢

討。畢竟數位藝術相對於其他各項藝術，在物質的虛實之間，有其獨特性，如果不

能嚴謹看待，確立準據，無論在策展選件、收購典藏、保存與再現等各方面，實務

操作上難免會產生障礙，不利於本類藝術的推廣。 

尤其，從藝術行政管理的層面，在浪漫的藝術情懷之外，如何透過客觀理性的

法律條條框框，釐清藝術創作者與博物館、藝廊或收藏家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前

提就須建立在明確的規範概念上；特別涉及智慧產權方面的重製、改作、合理使用

與授權等等問題，一件藝術品，究竟是以一般的法律關係進行處理，或須特別為「數

位藝術」門類建立新的遊戲規則？或只須援引現行法律給予不同的詮釋即可？ 

                                                      

3 該 4 件為陳慧嶠的「睡吧!我的愛」、陶亞倫的「生滅」、徐瑞憲的「作家的船」與王德瑜的「NO.88」。 

4 如 2017 年典藏的蘇匯宇的「屁眼、淫書、速克達」 

5 如 2017 年典藏的林羿綺的「父域安魂曲」。 

6 如 2017 年典藏的楊順發的「臺灣水沒-保國護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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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動機 

20 世紀下半葉起，電腦科技逐漸被藝術家納入為主要的創作媒材與工具，數

位藝術（Digital Art）成為藝術史上的新範疇。「數位藝術」儼然成為時下最流行、

最吸睛、攻佔最多國際藝術展覽與獎項版圖的藝術創作門類，也是當代藝術表現最

重要的方式之ㄧ。 

但所謂的數位藝術，並非單純地指涉單一藝術風格或流派，也不是一項藝術運

動的名稱。舉凡攝影、電影、跨領域表演、動力藝術、錄影藝術、數位藝術、互動

藝術、網路藝術、虛擬實境、生化基因藝術等等，以各種電腦科技作為工具所完成

的藝術作品，正以一種動態的內涵、集合性名詞概念，統攝在「數位藝術」名詞概

念之下，隨著數位科技不斷演進而延展擴張其範疇，將藝術創作的疆界推向無垠，

也重新形塑了藝術與科技間微妙的關係。 

知名學術雜誌《IEEE Spectrum》就揭示了這活態的互動：藝術與科技的互動所

迸發出的火花，令雙方雀躍驚嘆，但不管是對藝術或者是科技的影響，以現有的經

驗，是難以評估、不可預期的。7數位科技與藝術的結合，確實激盪出更多元、豐富

的藝術表現與互動跨領域特質，但另一方面，隨著當代科技技術的日新月異、推陳

出新，數位作品的展演硬體設備的壽命也愈來愈短，這個現象相對地也凸顯出數位

藝術的長期保存問題。 

學者普遍憂心：我們究竟是否或能否接受數位藝術作品可能有一天因為科技技

術持續發展的因素（一個獨立於藝術創作的外在因素），而面臨消失或無法再次運作

與對外展現的危機？並因此被其他新興的數位創作形式所取代？8再加上當今著作

                                                      

7 蘇瑤華，〈科光幻影：臺灣科技藝術的微型觀察〉，（第二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科技藝術

創作發表專案：詩路漫遊，2006 年），頁 22-25，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1 日， 取自

https://reurl.cc/e5zM2K 

8 鄭元智，〈數位藝術經濟模式的再思考〉，《藝術家》，2015 年 12 月，487 期，頁 148-149。 

 

https://reurl.cc/e5zM2K，下載日期：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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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法規，立法之初基本上也未預見數位化世代對於數位化作品與物件著作權所可

能帶來的衝擊，因此也難確保作品背後所可能引發的版權問題。 

研究者長年服務於政府機關，也注意到了科技發展所帶來的類似問題。

政府機關為落實節能減碳政策，多年來積極推動「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

案」，其實存在一個不能說的秘密，也就是所謂的公文 E 化、電子化、無紙

化，對於需長期保存的公文 9，原來只是在「收文簽辦或創簽稿、逐級簽核至

主管或首長決行及線上調檔等作業，以電子化方式全程處理」，但最後仍多

列印紙本進行歸檔。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檔案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對電子保存科技的

疑慮，該會曾發函提醒有關機關10：「鑒於線上簽核電子檔案所依賴之資訊科技變化

快速，保存年限過長恐衍生電子保存可及性問題，機關得衡酌公文及檔案管理系統

相關之業務需要、檔案格式、保存年限、本文及附件檔案大小、決行層級等因素，

自訂實施公文線上簽核範圍。….考量檔案原件具唯一性、真實性與行政稽憑價值，

如因業務需要調整檔案之保存年限時，應以歸檔當時之檔案原件妥為保管，爰建請

以該電子公文型式為原件歸檔管理並確保其保存期間之可讀性，並得視需要轉製成

紙本、微縮片或其他形式保存。」 

一個相對簡易的檔案保存，而且又是國家挹注鉅額經費、經眾多專家研

發、設置專責機關與龐大人力維護、處理，尚且會遭遇這樣的困境。更何況

經濟能力有限的藝術工作者所創作的數位藝術作品，常常只使用廉價的機器

設備，卻又因創意發揮而涉及多元、複雜的軟體，而各大美術館又缺乏專責

                                                      

9 中央機關保存年限超過 20 年的公文，都不使用電子作業，而仍以紙本簽核。唯一例外的是監察院，

但最後還是列印紙本歸檔。 

10 國家發展委員會 107 年 2 月 23 日發授檔(資)字第 1070000556 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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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員，也大多不具相關專業，對於數位藝術作品的典藏、收購，難免

充滿疑慮，更不用說進館之後的保存、維修與再展示。  

例如袁廣鳴作品《難眠的理由》（圖 1）  ，在 1998 年於伊通公園首展

時，是屬於「互動式錄像投射裝置」作品，觀眾可以藉由碰觸四個床腳的鐵球來

控制不同的影像，呈現床上的投影，對床做出變化儼然是劃破床單或是燃燒床，感

覺完成現實生活中不能做的事情。觀者則因為互動機制而從一名參觀者變成了藝術

創作的參與者。 

該件作品於 2004 年由國美館所典藏，該館於 2014 年 3 月 22 日至 6 月

8 日舉辦「台灣美術家刺客列傳－五年級生（1961-1970）」特展，展出王俊

傑等 22 位藝術家作品，作品形式從傳統的水墨到錄像、裝置等，多元的表現

型式與媒材顯現八十年代後的台灣藝術風貌，其中也包括袁廣鳴的這件作品。 

遺憾的是，臨展覽時才發現軟體故障，據館方人員表示，館藏當初還特別

錄製操作的紀錄光碟，佈展也完全按照創作者所提供的裝置說明書操作，甚

至還找來程式設計師，按照原來的互動邏輯寫了程式語言的軟體，仍無法正

常運作，經緊急與創作者溝通，最後只好關閉互動功能，改為純錄像循環播放，

禁止觀眾碰觸。  

又例如北美館於 2019 年 4 月 13 日登場的《聲動：光與音的詩》重組聲音與

時空的交織，許多作品都運用了攝影、錄像、裝置等等不同的媒介，並且結合經

典音樂、日常音效、甚至極微觀的摩擦聲響，向觀眾展示各式各樣的律動感與節

奏感，讓觀眾能從展間中獲得各種聲音、光影、動態揉合為一的感知體驗。但研

究者於參觀時，正佇立其中一件作品《隱訊》（圖 2）前，準備領受藝術的奇幻感

受時，該作品卻發生燈效與音效的同步功能故障，變成了單純的霓虹燈大鐵架，

參觀者面面相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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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袁廣鳴，《難眠的理由》，1998 年，綜合媒材  

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圖片來源：https://reurl.cc/b5nGWv 

圖 2 雷米．費雪勒／傑斯伯．諾丁／西里爾．帖斯特，《隱訊》 

圖片來源：https://artemperor.tw/focus/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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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涓教授就曾感嘆，1993 年她在美國紐約大學修電腦藝術課程，使用

軟體 Photoshop 與 Director 創作的甚多數位影像作品，以 SyQuest 作為儲存

磁碟，1996 年回台後竟無讀取機器可用，這批作品僅剩下噴墨列印的低解析

度影像，檔案封存至今。11足見，這些令人窘迫的展演現象並非個案，而是普

遍存在的問題。  

畢竟數位藝術的基本元素 -電腦軟硬體設備，日新月異，操作上又常有不

可預知的潛在問題。據說為了保佑數位裝置順利運作，佈展者常會在隱晦處擺放

「綠色乖乖」，讓心理稍微安穩踏實點。而在數位藝術展出期間，觀眾看到掛上「作

品維修中」的牌子，似乎也是見怪不怪的常態。 

有趣的是，台北數位藝術中心於 2018 年 6 月 16 日重新開幕，由台灣視覺藝術

協會以「再、更、新」為出發點規劃未來營運。首檔展覽就叫「終身保固」，透過

思考日新月異的高科技與家電保固期的關係，進而產生是否能擁有「終身保固」

的可能性為題，展出來自台灣 11 位藝術家的 8 件作品，其中包含國美館及科

學工藝博物館典藏作品。展出的作品中，如朱駿騰的《疲倦的沸騰之後》將大

同電鍋誤用的轉接頭展出，被燒壞毀損的轉接頭猶如被遺棄割捨的自我，揭示

自我淘汰的反思；彭弈軒的《死亡之光》利用成群的等待且安靜的捕蚊燈，思

考觀者究竟是在等待蚊子，還是等待藝術？家電如此，回望「數位藝術」的科

技元素，恐怕需要關注的問題更大。  

                                                      

11 曾鈺涓，〈保存、再製與再現的復原工程-數位藝術家的省思與自覺〉，《藝術認證》，67 期，2016

年 4 月，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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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數位藝術生命週期如此不穩定、不確定的現象，藝術界不免憂慮，這一切無

解的問題，才是當今數位藝術難以納入當代藝術市場的主要障礙與阻力。12研究者身

為一個法律工作者，又能夠如何針對這個問題的解決，從藝術行政而非科技技術的

層面，略盡綿薄之力？這就是本研究從關注到的當代藝術發展現象，從而發想進行

研究的主要動機。 

 

                                                      

12 鄭元智，前揭〈數位藝術經濟模式的再思考〉，頁 149。 

圖 3  朱駿騰《疲倦的沸騰之後》  

圖片來源：Taiwan News 

圖 4  彭弈軒《死亡之光》  

圖片來源：Taiwan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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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美國實務界有認為，保存數位藝術「有如嘗試將果凍釘在牆上」。13藝術家運

用數位科技做為創作媒介，讓數位藝術作品呈現出多變與多樣化的媒材特質，也使

得數位作品的保存漸趨複雜，成為創作者與收藏者必須面對的課題。 

傳統上，所有博物館、美術館與藝術領域長期以來已經習慣於「具體物件」

（objects），並以提供這種靜態／固定的藝術作品一個展示與保存空間之際，當代

藝術實踐過程中的數位藝術已日益顯示其重要性，並不斷挑戰傳統藝術領域，包括

展示與紀錄的策展模式，以及收藏與保存的取徑。數位藝術扭轉了以物件為導向的

焦點，轉往過程的取向邁進，且以時間為基礎的、動態的、互動的、集體創作的、

可客製化的，以及多元的藝術形式呈現，不僅拒絕使其具體化，挑戰著藝術物件的

傳統法則。14更因為此種以過程導向及參與式的藝術形式，也對策展團隊、藝術創作

者、觀者與收藏機構造成極大的衝擊。 

從 2006 年數位藝術開始受到政府相關部門重視而蓬勃發展時，即有藝評家、

美術館員與研究者陸續表示疑慮，包括數位檔案的可複製性所帶來的原作迷思、多

重的展示樣貌與設備汰換的再現哲學，以及如何及由何人進行修復等問題；藝術市

場面臨的則不僅僅是如何保存，而是傳統交易模式瓦解而引發的經濟與權力問題。

數位藝術能否隨時用新技術更新複製？如此是否消滅作品的原跡價值？如果因為技

術老舊而無法呈現，作品是否就完全消失？15這一連串的質疑與邏輯推演，似乎反映

                                                      

13 Simon Maxman, ‘How Digital Art Decays-and How to Save it’, 轉引自鄭鈺涓，前揭文。。 

14 邱誌勇，〈從白色方塊到黑盒子及其超越:論新媒體藝術的策展現實〉，《藝術觀點 ACT》，43 期，

2010 年 7 月，頁 47。邱教授於此係使用「時基媒體藝術」。 

15 吳介祥，〈科技藝術的經濟與權利面向〉，《錄像藝術學術研討會—身體、社會與科技》（臺北

市：鳳甲美術館，2008 年）。陳禹先，〈「藝術家，你的原作呢？」談臺灣時基媒體藝術的保存

與再現〉，《數位荒原》，2018 年 9 月 18 日，https://reurl.cc/QpRYOp，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 日 

 

https://reurl.cc/QpRY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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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個無可避免的難題：數位藝術作品的壽命，從被創作出來的那一刻開始，便隨

著仰賴技術的汰舊換新而逐漸走向死亡。 

藝術實務工作者認為，包括錄像、錄像裝置、機械動力裝置、聲音裝置、互動

裝置藝術、電腦藝術、網路藝術，及 VR、AR 藝術等任何必須仰賴科技物件為媒介

的藝術創作，都會面臨類似的困境。16例如原作不復存在或檔案、文件已遺失、保存

狀況不佳（如磁帶發霉、螺絲鏽蝕、纖維泛黃等），以及規格不一、設備不齊….等。 

尤其，1990 年代迄今不過 30 年，卻已歷經過多次數位技術的變革，在播放設

備部分，早期所使用的映像管顯示器（Cathode Ray Tube，CRT），2000 年已全面被

液晶顯示器（Liquid Crystal Display，LCD)取代，後又發展出有機發光半導體（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OLED）。在二手市場雖勉強可能於找到類似 CRT 的替代品，

但隨著時間流逝，未來未必如此幸運，還能找到替代方案。而不同藝術家的手稿、

母帶各有不同，每件作品都必須視為獨立的個案，更增加再現的困難度，策展團隊

還需將取得的 VHS、Betacam 等類比訊號轉檔成數位格式，才漸漸能一窺作品的輪

廓。 

雖然研究者也認同邱誌勇教授所一再疾呼的「文化政策不能只是經濟邏

輯」17，數位藝術的創作也不應如文創限於商品化的思維。18但不容否認，經

濟生活的保障，也是大多數藝術家願意不斷投入心力、積極創作的動能。  

尤其，數位藝術的創作者多半來自相當年輕的世代，他們對觀眾互動、

科技運用，以及作品聲光變化的感官炫目，給予深刻的表述；可是，除了眾

                                                      

16 Phillips, J., “What Is ‘Time-Based Media’?: A Q&A with Guggenheim Conservator Joanna Phillips”. In 

C. DOVER (Ed.): The Solomon R. Guggenheim Foun. Retrieved November 18, 2016.陳禹先，前揭文。 

17 邱誌勇，〈文化政策不能只是經濟邏輯-臺灣數位藝術發展的危機與困境〉，《藝術家》，2017 年

1 月號，490 期，頁 158。 

18 如被主管機關要求配合國家政策，將新媒體藝術列入數位內容產業，要有產值。參邱誌勇，〈在

混沌與眾聲喧嘩下的臺灣新媒體藝術發展〉，《藝術家》，421 期，2010 年 6 月號，頁 20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6%B2%E6%99%B6%E6%98%BE%E7%A4%BA%E5%99%A8
https://www.guggenheim.org/blogs/checklist/what-is-time-based-media-a-q-and-a-with-guggenheim-conservator-joanna-phill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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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喧嘩的展出與微薄的補助外，也不能忽視收藏或典藏的重要。數位藝術的

價值被創造出來後，就會進入到很現實的一個層面 -市場（包括拍賣業者、典

藏展示等）。數位藝術創作與市場可以構成一個數位藝術的生態系統 19，當數

位藝術作品漸漸進入畫廊與美術館展出後，認知數位藝術的時代性與重要性，卻因

保存與再現的困難度，使得典藏單位與收藏家始終躊躇不前20，這樣的窘境，又如何

激發更多優秀的數位藝術家創作的誘因。 

由於需透過數位設備輔助完成的重要特性，使數位藝術成為當代藝術市場

中一種相當特殊的商品。雖然隨著攝影在藝術市場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相對帶

動了數位影像與錄像作品的普及化；然而大部分藏家對數位網路或裝置作品的

採購，仍保有相當大的遲疑與保留態度。這也說明了為什麼數位藝術裝置作品

的收藏，除少數例外，仍只見於公家藝術場館。2010 年以來，台灣的數位藝

術圈也開始重視典藏的議題，主要的美術館（如國美館、北美館、高美館），

已陸續收藏數位藝術作品，但礙於各主客觀因素（如保存不易、再展示困難

與空間侷限等），成效仍屬不彰。  

就此觀點來說，數位藝術對於藝術市場來說，不可避免地是屬於一種邊緣

性的藝術商品，而數位藝術家通常不得不擁有其他的社會身分如身兼學校教職，

以允許他持續數位藝術創作的一種經濟管道。21更何況數位科技雖然提供了藝

術家更廣闊的創作空間與題材，但它同時也威脅到藝術家從智慧資本與血汗中

得到合理報酬的權利。因為所需動用的經濟費用仍然相當高，通常需要以團隊

的模式來完成，有如電影的製作模式一般，這樣的創作模式，也相對地複雜化

其背後的版權分享問題。  

                                                      

19 吳嘉瑄等，〈臺灣數位藝術發展的下一步？〉，《典藏今藝術》，184 期，2008 年 1 月，頁 142。 

20 鄭鈺涓，前揭〈保存、再製與再現的復原工程-數位藝術家的省思與自覺〉，頁 38。 

21 鄭元智，前揭〈數位藝術經濟模式的再思考〉，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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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相關文獻，大致上可以規整出數位藝術創作實務及未來發展，存在或面臨

了幾個問題：《著作權法》能提供創作者如何的保障？如何界定數位藝術改作或複製

的範疇？典藏與再展示的權益義務或責任歸屬？ 

因此，本研究並不在評價政策的是非對錯，而是面對趨勢不可逆卻又前

景茫然的現實問題，思索法律能否及如何介入數位藝術的虛實之間，讓藝術家

能夠因智慧財產權利得到充分保障，而願意更積極投入創作。這是本研究的第

一個目的。 

其次，如前所述，數位檔案的可複製性所帶來的原作迷思、多重的展示樣貌

與設備汰換的再現哲學，如何及由誰來進行修復，以及傳統交易模式瓦解而引發的

經濟與權力問題；乃至於數位藝術究竟能不能隨時用新技術更新複製？這是否會削

弱作品的原跡價值？ 

實務上，博物館為了保護脆弱的文物或寓教於樂，有時也會展示重製的「複製

品」（reproduction）；但複製品的大小尺寸必須能與原作有所區別，並須標記註明。

有些博物館學者認為複製品破壞了博物館真品的迷思，只是價值非常有限的替代品。

22在原作、原媒材、原時空已消逝的前提下，誰有權力決定再現時最終的樣貌？原作

者？收藏者或博物館？又，如果對原作增加或調整某些部份，增加、甚至改變原來

所無的樣貌，這究竟應評價為原作、重製或改作？該如何降低及由誰承擔作品展出

期間故障的風險？ 

本研究的第二個目的，就希望能釐清當中犬牙交錯的法律關係，藉此讓

收藏家或典藏機構因對權利義務關係的理解，能夠對數位藝術的收藏與推廣，

有更積極的作為。  

                                                      

22 E.Dubus 原作，蘇麗英譯，〈博物館與複製品—是一種倫理問題？〉。《博物館學季刊》，12 卷

2 期，頁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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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藝術法律問題的探索，涉及的面向，經緯萬端，相關問題，盤根錯節，既

互為因果，又互為變數，其艱鉅繁複乃可預見。尤其，在相關文獻完全缺乏的情境

下，如何開創一條理路，誠然需要很大的勇氣。從本研究的初衷，也是本研究所希

望的終極目標，預期成果與貢獻如下： 

1.在學術上開拓一條跨領域的研究道路，發揮拋磚引玉之效，引起更多的研究

視野與興趣。 

2.在實務上，釐清當中犬牙交錯的法律關係，讓藝術家能夠因智慧財產權

利得到充分保障或認知如何獲得保障，而願意更積極投入創作；另一方面，希

望能藉此讓收藏家或典藏機構因對權利義務關係的理解，能夠對數位藝術的

收藏與推廣，有更積極的作為。  

3.發現現行法律規範上的不足，探討法律增修的可行建議，或透過實務

運作、法詮釋方法，讓數位藝術亦可納入適用範疇。  

如果三者都能實踐，自是最理想情況；如若不然，至少達到其一，也算

是對現代藝術領域的發展進程，略盡學術綿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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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遭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何謂「數位藝術」？它是一個具有特定內涵

的限定概念？或包含所有運用數位科技產製的藝術的概括概念？如果是前者，這個

具體內涵是甚麼？如果是後者，是否這些藝術創作都要納入本研究所要探討的範圍？

如果不是，那要如何限定範圍？ 

甚麼是「數位藝術（Digital Art）」？在網路上搜尋相關詞彙，有各種不同的提

法，例如新媒體藝術（New Media Art ）、多媒體藝術（Multi-Media Art」、錄像藝術

（Video Art）、科技藝術（Tech Art）、電腦導向藝術（Computer-Based Art）、數位軟

體導向藝術（Software-Based Art）、科技導向藝術（Technology-Based Art）、電子藝

術（E-Art）、時基媒體藝術（Time-Based Art）23……等等，不一而足。這些詞彙的

共通點是，都在表述藝術與技術，尤其是與高科技和諧融合，所產生的一種變革性

的藝術形式。 

                                                      

23 由「新藝術信託」（New Art Trust）、「紐約現代藝術美術館」（MoMA）、「舊金山現代藝術美

術館」（SFMOMA）及「英國泰德美術館」（Tate Gallery）於 2003 年設立，旨在建立新媒體藝術

保存與維護技術與規範的國際合作計畫—「媒體藝術事務」（Matters in Media Art），該計畫特別

提出「時基媒體藝術」（Time-Based Media Art）一詞，以更廣泛的「在時間基準下創作的媒體藝

術」的定義，將採用視頻錄像、電影、聲響、音頻、電腦技術、光、網路、動力機械、裝置等媒材

的新媒體創作都納入。此外，「時基藝術 Time-Based Art」根據古根漢美術館的定義就是：「包括

視訊、電影、幻燈片、聲音、或電腦導向科技的當代藝術品，因為它們以時間為度，隨著時間推移

展現給觀眾。（Contemporary artworks that include video, film, slide, audio, or computer-based 

technologies are referred to as time-based media works because they have duration as a dimension and 

unfold to the viewer over time.）」大體上也與「媒體藝術事務」的定義一致。此一名稱最早由英國

錄像藝術家大衛。霍爾（David Hall）於 1972 年提出。中文名詞則是最近幾年才被翻譯出來使用，

在台灣藝術界也尚缺一準確的定義，但一般來說，舉凡由視覺藝術家創作出來的錄像、動畫、聲

音、電腦技術、網路、機械動力裝置等，皆可納入時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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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與媒材一直與藝術家在工作現場進行身體性的「肉搏」。24各種異質技術

的差異、範圍與快速變化的發展，讓這個藝術類型一直處於難以界定與變動的狀態。

25相較其他藝術創作，數位藝術的特殊性在於它是一種從「媒材」過渡到「媒介」的

思維。 

過去，無論是繪畫、雕塑或是複合媒材等，多是以「物件」為出發點去構想；

而從媒體藝術開始，電話、攝影、電視、廣播、電影、電腦、軟體與網路等新興科

技，不僅是透過這些科技的物質特性創造新的表現形式，而是創生新的互動模式、

人際關係甚至是社會文化網絡。 

因此，數位藝術或新媒體藝術，與其他藝術類型的一個重要差異在於對「技術」

或「媒介」的實驗與概念的拓展。26隨著不同地區、時期的各種實踐，「媒體藝術」、

「新媒體藝術」、「數位藝術」、「電子藝術」、「科技藝術」……儘管包含範圍

或大或小，因科技涉獵成分上而有些微差異，但以當代的論點而言，大致上仍指同

一範圍。27而這些不同的類型名稱交替混用，也反映出這個領域的多樣性與不確定

性。 

在歐美國家，新媒體藝術是較為普遍使用的語彙28；臺灣較為普遍使用的語彙

是科技藝術、新媒體藝術與數位藝術。 

                                                      

24 林其蔚，〈藝術、科學與數學的交會點〉，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15 日，取自 https://reurl.cc/b6VWav  

25 王冠婷，〈在技術革新潮流中進行的藝術實驗：臺北數位藝術中心與臺灣數位藝術發展〉，收錄

於《給下一輪臺灣數位藝術的文件：2006-2016》（數位藝術基金會，2017），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10 日，取自 https://reurl.cc/jdW92M 

26 王冠婷，前揭〈在技術革新潮流中進行的藝術實驗〉。 

27 林珮淳，〈前言：從德國文件展談《臺灣數位藝術 e 檔案》〉，收錄於林珮淳主編《臺灣數位藝

術 e 檔案》（藝術家出版社：2012 年），頁 7。 

28 如由新藝術信託（New Art Trust）、紐約現代藝術美術館（MoMA）、舊金山現代藝術美術館

（SFMOMA）以及英國泰德美術館（Tate）於 2003 年設立的國際聯盟計畫，就以「新媒體藝術

事務」（Matters in Media Art），統整全球各藝術單位以數位藝術、多媒體藝術、錄像藝術或科技

藝術的分類。 

 

https://reurl.cc/b6VWav
file:///F:/碩專畫1060905/pp/畢業論文/初稿/檢索日期：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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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藝術」是最早使用的語彙29，1988 年 6 月 26 日臺灣省立美術館（國美

館前身）開館，第一檔展覽就公開徵求「尖端科技藝術展」，徵求項目包含雷射、

光電、錄影與電腦藝術、電動雕塑、人工智慧藝術。這是臺灣首次公開徵求科技藝

術的相關創作，當時科技藝術尚無明確界定，從徵件項目可見，凡是創作時會使用

到電器設備的藝術類型，都統稱為科技藝術。或粗略地說，是將光電視作是一種新

媒材的嘗試。但嚴格來說，光、電並不具真正的媒材特殊性。30因此，縱然臺灣在

1980 年代就開始出現科技藝術的視野，卻未提出相對明確的新美學觀與藝術想像。 

全球數一數二的線上藝術中心「根莖網」（Rhizome.org）的創辦人 Mark Tribe，

在 1996 年將「新媒體」界定為網路藝術、數位錄影藝術、網路廣播等等藝術作品的

統稱31。Tribe 與 Reena Jana 合著的《新媒體藝術》（New Media Art）更指出，使用

新媒體藝術一詞，目的就在於描述運用新興媒介技術的藝術創作32。而隨著數位媒體

在藝術上的廣泛應用，「新媒體」這個名詞，如燎原大火般一發不可收拾。 

然而，學者葉謹睿認為，將新媒體當專有名詞來規範某一種藝術型態是蠻危險

                                                      

29 如 1988 年台灣省立美術館主辦的「尖端科技藝術展」、「日本尖端科技藝術展」，1990 年蔡文穎策

展的「動感科技藝術展」，至於國立藝術學院科技藝術研究中心所主辦者使用「科技藝術展」理所

當然，如「名古屋國際科技藝術特展 ARTEC’91」、「‘94 科技藝術展-科技的詩情、新藝術的試驗」、

「‘95 科技藝術專題展-電子影像在關渡」、「‘96 科技藝術展-影像新樂園」、「‘97 科技藝術展-電腦

vs 藝術」，1998 年台北市立美術館主辦「秒─荷蘭科技藝術展」、台灣省立美術館主辦「日本尖端

科技藝術作品展」、2000 年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策劃「發光的城市-2000 北縣國際科技藝術展」、

2002 年許素朱召集「02’科技藝術展-新媒體藝術計劃」、2003 年華安瑞策展「靈光流匯–科技藝術

展」、2003 年國巨基金會主辦「國巨科技藝術節，飆藝－藝術玩家 X 科技駭客」、2004 年 5 月姚

大鈞策展「台北聲納 2004-國際科技藝術節」。之後，就較少刊到使用這個名詞，2006 年許素朱、

林雅芳策展的「臺北科技藝術展」可能因為是在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的原因，仍然使用

科技藝術的概念。 

30 邱誌勇，〈匱乏與掙扎中對時代的回應-2018 年臺灣數位藝術發展的綜觀性回顧〉，《藝術家》，

2019 年 1 月，524 期，頁 135。 

31 葉謹睿，前揭《藝術語言@數位時代》，頁 17。 

32 Reena Jana & Mark Tribe, New Media Art(Taschen Deutschlandk, 2009),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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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33因為「新」、「舊」本身是一個比較性的形容詞，有新就有舊；更新的東西出

來，本來號稱為新媒體就退化成老媒體或舊媒體。哪個媒體沒新過？ 

其次，新與舊是相對的，所謂「新媒體藝術」，是相對於傳統藝術創作所使用

的媒材而言，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概念範疇，凡利用現代科技、新媒體形式與新的觀

看方式，表現創作主題的藝術作品都包括在內，具體來說，除了「數位藝術」，其他

如「電腦圖繪藝術」(computer graphics)、「電腦動畫藝術」(computer animation)、「虛

擬藝術」(virtual art)、「網絡藝術」(Internet art)、「電子遊戲藝術」(video games)、「電

腦機械藝術」(computer robotics)、「3D 列印藝術」(3D printing), 乃至利用應用生物

科技的藝術作品(art as biotechnology)，在現階段未被更新的媒材取代、置換之前，

都是「新」媒體藝術。 

臺灣官方活動較少使用「新媒體藝術」的語彙，如國美館也只零零星星地出現

過 2011 年《日常掃描-新媒體藝術典藏展》、2013 年《浮世寓境-新媒體藝術典藏展》

與 2017 年《火辣身體、冷酷科技：新媒體藝術中的身體表演和編舞操作》等三個

檔次。台北市立美術館則出現在 2006 年克莉絲汀．凡雅絮策展的《龐畢度藝術中

心新媒體藝術展 1965-2005》。 

其實，所謂的「新媒體」至少包括（但不限於）電腦滑鼠與螢幕的硬體設備，

而透過現代科技「數位」軟體的運用，截取數位的特性來創造藝術的意象。就這一

點來說，新媒體藝術就可總括上述所表述的所有新穎的名詞概念；即使「多媒體」

藝術，還是以數位技術為基礎，兼容攝影、錄像、視頻、聲音、裝置、互動其中的

一種或多種媒體的綜合運用。 

因此，從新媒體藝術的基礎元素—數位運用的觀點，將新媒體藝術作品統稱為

                                                      

33 葉謹睿，前揭《藝術語言@數位時代》，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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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藝術」，應屬周妥。 

2000 年後隨著電腦與網路等數位工具與技術的普及，2004 年 7 月 3 日國美館

舉辦《漫遊者－ 國 際 數 位 藝 術 大 展 》，往 後，除 少 數 個 案 外 34，「數位藝

術」就逐漸成為官方與民間普用使用的專有用語。2002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文化部前身）便定義「數位藝術」是統整了以數位科技表現的各種創作形式，涵

蓋了數位音樂、互動裝置、數位影像（CG）、數位動畫、電影與網路創作等。本研

究採用「數位藝術」的語彙名稱，一方面在範圍上包含了以電腦做為創作工具、媒

介、媒體的藝術創作，歸整其特徵，並從中提出實務操作的問題及嘗試在法律層面

的對應有所建議。 

二、研究限制 

有關數位藝術法律關係的研究，由於「數位藝術」的定義，實務界與學術界仍

缺乏一致、明確的共識，相對也就構成對研究範圍不確定性的困境。 

數位藝術是以電腦為基本創作工具，而組合運作程式的計算機體、資料儲存碟、

資料輸出與輸入的配備及監控系統資料流量的裝置等四個部分，所表現的藝術形式。

35其創作語言是電腦程式，透過電腦二進制系統的執行運作，發展出許多不同種類的

數位作品形式，所有透過數位科技製作出來的文字影像，皆源自於「基本字母符號」

０與１的組合。 

定義「數位藝術」需由定義「數位」(digital)為始。「數位」描述用「是」(positive)

與「否」(non-positive)狀態進行衍生(generate)、執行(processe)與儲存資料(store)的電

子科技，以數字1與0表示此「是」與「否」的狀態，當資料被傳送或儲存時，資料

被轉換成為以0與1所組合而成的數串，每個數字被稱為位元(bit, binary digit)，一定

                                                      

34 如國美館 2018 年 11 月舉辦的《共創與連結：2018 科技藝術國際趨勢論壇》。 

35 余瓊宜，〈數位藝術中的新與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報》，2011 年，4 期，頁 222。 

 



 

20 

 

數量的位元所組成的串，則稱之為數元組(byte)，作為一個單位來處理的一個二進制

的字元。36位元是數位化計算中的基本粒子，因此訊息的儲存、傳遞、存在、演化，

都是在位元的基礎上，所進行的各種存在狀態。 

學者形容位元像人體內的 DNA 一樣，是資訊的最小元素，雖然不具顏色、大

小或重量，但卻是一種存在的狀態。37「數位藝術」的特徵必須涵蓋此數位工具的獨

特性，此即是透過位元所建構的儲存、傳遞、存在、演化，以及在此過程中所建立

的系統、組織與網路系統；不僅具有互動性、虛擬性與智慧性，也具不定性、多變

性與隨機性，能產生具自我演化的生殖特性。38從這個基本元素的定義出發，如果創

作者以數位攝影及傳統繪畫元素(透過掃描器所得的資料)為媒介，使用電腦軟體繪

圖功能來進行複製、拼貼、組合、疊加，將結合的影像加強了繪畫性元素重新塑造

一種新的圖象意涵，最終仍是以藝術微噴於紙材或畫布上，所呈現的如傳統的平面

藝術形式。 

應如何定位這類的藝術類型？如果將漫畫家鄭問的作品（圖 8）及年輕時尚插

畫家劉夢非的作品（圖 5-7）與數位影像藝術家翁梁源的作品（圖 9）比較，應可辨

其端倪，前者完全透過傳統繪畫技法，創造出時空交錯的虛幻視覺，後者則只能說

是用電腦取代人腦構圖的「數位影像繪畫」39，因此，仍難認為這類創作是屬於這裡

所界定的「數位藝術」，不在本研究的論述範圍。 

                                                      

36 M. Halnon, Digital Dictionary.  Retrieved Nov.19, 2008, https://reurl.cc/oDV4zv，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7 日 

37 N.Negroponte 著，齊若蘭譯，《數位革命》（台北：天下文化出版），1995 年，頁 16。 

38 曾鈺涓，《當代數位互動藝術之特質》，（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年），頁 7-

8 

39  翁梁源採廣義見解，認「 含 有 數 位 科 技 的 所 有 藝 術 創 作 」 都 稱 為 數 位 藝 術 ，

https://reurl.cc/yyLRNM，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按照這個定義，「數位藝術作品」就

成了擁有不同組成部分的集合體，而這些組成部分中至少有一個是明確且純粹的屬於

數位科技的範疇。「所含有數位科技的藝術創作」均可稱為數位藝術。 

 

https://reurl.cc/oDV4zv，下載時間：2019
https://reurl.cc/yyLR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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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考量到「數位藝術」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其中所謂的「數位」代表的只

是創作過程中所使用的方法，而非創作的最終形式。40其表現類型包含（但不限定）

1.數位平面影像、2.網路藝術、3.錄像藝術、4.聲音藝術、5.電腦動畫、6.多媒體裝置、

7.互動式裝置、8.數位與表演等。41這些類型，有些法律關係較單純，現行法律在適

用上尚無困難，如「數位平面影像」可歸類為《著作權法》所稱的「攝影著作」，「聲

音藝術」、「錄像藝術」與「電腦動畫」屬「錄音著作」、「音樂著作」或「視聽著作」

的一環，「網路藝術」或可歸為「電腦程式著作」的類型，「數位與表演」則傾向於

是用「戲劇、舞蹈著作」。 

因此，本研究在論述上，原則上聚焦於互動式裝置，如屬一般性的問題，也一

併處理。所謂互動式裝置，指的是「允許觀眾操作各種動作並能夠選擇互動選項，

且能獲得特定回饋，並且能根據互動狀態而改變情境」的裝置。42至於其他數位藝術

形式，歸類於法律規範的藝術類型確有困難者，或可以此類彼，比附援用。 

其次，本研究所遭遇到的另一個難題是，參考文獻的嚴重缺乏。畢竟藝術創作

是主觀的，法律條條框框則是客觀的；藝術家的性格天生較浪漫，法律人講究的則

是理性的分析。 

雖然，有關數位藝術創作、展演的論述如汗牛充棟，尤其，參閱《台灣數位藝

術》等專業官網，各種專題、趨勢論述、資料庫，文獻豐富多元，恰如數位藝術創

作般璀璨奪目，令人心眩視亂。 

當藝術創作與法律條規碰撞在一起，會迸出甚麼樣的火花？相關的研究文獻，

幾乎是兩個缺乏交集的平行線，或充其量只能說是法律對藝術單思的單行道。尤其，

                                                      

40 Bruce Wands, “Art of the Digital Age”.New York: Thames & Hudson Inc.,2006, p.11. 

41 其內涵，參陳永賢，〈什麼是數位藝術？〉，《文化專刊》，2008 年 6 月，頁 276-279。 

42  Allen, S. and Gutwill, J., “Designing with multiple interactives: Five common pitfalls”. Curator, 

2004,47(2), pp.19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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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藝術學界研究成果觀察，幾乎都僅關切創作實務，姑不論文獻資料整理上，數位藝

術比其他藝術型態困難得多；更遑論即使是藝術行政領域，對相關法律適用疑義及對

應的論述，可謂完全付諸闕如。 

相對地，在法律學界，長久以來不乏主動關心藝術家的困境，希望能在浪漫的藝

術情懷之外，透過客觀理性的法律探索，釐清藝術創作者與經紀公司、藝廊或收藏家

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特別涉及到智慧產權方面的重製、改作、合理使用與授權等等

問題，期能提出一些解決方案。 

可惜的是，檢視所有文獻，也都僅涉及傳統藝術的範疇（如美術、音樂創作、攝

影著作），間或觸及數位時代與科技運用的一些議題，對於本研究所關注的數位藝術

的法律規範與實務運用的研究，可謂完全空白，出現文獻參考上的盲區。這無形中，

構成了本研究難予攀越的藩籬，也嚴重限制了本研究所寄望達成的研究目的。 

研究者深知這是一片荒蕪的沙漠，但總要有人願意先去開墾、引水、播下第一顆

種子。只是這樣的努力難免流於唐吉哥德的浪漫，而如一句名言所說：「當一位英勇

的騎士策馬奔馳過歷史大道之後，留下一團飛塵飄揚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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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劉夢非 《宮崎駿系列-神隱

少女》37×27cm  水彩 

圖 片 來 源 ：

bunheadodelette_nereid 

圖 6 劉夢非 《宮崎駿系列-霍爾

的移動城堡》36× 51 cm  水彩 

圖 片 來 源 ：

bunheadodelette_nereid 

圖 7 劉夢非 《宮崎駿系列-風之

谷》 37×27cm  水彩 

圖 片 來 源 ：

bunheadodelette_nereid 

 

圖 9 翁梁源《方舟續曲]- 無盡的旅程》 

110 × 110 cm 數位影像繪畫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R4bO2g 

圖 8 鄭問《萬歲》90× 110 cm 水彩畫布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V65R2Y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2ahUKEwiyvIDXmf7hAhUpG6YKHe9RDsQQjRx6BAgBEAU&url=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605003942-260405&psig=AOvVaw2v2woTUKXPK-l1Vu4RvVFZ&ust=1556933033009990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2ahUKEwiyvIDXmf7hAhUpG6YKHe9RDsQQjRx6BAgBEAU&url=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605003942-260405&psig=AOvVaw2v2woTUKXPK-l1Vu4RvVFZ&ust=155693303300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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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數位藝術 

甚麼是「數位藝術」（Digital Art）？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的專業刊物 Leonardo

雜誌，於 2009 年專刊中曾作出極為嚴格的定義：必須是用電腦做成、必須以電腦進

行構思、必須以演算法寫成、程式的書寫必須漂亮。43這可以說是最狹義的定義，如

果從這個定義，當今所謂的「數位藝術」，十之八、九都將被剔除。 

相對地，最廣義的界定，則認為以電腦、光學運用、電子、機械等科技產物為

作品重要構成元素，或以程式邏輯與數理運算為表現的藝術形式都是數位藝術。44幾

乎涵蓋了台灣早期使用「科技藝術」的概念所包含的藝術形式。 

國外藝術學者最常見的一般性意見，則認為所謂數位藝術，是指所有經由數位

化處理作為手段的藝術創作型態。45這是廣義的界定，數位藝術可視為一張大傘，傘

下包含範圍很大的藝術實踐，而非指特定的美學表現；換言之，藝術家使用數位科技

作為創作工具或媒材所創作出的藝術作品，不論是平面靜止或動態影像作品、網際網

路作品、立體虛擬空間裝置以及多媒體複合媒材作品，甚至透過快速成像科技進行雕

刻的創作（3D 列印）都屬之。 

也就是數位藝術須以電腦為基本創作工具、媒介，而組合運作程式的計算機體、

資料儲存碟、資料輸出與輸入的配備及監控系統資料流量的裝置等四個部分所表現

                                                      

43 聲音藝術家林其蔚於〈甚麼是數位藝術？〉《漫遊者-數位時代中的藝術思考》論壇峰會中所言。

載於《今藝術》，2004 年 2 月，頁 60。 

44 Weiming Du, Zhongyang Li & Qian Gao ,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gital Art and Traditional 

Art,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tworking and Digital Society, Wenzhou, 2010, pp. 441-443. 

45 曾介宏，〈「數位藝術」的發展與知識議題〉，《台北文化產業人力資源半年刊》，2004 年 1 月，

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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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藝術形式。46本研究基本上採這樣的界定， 

「數位」，在當今已經成為氾濫使用的工具或概念，但參照以上的定義，並非所

有標榜「數位」的現代科技的產製物，都可適格稱為數位藝術，例如數位電視所播放

的影片。尤其，攝影可說是現代藝術創作最為熱門的媒材之一，很多藝術家的創作直

接採用攝影，但單純的以數位照相機攝影，尚不屬於本研究所稱的數位藝術；47必也，

須再進一步將所拍攝的影像，透過電腦的數位化處理。例如張仲良的《窗》，將記錄

平日瑣碎生活的照片，予以集結、拆解與重組，並使用許多銜接影像的方式，在電腦

裡將照片裁切成大小不一的碎片。重組照片的過程中找出每一個影像碎片之間可以

被重新連結的關係，最後串聯起來，這些碎片化之後的真實寫照，顯得既真實又虛幻，

讓看似真實的時間與空間重新如科幻片一般，同時展現在你的眼前，彷彿可以透過攝

影操弄時間的故事。這樣的作品，才符合本研究所稱數位藝術的概念。 

二、互動式數位藝術 

互動性是新媒體藝術最明顯的特質之一。所謂互動式數位藝術，簡單地說，就

是具互動功能的數位藝術創作形式。48互動式數位藝術的發展，可溯源於1960年代的

孚魯克薩斯（Fluxes）49與偶發藝術（Happening Art）兩大藝術運動。50當時的藝術家

嘗試用前衛藝術創作的手段，將藝術作品與觀者之間的互動轉化成積極的關係，使觀

者不再僅僅是徘徊於作品前走動的觀者，而是融入參與作品的互動而形成所謂的「典

                                                      

46 余瓊宜，〈數位藝術中的新與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報》，2011 年，4 期，頁 222。 

47 論者甚至直言這只是單純的生活紀錄，連藝術都稱不上。如章光和，《攝影不是藝術》（田園出

版社，2005 年）。 

48 曾鈺涓，《當代數位互動藝術之特質》，（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年），

頁 7-8 

49 Fluxus 這名詞具有「水的流動」的意思，強調「流變」，譯成「激浪」，突出衝擊，雖不完全確

切，但大致可表達其意。 

50 許素朱，互動式數位藝術在創意產業之應用與發展，二十一屆近代工程技術討論會，2006.9.25，

檢索日期：2020 年 3 月 25 日，取自 https://blog.sina.com.tw/6514/article.php?entryid=175502。 

 

file:///C:/Users/liu654/Desktop/碩專畫1060905/pp/畢業論文/初稿/檢索日期：2020
https://blog.sina.com.tw/6514/article.php?entryid=17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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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觀者」(exemplary viewer)。 

何為互動？有廣、狹互異的定義，本研究採納如下的概念：創作者以數位科技為

媒材，建構一個允許觀者操作各種動作並能夠選擇互動選項，且能獲得特定回饋，並

能根據互動狀態而改變情境的裝置；邀請觀者主動或被動參與，營造雙向或多向的交

互作用。透過觀者聲音、肢體動作、輸入文字或心理、感情、訊息引發的非肢體直接

碰觸的參與，改變作品的內容結構、形式與表現。其所改變的作品內容，可能是一對

一的反饋回應，也可能是具偶發、累加與自我衍化能力而無法預期的結果反應。 

在互動式數位藝術裡，藝術家只是建構一個平台，以一個至多個學習與體驗目

標作為互動設計的標的，驅動觀者在經過設計與規劃的參觀中完成該設定目標。透過

沈浸式展區提供情境（context）或感受（feel），喚起的不再是傳統藝術中所強調的靜

態冥想，而是引誘觀者「採取行動的刺激」。51 

觀者透過任何可能的方式與作品互動，成為創作的一部份，觀者也成了創作者。

在這個互動過程中，電腦就如同一個溝通的介面，宛如在一座連結藝術家與觀者群的

橋樑上，將各方創意蒐集整合成為一個「超設計作品」（Metadesign）52。 

 

 

                                                      

51 Heinrich Klotz, Contemporary Art, in: Contemporary Art, Cat. Center for Art andMedia Karlsruhe 1997, 

Munich/New York 1997, pp.21-27. 

52 Gene Youngblood, Metadesign: Toward a Postmodernism of Reconstruction, in: Gottfried Hattinger (Ed.), 

Ars Electronica, Cat. Ars Electronica CenterLinz, Linz 1986; Gene Youngblood, Metadesign: Die neue 

Allianz und die Avantgarde, trans.English/German by Christian Quatmann, in: Roetzer 1991, pp.30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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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研究方法 

第一節  文獻探討 

本研究所要探討的議題，參考文獻嚴重缺乏，已如上述。其實早在所謂「台灣數

位藝術元年」的 2006 年，實務界已意識到數位藝術作品典藏、保存與再現的問題；

也如克莉絲汀．凡雅絮（Christine Van Assche）一樣，注意到新媒體藝術的策展人對

法律認知的不足。53然而，十幾年來，台灣在數位藝術的創作實務上，一直有非常豐

富、傑出的表現；可惜在藝術行政上，如何強化權利義務關係及權益保護的法律系統，

藝術學界都僅止於呼籲。 

雖然，學者鄭元智悲觀地痛陳「數位的保存與版權問題仍然無解」54；創意與衝

勁十足的邱誌勇教授甚至逆向思考，提出「文化政策不能只是經濟邏輯」55，呼籲文

化主管機關不能「僅僅聚焦於典藏的面向」56；游如伶的文章則反思「形而上」該怎

麼收藏？57學者曾鈺涓也認知到，主管機關因數位藝術作品故障與維護問題，在數位

藝術的創作上趨於保守58；不過，藝術界還是想方設法，能多少提供一些有用的經驗。 

                                                      

53 Christine Van Assche 著，張至維等譯，〈新媒體藝術作品的歷史與博物館面向〉，台北市立美術

館，《龐畢度中心新媒體藝術展 1965-2005》（典藏藝術家庭，2006 年），頁 16。 

54 鄭元智，〈數位藝術經濟模式的再思考〉，《藝術家》，2015 年 12 月，487 期，頁 149 

55 邱誌勇，前揭文，〈文化政策不能只是經濟邏輯〉，頁 158。 

56 邱誌勇，〈如果還有明天-窒礙難行的 2017 臺灣數位藝術景況〉，《藝術家》，512 期，2018 年 1

月，頁 183。 

57 游如伶，〈該怎麼收藏「形而上」？──身體為介 Performance Art〉，《典藏藝術網》2017 年 6 月

16 日，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7 日，取自 https://reurl.cc/A16LRK 

58 曾鈺涓，〈臺灣數位藝術發展與困境〉，《藝術家》， 206 期，2010 年 6 月，頁 209。 

 

https://reurl.cc/A16LRK，下載時間：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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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陳韋晴藉由外國的經驗，專訪 MOMA 新媒體暨行為藝術部門總策展人 Sabine 

Breitwieser 專訪，談〈時基新媒體藝術收藏與保存〉。59國美館於 2015 舉辦的〈集新

求變：新媒體藝術典藏保存與維護國際研討會〉，談「博物館該如何捕捉與封存新媒

體藝術流動的時間?」（經驗與對策），聚焦於「新媒體藝術創作媒介的多樣性及不可

預期性」（實務問題），期能以「全新的觀點詮釋典藏保存實務的意義以及功能」去解

決新媒體展示與保存維護的實務問題。 

上述的這些文獻，擲地有聲，如暮鼓晨鐘發人深省。但怎麼辦？如何解決？正如

實務工作者陳禹先在〈科技藝術典藏系列講座〉所言，同樣的問題談了十多年，大大

小小的座談會、研討會，每次學者專家都會提到法律很重要，但都在這裡就停止了，

接下去該怎麼做？就只能我看你，你看我，面面相覷，然後會議就結束了。60 

也許有個寓言：好像一群老鼠吃盡貓的苦頭，它們召開大會，商量對策。一隻

老鼠出了一個主意，讓大家連呼高明。這個妙主意就是在貓的脖子上掛上一個鈴鐺，

只要貓一走動，就會發出響聲，大家事先得到警報，就躲起來。這一決議最終被全體

成員投票通過。但是要由誰去給貓的脖子上掛鈴鐺？至今，老鼠們還在爭論不休，也

經常舉行會議……。 

引這個寓言雖嫌不敬，但似乎很貼切。就如「創用 CC」創辦人之一的 Lawrence 

Lessig 所說；「這是眾所周知但人們不願討論的麻煩問題。」61確實在所蒐集的所有

                                                      

59 陳韋晴，＜時基新媒體藝術收藏與保存–MoMA 新媒體暨行為藝術部門總策展人 Sabine Breitwieser

專訪＞，臺灣藝術論壇電子報 ，7 期 2011 年 8 月號。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7 日，取自

https://reurl.cc/Gk5LlW 

60 例如在《集新求變》研討會上，陳永賢教授特別提出：有關修復之後再現之間的法律問題，一直

都存在模糊的邊界，那法律的問題當然是牽涉很多的面向，也可以再討論。但還是沒引起太多的

回饋。 

61 Lawrence Lessig 著，王聖智譯，〈導正我們對著作權之價值觀〉，邱誌勇總編輯，《數位藝述第

伍號：數位文化網絡世代的哲思》（財團法人數位藝術基金會，2016 年），頁 76。 

 

https://reurl.cc/Gk5LlW。下載時間：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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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完全未見方案。62畢竟所謂的法律保障，對藝術家來講，就如天邊彩霞，可見

而不可及；所謂的法律論述，對藝術領域專家來說，也如雲霧，茫然飄渺，難能掌握。 

問題的關鍵在於，術業有專攻，藝術學者、實務工作者可能無法理解法律的規定，

不曉得法律能提供甚麼協助？也就不知道該如何向法律求援。相對地，法律專家也不

瞭解，藝術界所面臨的困境是甚麼？能從哪裡切入？就如典藏藝術家出版社最新出版

的一本名為《當藝術遇上法律》的專書，可謂全面性地提供了藝術投資收藏的攻防對

策。63可是對本研究的議題之一「數位藝術的典藏」，仍屬空白。 

有鑑於此，本研究的策略是，先規整數位藝術相較於傳統藝術的特性，其次再

盤點法律適用於藝術領域的不足之處，分析其無法適用的原因；進而搜尋相關法學文

獻，爬梳出可資運用的資料，予以配對。相關的文獻探討，除上引文章之外，也就聚

焦於這三大面向： 

一、關於數位藝術的特性 

曾鈺涓的博士論文《當代數位互動藝術之特質》（2000 年），本研究透過 60 年

代藝術與科技活動的歷史回溯，以理解數位互動藝術的根源、觀念與論述，並在此脈

絡下，提出數位互動藝術創作具有的三種基本特質：「程式、編碼與執行」、「隨機、

自動化與衍生」與「邏輯、程序與系統」，此三種特質不僅呈現於電腦硬體與軟體的

媒材之中，也存在於：1、創作者思考的脈絡與執行；2、作品建構中的程序、邏輯與

過程；3、觀者與作品的互動、回饋與感知。 

論文指出「數位藝術」的特徵必須涵蓋此數位工具的獨特性，此即是透過位元

所建構的儲存、傳遞、存在、演化，以及在此過程中所建立的系統、組織與網路系統；

                                                      

62 「創用 CC」制度提供了簡便的調和機制，但在著作權實際難題的解決上，仍有先天上的限制，容

於第五章第五節論敘。 

63 葉茂林，《當藝術遇上法律-藝術投資收藏的攻防對策》，典藏藝術家 2019 年 10 月 25 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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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具有互動性、虛擬性與智慧性，也具不定性、多變性與隨機性，能產生具自我演

化的生殖特性的數位藝術，雖然是近 20 年前的研究，許多有關哲學或控制論的闡述

也過於深奧難懂，但迄今仍屬在這個領域較為完整而不可多得的研究文獻。 

葉謹睿所著《藝術語言@數位時代》（2003 年），本書從定位數位藝術的美學觀

點開始，進而探討許多新媒體藝術的語言結構特性。一方面，回溯新媒體先鋒大師的

錄影裝置作品；另一方面，引介許多重要大展的年輕藝術家作品。 

本書認為網路藝術與傳統藝術最大的差異，來自於「作者權」的轉移，與傳統

藝術相異的是，數位藝術作品的內容已不再是藝術家所完全控制，作者權反而掌握在

觀眾手裡。此外，本書也提出了重要的觀念，在傳統藝術裡，「未完成」象徵著不完

整、不足、失敗，也代表藝術家未能盡緻的遺憾。但電腦的世界裡，所有的事都是未

完成的。在電腦世界的字典裡，完成不代表蓋棺論定，而是更新改進的開始。在現代

科技社會，未完成不再是一種失敗，而是一種期待。在台灣，針對數位藝術的討論與

分析仍然十分缺乏，本書可為讀者開啟新視窗。 

林珮淳主編《台灣數位藝術 e 檔案》（2012 年）整合了邱誌勇、葉謹睿、曾鈺

涓…等多位專家的論述，從抽象的美學定義出發，綜觀數位藝術在藝術史、教育、身

體與自我認知、跨領域創作等各個層面的影響。這本書最珍貴的地方，就是它以台灣

的數位藝術創作及論述為主體，但在同時，卻完整兼顧了國際以及歷史觀的這個特

質。 

書中指出數位藝術最獨特的「互動美學」是平面靜態圖像、動態影像或錄影藝

術所無法呈現的特性，可謂藝術發展上最新的美學，作品因著允許觀眾的互動而創造

了不同的形態與內容，且互動的過程對於創作者與觀眾的意義也隨之改變。當「互動」

逐漸取代了單純的「看」或「聽」，成為觀賞當代作品的一種途徑時，互動的過程對

於作者與觀眾的意義也隨之改變，成為其他創作型態所無法呈現的表現手法之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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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的美學概念有因應而生，如作者權的移轉、共創性、超文件、資料姓、成長性、

遊戲性、表演性與跨界性等。 

二、關於法律規範適用的不足 

數位藝術是當代藝術當中重要的類型，台灣的新媒體藝術創作自萌芽而逐漸成

熟，在質與量上亦持續增長中，近年更在國內外許多重要的大展與藝術活動中嶄露頭

角64；在藝術行政上，如何強化權利義務關係及權益保護的法律系統，藝術學界都僅

止於呼籲，如曾鈺涓的文章〈台灣數位藝術發展與困境〉與〈保存、再製與再現的復

原工程-數位藝術家的省思與自覺〉等、邱誌勇在《藝術家》雜誌發表的〈匱乏與掙

扎中對時代的回應-2018 年台灣數位藝術發展的綜觀性回顧〉65等多篇文章。 

有者從藝術創作者親身體驗，提出一些觸及法律規範的疑慮，如曾芷筠的文章

〈復刻的真實性，數位複製時代的影像〉66，由公立藝術機構轉進學界的陳禹先更透

過〈科技藝術典藏系列講座〉直播平台，或透過座談會，述說「來自典藏現場的困境」

67，或「談台灣時基媒體藝術的保存與再現」68。至多僅如學者曾介宏以其曾任職文

化主管機關的經驗，體認到「數位化挑戰藝術家期望透過智慧財產權獲利的努力，因

為互動式創作難以保障智財權屬於特定的一方」69，卻依然無解。 

上述的文獻，都僅止於在期刊文章中零星的提出憂心，盧玉涵的碩士論文《未

                                                      

64 盧玉涵，《未來的備忘錄：新媒體藝術典藏的展示預備》（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2010），頁 1。 

65 邱誌勇，〈匱乏與掙扎中對時代的回應-2018 年臺灣數位藝術發展的綜觀性回顧〉，《藝術家》，

2019 年 1 月，524 期，頁 134-141。 

66 曾芷筠，〈復刻的真實性，數位複製時代的影像〉，《典藏今藝術》2015 年，278 期，85-91 頁。 

67 陳禹先，「科技藝術典藏系列講座一：來自典藏現場的困境」。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 日，

https://youtu.be/Q74Y5lUUqLE 

68 陳禹先，〈「藝術家，你的原作呢？」談臺灣時基媒體藝術的保存與再現〉，《數位荒原》，2018

年 9 月 18 日。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 日，取自 https://reurl.cc/M76GDL 

69 曾介宏，〈「數位藝術」的發展與知識議題〉，《台北文化產業人力資源半年刊》，2004 年 1 月，

頁 28-39。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auc=%22%E7%9B%A7%E7%8E%89%E6%B6%B5%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auc=%22%E7%9B%A7%E7%8E%89%E6%B6%B5%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5%8D%97%E8%97%9D%E8%A1%93%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dp=%22%E5%8D%9A%E7%89%A9%E9%A4%A8%E5%AD%B8%E7%A0%94%E7%A9%B6%E6%89%80%22.&searchmode=basic
https://youtu.be/Q74Y5lUUqLE，下載時間：2019
https://reurl.cc/M76GDL，下載時間：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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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備忘錄：新媒體藝術典藏的展示預備》（2010），應該是比較整體的研究。該研究

指出，在數位藝術展覽頻繁的狀態下，作品常面臨展示與佈展上的難題，往往必須透

過藝術家親自在現場處理方能解決；當新媒體藝術作品接受美術館典藏後，美術館就

必須負起忠實展示作品的責任，因此在入藏後的登錄編目以及作品資料建置上，必須

透過藝術家形成作品展示再現、保存的關鍵資訊，作為美術館未來展示再現作品的重

要備忘錄。 

另外，施耘心的碩士論文《2003 年至 2007 年台灣新媒體藝術於拍賣市場成交

成功關鍵要素之研究》（2009 年）70，蒐集了 2003 年至 2007 年銷售市場成績，找出

曾被搜羅至拍場的新媒體藝術作品，並以文獻分析、深度訪問、個案研究法來羅列出

於拍賣市場成交成功的關鍵要素，並為後續研究提出建議。 

三、借助相關法律文獻 

相對於藝術界本身對所需法學研究的匱乏，法學界對於直指數位藝術的核心難

題，所知雖屬有限，論述也不足，但對於藝術界所存在的一些共通性的法律疑難，卻

有非常豐沛的研究能量，或者在數位藝術周邊的問題（如科技的運用），進行了深入

的探討。其中，學位研究論文例如： 

姚竹音的《著作權法制與台灣文化藝術發展連動關係之探討》71，該研究指出在

智慧財產權的法制中，《著作權法》是與文化藝術發展最相關的法律。但檢視台灣著

作權法制的立法過程，是在著作權意識尚未自然發生時即將西方的著作權體系移植

進入，尤其深受中美經貿談判的壓力所牽引，從中發現「文化霸權」與台灣主體性問

題。 

                                                      

70 施耘心，《2003 年至 2007 年臺灣新媒體藝術於拍賣市場成交成功關鍵要素之研究》（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71 姚竹音，《著作權法制與臺灣文化藝術發展連動關係之探討》（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

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auc=%22%E6%96%BD%E8%80%98%E5%BF%83%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auc=%22%E5%A7%9A%E7%AB%B9%E9%9F%B3%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auc=%22%E6%96%BD%E8%80%98%E5%BF%83%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dp=%22%E7%BE%8E%E8%A1%93%E5%AD%B8%E7%B3%BB%E5%9C%A8%E8%81%B7%E9%80%B2%E4%BF%AE%E7%A2%A9%E5%A3%AB%E7%8F%AD%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auc=%22%E5%A7%9A%E7%AB%B9%E9%9F%B3%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5%8C%97%E8%97%9D%E8%A1%93%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dp=%22%E8%97%9D%E8%A1%93%E8%A1%8C%E6%94%BF%E8%88%87%E7%AE%A1%E7%90%86%E7%A0%94%E7%A9%B6%E6%89%80%E7%A2%A9%E5%A3%AB%E7%8F%AD%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dp=%22%E8%97%9D%E8%A1%93%E8%A1%8C%E6%94%BF%E8%88%87%E7%AE%A1%E7%90%86%E7%A0%94%E7%A9%B6%E6%89%80%E7%A2%A9%E5%A3%AB%E7%8F%AD%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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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玉萍的《藝術授權契約與模式之研究-以華人藝術家畫作為例》72，本論文旨

在探討公平性的授權契約設計、範例、終止的探討與風險趨避。確認藝術家要懂得以

契約約定的形式來保護自己的藝術創作，藝術家微創藝術觀是藉由藝術授權與藝術

商品化開創藝術共享思維。至於該如何針對藝術創作的著作財產權授權考量被授權

者與授權者的立場制定雙方合意的契約? 雙方如何在公平立場簽訂互利條款，以授

權公平為原則去討論不同的授權定型化契約供藝術家簽約時參考的範例，商業應用

與授權合作。 

宋貫宇的《挪用藝術之法律爭議研究-以著作權法合理使用概念為中心》73，指

出挪用行為（appropriation）存在許多藝術創作面向中，但挪用創作模式運用他人創

作之行為，將會與著作權保障相衝突，惟現行挪用行為的態樣日趨豐富多元，侵害程

度也有所不同，而我國現行多以《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 2 項的「合理使用概括條款」

加以處理；然無論是實質相似的判斷或是合理使用的要件審查，都有不夠細緻之處，

故造成挪用創作在我國《著作權法》上的生存空間受到壓縮。 

本論文說明挪用創作在著作權法上所產生的法律問題，探討我國現行《著作權

法》對於人格權以及財產權保護規範（如重製權、改作權）以及相關罰則中需要修正

之處，另外在挪用創作合理使用條款的運用上，嘗試在著作權侵權實體認定、合理使

用判斷的調整以及訴訟程序中利用專家意見等方式提出較為客觀地審查方式，使得

挪用藝術作品在法規適用上能符合美學不歧視原則，進而對於挪用藝術的創作有所

助益。 

陳怡婷的《美術著作著作權侵害與合理使用》74，我國《著作權法》的宗旨明示

                                                      

72 張玉萍，《藝術授權契約與模式之研究-以華人藝術家畫作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

士論文，2018 年） 

73 宋貫宇，《挪用藝術之法律爭議研究-以著作權法合理使用概念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財經法律系

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 

74 陳怡婷，《美術著作著作權侵害與合理使用》
（
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年）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auc=%22%E5%BC%B5%E7%8E%89%E8%90%8D%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auc=%22%E5%AE%8B%E8%B2%AB%E5%AE%87%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auc=%22%E9%99%B3%E6%80%A1%E5%A9%B7%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auc=%22%E5%BC%B5%E7%8E%89%E8%90%8D%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dp=%22%E7%BE%8E%E8%A1%93%E5%AD%B8%E7%B3%BB%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auc=%22%E5%AE%8B%E8%B2%AB%E5%AE%87%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sc=%22%E5%9C%8B%E7%AB%8B%E4%B8%AD%E6%AD%A3%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dp=%22%E8%B2%A1%E7%B6%93%E6%B3%95%E5%BE%8B%E7%B3%BB%E7%A0%94%E7%A9%B6%E6%89%80%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dp=%22%E8%B2%A1%E7%B6%93%E6%B3%95%E5%BE%8B%E7%B3%BB%E7%A0%94%E7%A9%B6%E6%89%80%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auc=%22%E9%99%B3%E6%80%A1%E5%A9%B7%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sc=%22%E4%B8%96%E6%96%B0%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dp=%22%E6%99%BA%E6%85%A7%E8%B2%A1%E7%94%A2%E6%AC%8A%E7%A0%94%E7%A9%B6%E6%89%80%28%E5%90%AB%E7%A2%A9%E5%B0%88%E7%8F%AD%29%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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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創作，然其蓬勃發展之餘，如何衡平著作人與著作利用地公共利益，是現行著作

利用環境所面臨的困境。本論文觀察我國文創產業型態有新突破與新態樣的展現外，

又基於合理使用在我國法上意義並不明確，在這網路日趨普遍的情況下，侵權甚為容

易且難以認定，合理使用所涉及的範圍與侵害著作種類甚多，本論文即以美術著作出

發，探討國際上紛紛對此保有空間與模糊的原則，在面對侵害美術著作時給予的依據

與認定標準為何進行討論，以便推廣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能量。 

許富雄的《數位時代合理使用之再探討─以反規避條款為中心─》75，本論文指

出數位科技迅速成長與革新，所產生的利益更是無可計量，對於整個著作權世界的影

響更是無遠弗屆。從著作權法保護著作權與合理使用的制衡關係出發，探討傳統與數

位時代該等制衡關係的變化，進而探討科技保護措施乃至於反規避條款介入著作權

之保護後，彼此於著作權法乃至於整體數位環境中產生何等之變化，並參酌學說與各

國反規避條款之立法例及實施情形，詳加分析檢討，與我國歷年來《著作權法》草案

有關於反規避條款之規定相比較，進而提出建言。 

在智財專書上，蕭雄淋著《著作權法論》（五南圖書，2015 年）、《著作權法

實務問題研析（二）》（五南圖書公司，2018 年）、賴文智、劉承愚等著《數位科技

對著作權授權契約及合理使用範圍之影響之研究》（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委託研究，

2002 年）與《數位化圖書館所涉及之著作權問題之研究》（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九十

年度專案研究報告）、章忠信《著作權法逐條釋義》（五南圖書公司，2019 年）、謝

銘洋著《智慧財產權法》（元照出版公司，2019 年）、羅明通著《著作權法論Ⅱ》（台

英國際法律事務所，2014 年）、劉靜怡主編《人工智慧相關法律議題芻議》（元照

出版公司，2019 年）、王怡蘋著《從德國判決思考著作權重要議題》（元照出版公

司，2019 年）、蔡信章著《智慧財產權法隨觀（著作權法篇）》（永然文化公司，

                                                      

75 許富雄《數位時代合理使用之再探討─以反規避條款為中心─》（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4 年）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auc=%22%E8%A8%B1%E5%AF%8C%E9%9B%84%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auc=%22%E8%A8%B1%E5%AF%8C%E9%9B%84%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sc=%22%E4%B8%AD%E5%8E%9F%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DCVML/search?q=dp=%22%E8%B2%A1%E7%B6%93%E6%B3%95%E5%BE%8B%E7%A0%94%E7%A9%B6%E6%89%80%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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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蔡惠如，《著作權之未來展望 - 論合理使用之價值創新》（元照出版公

司，2007 年）……，與相關期刊論文的論述都不乏旁徵博引的價值。 

葉茂林最近出版的《當藝術遇上法律：藝術投資收藏的攻防對策》（典藏藝術家

庭出版社，2019 年），將多年所見國內的藝術法律糾紛與判決，有系統地篩選、整

理跟分析，分門別類收錄於「藝術拍賣防雷」、「買賣及所有權等相關糾紛」、「偽作贗

品交易」、「仲介委託爭議」、「失竊毀壞求償」、「著作權益維護」共六大單元。其中第

28 節〈利用 AI 大數據資料庫產生的判決分析，是否受著作權保護？從北京律師事務

所控告百度侵權談起〉，也有可資啟發之處。 

至於網路上可搜尋到的文獻，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基本概念篇 1-20》

及歷年函釋、公告、劉靜怡《數位典藏計畫智慧財產權參考手冊》（中央研究院）、

蕭雄淋〈新著作權法逐條釋義 (一 )：第五條著作之例示〉（2014 年）等，也都

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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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一、研究方法 

法學基本上是一種規範性的科學，致力於法的制定、法的解釋與法的適用。問

題是，科學的特性是「客觀可驗證」，科學研究必須交代方法，依照這個方法，研究

結論應該一致。法學研究則不具客觀可驗證的答案，依照一樣的方法，研究者也無法

得出一致的結論。 

正因如此，有認為法學不是科學76。法國學者 Pierre Bourdieu 有個妙喻：「對於

方法的不安，如果到了偏執的程度，就會像這樣的精神病患，終其一生不斷擦拭眼鏡，

卻一次也沒戴上過。」77相對地，現任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院長 Andreas Voßkuhle 則提

出另一思維：「一個人如果終其一生戴著沒有擦拭過的眼鏡，四處遊走，其結果又將

如何？」78 

但無論如何，作為一個研究學科，學界仍普遍傾向於應該建立方法論，只是「法

學方法」乃一套自成體系的學問，與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具有相當大的差異。

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說明進行研究的步驟；而法學方法，則比較像是思考問

題（主要指法律問題）的角度，比如是要用歷史演變的角度觀察，或是從自由主義思

想的觀點出發。 

                                                      

76 林東茂，〈法學不是科學〉，《高大法學論叢》，6 卷 1 期，2010 年 9 月，頁 1-2。 

77  Bourdieu, Pierre, Jean-Claude Chamboredon,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1991 Soziologie als Beruf: 

Wissenschaftstheoretische Voraussetzungen soziologischer Erkenntniss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p.6. 

轉引自李建良，〈法學方法與基本權解釋方法導論〉，《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0 卷 2 期，2018

年 6 月，頁 237–238。 

78 Voßkuhle, Andreas 2001 “Methode und Pragmatik im Öffentlichen Recht,” S. 171–195 in Hartmut Bauer, 

Detlef Czybulka, Wolfgang Kahl, u. Andreas Voßkuhle (Hrsg.), Umwelt, Wirtschaft und Recht, 

Wissenschaftliches Symposium aus Anlaß des 65. Geburtstages von Reiner Schmidt. Tübingen: J.C.B. 

Mohr Verlag, 2001, p.172. 轉引自李建良，前揭文〈法學方法與基本權解釋方法導論〉，頁 237–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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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法學研究所的博碩士論文，除極少數運用到高端的量化（包括定義、變項、

抽樣、跑統計…等）或問卷調查、質化訪談79外，通常只是文獻整理，然後進一步比

較分析，甚至只運用到「法釋義學」。正因為法學研究沒有客觀可驗證的答案，往往

誰也不服誰，只能做到「互為主觀」—你同意我的想法，我也不反對你的見解。80權

威的見解或所謂通說往往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因此歸納法也是可以運用的一種方法。 

本論文本質上是屬於法學研究的範疇，為使相關研究主軸能有效結合並利於研

究順利進行，乃綜合採取以下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為使對研究議題有一基本理解，全面、正確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問題，首先須

進行靜態文獻的蒐集、檢閱與分析。希望透過基本文獻的閱覽與整理（reading and 

organizing）、描述（description）、分類（classifying）及詮釋（interpretation）。對當前

數位藝術發展、展示與典藏所遇到的問題有一初步的瞭解。 

文獻分析法與文獻探討不同，文獻探討又稱文獻回顧，主要是對研究議題相關

文獻的蒐集與整理，以便瞭解曾有哪些文獻與研究議題相關？這些文獻所採用的概

念、理論、研究方法、實證資料為何？過去有何類似議題、有無爭議？這些議題與爭

議的背後，尚有哪些問題亟待解決？是否可資引用？或應予批判與評估？ 

至於文獻分析法，則是透過有關文獻的蒐集、分析、歸納與研究，擷取所需的

資料，並進一步對所需的資料進行客觀而有系統地描述的一種研究法，俾以瞭解過

去、重建過去、解釋現在予推測未來。 

                                                      

79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郭豫珍的博士論文《法官量刑影響因素之實證研究》（2007 年），

就法官量刑因素的分析，同時運用了質化訪談與量化統計，啟發司法院「量刑資訊系統」的建立

與方向，應屬其中最突出的範例。 

80 林東茂，前揭文〈法學不是科學〉，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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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comprative research)是將數位藝術與傳統藝術加以比較或對照分析，

發現其同異，歸納出數位藝術的特徵，以作為解決問題的參考。學術研究中的「比較」

有助於開拓學術視野與真理探索，對於人文社會科學而言，「比較」佔有相當程度的

重要性。Olivera認為，在物理科學的研究中，由於物理現象同質性高，所以有關電子

電路理論無須比較；因此，不存在「比較物理學」的概念。但是所謂的社會——文化

機制(mechanism)與社會特有的物理環境、歷史與其他諸多制約因素等密切相關，如

果要發現在那些「機制」中何者基本上是屬於「人類的」，則無法從單一現象範疇中

歸納而得，唯有賴「比較」一途。81 

（三）法釋義學 

法學是以法律為學科研究對象，「法律」與「法」有別，「法」概念側重的是

應然面的研究，即自然法意義上的法律（Natural law）；而「法律」概念則側重於實

證法的研究，即生活中實際運行的法律（Positive Law）。法釋義學是研究法律的基

本方法82，對法律的務實性解釋永遠都會是法學最首要、最重要、最主要的任務。 

法律是由大量概念連接組成的規範體系，而概念與概念的外延即邊際界限總存

在模糊區間。「法釋義」顧名思義就是要體系化地註釋法律規範的條規，但不同於逐

條釋義，必須兼顧體系與細節，體系更應宏觀地定位內部和外部在法條章節乃至制度

上的聯繫。立法者在規範特定事實或生活關係時，並非只是將不同的法條單純並列、

串連起來。反之，立法者形成許多構成要件，基於特定的指導觀點賦予其法律效果，

                                                      

81 C. E. Olivera, “Comparative Education: What Kind of Knowledge?,” in J. Schriewer & B. Holmes (ed.),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Eeducation(N.Y.: Peter Lang,1990), pp.197-224. 

82 有認為，法律需要解釋是不爭的事實，但「解釋」與其說是一種方法倒不如看作是對法學提出了

一項任務，似乎更貼切一些。參馮亞東，〈法學方法論之方法〉，《資訊》，2018 年 3 月 13 日 ，

https://reurl.cc/D1qWkm，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2 日 

 

https://kknews.cc/news/
https://kknews.cc/archive/20180313/
https://kknews.cc/zh-tw/news/jqxnvrp.html，下載時間：2019


 

42 

 

透過這些相關法條的彼此交織與相互合作，才構成一個特定事實或生活關係的規整

(Regelung)；唯有透過前述特定的指導觀點，才能理解這些法條的意義及其相互作用。

83法釋義學的任務之一就在於清楚指出，由此產生的意義關聯。 

數位藝術相對於《著作權法》或其他法律的發展歷史，是新興的藝術門類，有

許多的問題，都非《著作權法》等立法時所能接觸，更遑論有所認知而納入規範、適

用的範疇。因此，就有必要運用法釋義學的方法，研究是否能將新興的藝術領域涵攝

入實證法的規範範圍？如何涵攝？如確信不能涵攝，有無其他可能性？如何可能。 

二、研究流程與架構 

流程（Process）是指為達成某一特並目標或結果所必須具備的種種有序的系列

性步驟。84流程中的任何構件都是一個流程元素，為清楚明瞭整個作業系統，便於評

估其特性，分享討論結果及交換意見，建立模型（Model）將繁複真實世界的所有情

形，摘要簡潔的記載並表達在圖表中，乃學術研究不可或缺的工作。 

研究者從事法律實務逾三十年，即使因各法律部門的分殊，工作所需具備與處

理的法學專業未必含括全面，但於解讀法律條規與適用邏輯的思維所必備的法感，仍

有一定的素養。然而面對藝術行政與管理知能的訓練，則相對是較陌生的領域，特別

是數位藝術在台灣的發展仍屬有待開發、認識與完善的門類，研究者毅然決定投入這

方面的研究，無疑是要讓自己的人生能有更豐富的歷練與挑戰。更何況，如前所述，

這方面的研究，無論國內、外，也無論學術界或實務界，都仍屬待開發的荒漠，即使

要如苦瓜和尚石濤《畫語錄》所稱「搜盡奇峰打草稿」，都不可得。 

本論文特先透過數位藝術特性的規整，說明藝術行政人員面對數位藝術相關活

                                                      

83 Karl Larenz 著，陳愛娥譯，《法學方法論》，五南圖書公司，1996 年，頁 162-164。 

84 B. Curtis, M. I. Kellner & J. Over, Process Modeling,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vol.35, No.9,1992, 

pp.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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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須因應的問題；其次，比較數位藝術與傳統藝術在典藏與再展示的不同，並從中發

現實務上可能遭遇的困境；進而盤點法律適用於藝術領域的不足之處，發現其無法適

用的原因。最後，搜尋相關法學文獻，爬梳出可資運用的資料，分析適用的可能性與

可行性；並進一步做出結論，如可適用，則說明直接適用或略加修整後適用；若缺乏

法律規範基礎，則嘗試提出可行的建議。茲整理出本論文研究架構如下： 

 

 

 

 

結論與建議

數位藝術的法律問題

適用著作權法的問題 民事法律規範的問題

數位藝術展示與典藏的問題

分析數位藝術的概念內涵與特質

規整數位藝術的特徵 認識藝術行政人員面臨的困境

文獻探討

分析數位藝術的特性 法律規範適用有何不足 可資借助的法律文獻

緒 論

理解研究背景與動機 確認研究目的 界定研究範圍

圖 10 研究流程與架構圖（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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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數位藝術的概念內涵與特質 

第一節  數位藝術的特徵 

數位藝術是一種特殊的藝術類型，也因為各種異質技術的差異、範圍與快速變

化的發展，讓這一藝術類型一直處於難以界定與變動不居的狀態。數位藝術與其他藝

術類型的一個重要差異在於對「技術」或「媒介」的實驗與概念的拓展。Mark Tribe

就指出，從藝術史的視角觀察，數位藝術所具有的實驗性，可謂是承接自達達運動

（Dada movement）、普普藝術（Pop Art）、觀念藝術（Conceptual Art）與錄像藝術

（Video Art）的脈絡。85 

數位媒材的運用，改變了過去藝術創作者、觀者與創作物之間的互動關係；電

腦不僅改變傳統觀賞藝術的方式，也改變了藝術創作的理念與表現方法。藉由打開虛

擬可能性的領域，藝術家取得個人自主權並發現新的範式，可以隨心所欲更動過去受

到傳統或體系硬性規定的流程。86在電腦處理程式協助下，藝術創作者將部分權力拱

手讓與科技機器，而機器所產製的結果則持續變形著；由程式產生的形式取代技法與

手勢動作的重要性，創作本身的時間成為一種即時狀態，顏色與材料都幻化為一系列

具有不定性、多變性與隨機性，能產生具自我演化的生殖特性的的位元。 

此一數位工具的獨特性，體現於外的，也就是數位藝術的主要特徵。關於數位

藝術的特徵，學者從不同視角提出甚多元的見地，本研究僅擇其中可能影響個中法律

關係的幾個特徵，概述如下: 

                                                      

85 Reena Jana & Mark Tribe, New Media Art (Taschen Deutschlandk, 2009), p.20. 

86 Artprice 文、陳文瑤譯，〈新興科技與藝術創作：擴增實境藝術〉，2019 年 1 月 23 日，

https://artouch.com/auction/content-108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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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虛擬性 

藝術的最高境界乃在追求真、善、美，19世紀之前，藝術被視為是對自然的模

仿，是現實世界的再現（representation），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

就說，藝術之美在於我們明知其為藝術，卻又酷似自然。藝術家在藝術創造的過程中

形成一種美感的再現，如何使人造圖像具備真實感，一直是是藝術家所致力追求的目

標，也是深植人心的普遍概念。 

真實感的確是藝術感動人心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天電腦科技為藝術家提供了更

強有力的創作媒體，一方面創造出更具真實感的視覺意象，一方面卻藉由與觀眾形成

互動，讓真實與虛幻之間的界線趨於模糊87。電腦科技模擬真實的能力，使得真實與

幻象之間越來越不易辨別。 

法國學者尚·包希亞（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就用擬像（simulation）來表

達這種現象88，他指出擬像是由沒有根源或不實際存在的事物，以一種幻覺式的形式

再度出現，這種模式以設計好的程式將所有的物體投射出虛擬的存在，所衍生出的真

實，或稱之為超真實（hyperréalité）。數位合成影像不再是真實世界的重新再現，而

是一個以科技的方法模擬（simulate）出來的「科技幻象」（Technoimaginäres）89、

「數位虛影」（Digital Schein）90。 

                                                      

87 林伯賢，〈超越感知的盲點：數位藝術中的真實幻象〉，《美學藝術學》，2009 年 7 月，4 期，

頁 174。 

88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es et simulation. In Mark Poster (Ed.), Jean BaudrillardSelected Writings. 2001,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9-187. 

89 Florian Roetzer, Technoimaginäres–Ende des Imaginären?, in: KunstforumInternational vol.97 (Ästhetik 

des Immateriellen: ZumVerhältnis von Kunst und NeuenTechnologien), 1988, pp.64-74. 轉引自余瓊宜，

〈數位藝術中的新與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報》，4期（2011年），頁226。 

90 Vilém Flusser, Digitaler Schein, in Florian Roetzer(ed.), Digitaler Schein: Ästhetik der 

elektronischenMedien,，  Frankfurt am Main : Schrkamp, 1991. p.339. 轉引自余瓊宜，前揭文，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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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藝術發展出「互動性」（interactivity）、「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連結性」的語言特徵，虛擬實境突顯欲望與現實的關連，將時空與現實翻轉，擾亂

了時空和現實的秩序，展開分裂的面向91；漫遊於一個穿越時間、空間裂縫的影像虛

擬烏托邦，這種虛擬性表現為透過程式構建非真實的幻象，對當下問題予以非真實的

假想、虛構。基於非實體性的藝術本質，數位藝術常需透過特殊的讀取機器如放映機，

再藉由光的載體在銀幕上所形成的影像投影效果，才能完成藝術作品的呈現，此一藝

術作品的組成形式就為美術館典藏模式立下一個新的里程碑。 

數位科技藝術若無上述機件的搭配，美術館即使擁有影像儲存的載體如錄影帶

或光碟片，仍然無法再現所謂的藝術作品，也無法讓大眾欣賞並理解藝術家與藝術作

品。 

因此，美術館對於該作品的典藏所需面對與思考的整體面向相當複雜，且隨著

科技的發展呈現出日新月異的風貌，美術館除了需要注意錄像載體保存的客觀條件，

即其長效性與穩定性之外，而在裝置作品的例子之中除了影像呈現本身，它還需照顧

到該作品所需的展出機制要素，將之納入典藏要件之一。92 

二、觀念性 

過去博物館關注的典藏，圍繞在物質的真實性（ authenticity）與原件性

（originality）；修護時也須重視歷史證物，歷史證物絕不可能也不會允許在整修的過

程中被任意更改，甚至是移除。因此，提出的典藏策略若無法滿足於任何時刻原件再

現的能力，則喪失典藏的意義。 

                                                      

91 王人英，〈數位藝術的自主性美學研究〉，《藝術與設計學報》， 1 期 (2010 年 9 月 1 日) ， 

pp.11。 

92 鄭元智，〈典藏背後－新媒體藝術的典藏與展出策略〉，《現代美術》（2006 年，126 期），頁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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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數位藝術創作立基於機械複製時代的來臨、美學觀念的解放和科技媒體

的更迭出新，從根本轉變了創作媒介與媒材的獨一性。93美術館不得不以全新前衛性

觀念與創新性思維來因應數位藝術的發展，因此有所謂「概念美術館」的提出，摒棄

物質的真實性，轉而聚焦於「作品在歷史脈絡中」的真實性。 

立基於數位時代網絡思維及觀看與體感技術，企圖以文化分層的歷史架構補充

類比式物質典藏方式的不足，創造新數位敘事經驗。藉此重新思考現代主義式博物館

在典藏、展覽與教育上的功能劃分。 

例如台灣數位藝術中心（DAC）「概念美術館」於 2018 年開館，並提出「科技

藝術典藏基礎計畫」，希望重新思考現代主義式博物館在典藏、展覽與教育上的功能

劃分。這檔展覽之所以名為「穿越光牆－Archive or Alive（是檔案化亦或是再現）?」，

首先就在於我們對於起始點的探問：「穿越光牆」是將十年前展出的作品，以「將其

概念保留、技術更新」的策略，用虛擬實境（VR）的方式再現，延伸出新的創新思

維94，這到底是另一個版本、是重製、還是典藏保存？ 

又如，2019 年 1 月概念美術館第二檔展覽王新仁《昨日的路徑》VR 版，作品

根據展出空間建模 VR 影像空間，演算出屬於觀者個人的空間影像，既是現地，也是

私密的。正如王新仁的家鄉神岡是他記憶的所在、回憶抵達之處，進入《昨日的路徑》

的我們，也將產生我們在神岡的空間記憶。這樣的影像、這樣的經驗與記憶，是否成

立？如何保存？ 

 

                                                      

93 台灣數位藝術中心，〈賞展評 — Archive or Alive? 反思當代藝術作品之典藏〉，《概念美術館》，

2018 年 8 月 24 日。檢索日期：2020 年 1 月 30 日，取自 https://dac.tw/news-cmoa-vol-1/ 

94 邱誌勇，前揭文，〈匱乏與掙扎中對時代的回應-2018 年台灣數位藝術發展的綜觀性回顧〉。 

 

https://dac.tw/news-cmoa-vo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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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創性 

數位藝術存在一種平面靜態圖像、動態影像或錄影藝術所無法呈現的特性，就

是最獨特的「互動美學」，作品因著允許觀者的互動而創造出不同的形態與內容。95

當「互動」取代單純的「看」或「聽」，成為觀賞當代藝術的一種途徑時，互動的過

程對於作者與觀者的意義也隨之改變，成為其他藝術類型所無法呈現的表現手法之

一，其獨特的美學概念有因應而生，如作者權的移轉、共創性、超文件、成長性、遊

戲性、表演性與跨界性等。 

藝術家利用數位媒介加強互動，並以互動的基礎翻轉了作品的產生過程，也就

是作品是在眾多作者權的參與下完成的。數位藝術與傳統藝術最大的差異，來自於觀

者強烈的聯繫本質。96表現在「作者權」的轉移，利用強烈的互動本質，藝術家在展

場或網際空間中架構出一個個舞台，讓參與者由被動的觀者角色，搖身一變成為主動

的表演者。 

與傳統藝術相異的是，作品的內容已不再是藝術家所完全控制，作者權反而掌

握在觀眾手裡。97這類型的藝術家脫離了傳統藝術家的角色形象，與其說是藝術家，

還不如說是舞台設計師，他們只是精心架構出一個平台，讓觀者你來演、我來唱、大

家都來看，共同完成「預期」或「意料之外」的成果。在這個平台，藝術家心甘情願

拱手讓出作者權，觀眾則隨興所至自由發揮與分享。 

至此，傳統藝術家單向式地給予觀者觀看的概念已被顛覆，科技的互動性開創

了更具時代性的多元藝術表現，也改變了觀者與作品間的關係，將觀者轉變為主動參

                                                      

95 林珮淳，〈數位藝術互動美學》〉，收錄於林珮淳主編《台灣數位藝術 e 檔案》（藝術家出版社：

2012 年），頁 16。 

96 陳豪毅，〈群眾探尋：初論數位藝術中的群眾性〉，《台灣數位藝術》資料庫，2010 年 11 月 9 日。

檢索日期：2020 年 1 月 16 日，取自 https://reurl.cc/Wdka5k 

97 葉謹睿，前揭《藝術語言@數位時代》，頁 17。 

 

http://daf-critic.blogspot.com/2012/02/blog-post_29.html
https://www.digiarts.org.tw/DigiArts/DataBasePage/4_88361759652572/Chi，下載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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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的地位，此種角色在戴特.丹尼爾斯（Dieter Daniels）的《互動的策略》（Strategies 

of Interactivity）中，定義為「典範觀者」（exemplary viewer），參與者在作品中扮演的

不只是觀賞者，而是與作品互動的表演者。98 

也因此，在傳統藝術裡，「未完成」象徵著不完整、不足或失敗，也代表藝術家

未能盡緻的遺憾。但在數位空間裡，所謂的「完成」，不代表蓋棺論定，而是更新改

善的開始；如同Frank Popper所言，以科技媒材創作的互動作品是「開放的藝術品」，

透過與參與者的對話，處於一種持續被創作、改造的過程，它最終的目標不是被完成，

其所凸顯的是「未完成」（Non-finito）的美學。99 

藝術家構一個互動的環境，讓觀眾在其中能經由參與而產生不同的經驗，甚至

達到共同創作以及成為作品的一部分。100觀者透過作者權的移轉，取得共創作品的

「自由」，而其所帶入的不確定因素，成為互動作品的創造元素，從而作品的「未完

成」不再是失敗，而是期待，因為它包容著明天會更好的無限的可能性。 

 

                                                      

98 許素朱，《從 DIGIart@e Taiwan 談互動創意》（遠流出版社：2007），頁 11。 

99 Frank Popper, High Technology Art, in: Florian Roetzer, Digitaler Schein: Ä  sthetik der 

elektronischenMedien,Frankfurt am Main 1991, pp.249-299. 

100 林珮淳，〈數位藝術互動美學》〉，收錄於林珮淳主編《台灣數位藝術 e 檔案》（藝術家出版社：

2012 年），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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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藝術行政人員須因應的問題 

正因為如上的特性，數位藝術家與大眾的關係也有所改變。數位工具是一種通

用的媒介，只要具備數位技術能力，每個人都可以藉此進入專業領域或文化，每個人

都有發言權且能夠成為「藝術」創作者。 

過去杜象(M. Duchamp, 1887-1968)和德國行為藝術掌門人波伊斯（J. Beuys，

1921-1986)，提過的兩個口號「生活就是藝術」及「人人都是藝術家」，經由數位科技

的普及化、大眾化與生活化，已經從繁難傳統技藝的象牙塔中解放出來。藝術家與觀

者的關係也趨於水平化，觀者在藝術思考裡取得部分主動，乃至成為積極參與者、成

為創作過程的一份子。 

Slavoj Zizek 提出的「交互被動性」（interpassitive）的概念，人們透過他人所提

供的數位藝術作品，來體驗全世界各地的資訊與娛樂，也就是讓自身存在的那一面被

動地屈從於他人。在此仍無法得知究竟有那些觀者如何參與藝術作品，這是當代藝術

作品中尚未開發的園地。101如何使數位藝術和大眾文化有機地共振，形成有效的良性

迴圈也是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 

數位藝術的特性，不僅對藝術管理行政構成挑戰，對現行法律制度是否足資適

用，尤其，發源於印刷術、印表機需求、而適用於傳統藝術媒材的著作權制度，如何

配合數位技術的下列特性因應調整？102更是當前藝術管理行政所必須嚴肅面對的問

題103： 

                                                      

101 Slavoj Zizek, The InterpassiveSubject,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1998。檢索日期：2020 年 1 月 16

日, 取自 https://www.lacan.com/zizek-pompidou.htm 

102 本部分論述主要參考賴文智、劉承愚等，《數位科技對著作權授權契約及合理使用範圍之影響之

研究》，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委託研究，2002 年，頁 22-24。王俊程、陳曉慧，《數位時代之著作權

侵權對產業衝擊之研究》，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委託研究，2007 年，頁 15-16。 

103 這裡的特性主要是針對非場館展示的數位創作表現，換言之，就是直接將數位創作儲存於電腦，

並透過網際網路傳布。但部分特性（或問題）也會出現在美術館展示的數位藝術，特別是數位藝

術典藏能否或應否數位化的問題。 

 

https://www.lacan.com/zizek-pompido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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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製行為簡易化 

早期重製藝術創作只有一種方式，就是利用人力依照平面繪畫原本重製描繪或

製作一份；在數位世界中，幾乎所有對文化的使用都會導致「複本」的產生，數位技

術則將藝術創作明確與其所附著的媒介分離，在網際網路世界，每一次使用就會產生

一個複本，使用者透過個人電腦即可進行快速、多次與大量的重製，這意味著未受規

範的使用與受規範的使用和合理使用之間的平衡出現了劇烈變動。104 Copyright 這個

由重製行為所發展出來的權利，面對數位技術重製行為簡易化的浪潮，著作權保護的

觀念是要更加強保護或放寬限制？ 

二、創作普及化 

數位技術的影響力，不僅使創作的接觸與利用更為簡易、方便，也大幅降低創

作的門檻，數位技術提供藝術工作者更方便的創作工具，例如數位錄影機、電腦繪圖

軟體等，藝術創作變得更容易、更輕鬆；而網際網路更是提供數位創作低廉的通路，

滿足人類與生俱來創作的慾望。加上數位技術使得資訊接觸、傳遞、利用更為容易，

社會大眾更容易受到各式各樣的刺激而進行創作，從利用人、觀者轉化為創作者、參

與者。 

自網際網路商業化以來，網路上的創作數量快速成長，標榜「藝術家」新興網

路創作族群，多非過去的傳統的創作者。這些利用數位技術的新興創作者，可能遍及

全世界各地，可能不同 ID 卻代表相同的人，可能透過匿名性的保護，不易找出真正

創作者，或因任意轉載利用的結果，無法確定真正的創作者。這種趨勢也對於傳統藝

術創作的利用、授權的概念，產生適用困難的問題。 

                                                      

104 Lawrence Lessig，前揭文，〈導正我們對著作權之價值觀〉，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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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作擴散速度極大化 

除非法律針對非法使用，提供保護智慧財產的工具，否則藝術工作者、經銷商

都需謹防電子市場。數位科技的進步與電子網路與其他通訊科技的迅速發展，正戲劇

性的提高。作品遭到複製的便利性與速度、複製的品質、操控或改作的能力、將複製

品遞送給社會大眾的速度。高速、高容量的資訊系統可以讓一個人按幾個鍵之後，將

完美的數位複製品遞送或上傳，使其他上千人得以下載。單是未經授權的上傳行為，

就足以危及作品的市場。105 

網路的快速發展，網路成為人與外界接觸溝通的媒介。藝術家透過網路傳輸的

媒介特性獲取靈感，例如葉謹睿「Equal」系列，透過撰寫的電腦程式，利用數位運

算及資訊處理功能，觀眾只要以簡單的鍵盤或滑鼠輸入，就能夠完成和享受藝術創作

的樂趣，在觀者與現代主義藝術作品之間，搭建了一種自動化的換算機制和溝通平

台。 

類似這種數位技術在早期對於著作權制度的衝擊，與錄音機、錄影機對於錄音、

錄影著作所產生的衝擊類似。錄音機或錄影機的普及，使得錄音著作及視聽著作透過

家庭中備置的機器，即可輕易重製。 

當網際網路開始商業化利用後，數位創作結合網際網路的特性，將資訊散布的

速度推向幾近零時差、無地域限制的境界，有些數位創作可以極低成本，透過網路即

時傳輸到世界各個角落，相較於過去透過錄音帶、磁片以人際網絡的散布更是難以相

提並論。從事創作散布的人，並非龐大的商業集團，而是你我周遭的親朋好友，幾乎

全世界的人都可能有意或無意間，加入著作散布的族群之中。對於著作權的保護而

言，無異是前所未有的衝擊，目前國際條約、各國國內立法，都紛紛針對此一議題進

行研究，希望能夠找出維繫著作權制度正常運作的可行方式。 

                                                      

105 約翰·甘茨、傑克·羅徹斯特合著，周曉琪譯，《數位海盜的正義》，（商周出版，2006 年），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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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儲存媒介容量大、成本低 

錄像藝術在科技與人文觀念不斷革新中，結合多元表現型態而逐漸茁壯，藝術

家從身體、觀念、紀錄、電影、互動等相互結合而有了具體風格。例如曾御欽的〈有

誰聽見了？〉，影像拍攝以純真兒童臉部與潑灑的白色液體相互對照，同時穿插著孩

童的笑聲，以此跨越觀者對於稚氣或粗暴的審視判斷。 

以目前數位儲存的媒介，包括：硬碟、磁碟片、光碟片、DVD、磁帶機、ZIP 磁

片、FLASH 記憶卡…等，甚至到了 2019 年 10 月本論文開始著手撰寫時，號稱全球

最快的 SSD – Micron X100 SSD、每秒 250 萬次讀寫速度的第二代 3D Xpoint Flash，

才正式推出；翌（2020）年 3 月間，本論文大綱口試時，堆疊 112 層、記憶容量較現

行 96 層產品提高 2 成的第五代 3D-NAND Flash 也已面世。 

隨著科技的進步，儲存媒介及錄製的機器成本日益下降。此種趨勢使得個人擁

有數位重製設備普及率大幅提昇，進行數位重製的速度、成本也大幅下降，今天的電

腦使用者已經擁有與過去商業著作利用人相同的著作權「侵害能力」。對於著作權制

度中，區分個人使用與商業利用，產生極大的衝擊。過去《著作權法》對於家庭或個

人非營利範圍的重製行為，通常規範為合理使用，只要在合理範圍內，可不用擔心侵

害著作權的問題。 

此種立法的考量，固然有促進文化資訊流通的用意，在多數情形是考慮到家庭

或個人重製行為，對於著作權市場的影響不大，且著作權人在針對家庭或個人侵害著

作權的追索上，亦有困難。為避免著作權制度過分影響日常生活，故在制度設計上，

對於著作權人權利作此一限縮。然而，面對個人對於著作的侵害能力，並不亞於商業

利用人的情形，此種立法設計開始受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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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數位藝術展示與典藏的問題 

第一節  展示的限制 

數位作品的主要特色之一，在於其背後的電腦語言程式通常被視為創作的技術

層面，而普遍被視為所謂的「作品」，還是呈現於觀眾眼前的影像或裝置。而過去，

美術館所展示的只是一「幅」藝術作品，即使有類似，甚至完全相同內容的畫作，除

非是抄襲或仿作，只要是出自原創者的手，它仍舊是獨一無二的藝術作品。然而，對

於「數位藝術」，美術館所展示的，可能只是按照創作者所提供的儲存記憶卡與使用

說明書，予以呈現的成品；也許另有備份檔，甚至就像版畫一樣，可以複製多份，分

別於不同的美術館，多處同時展示，邏輯上也非不可能。 

同時，數位藝術也不同於傳統藝術作品如繪畫、雕塑、甚至攝影，譬如錄像裝

置作品就近似電影的製作模式，不論是創作或展出面向都跨越了單純的影像素材層

面，擴及到其他的組成元素，如電腦、放映機、銀幕、擴音機等等。 

面對這種複合性媒材，展示場館對作品的結構與安裝規格、視頻、音頻、投影、

電腦規格等級…等設備應列出細項，以及展出格式（視頻播放格式）、音頻需求、是

否有提供任何備份檔、展示空間需求、照明設備需求、展出成本、陳列器材、攝影記

錄等、設備與耗材備份、軟體維護、技術顧問等等。 

由於數位科技所創造出的美學經驗是更為浸入性的，更為多變的，且強調創作

者與觀賞者之間的互動性，於是一種體現性的美學感知經驗也隨之孕育而生。106此一

現象，對於藝術家和藝術品欣賞者，甚至具有藝術典藏、研究、展示、教育功能的美

術館，均面臨需「與時俱進」的重要課題。 

觀者的態度，不僅影響創作者的創作意念，也影響展示場館的選件政策與布展

                                                      

106 邱誌勇，前揭文，〈如果還有明天-窒礙難行的 2017 台灣數位藝術景況〉，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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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觀者對於數位藝術的感官刺激，一直有高度期待。然而，作品如果過於強調絢

麗迷幻的視覺形式，則容易遭致玩弄電腦影像的迷思；但過於強調互動介面的操控

性，則被譏為落入介面設計的目的性；若強調吸引觀眾的參與，又有遊樂場或科技展

示之虞。107 

簡言之，當作品過於偏重科技時，將遭批評不具藝術觀念；如過於偏重藝術性，

又被批評未善用科技，這也使得創作者在形式、議題與實驗性之間，陷入兩難的困境。

觀者常以「不好玩」、「不夠炫」之類的描述來形容數位藝術展覽，卻忽略了數位藝術

創作的實驗性特質，亦即藝術創作所追求的原創性。 

透過電腦程式與感應媒材的結合，互動媒體裝置顯得更具有吸引力，並讓觀者

在短時間內感到更多的「欣賞」樂趣（美其名叫「寓教於樂」）。而要達成良好的互動

效果，需要依賴硬體設備、互動科技及多媒體技術的進步。空有科技，並不能做出優

質的互動多媒體裝置。 

尤其「互動」一詞容易讓民眾以為，互動展覽的本質便是互動裝置。108實際上，

互動展應當考量多樣的環境、技術等因素，進而搭配文化內容或實物展品，來進行完

善的規劃，以幫助民眾理解並帶來更好的體驗。 

以 Daniel Rozin－互動鏡像裝置為例，Rozin 以獨特的風格改變人對於觀看的思

考，互動者必須參與在作品中，但不是直接參與創作過程，而是用自然的肢體動作去

帶出作品的多樣面貌。Rozin 擅長運用不同媒材及驅動馬達製作鏡像互動裝置，如玩

偶(圖 11)、絨毛(圖 12)、木片等等，互動者只要站在裝置前擺出動作，裝置即會根據

互動者的動作排列出來。 

                                                      

107 曾鈺涓，〈台灣數位藝術發展與困境〉，《藝術家》， 206 期，2010 年 6 月，頁 206-211。 

108  Heath, C. and Vom Lehn, D, “Interactivity and collaboration: New forms of participation”, Tate. 

http://dada.compart-bremen.de/item/agent/67 

 

http://dada.compart-bremen.de/item/agent/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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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Penguins Mirror, 《Daniel Rozin》, 2015 

圖片來源: https://reurl.cc/R4bj1g 

圖 12 Daniel Rozin, 《PomPom Mirror》, 2015 

圖片來源: https://reurl.cc/yyqG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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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zin 在佈展時並不需大量人力(圖 13)，但需依靠 Rozin 本身對硬體設備的專業

知識來佈展。且作品機動性極高，只要依循作品所需的基本條件例如:電力及燈光等，

將設備帶到展場，即可依場地特性去做調整及變化。 

 

 

 

 

 

 

 

 

 

 

為使展覽能正常運作，有賴於創作者的協助。特別是目前展覽場館所面對的學理

與技術的複雜性，絕對不是「Keep-up with Technology !」隨時導入新科技就能順利且

適切地解決的。特別是公立美術館，人員編制都需有組織法律與預算員額的限制，即

使設有專責的展示單位，絕大部分人員都是長期以來陸續進用的，僅具「傳統藝術」

的布展專業，具數位科技專業的可能都僅聊備一格，甚至完全闕如。一個蘿蔔一個坑，

除非有人退休或提前離職，才能依序遞補。 

因此，「盡可能讓藝術家參與布展」這件事情很重要。早在 2001 年 William A. 

Real 就針對比較複雜的、且具有變化性的「科技裝置藝術」，提出「Participation of 

the Artist」的必要性。 

圖 13  Penguins Mirror 佈展過程 

圖片來源：https://youtu.be/2Uf60sGAL6o 

 

https://youtu.be/2Uf60sGAL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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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藝術創作者可能認為與其花時間各地協助安裝，不如花時間在創作新作

品。但傳統藝術的作者意念在完成時就已「框在」畫作上，展覽單位就能在沒有藝術

創作者直接投入的情況下，決定作品的呈現方式。然而科技裝置藝術作品非常依賴創

作者的存在，往往在展區裝置完畢才成為作品；且空間不同，樣貌也就有所改變。 

在數位藝術創作展出前或展區完工前，都會有不斷遭遇問題/解決問題的刻骨銘

心經驗，有時甚至在展出期間還不斷有突發狀況，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現場調

整創作或排除障礙誠屬必要。在不同展區也就難免發生「藝術理念一致/創作形貌稍異」

的作品。而這類創作多多少少必然存在的不穩定性，就有賴於透過契約明訂權責，特

別是保固期的長短，及保固期間對於維護、參與、協助布展的要求。 

美國史密森尼博物館（Smithsonian American Art Museum）在累積多年調查、觀

察、訪問所整理的展覽工作資料，曾就互動式裝置的展示條列出一份檢視清單，甚具

參考價值109： 

1. 如何防阻觀者濫行使用？展品運作是否穩定？ 

2. 是否被設計成低度維護需求？ 

3. 是否容易進行保固與維護？ 

4. 從關機狀態到開機啟動使用的整備時間有多長？ 

5. 此作品是否容易修復？ 

6. 作品的裝置需要什麼設備與支援？ 

7. 確定未使用專有的軟體或難以維護的硬體。 

                                                      

109 Andrew J. Pekarik, Developing Interactive Exhibitions at the Smithsonian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Office of Policy and Analysis, 2002.https://repository.si.edu/handle/10088/17241. 檢索日期：

2020 年 2 月 4 日 

 

https://repository.si.edu/handle/10088/17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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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是否有人可以每天檢查？ 

9. 由誰負責維持運作？ 

10. 作品是否耐用？易碎、不能移動的有無特別提出？ 

11. 如果提供觀者觸控，作品是否夠堅固？ 

12. 觀者是否能輕易破壞或移動？ 

13. 是否容易從展區移出進行維修保固？ 

從展覽實務來看，如果是一次性展出，充其量只在展覽期間須付出心力，展後就

解脫。但如果有被購藏、被借展、多人創作或藝術家死亡、館員離職等狀況，可以想

見，這些數位作品有可能就會立刻變成「後現代藝術品—現成物」，被堆置在館藏角

落。因此，當數位科技逐漸成為展覽的重要技術，針對數位創作裝置維護所需的技術、

制度、觀念、人力、經費，絕對是刻不容緩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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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典藏、維護與保存的困境 

數位藝術的作品表現依附在科技的媒材特質，創作概念與軟體無法分離，因此

必須通盤考量整體保存策略。然而，電子產品、儲存設備、軟體工具與網路環境等，

在快速的科技競賽中，被迅速的淘汰與更替，物件裝置與空間環境裝置，也因時間與

空間改變差異。 

互動參與流程因操控科技的變化，產生控制行為的時代感與觀感落差。典藏作

品須每隔幾年更換新軟體，重新撰寫軟體或整理程式碼，以適用新的軟硬體版本，方

得保持隨時可以展出的狀態。110但即使如此，還不保證解決了保存的問題，因為也可

能被認為無法正確呈現原始經驗。 

與第一節所論述的問題一樣，美術館所典藏或藝廊、收藏家所購買的「數位藝

術」，可能只是一份儲存記憶卡及使用說明書；也許另有備份檔，甚至就像版畫一樣，

可以複製多份，分別存放不同的美術館，由多處同時典藏。而所謂的典藏或收藏，較

確切的說法，可能只是壟斷或擁有作品展示的專屬權。 

21 世紀的人類，可以分析幾萬年前的史前洞穴壁畫，卻可能無法開啟一、二十

年前磁片中的數位檔案資料。Richard Rinehart 說：就數位藝術絲毫不能有輕忽的餘

地。….如果你不在五年的時間內採取一些保存措施，它將不會留存下去。111數位藝

術的軟體與硬體都是構成作品而無法切割的部分，數位藝術檔案的版本問題，持續發

生於創作過程中，除擔心檔案毀損，需時時進行備份，也須在新軟體發布時，隨時更

新版本。 

因此，典藏場館或收藏家對作品的結構與安裝規格、設備，以及展出格式（視

                                                      

110 曾鈺涓，〈保存、再製與再現的復原工程-數位藝術家的省思與自覺〉，《藝術認證》，67 期，

2016 年 4 月，頁 39。 

111 Ivo van Stiphout, 50 Years of Media Art，載於《集新求變：新媒體藝術作品典藏保存與維護國際

研討會論文集》。國立台灣美術館（2016），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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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播放格式）、音頻需求、展示空間需求、照明設備需求、展出成本、陳列器材、攝

影記錄等、設備與耗材備份、軟體維護、技術顧問…等，應列出細項。其內容與品質

與一般的影片不同，不能只典藏 DVD 規格。典藏時應要求高品質的數位儲存媒體格

式作為原始檔保存，並要求相當品質的展覽版於展出時播放使用。 

尤其，對藝術市場及個人收藏家而言，如何將一件數位作品帶回家仍然是個難

題，甚至要替這類作品找到一個交易空間也是個挑戰。數位藝術存在著保存、維護與

重製性的問題，因為作品有很大一部分原本是編寫好的程式。如何替數位藝術家建立

其行情？當代藝術市場的交易模式與系統，對於數位藝術未必適合或直接相關。112由

於數位藝術作品有其載體需求，必然會有從載體特性衍生而來的技術與法律問題。 

以銷售儲存在一個 USB 隨身碟的電腦程式，並伴隨著一張創作證明的模式還是

相當有限。當今大多數數位作品的銷售還是以傳統模式，如錄像或攝影作品以版本的

模式在進行。 

就如蒙菲爾（ViolaineBoutet de Monvel）所指出：「數位藝術作品與攝影、繪畫、

雕塑作品的消費模式愈來愈相似，同時，也只有在這類穩定與被認可的模式中，數位

藝術作品才賣得最好。雖然我們偶而也會銷售電腦程式，但對一位藏家來說，真正有

價值的還是物件本身。」113因此無論如何，作為法律制度的一環，就得先定義實際買

賣的標的為何？是軟體、電腦、麥克風、螢幕的一部或全部。 

例如日本收藏家宮津大輔原有意「收藏」國內數位藝術家姚仲涵的創作「LLSP」

（Laser-Lamps-Sound Performance）（圖 14），據專訪姚仲涵表示，依洽談意旨，所謂

的「收藏」，其實只是買下表演，是收藏家購買這件作品之後，藝術家及記錄團隊應

到藏家指定的時間、地點（例如自宅或其他空間）演出，演出後將演出紀錄以攝影、

                                                      

112 Artprice，前揭文，〈新興科技與藝術創作：擴增實境藝術〉。 

113 Violaine Boutet de Monvel, Digital Art in the Contemprary Art Market, Feature Published in 

Digitalarti(Paris), no. 6, Spring 2011, PP.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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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方式留存，作為購買的實體標的。可惜，這筆「交易」因透過畫廊溝通狀況並不

理想，最後並未實現。 

 

數位藝術社群因為難以在現有空間找到容身之處，轉而藉著大型活動，如

「NEMO 國際數位藝術雙年展」、「ELEKTRA 數位藝術節」等展演機會，自主平行

推出網站或線上商店，2009 年創立的 Digitalarti 即是一例。為了免於數位藝術隔離化

的風險，藝術、經濟與科技世界的不同參與者應該持續互動交流，進而替這類新形態

的創作找到一個長遠的模式。114 

                                                      

114 Artprice，前揭文〈新興科技與藝術創作：擴增實境藝術〉。 

圖 14 姚仲涵《Laser-Lamps-Sound Performance》， 

圖片來源：http://www.yaolouk.com/work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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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藝術創作的典藏，如何保存、維護，都是必要的工作；完善的保存、維護，

是藏品再展示的重要前提。 

古根漢美術館「保存與維護部門」的官網說道：為保存典藏品實體和美學的完

整性，維護人員應針對藝術品創作的材料和技術進行科學研究，以提出藝術家創作工

序，研究惡化防護機制、以及測試處置方法。維護人員密切與策展人、學者、藝術家

合作，通盤研究藝術品的歷史脈絡及適其適當呈現方式。 

隨著當代科技技術的持續發展，數位作品的展演硬體設備的壽命也愈來愈短，

此一現象相對地凸顯出數位藝術的長期保存問題。相對於此，需憂慮的是，主管機關

對「文化科技」名詞的偏狹使用，僅僅聚焦於「典藏」的面向，而此舉似乎已經將數

位科技侷限在文化政策制訂與文化發展過程中的邊緣化與工具化角色。115 

我們究竟願不願意接受數位藝術作品可能有一天因為科技技術持續發展的因素

（一個獨立於藝術創作的外在因素），而面對消失或無法再次運作與對外展現的危

機？並因此被其他新興的數位創作形式所取代？116再加上當今著作權的法規，基本

上難以預見未來數位化世代對於數位化作品與物件著作權所可能帶來的衝擊，因此

也難確保作品背後所可能引發的版權問題，這一切無解的問題看似才是當今數位藝

術難題難以納入當代藝術市場的主要障礙與阻力。 

數位藝術的保存，並非僅僅是定期儲存備份檔案、更換軟硬體或重新撰寫程式

碼，即可完成。因此，數位藝術的保存策略為何？相較於傳統藝術的典藏方式，是否

有新的觀念與想像？以互動裝置來說，展出所會遇到最麻煩的問題不在於場地、成

                                                      

115 邱誌勇，前揭文，〈如果還有明天-窒礙難行的 2017 台灣數位藝術景況〉，頁 183。 

116 鄭元智，前揭文，〈數位藝術經濟模式的再思考〉，頁 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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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而是設備的維修，若是一項裝置要在同一地點長期展出，因觀眾頻繁與展品互動，

定會出現設備耗損問題。通常特定的設備故障，若是展場工作人員無法排除問題，常

需聯絡藝術家本人前來維修。為降低展品故障率，則必須投入更多時間及耗材成本，

以提高展品的品質。此問題也會大幅影響到互動裝置被收藏或是典藏的機會。 

Rinehart 在 2000 年就提出數位藝術保存必備事項117： 

1.保存策略（preservation strategies），包括靜態保存、轉存與模擬118 

(1)靜態保存：指原版物件的保存，這是美術館傳統的保存策略。數位藝術的原

版物件，是指硬碟、光碟與伺服器等。為保存原版的儲存媒體，必須要保存

原始製作軟體、平台與原始硬體，才有可能在未來執行作品。然而，在數位

邏輯思維中，數位檔案並無原版的存在，正確拷貝的版本與原版本是相同的，

數位檔案可以被創造並展示於各種可能的硬體平台與應用軟體中。然而此模

式並不具擴展性，不是長久的解決方案。 

(2)轉存：指簡單的將數位資訊複製新的版本，並儲存至新的儲存媒體。轉存依

賴目前可用的科技進行一連串的轉譯，嘗試保存原始數據，但未來也無法保

證，會有具完全相同功能與應用的軟體，提供轉存。 

(3)模擬：是指製作模擬電腦平台，執行原始的軟體與應用程式，提供數位藝術

                                                      

117 R. Rinehart, The Straw that Broke the Museum’s Back? Collecting and Preserving Digital Media Art 

Work for the Next Century, Switch, issue 14(14 june),轉引自曾鈺涓，前揭文，〈保存、再製與再現

的復原工程〉，頁 40。 

118 可變媒體網路（www.variablemedia.net）則提出四項策略，第四個就是「再詮釋」：被取代的硬

體，這最自由的不受限於原作，但也代表代表對文化和技術的汰舊換新最有彈性的措施。這個

概念似乎不太容易被接受，但實踐上並非不可能。 

 

http://www.variablemed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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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再製。事實上，多數的數位藝術作品的製作機器與展覽機器都不同，

在製作與展覽過程中，不斷地被複製多次，也因無原版本作品的問題存在，

因此，在科技不斷的進化過程中，「模擬」策略給予我們較廣的選擇可能性，

也保持了原真與再生性。 

2.脈絡（context） 

保存作品與原有展示環境，或現有環境的連結狀態。可參考觀念藝術、裝置

藝術或行為藝術作品的保存方式，都具有短暫性、時間性、無物件可以蒐藏

保存的作品特性。需盡可能地蒐集原始文件，做為未來再製與解釋原作時的

參考。數位藝術存於動態、網絡的環境，包括人與機器、人與人、機器與機

器之間的互動。典藏數位藝術作品時，須把作品與其原有環境一起收存，作

品通常與環境有直接關係，包括呈現的外觀、互動與執行行為，因此，我們

必須找出方法去描述。 

3.收藏（collecting）與知識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 

數位藝術常見的保存方法是資料重複，也就是備份。數位資訊可以被拷貝，

也不會失去訊息內容。因此，我們理應製作多個備份。此方法可以允許多重

典藏於美術館，打破美術館典藏獨一無二作品的成規，但卻能分擔天災與忽

視所造成的毀損，與多次轉存與模擬後檔案錯誤的風險。 

4.存取（access） 

存取是保存數位藝術的重要關鍵，典藏作品的目的，就是為了未來作品可被

存取與再展示。數位藝術通常具更複雜的部份：短暫的、資料性的、時間性

與互動性的特質。因此，對於數位藝術資料庫的描述，應跳脫物件為主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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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聚焦於作品與觀者的關係。也須包括外部環境的現場場景描述，並與藝

術典藏的通用架構互相溝通，使其能被數位藝術資料庫搜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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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數位藝術的著作權法問題 

法律規範有限，人事變化無窮，要以有限的法條，因應無限變化的人事，本來

就有很大的侷限。更何況，立法永遠跟不上，任何實證法律一完成三讀、公布施行就

顯得已經過時。社會關係與社會事務不斷發展，法律的規範性與複雜多變的社會現實

之間，存在嚴重的衝突。而這些又由於法本身的侷限性所無法解決的，這就需要賦予

行政機關法律適用的彈性以平衡各方面的衝突。 

尤其，具虛擬性、觀念性與共創性等特性的數位藝術，既迥異於傳統藝術的表

現，更遑論《著作權法》或其他法律規範上的不足。如果缺乏必要的轉換、調適，勉

強援用現有法律及其固有內涵來處理數位藝術可能遭遇的法律疑義，膠柱鼓瑟，何異

於取明朝的劍斬清代的官。 

問題是，要如何轉換？如何調適？數位藝術的創作、收購、典藏、保存、維護

與展示，在實務上會遭遇那些法律上的爭議？也許甚麼問題也沒有，也許有問題但不

知道是問題，或知道是問題但不知如何處理乾脆視而不見，假裝甚麼問題也沒有。 

這是本研究所面臨的困難之所在，因為沒有哪一位實務創作者能夠很具體的描

述，究竟曾經遭遇甚麼樣的法律難題。因此，本研究必須透過經驗的累積，參酌數位

藝術的特性與實務操作上的流程，嘗試規整出可能的問題，並運用所受的法學訓練，

盡可能研究適當的對策。 

法學基本上是一種規範性的科學，致力於法的制定、法的解釋與法的適用。問

題是，科學的特性是「客觀可驗證」，科學研究必須交代方法，依照這個方法，研究

結論應該一致。法學研究則不具客觀可驗證的答案，依照一樣的方法，研究者也無法

得出一致的結論。正因為法學研究沒有客觀可驗證的答案，往往誰也不服誰，只能做

到「互為主觀」——你同意我的想法，我也不反對你的見解。研究者不能狂言所述必

屬正論，但透過這樣的討論，至少可提供互為辯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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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第 1 條開宗明義規定，本法的立法目的乃在於「保障著作人著作

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而鑑於數位科技藝術創作立基於機

械複製時代的來臨，數位藝術作品具有複數性的展覽形式，已屬常態，尤其對於「因

地制宜」（in situ）的互動式裝置藝術而言，如 Daniel Buren、Christian Boltanski、

Thomas Hirschhorn…等等，他們的作品隨著展出空間結構的不同而調整形貌的特性，

就是其創作中主要的藝術本質。 

這樣的問題同時引發了所謂作品所有權的議題，究竟在面對日益複雜且繁瑣的

數位藝術作品形式之下，美術館或收藏家對於典藏標的所擁有的權利與尺度究竟何

在？獨一無二的藝術作品為美術館所帶來的驕傲與自滿，是否早已不再是一個永續

的常態？ 

由於數位化的發展，接觸文化平台的根本性改變，使得現有著作權法律已不適

用，現行法律模式所針對的創作生態越來越突顯其侷限性。119數位科技對於著作權制

度的衝突，正是來自於上開條文「平衡公益與私益的制度性需求」，並未在數位時代

中被妥善處理。對於著作權人而言，數位技術使得著作可以與其載體完全分離，具有

前述重製行為簡易化、創作普及化、擴散速度極大化且成本低廉的特性，對於著作權

的保護帶來極大的困難；對於著作利用人而言，數位技術已廣泛應用於社會生活各種

層面，現行的《著作權法》在解釋上的不確定性，導致人民隨時有侵害著作權而誤觸

法網的危險，進而認為《著作權法》是一種陷人民於不義的法律，有違人民的法感情。 

因數位藝術所具有的強烈的虛擬性與深刻的觀念性，傳統的《著作權法》是否

足資因應？因數位科技廣泛應用而產生的著作權制度性爭議應如何解決，也確實有

待進一步研究與討論。 

                                                      

119 林志明序，〈將一切重估〉，邱誌勇總編輯，《數位藝述第伍號：數位文化網絡世代的哲思》（財

團法人數位藝術基金會，2016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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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數位藝術的類別歸屬 

《著作權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著作，例示如下」。所謂「例示」，

乃指「舉例示範」來做說明，與所謂「列舉」規定不同。因此，本法所保護的著作類

別並不侷限於本條所規定的 11 種，仍有成立其他著作類別的可能。120近年來有學者

主張應包含「多媒體著作」，但目前迄無國家肯定此種分類121；現階段，或可認此乃

一種「將各類著作附著於多媒體媒介上的結果」，尚未成為獨立的著作類別。 

數位藝術是以數位技術為基礎，兼容攝影、錄像、視頻、聲音、裝置、互動其

中的一種或多種媒體的綜合運用。其中，互動式數位藝術憑藉其高度的渲染張力，已

超越過去任何一種藝術形式，除具即時互動的特性外，並具有強大的視覺與聽覺的影

音震撼力，在電腦強大的運算機制下，能及時與觀眾互動。 

藝術家巧妙地運用互動機制，讓觀眾在互動的過程中，創造聲音、影像以及更

多的肢體動作與情緒反應等豐富元素，讓觀眾可以是舞者、音樂家甚至是導演，自由

主導作品的最終結果。122此特性使得科技藝術的觀者與表演藝術的表演者的界線，彼

此交融整合。 

涵攝到《著作權法》第 5 條，並參照經濟部所公布的《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

各款著作內容例示》123，數位藝術可能是音樂著作、美術著作、攝影著作、視聽著作、

                                                      

120 蔡信章，《智慧財產權法隨觀（著作權法篇）》，永然文化公司，2018 年再版，頁 49。 

121 章忠信，《著作權法逐條釋義》，五南圖書公司，2019 年，頁 26。 

122 林珮淳，〈數位藝術互動美學》〉，收錄於林珮淳主編《台灣數位藝術 e 檔案》（藝術家出版社：

2012 年），頁 26-27。 

12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台(81)內著字第 8184002 號公告《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

示》，與本論文論述有關者如下：(三 ) 戲劇、舞蹈著作：包括舞蹈、默劇、歌劇、話劇及

其他之戲劇、舞蹈著作。(四 )  美術著作：包括繪畫、版畫、漫畫、連環圖（卡通）、

素描、法書（書法）、字型繪畫、雕塑、美術工藝品及其他之美術著作。 (五 )  攝影

著作：包括照片、幻燈片及其他以攝影之製作方法所創作之著作。 (七 ) 視聽著作：

包括電影、錄影、碟影、電腦螢幕上顯示之影像及其他藉機械或設備表現系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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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著作及電腦程式著作中的其中一種或綜合數種（尤其是視聽著作），甚至甚麼都

不是，而是獨立的特別類型。 

例如由Marek Walczak與Martin Wattenberg共同合作完成的網路資料庫作品《公

寓》（Apartment, 2001）中，觀眾透過網路https://vimeo.com/127419467進入其中，並

鍵入描述自我所在地的文字，這些文字經過電腦程式的分析解讀，被轉化成為建築立

體影像，依據觀者的文字內容，這些建築物被置落於地球上相對應的位置（如圖15）。

如同Walczak與Wattenberg所言，這件作品要闡述的是語言和空間之間的關係。124但

是如果沒有觀眾的參與，沒有他們所提供的文字資訊，資料庫是空白的，作品的含意

也就無法成立。 

 

 

 

 

 

 

 

 

 

 

                                                      

不論有無附隨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上之著作。 (八 ) 錄音著作：包括任何藉機

械或設備表現系列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上之著作。但附隨於視聽著作之聲音

不屬之。 (十 ) 電腦程式著作：包括直接或間接使電腦產生一定結果為目的所組成指

令組合之著作。  

124 Bruce Wands, Art of the Digital Age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Inc.,2006)，p.179. 

 

https://vimeo.com/127419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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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Marek Walczak & Martin Wattenberg 《Apartment, 2001》 

圖片來源：https://vimeo.com/127419467 

 

https://vimeo.com/127419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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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創作」，應該如何歸類？好像甚麼都是，又似乎甚麼都不是。如果只是

其中的一種，例如視聽著作，僅適用與該著作類型相關的規定，自無問題。如果包含

或綜合數種類型，如美術、攝影、視聽與電腦程式，當各類型的規範互有歧異時，如

何適用法律？就會發生問題。 

如有關「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攝影與視聽著作為「至著作公開發表後五十年」

（§34）125，美術及電腦程式為「於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五十年」（§30）126，

相較之下，後者保護期間長，對著作人較有利。如從《著作權法》第 1 條「保障著作

人著作權益」的觀點，似應適用後者；但如從數位藝術速興速滅的特性，似又應採同

條「調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精神，使此類藝術儘早公共化，適用前者，也非無道理。 

若認為數位藝術應歸類為獨立的特別類型，即非第 5 條所規定的類型。雖然本

條 僅 屬「 例 示 」，而 非 列 舉 規 定，不 屬 於 本 條 所 例 示 的 著 作，數 位 藝

術 既 為藝術範圍的創作，則仍 屬 本 法 第 3 條 第 1 項 第 1 款 的「 著 作 」，而

受《 著 作 權 法 》保 護。 127然 而，同 樣 的 問 題，本 法 相 關 的 特 別 規 定，

都 是 針 對 第 5 條 所 例 示 的 類 型 而 為 規 定 ， 若 無 法 涵 攝 至 第 5 條 所 例

示 項 目 ， 勢 必 都 只 能 適 用 「 一 般 規 定 」。 例 如 第 5 7 條 有 關 同 意 他 人

展 示 合 法 重 製 物 的 規 定 ， 係 針 對 「 美術著作」或「攝影著作」，至於數位藝

術原件或合法重製物之所有人或經其同意之人，得否準用該規定，公開展示該著作原

件或合法重製物？似無不可。又「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究應適用第 30 條的一般規

定或第 34 條的特別規定？也有同樣的問題。 

                                                      

125 著作權法第 34 條第 1 項：「攝影、視聽、錄音及表演之著作財產權存續至著作公開發表後五十

年。」 

126 著作權法第 30 條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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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蕭雄淋，〈新著作權法逐條釋義 (一 )：第五條著作之例示〉，2014 年 9 月 24 日，

http://blog.udn.com/2010hsiao/17533531，檢索日期：2019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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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如何保護數位藝術的「概念」 

《著作權法》所承認的法理「構想與表達合併原則」及「場景原則」128，

著作權保護的不是創意，而是該創意的獨特表達方式。129《著作權法》第 10

條之 1 揭示「觀念／表達(Idea / Expression)二元論」，明定：「依本法取得之著

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

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明確界限了著作權在保護對象上的

效力射程（智財局 92 年 5 月 14 日智著字第 0920004297-0 號函釋參照），為體現

《著作權法》保護範圍的核心觀念條文。 

「保護著作的表達形式，而不保護表達所隱含的概念」，具有雙重意涵：首

先，創作的結果必須以客觀化的表達形諸於外，而能為人類感官所能感受得

知其內容者，才給予保護。再者，受著作權保護的對象僅限於已經客觀化的

表達本身，而不及於藉由表達所傳達的思想。130畢竟，著作權立法最重要的

目的，是在於維護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所以不應該因為著作權受到保護之故，而

使得其他人無法基於他人已發表的著作，再做進一步的學習甚或創作新的著作，而能

夠藉由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鼓勵知識持有者分享所知，讓更多人有機會站

                                                      

128 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著上字第 20 號判決：(1)所謂構想與表達合併原則(the merger doctrine of 

idea and expression) ，係指構想與表達不可分辨或不可分離；或思想或觀念僅有單一或極有限之

表達方式，則該表達與構想合併，倘著作權法加予保護，將使思想亦成為著作權法保護之標的，

造成獨占思想之怪異現象，除影響人類文化、藝術之發展外，亦侵害憲法就人民言論、講學、著

作及出版自由等基本人權保障。(2)所謂必要場景原則(scenes a faire)，係指在處理特定主題之時，

不可或缺或不可避免使用必要特定的事件、角色、布局或場景等處理方式，而該等不可或缺或不

可避免之處理方式，不能取得著作權保護，否則將造成處理特定主題之第一人獨占必要之處理方

式。對於電腦程式著作而言，電腦程式設計師於進行程式之開發與撰寫時，其程式設計方式可能

受到特定電腦機器規格、電腦程式結合之相容性或一般撰寫程式慣例等外在因素侷限，導致將不

可或缺或不可避免使用必要特定之程式設計方式。 

129 約翰·甘茨、傑克·羅徹斯特合著，周曉琪譯，《數位海盜的正義》，（商周出版，2006 年），頁

15。 

130 劉靜怡，〈數位典藏計畫智慧財產權參考手冊〉，《中央研究院》，頁 14，https://reurl.cc/qd1Y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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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巨人肩膀看看遠方，推促社會文化持續發展前進。  

「概念」不具獨占性，非屬本法保護的對象。單純抽象「觀念」、「概念」、

「思想」的抄襲，並不構成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131因此，著作權人固得

禁止他人以重製、改作等方式利用其著作，但不能壟斷其創作所運用的概念，亦即不

能禁止他人以相同概念，另為獨立表達。藝術著作的創作，往往是奠基於整個社

會文化發展脈絡，加上個人的巧思創意，而揮灑出令人激賞的作品。正因為

如此，藝術作品在創作過程中，觀摩、參考他人既存的作品，乃是在鼓勵創

作促進文化發展時，必須要兼顧的基本需求。  

本條主要強調的意義在於《著作權法》僅保護將作者個人創意具體表

現出來的表達，對於表達中所薀含的思想、概念、原理等，正是著作發表時

所欲傳達予閱聽人，而閱聽人除提昇自己的文化素養外，更可能轉變為創作

者的關鍵。  

因此，在判斷何為「思想」何為「表達」時，重點還是回到著作表現

的形式，是否已足以表現作者個人的創作性，就此一作者個人獨特的創作性

的部分，《著作權法》即予保護，其他的部分，可能是單純的事實、可能是

抽象的思想，這些都不會是《著作權法》賦予該作者的保護範圍，以平衡社

會上保護著作權人權益，與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的雙重需求。  

一般所稱「觀念」的抄襲，其實不是《著作權法》意義上的「抄襲」。

《著作權法》在保護著作權人權益的同時，也已將社會文化生活的著作利用

需求考量在立法的範圍內，在著作權法的法制下，我們必須要尊重他人的著

作權，但也都可以自由利用他人著作中所傳達的精神、思想、觀念等，再另

                                                      

131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基本概念篇 -11~20》， https://reurl.cc/yZem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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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從事獨立的創作或把著作中的精神再傳播出去。 132著作如出於相同的概念

(不論此「相同的概念」是出於巧合或承襲)，只要確係出於著作人獨立的表達，其間

並無抄襲表達情事，縱其表達因概念相同而相（雷）同，各人就其著作均享有著作權，

並不生著作權侵權問題（智財局 92 年 5 月 14 日智著字第 0920004297-0 號函釋參

照）。 

倘創作者源於相同的觀念，各自使用不同的表達方式，其表達方式並非唯一或

極少數，並無有限性表達的情形，在無重製或改作他人著作的情形下，得各自享有原

創性及著作權（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544 號民事判決參照）。 

數位藝術具有深刻的觀念性，數位藝術創作立基於機械複製時代的來臨、

美學觀念的解放和科技媒體的更迭出新，從根本轉變了創作媒介與媒材的獨一性。美

術館不得不以全新前衛性觀念與創新性思維，來因應數位藝術的發展。 

2018 年台灣數位藝術中心（DAC.tw）「概念美術館」開館並提出「科技藝術典

藏基礎計畫」，摒棄物質的真實性，轉而聚焦於「作品在歷史脈絡中」的真實性。立

基於數位時代網絡思維及觀看與體感技術，企圖以文化分層的歷史架構補充類比式

物質典藏方式的不足，創造新數位敘事經驗。藉此重新思考現代主義式博物館在典

藏、展覽與教育上的功能劃分。 

例如該館首展邀請陶亞倫個展「穿越光牆—Archive or Alive?」（圖 16），就是重

新思考十年前展出的作品《終結歷史之光》（圖 17），以「將其概念保留、技術更新」

的策略，用虛擬實境（VR）的方式再現，延伸出新的創新思維。 

                                                      

13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前揭，《著作權基本概念篇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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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陶亞倫《穿越光牆－Archive or Alive》2018   

圖片來源：DAC 

圖 17 陶亞倫《終結歷史之光》 2009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3D5bL0 

 



 

79 

 

這樣的模式，或可歸類為前述「可變媒體網路」（www.variablemedia.net）所提

出的第四個保存策略「再詮釋」。但假設，用同樣的概念，而將技術更新的，不

是陶亞倫本人，而是其他「藝術家」，這是否侵害了陶亞倫的著作權？換句

話說，陶亞倫所保留的概念，是否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  

另外，不同於過去博物館關注的典藏，圍繞在物質的真實性與原件性，數位藝

術的典藏通常只是一片複製光碟及說明書，若有人依照說明書的內文所表達的概念

做出一作品，即使功能原理相同，但確係以自己的表達方式所完成，得否視為獨立的

創作，而受本法保護？主管機關認為並不須徵得該「說明書」的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

（智財局 100 年 04 月 13 日 1000413b 號電子郵件參照）。 

 

http://www.variablemed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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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衍生影像的權利歸屬 

《著作權法》的立法宗旨乃至藉由專屬權或排他權的授予，促進國家或產業的

創新發展，也同時兼顧市場的公平競爭。新興科技的開啟，由於科技的型態與運用，

非屬立法者立法時所能預期，當發生爭議或法律有漏洞時，現行法常不易透過解釋適

用，在原先立法宗旨不受偏離條件下解決問題。133數位科技在藝術上的運用，對於

《著作權法》的衝擊，最可能聚焦於權利歸屬的相關問題，亦即現行權利主體法制以

人類為價值中心的前提下，究竟透過科技的自動呈現可否成為《著作權法》下所規範

的著作人？甚至享有著作權以為後續的權利管理與潛在的侵權救濟？ 

尤其，互動式數位藝術所具有的共創性，以及作者權移轉的問題，這個議題更

有探討的必要。 

早在1960 年代，白南準就利用當時有限的電子技術，體現群眾隨機參與的概念，

在《參與電視Participation TV, 1963》（圖18）中，參與者可以透過聲音，在螢幕上創

造新花樣，或是在《磁鐵電視》（Magnet TV, 1965）裡，透過移動置於電視螢幕前、

映射管或機箱上的磁鐵，改變螢幕圖案。在這些作品中，參與的人在出聲或動口的同

時成了創作者，所謂的藝術品、藝術家與藝術大眾間的三角關係也在影像變化的時刻

產生轉移。 

                                                      

133沈宗倫，〈人工智慧科技與智慧財產權法制的交會與調和—以著作權法與專利法之權力歸屬為中

心〉，收錄於劉靜怡主編，《人工智慧相關法律議題芻議》（元照出版公司，2019 年），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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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數位時代，多樣的科技可能性與更易於操作的技術方法，促使藝術家更

便於在群眾與人工智慧系統（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間營造雙向的交互作用，產

生互動。不停閃動的電子影像喚起的不再是傳統藝術中所強調的靜態冥想，而是引誘

觀者「採取行動的刺激」。134觀者透過聲音、碰觸、輸入文字或是任何其他可能的方

式與作品互動，成為創作的一部份。在這個互動過程中，電腦就如同一個溝通的介面，

它宛如一座連結藝術家與多方大眾的橋樑上，將各方創意蒐集整合成為一個「超設計

                                                      

134 Heinrich Klotz, Contemporary Art, in: Contemporary Art, Cat. Center for Art andMedia Karlsruhe 1997, 

Munich/New York 1997, pp.21-27. 

圖 18 白南準《Participation TV》1963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ObdRpy 

 



 

83 

 

作品」（Metadesign）135，強調的是創意溝通與交流的過程，而非結果。 

「互動」是當代科技藝術創作者常用來與觀眾溝通的手法，透過人機介面，對

「觀眾」發出較傳統藝術更精密設計過的邀請，「觀眾」擁有選擇呈現元素與瀏覽軌

跡的權力。136作品不再是由藝術家個人獨自表現，必須加上觀眾的參與及詮釋，使作

品與外在世界產生關連，造就意義，才算完整。 

例如 Ana Marcos 與 Alfonso Villanueva 的《CEP〔集體情緒感知〕》，由數件提

供觀者不同視聽體驗的裝置所組成，其音像投影會因觀者的參與、身體動作和情緒，

而不斷調整更新。設置在展間的隱藏感應器會測量觀者的集體反應，由此生成形狀和

影像，作品呈現出的內容便是以這種方式隨著觀者而成形。137在這項研究中，錄像裝

置變成一面帆布，一個可以在上面互動和操作的基底，還可以用從監控觀者群位置的

感應器取得的補充資料構成影像。觀者參與時的反應，舉凡注意力或臉部表情（微笑

或皺眉），乃至情緒（驚喜、愉悅、恐懼），在最後都會形成依觀者在展間的現場即

時互動而發展出的獨一無二音像作品（圖 19）。所以說，觀者是這件作品的創作者，

他們用參與作品時表現出的行為餵養作品。 

《CEP〔集體情緒感知〕_》也會試著隨機干擾觀者，如何看待用可觀測現實的

其他次元，推測出其他宇宙的虛擬世界之表現形式的發現與改造。 

                                                      

135 Gene Youngblood, Metadesign: Toward a Postmodernism ofReconstruction, in: Gottfried Hattinger (Ed.), 

Ars Electronica, Cat. Ars Electronica CenterLinz, Linz 1986;Gene Youngblood, Metadesign: Die neue 

Allianz und die Avantgarde, trans.English/German by Christian Quatmann, in: Roetzer 1991, pp.305-322. 

136 蘇瑤華，〈科光幻影：臺灣科技藝術的微型觀察〉，（第二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科技藝術創

作發表專案：詩路漫遊，2006 年），頁 22-25，https://reurl.cc/8GW4QM 

137 邱誌勇編，《後數位人類紀：國際科技藝術展》（國立台灣美術館，2019 年），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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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式數位藝術，儼然已成為當代美術館展覽的寵兒，只要是「互動式」的相

關展覽，民眾無不趨之若鶩。在這類展覽中，傳統藝術家單向式的給予觀眾閱讀的概

念已被顛覆，科技的互動性開創了更具時代性的多元藝術表現，也改變了觀眾與作品

間的關係，將觀眾轉變為主動參與的地位。 

此種角色在戴特.丹尼爾斯（Dieter Daniels）的《互動的策略》（Strategies of 

Interactivity）中，定義為「典範觀者」（exemplary viewer），指的是參與者在作品中扮

演的不只是觀賞者，而是與作品互動的表演者。138羅依.阿斯柯特（Roy Ascott）認為

如果提供觀眾玩弄作品和作品互動的條件，就能讓觀眾參與作品的發展和演變，那也

就是藝術的創造以及意義的產生。藝術家建構一個互動的環境，讓觀眾在其中能經由

                                                      

138 許素朱，《從 DIGIart@e Taiwan 談互動創意》（遠流出版社：2007），頁 11。 

圖 19 Marcos& Villanueva《Collective Emotional Perception》2018   

圖片來源：邱誌勇編，《後數位人類紀》，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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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而產生不同的經驗，甚至達到共同創作以及成為作品的一部分。139 

這類創作所衍生的影像，在《著作權法》上便可能有如下的問題：所衍生影像

是否屬《著作權法》上所保護的客體140？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該影像的權利主體應如

何決定？有無《著作權法》第 8 條：「二人以上共同完成之著作，其各人之創作，不

能分離利用者，為共同著作。」的適用問題？ 

著作於《著作權法》規範的價值，乃是來自於著作人對於外在環境所產生的內

在反省，屬於主觀認知與評價的呈現。人類藉由「表達」呈現其對社會與生態、人類

與萬物的主觀想法，此等想法未必當然可以實現，亦不保證其具有實用性，卻是人類

文化交流與累積的來源，如何探知數位藝術所使用的科技是否及在如何程度的自主

意識下，始具有表達的能力，值得深思與檢討。 

就第一個問題。若數位科技於創作僅扮演工具性角色，人類對於創作的內容與

方法仍有選擇與支配的空間，此時數位科技不具自我表達的能力，實際創作中表達者

仍為人類，就此創作而言，不應因數位科技無表達能力，而使此創作無法被認定為

《著作權法》所認定的著作。同時，數位科技為人類所操縱，人類成為著作權人亦符

合《著作權法》的規範意旨。 

但設若數位科技並不單純立於工具性的角色，而是藉由人類的晶片設計與電腦

軟體所建構的深度學習，在人類期待的任務範圍與功能內，令科技技術實施創作行

為。於此，數位科技是否具有表達能力，進而其創作行為得以被認定為《著作權法》

                                                      

139 林珮淳，前揭文，〈數位藝術互動美學〉，頁 20-21。 

140 於此須說明的是，這裡所討論的「衍生影像權利」，只是在表述觀者利用藝術壓提供的溝通平台，

透過聲音、碰觸、輸入文字或是任何其他可能的方式與作品互動，衍生出非藝術家所創作的影像，

成為其創作的一部份。並非指著作權法第 6 條所稱的「就原作改作之創作的衍生著作」。也就沒

有「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的問題。否則如果將此「影像」視為對他人著作的改作，即有衍生著

作與原著作著作權保護的問題，該「衍生著作」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無須經申請或登記

（智財局 101 年 4 月 17 日 1010147 號電子郵件參照）。問題將會變得非常複雜，而又不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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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規範的「表達」？則不易探知，也無法一概而論，且存在相當的任意性與恣意風險。 

相對而言，在數位科技的創作行為下，人類以設計與訓練方式帶動科技執行任

務的事實是明確的，基於創作行為乃人類與科技的協力而成，各有其自主表達，或共

同表達行為因協力而無法明確區分或確定，為避免科技的表達不易判定而悉以人類

為表達主體。但事後若能證明，科技確有表達行為，而人類以設計與訓練介入科技的

行為著重於功能性的目的，卻被認定非表達行為，即產生科技不具表達主體適格，人

類縱使具有主體適格，但因未能參與實際表達，而無法成為科技創作行為下的表達，

形成「表達無從歸屬」的窘境。141或許未來《著作權法》的修法或解釋適用上，可以

考慮當數位科技與人類共同協力完成創作而具有原創性時，將二者認定為共同表達

者。 

換言之，無論數位科技是否立於單純工具性的角色，人類的創作行為與其權利

價值，都不應被否定。困惑的問題是，基於互動式數位藝術的共創性，就如 Slavoj 

Žižek 提出的「互被動性」（interpassitive）的概念，往往無法得知究竟有那些觀者如

何參與藝術作品。142因此，也就難以確定保障智財權屬於特定的哪一方。 

互動式數位藝術展覽，常由藝術家設計出不同召喚感知的活動，想提出一些日

常的生存狀態。不容否認，觀者依其設計的遊戲規則，常被藝術家弱智化。很多影錄、

表演都有固定演出時間，觀者像在逛遊樂園，必須遵守藝術家設定好的制約。這類展

覽表面上是大眾化、娛樂化，又賦予很大的「人的某些生存狀態」做為思想支持，實

則也間接在機制化參與者。 

互動性數位藝術的「觀賞」過程，觀者常被鼓勵以一種仿若參加「儀式性典禮」

                                                      

141 沈宗倫，前揭文，〈人工智慧科技與智慧財產權法制的交會與調和〉，頁 199-200。 

142 Slavoj Zizek, The Interpassive Subject,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1998, https://reurl.cc/b5k41l, 檢索

日期：2020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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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ual ceremony）或「部落式歡宴」（tribal feast）般地，置身炫技情境之中。143常見

過頭的操作，科技藝術作品互動機制的喧鬧聲壓過創作者虛弱的美學意圖，模糊了藝

術、科學、科技與娛樂的疆界，我們就經常看到展場中諸多演化成低能的動作，創作

者無差別地將該互動紀錄公開，形成影像。這些參與者殆不至於因此主張其｢智慧產

權」，甚至還可能因為被公開的影像紀錄中所包含的弱智行為被煽笑，而要求藝術家

下架，甚至提出損害賠償。 

但設若有個編舞家在觀賞互動藝術前隨興展示新編的舞蹈，被記錄在看板上，

這支舞蹈的著作權應歸何人？藝術創作者如果將此影像加以利用，導入其創作，是否

侵犯編舞家的著作權？或者，因著藝術家的科技手法，結合該舞蹈，形成非常特別的

影像。 

也就是，如果沒有該科技的運用或沒有該舞蹈家的曼妙舞姿，就不可能有此精

彩的影像。這是否構成「共同著作」？ 

如為肯定，依《著作權法》第 40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共有之著作財產

權，非經著作財產權人全體同意，不得行使之；各著作財產權人非經其他共

有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不得以其應有部分讓與他人或為他人設定質權。各

著作財產權人，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同意。」此所稱，「行使」，指著作

財產權本身的行使而言，包括著作財產權之讓與、授權及設質等。  

《著作權法》上的「共同著作」，成立要件有三：其一、須二人以上共同創作。

其二、須於創作之際有共同關係。三、須著作為單一之形態，而無法將各人之創作部

分予以分割而為個別利用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 92 年台上字第 514 號刑事判決

參照）。觀者因互動而形成的影像，只是二人以上為共同利用的目的，其著作偶然的

互相結合，該結合的多數著作於創作之際並無共同關係，充其量只是屬於「結合著

                                                      

143 蘇瑤華，前揭文，〈科光幻影：臺灣科技藝術的微型觀察〉，頁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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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例如上述 Marcos 與 Villanueva 作品的影像），而非「共同著作」。應無本條

的適用。更何況，觀者多屬任意、即興式的參與互動，並未留下任何個人資

料，要求藝術家行使權利需得觀者的同意，未免過苛而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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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原件公開展示、重製或改作的問題 

公開展示權、重製權及改作成衍生著作均為《著作權法》所賦予著作權人的著

作財產權，影響著作權人的經濟利益甚巨，在實務上極具重要性。其中，「重製權」

尤為著作財產權中最重要的權利之一，因為著作透過重製可以大量製造並銷售，以創

造權利人的經濟利益。 

所謂「重製」，依《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包括任何「以印刷、

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有形之重複製作」均屬之。至於重製的媒

介物材質及可以存放時間的長短如何，均非此處應該關切的重點。只要重製的結果，

足以重新表現出原來著作的內容，並讓人以感官或藉由機器得以感知者，即構成重

製。 

至於改作，則指「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片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

作」（同條項第 10 款）。 

重製與改作，對著作人權利的保障有極大差別。重製及改作成衍生著作的權利，

依規定雖都歸屬著作人專有（第 22 條第 1 項、第 28 條）。但對於重製權，本法第 3

章第 4 節第 4 款「著作財產權之限制」有諸多例外規定；至於改作權，則除不適用於

表演著作外，僅為編製教科用書、教學之人為學校授課需要或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

之目的，在合理範圍內，教科用書編製者或利用人得例外改作他人著作（第 47 條、

第 63 條）。 

另重製物僅屬原著作的複製，並不具新創作性，故並未產生新的著作權；但依

第 6 條規定「就原著作改作之創作為衍生著作，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第 1 項）

「衍生著作之保護，對原著作之著作權不生影響。」（第 2 項）亦即衍生著作是以一

獨立的著作保障，當然前提須該衍生著作本身也具有原創性。如該衍生的著作完全不

具原創性，很可能只能被歸類為對原著作的重製，不但無法構成另一個獨立著作權的

客體，還可能構成對他人著作權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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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的上開規定，適用到一般的著作，尚無窒礙，但難免無法周全關

照到數位藝術的特殊性。首先，數位藝術的保存策略，無法以一種方式全然涵蓋，每

一作品都須依其狀態，設計與執行合理與可行的典藏方式，無法僅依賴硬體的保存，

以及定期進行軟體程式的轉存。144因此，製作過程與展覽文件就成為後人重製參考的

資料，實為保存最為關鍵之點。 

Jon Ippolito 以紐約古根漢美術館的典藏策略，說明傳統藝術作品分類是無法含

納各種媒材作品，必須去描述每一件作品的特性，反應與變化的表現，同時建立藝術

家的訪問題庫，去了解藝術家的思考脈絡與創意表現，同時決定未來如果被再創造的

想法與方式的可行性，依此建立資料庫，收藏單位可以彼此分享，並比較不同媒材與

領域的題庫與策略。145這些工作，並非典藏機構應單獨承擔的責任，藝術家也必須在

創作過程中，養成隨時踐行資料整理的習慣，從作品施作、展覽安裝，現場觀者互動，

進行詳細的攝（錄）影與文字紀錄，並撰寫完善的創作紀錄、資訊系統規格與裝置說

明。 

依著上述藝術家所建立的資料，數位作品就可以透過程式的重製，不斷地被繁

衍。而重製品與原件之間甚至沒有差異性，傳統美學所強調的手工與原創性，在此被

顛覆，取而代之的是「唯一性的普遍化」（Banalisierung der Einzigartigkeit）146；傳

統藝術典藏物的原件性與唯一性，到了數位藝術作品，就完全被打破。 

《著作權法》所保護的著作，以具有「創作性」為首要要件，至於創作是以何

                                                      

144曾鈺涓，〈保存、再製與再現的復原工程-數位藝術家的省思與自覺〉，《藝術認證》，67 期，2016

年 4 月，頁 38-40。 

145曾鈺涓，前揭文，〈保存、再製與再現的復原工程〉，頁 43。 

146 Florian Roetzer, Technoimaginäres–Ende des Imaginären?, in: KunstforumInternational vol.97 (Ästhetik 

des Immateriellen: ZumVerhältnis von Kunst und NeuenTechnologien), Nov/Dec. 1988, p.66. 

 



 

91 

 

種形式出現，《著作權法》並未加以限制，傳統媒材上的創作，可受到保護，以數位

形式創作的著作，同樣都受到保護。問題在於數位藝術存在典藏、展示的非單一性與

複雜性，美術館所典藏的，可能只是一份儲存記憶卡及使用說明書，甚至就像版畫一

樣，可以複製多份備份檔。如果因為展示或再展示的必要，為考慮原版保存不受損害，

而以複製版本讀取展示，就數位藝術來說，應屬常態。問題是，這樣的作為究竟是典

藏品原件的公開展示或重製？ 

傳統的藝術著作（例如繪畫作品），不論是展示、再展示或他館借展，所展者必

然都是原件，一般不會有爭議；同時，從嚴格角度觀察，並無所謂著作重製物授權的

問題，因為都是著作財產權的授權。 

但在數位藝術，著作人能否保留原著作物（母帶），僅以著作重製物以授權而非

買賣的方式，提供予美術館或收藏家？理論上應無不可。著作財產權人基於其著作財

產權人的資格，可以在著作重製物交易時，以授權方式處理，例如：同樣重製物，標

明僅供利用該重製物公開展示，或標明得自行再重製，任憑一處或多處公開展示。然

而，這種伴隨著作重製物所有權移轉，並於著作重製物上附帶的授權標示或限制，究

竟效力如何？ 

又如並未保留原著作物，而完整出讓其所有權，典藏者既取得原著作的所有權，

即得以所有人身分，對著作進行使用、收益、處分。其備份檔如可依數位藝術的本質

特性，而認定為是原件（邏輯上很奇怪但非不能理解），則在何處展示，一次或多次

展示，是否提供他館展示，都屬著作所有權人的自由。但如拘泥於《著作權法》定義，

認定為重製物，製版權屬著作人專有，其重製及公開展示均須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

授權（第 87 條、第 57 條）。 

充為數位藝術基礎載體的複合性媒材，視頻、音頻、投影、電腦、讀取、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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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科技產品，日新月異、其核心的元素（程式軟體）更常因時空轉換而推陳出新，安

裝規格也常因創作者設定特別條件，導致操作技術存在不確定性。展示或再展示時，

可能因空間限制或設備問題、突發性的操作障礙，又因原創作者的缺席，而不得不對

原作施加變動。例如出入動線的更動，環形圍繞改為平面投射，燈光瓦數不同，取消

原設定音效或互動裝置……，這就衍生了仍屬原件的公開展示、重製或改作的爭議。

如屬改作，則改作者取得一獨立於原件的著作權；如為重製，則否。 

此問題的討論，也涉及到第 17 條「禁止不當變更權」的問題，依該條規定：「著

作人享有禁止他人以歪曲、割裂、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其著作之內容、形式或名目致

損害其名譽之權利。」本條屬著作人格權中相當重要的內容，係由過去被稱為「同

一性保持權」的規定限縮而來。 147原條文第 17 條規定甚為嚴格，只要將著作加

以變更，除合於同條但書各款情形外，即使係將著作內容修改得更好，仍會構成侵害

同一性保持權。 

於 1997 年修正時，鑒於科技的進步，著作的利用型態增加，利用結果變更著

作內容者，在所難免，乃參照《伯恩公約》第 6 條之 1 第 1 項之規定，修正為著作人

所享有的同一性保持權僅在禁止他人以損害其名譽的方式利用其著作。重點在避免

過度限制他人利用／創作自由。如此一來，不僅該條所述的權利，從修法前的「同一

性保持權」，變成以「強調名譽損害」為主的「禁止不當變更權」。同時該條也透露出

一種「比較不偏向著作人」的意旨。148至於損害與否，必須視客觀上有無損害到著作

                                                      

147 實務上仍多將本條以「同一性保持權」稱之，如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民著上字第 8 號判決，或

謂「 同 一 性 保 持 權 」 又 稱 「 禁 止 不 當 改 變 權 」 、 「 完 全 性 確 保 請 求

權 」 、 「 原 狀 維 持 權 」 ， 如 98 年度民著訴字第 23 號判決等，應非嚴謹。 

148黃致穎，〈論著作權法第 17 條「致損害其名譽」要件之妥當性〉，《高大法學論叢》第 12 卷第 

2 期 2017 年 3 月，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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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人格利益，並不以著作人個人主觀認定為準。 

典藏場館或收藏人因數位藝術潛在的上述問題，難免會發生「割裂、竄改或其

他方法改變其著作之內容、形式」的情事，著作人可能消極不表同意、甚至積極反對，

但典（收）藏者既已擁有該著作物的所有權，公開展示本屬數位藝術典藏的重要目的

之一，如僅因「同一性的維持」即不容許典（收）藏者有基於展示需求的必要調動，

也非合理。從第 17 條的立法過程觀之，典（收）藏者一般應不至於會以損及著作人

名譽的方式進行變更，著作人在這方面應該給予較寬鬆的空間。 

總之，由於數位藝術的特性及其調動行為法律定位上的不明，典藏場館或收藏

人，若欲進行合法的重製或改作，都必須經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或符合《著作權法》

中所規定的合理使用，始能為之。較妥適的作法，是儘量於契約上載明授權依據，以

免日後衍生糾紛。尤其，因改作權專屬著作權人，當不可能同意由他人因改作而取得

獨立著作權；如因空間、設備、程式或操作因素，經著作人同意調動，因而衍生不同

於原作的藝術表現，著作人是否因同意（書面契約或口頭應允）改動而影響其原作著

作權的權益？ 

對於典藏者本身而言，典藏並非為了藏諸名山，要關起門來孤芳自賞。美術館

典藏數位藝術作品，必然也同時取得「公開展示權」，甚至希望能進一步公開傳輸，

以廣為推廣。149當美術館取得公開傳輸權的授權時，其欲將著作放置在網路上，勢必

會發生重製行為，此種重製行為，能否被解釋為屬於「對公眾提供」的行為，而無須

另行取得重製權的授權？ 

                                                      

149藍恭旭，〈藝術（數位）複製的多種共享—以《Guess What》一展為例〉，收錄於邱誌勇總編輯，

《數位藝述第伍號》，頁 1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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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公開傳播權乃是整合現行「公開播送權」與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簡稱 WIPO）所要求的「對公眾提供」及「互動式

傳輸權」的部分，而成為一種新的權能，然而，公開傳播權在行使時，同樣會面臨與

「重製權」等權利重疊或互相影響的問題，是否需另取得授權？這是本論文下一個要

討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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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授權的難為與解套 

依現行《著作權法》，著作的使用權利，全然保留於著作權人手中；即所謂的

「所有權利保留」（All Rights Reserved）。任何「合理使用」之外的利用，使用者

都要事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才可進行。只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本法另有規

定外，均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第 87 條中與本議題有關的部分）：一、以侵害

著作人名譽之方法利用其著作者。五、以侵害電腦程式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作為營

業之使用者。七、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或

重製他人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或

其他技術，而受有利益者。 

因此，取得「授權」與否？在實務上就顯得特別重要。 

《著作權法》第 37 條就此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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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前項授權不因著作財產權人嗣後將其著作

財產權讓與或再為授權而受影響。」（第 2 項）「非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非經著作財

產權人同意，不得將其被授與之權利再授權第三人利用。」（第 3 項）「專屬授權之

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並得以自己名義為

訴訟上之行為。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不得行使權利。」（第 4 項）「第

二項至前項規定，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本法修正施行前所為之授權，不

適用之。」（第 5 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第七章（罰則）規定。但屬於著

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管理之著作，不在此限：一、音樂著作經授權重製於電腦伴唱機

者，利用人利用該電腦伴唱機公開演出該著作。二、將原播送之著作再公開播送。

三、以擴音器或其他器材，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四、著作經授權重

製於廣告後，由廣告播送人就該廣告為公開播送或同步公開傳輸，向公眾傳達。」

（第 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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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讀之下，本條規定看似周全，對於排除刑罰專章的規定，也屬合理。然而，

細究其內涵，立法設計仍不脫向著作權人權益傾斜，實用上也處處是陷阱，稍有不

慎，即會罹於違法侵權。 

特別是在數位時代，電腦網路上流通各類的作品：固然處處存在媒體或娛樂事

業所商業發行的影片或音樂，但也不乏個人抒情表意的創作。紛雜多樣的數位內容，

縱然檢索容易、使用方便，但是如果沒有清楚的標示，告知大眾其授權使用的範圍，

一般人因為害怕造成侵權行為，卻也不敢任意利用。 

首先，依照民法有關契約的規定，「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

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第 153 條第 1 項）「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

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

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第 2 項）並規定，契約不以一

定方式為必要，即使當事人約定其契約須用一定方式，在該方式未完成前，也只是

「推定」其契約不成立（第 166 條），而非當然不成立。 

《著作權法》與民法規定正相對立。《著作權法》採原則保留權利，例外授權

的精神。明定授權他人「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都須依

當事人的約定；約定不明的部分，就「推定」為未授權。從規定內容，一般契約區

分「必要之點」與「非必要之點」，非必要之點，縱使當事人未經表示，契約還是推

定成立。著作權的授權契約，因為有「或其他事項」的概括規定，解釋上，所有關

於著作權授權的事項，都須經約定，只要約定不明，就推定為未授權。 

「推定」與「視為」法律上效果不同，所謂「視為」，是指因有某事實存在，依

一般情況，推測當事人的意思，認為有另一事實存在，而且不因有反證而喪失其效

力。至於「推定」，是指因有某事實存在，依一般情事，推測當事人的意思，認為有

另一事實存在，如有反證，則喪失其效力。換言之，推定並沒有擬制的效力，自得

由利害關係人提出反證以推翻該推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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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視為是為保護社會公益，對於某一事實所為的強行擬制規定，不論事

實是否與視為相符，均不得舉證推翻；而推定則只是為避免舉證困難，所為的推論，

若事實與所推定的確屬不同，自得舉證加以推翻。 

《著作權法》的授權契約並不以書面為必要，書面在必要時僅是作為證據的方

法，不是契約成立或生效的要件。至於如何約定？《著作權法》未進一步規範，實

務上授權契約條款不一而足，並無一定格式，事實上也很難以統一的格式，適用於

千變萬化的市場活動，而完全視雙方條件，循市場機制決定。由於為保護著作財產

權人，《著作權法》特別明定「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此一「推定」雖

得透過證據推翻，但除了書面的白紙黑字具有明確性外，其他的證據都有證據力如

何的爭執議題。 

但最困擾的是，由於數位藝術的特性及其調動行為法律定位上的不明，典藏美

術館或收藏人，若欲進行合法的重製、改作，或展示時因空間、設備、程式或操作

因素，須作必要的調動，乃至創作者創作歷程紀錄與使用說明書的完整性等等，如

堅持「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實務上難保不會成為權利爭議的亂源。反

而，民法第 153 條第 2 項「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

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的規定，較屬合理。至於是否為「非必要

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同條文法雖明定由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但藝

術界何妨透過相關組織，按數位藝術的特性歸納出「必要之點」與「非必要之點」

的例示，供實務參考。 

另外，著作財產權的授權又分為「非專屬授權」及「專屬授權」。「專

屬授權」，也稱排他授權（exclusive license）是指在授權契約約定範圍內，著作

權人不得再向第三人重複授權，甚至連著作財產權人自己在該授權範圍內

也不得自行利用；亦即專屬授權的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即上述地域、

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等），得以著作財產權人的地位行使權利，

並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的行為 (包括民、刑事訴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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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專屬授權，不論該授權利用的時間或地域有無限制，著作財產權人的著作財

產權均於授權利用的範圍內移轉（transfer of copyright ownership）於被授權專屬利

用之人，被授權人享有獨占且排他的權利，著作財產權人在該授權的範圍內，其權

利即告終止，亦不得行使其著作財產權（臺灣高等法院 92 年上易字第 679 號民事

判決參照）。 

至於「非專屬授權」，也稱非排他授權（nonexclusivelicense），最重要的特

色在於同時可能有許多的被授權人存在，且被授權人不得將其被授與的權

利再授權第三人利用；就他人侵害著作權的行為，「非專屬授權」的被授權

人並無提起刑事訴訟的權利，惟如因而受有損害，仍得提起民事訴訟求償

（智財局 106 年 7 月 28 日 1060728 電子郵件參照）。  

另外，實務上還有一種介於「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之間的「非典型授

權」，著作財產權人在授權範圍內，仍得自行利用著作，惟不得再授權他人利用著作。

至於被授權人既非「專屬授權」的被授權人，得否再授權他人利用著作，法律上並

未明定。 

面對這麼複雜的法律條文，即使一般的法律專業人士也未必能搞懂其中的排列

組合關係，及其相應的法律效果，更不用說徜徉數位世界、埋首藝術創作的藝術家。

尤其，甚多年輕藝術家，他們未必在意報酬，只是熱愛他們所創作的事物而進行創

作，志在流通其數位藝術創作，歡迎別人複製、散布、甚或改作其作品的創作者，

著作權法的「嚴密保護」規定反而造成困擾。 

正如 L. Lessig 說的，著作權法的這些規定，只有律師能理解的授權許可；Lessig

進一步指出，現存的著作權系統無法適用於數位時代，若非我們強迫下一代停止創

作，就是下一代強迫我們進行革命。150 

                                                      

150Lawrence Lessig，前揭文，〈導正我們對著作權之價值觀〉，頁 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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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制的立法初衷，原在鼓勵創作，並藉由創作啟發更多的知識發展，以

促進公共福祉。但不容否認，發展至今，在大財團的強力運作及美國 301 條款的壓

迫下，著作權已趨於過度擴張與解釋，立意良善的保護法制是否讓散落各處的著作

人真正受益？還是反變成大財團或利益團體踩在著作權人腦袋上牟利的憑藉？修法

完善化、周延考慮各方利益的平衡，固屬正辦。但從立法實務觀之，Lessig 悲觀地

指出，這在現今是毫無希望的策略。 

因此，「著作權廢除運動」甚囂塵上，認為著作權不再是個好主意，必須消滅

它，邁向一個沒有著作權的世界。151當然，這是不可行的極端主張，有些團體則從

另一方向，不是推翻，而是在著作權法的架構上，尋求簡化的授權方式，能夠不需

透過繁複的法律專業協助，關照到個別「小資」創作者。 

早在 1990 年代，國際知名民權組織「電子先鋒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推動一種稱為 Copyleft 的自由軟體運動，利用現有著作權（Copyright）

體制來保障用戶軟體自由使用權利的授權方式。在授權條款中增加 Copyleft 條款之

後，除了允許使用者自由使用、散布、改作之外，Copyleft 條款更要求，分發者對改

作後的衍生作品，必須要使用相同授權條款授予接受者，以保證其後續所有衍生作

品都能被任何人自由使用。152 

Copyleft 授權被認為具有保護傘且互惠的作用，與目前限制著作內容傳播的著

作權體制完全相反。選擇 Copyleft 授權方式並不代表作者放棄著作權，但與目前限

制著作內容傳播的著作權體制不同，Copyleft 是貫徹始終，強制被授權者使用同樣

授權釋出衍生作品，Copyleft 授權條款不反對著作權的基本體制，卻是透過利用著

作權法來進一步地促進創作自由，與保障著作內容傳播。 

                                                      

151Lawrence Lessig，前揭文，〈導正我們對著作權之價值觀〉，頁 76-87。 

152約翰.甘茨等著，前揭，《數位海盜的正義》，頁 2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1%97%E4%BD%9C%E6%AC%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1%97%E4%BD%9C%E6%AC%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4%B1%E8%BD%AF%E4%BB%B6%E8%BF%90%E5%8A%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D%AF%E4%BB%B6%E8%AE%B8%E5%8F%AF%E8%AF%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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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Copyleft 的概念起始於軟體世界，但是它也存在於之外的世界。「做你

想做的，只要你保留其他人也有做同樣的事的權利」的概念，具有應用於文字創作、

視覺藝術等方面的知識共享署名許可的一個顯著的特點。153「著作權」的概念，是

藉由賦予創作者專有權利的方式，提供創作者從事創作的經濟動機；相對地，此種

賦予專有權利的方式，同時也限制了他人任意使用創作物的自由。Copyleft 則是為

了保護這種自由而發展的概念。 

Copyleft 作品是有著作權的，但加入了法律上的分發條款，保障任何人都擁有

對該作品及其衍生品的使用、改作與重新發布的權利，它允許他人任意的改作、散

布作品，惟其散布及修改的行為和作法，前提是這些發布條款不能被改變。也須限

定以 Copyleft 的方式行之。如不按 Copyleft 的授權條款要求保持同樣的授權條款，

並將改作的版本公開，就是違反授權的侵權行為。 

此外，尚有一個更廣被推廣而實用的運動，美國著名法律學者 Lawrence Lessig 

結合一群具相同理念的先行者，於 2001 年成立 Creative Commons 組織，提出「保

留部分權利」（Some Rights Reserved）的相對思考與作法。 

Creative Commons 以模組化的簡易條件，透過四個授權基本要素的排列組合，

提供六種便利使用的公眾授權條款。創作者可以挑選出最合適自己創作品的授權條

款，透過簡易的方式自行標示於其作品上，將作品釋出給大眾使用。透過這種自願

分享的方式，大家可以群力建立內容豐富、權利清楚且便於散布的各式內容資源，

嘉惠自己與其他眾多的使用者。 

Creative Commons 所提供的公眾授權條款，在台灣稱為「創用 CC 授權條款」，

即取其授權方式便於著作的「創」作與使「用」之意。 

                                                      

153Ben Cotton 著，楊明明譯，〈什麼是 Copyleft ？〉，《資訊》，https://kknews.cc/news/lgyqo2.html， 

 

https://kknews.cc/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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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用 CC 授權條款包括「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及「相同

方式分享」四個授權要素，其含意分別為： 

 

 

其次，再將四個授權要素，排列組合成六種授權條款，各條款的使用條件簡述

如下： 

 

姓名標示： 

使用人必須

按照著作人或授

權人所指定的方

式，表彰其姓名 

 

非商業性： 

使用人不得

因獲取商業利益或

私人金錢報酬為主

要目的來利用作品 

 

禁止改作： 

使用人僅可

重製作品而不得

變更、變形或修

改 

 

相同方式分

享： 

若使用人變

更、變形或修改本

著作，則僅能依同

樣授權條款散布

該衍生作品 

圖 20 創用 CC 授權條款的四個授權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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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標示 

本授權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布、傳輸以及修改著作（包括商業性利用），

惟使用時必須按照著作人或授權人所指定的方式，表彰其姓名。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本授權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布、傳輸以及修改著作，但不得為商業目的

之使用。使用時必須按照著作人指定的方式表彰其姓名。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本授權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布、傳輸以及修改著作，但不得為商業目的

之使用。若使用者修改該著作時，僅得依本授權條款或與本授權條款類似者來散

布該衍生作品。使用時必須按照著作人指定的方式表彰其姓名。 

  姓名標示─禁止改作 

本授權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布、傳輸著作（包括商業性利用），但不得

修改該著作。使用時必須按照著作人指定的方式表彰其姓名。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本授權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布、傳輸著作，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

亦不得修改該著作。使用時必須按照著作人指定的方式表彰其姓名。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本授權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布、傳輸以及修改著作（包括商業性利用）。

若使用者修改該著作時，僅得依本授權條款或與本授權條款類似者來散布該衍生

作品。使用時必須按照著作人指定的方式表彰其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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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創用 CC 授權不得變動著作權法有關的合理使用的規定，也不得附加違反

著作權例外的限制。此外，創用 CC 授權是非專有且不可復原的。根據創用 CC 授權

獲得的任何作品或作品的複本，可以繼續在該授權下使用。 

創用 CC 授權條款是一種公共著作權的授權概念，允許發送受著作權保護的著

作物。著作人如希望與他人分享、使用，甚至創作衍生作品的權利，就可運用此一條

款。一方面提供著作人自由分享的靈活性，另方面也保護使用人，只要使用人遵守由

著作人指定的條件，就不須擔心侵犯著作權。 

以上僅提供兩個著作權授權簡化模式的重要運動，不過這兩個模式實務上較適

用於網路藝術（Web Art）或網路裝置（Web Installaions），能否解決本研究所致意的

互動式數位藝術的法律難題？仍待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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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合理使用如何可能 

數位藝術的典藏與藝術的數位典藏，是不同的概念。後者是將一般的藝術作品

（特別是平面藝術如繪畫、攝影等）數位化後，進行典藏；前者，所典藏的藝術著作，

本身就是數位化的作品。但無論是何者，其執行與操作，往往涉及對原著作的重製。

而重製權屬於著作財產權的範疇，欲進行合法的重製，必須經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

或須符合著作權法中所規定的「合理使用」，始能為之。 

由於，國內在有關網路及數位化產品方面的智慧財產權規範，共識與法規尚未

完備，有關合理使用的界線應如何劃分？仍存在諸多問題。更遑論國內研究著作權的

學者無不認為，合理使用在實務上所涉及的問題十分複雜與困難；154各種論述與實務

見解紛沓雜出。舉其牢牢大者，如合理使用的理論基礎，就有默示同意說、法規擬制

同意說、對價理論、慣例說。155另外，又有所謂市場障礙排除說，認為給予創作者著

作權保障的理論基礎在於避免市場失靈導致無法鼓勵創作，但過度保障相對也會造

成使用者產生市場障礙，就需透過合理使用來調整財產權歸屬狀況。156 

至於，合理使用的法律性質為何？實務與判決也眾說紛紜。智慧財產權法院 98

年度著訴字第 2 號民事判決就列出了三種學說，而每一學說又各有學者主張，包括

                                                      

154黃明展，〈論著作權合理使用在訴訟實務之運作〉，《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190 期，2014 年 10

月，頁 40。 

155以上四說均詳參闕光威，〈對著作權保護範圍擴張的因應－合理使用實務與理論基礎之研究〉，

《政大智慧財產評論》，5 卷 2 期，2007 年 10 月，頁 53-80。 

156Wendy J. Gordon, Fair Use as Market Failure: A Structur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Betamax” Case 

and Its Preecessors,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82, No. 8 (Dec., 1982), pp. 1600-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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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利限制說157、使用者權利說158、侵權行為阻卻事由說159，上開判決明白採侵權

行為阻卻事由說；台灣高等法院 83 年度上更字（一）字第 788 號則採使用者權利說；

但台北地方法院 92 年度北小字第 2558 號判決則又異於上揭三種學說，認為著作權

的合理使用並非權利而是許可（Not a Right but a Privilege），採使用者抗辯特權說160。

就此，美國聯邦法院普遍認為合理使用乃是使用者的抗辯特權（Privilege），而非一種

權利（Right）。 

如此紛雜的思維，法律專業人員也難免無所適從，對任一位藝術工作者恐怕更

全是「希臘文」（it's all Greek）。本研究無意介入其中的論辯，僅直接地依研究者對法

學的基本認知，嘗試或盡量用一個藝術工作者所能理解的語言，來表述這個複雜的概

念。 

何謂「合理使用」？合理使用的要件為何？從著作權第 1 條開宗明義，就明白

揭櫫立法者所考量者，固應保護著作人的權益，但也應兼顧社會大眾利用著作的權

益，力求平衡社會公益及國家文化發展。畢竟，著作人的創作絕非自行憑空創造，而

是奠基於前人所累積的智慧，同時廣受當代社會的教化影響，因此，不得由其絕對地

壟斷創作成果。乃在特定情形下，對於著作人的權益附加限制與例外規定，在適當範

圍內，允許社會大眾為學術、教育、個人利用等非營利的目的，得逕行利用他人的著

作，這就是所謂的「合理使用」（fair use）原則。 

我國《著作權法》除於第 44 條至第 64 條，列舉合理使用的各種態樣，凡符合

                                                      

157蕭雄淋，《著作權法論》，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5 年，頁 143；楊崇森，《著作權之保護》，

正中書局，1991 年，頁 101；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元照出版公司，2019 年，頁 241。黃

明展，〈論著作權合理使用在訴訟實務之運作〉，《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190 期，2014 年 10

月，頁 43-46。 

158L. Ray Patterson & Stanley W. Lindberg, The Nature of Copyright: A Law of User's Right, 1991, P. 2-

4.193-207. 轉引自羅明通，《著作權法論Ⅱ》，台英國際法律事務所，2014 年，頁 150 -151。 

159簡啟煜，《著作權法案例解析》，元照出版公司，2017 年，頁 245。 

160學者章忠信也採此說，參氏著，前揭，《著作權法逐條釋義》，頁 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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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條規定的情形，就屬合理使用，依第 65 條第 1 項規定，不構成著作財產權的侵害。

於此須注意的是，《著作權法》中所規定的合理使用，僅及於著作財產權，而不及於

著作人格權，若非經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不得擅自公開發表他人的著作。 

一、列舉規定 

《著作權法》列舉得為合理使用的規定類目甚多，其中可能適用於數位藝術僅

下列幾種狀況： 

（一）為「教育」與「福利」的目的 

第 46 條規定：「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為學校授課需要，在

合理範圍內，得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第四十四條但書規定161，於前項情形準

用之。」第 63 條規定：「……依第四十六條及第五十一條規定162得利用他人著作者，

得改作該著作。」第 47 條規定：「為編製依法令應經教育行政機關審定之教科用書，

或教育行政機關編製教科用書者，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改作或編輯他人已公開發

表之著作。前項規定，於編製附隨於該教科用書且專供教學之人教學用之輔助用品，

準用之。但以由該教科用書編製者編製為限。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為教

育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公開播送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前三項情形，利

用人應將利用情形通知著作財產權人並支付使用報酬。使用報酬率，由主管機關定

之。」 

（二）為「資料保存」的目的 

為促進文化資產的累積，提升國家藝文水準，《著作權法》對於國家藝文機關的

運作以及美術著作的展示，特別設有合理使用的規定。第 48 條規定：「供公眾使用之

                                                      

161即「依該著作之種類、用途及其重製物之數量、方法，有害於著作財產權人之利益者，不在此限。」 

162第 51 條規定：「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在合理範圍內，得利用圖書館及非供公眾使用之

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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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博物館、歷史館、科學館、藝術館或其他文教機構，於下列情形之一，得就

其收藏之著作重製之︰（二）基於保存資料之必要者。」第 57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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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美術館重製（包括拷貝備份）所典藏的數位藝術，屬合理使用，不須另

取得著作人同意或授權，但此僅止於資料保存的必要，始得為之，並不包含以重製備

份公開展示。又，僅供公眾使用的場館、文教機構得依本條規定合理使用，藝廊或個

人收藏家則不得比照援引。但場館、文教機構只要供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使

用，即屬本條所謂「供公眾使用」之場館，並不以公家所有或運營為必要，

私立美術館、博物館也可適用。  

其次，第 48 條規定為「收藏」的著作，並不以館內「所有」為限。學

者主張，館內被授權的著作，無論為永久授權或定期授權，只要在授權期間

內，當然都可解釋為館內收藏的著作。163得重製者，限於館內收藏的已公開

發表的著作，如該著作非館內收藏或尚未公開發表，即不屬於本條所指得重

製的著作（智財局 101 年 8 月 20 日電子郵件 1010522b 函釋參照）。  

又「重製」收藏的著作，並無僅能部分重製的限制，重製整分著作亦無

不可。唯用途僅限於為保存的目的，不得提供「出借」（智財局 95 年 11 月 21

日電子郵件 951121 函釋參照）。  

學術團體雖爭取「學術單位得應個人學術研究及教學的需要，將館際

合作所取得的數位重製物透過 Ariel 系統或 Email 提供」的情形，也能列入

合理使用的範圍。但主管機關認為這已涉及「公開傳輸」的利用行為，「公

開傳輸權」本為著作財產權人專有的權利，《著作權法》合理使用規定只限

                                                      

163蕭雄淋，《著作權法實務問題研析（二）》（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18 年），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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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少數特定情形下對於著作財產權人的專屬權利加以限制，除上述條文規

定以外的情形利用著作，仍應回歸一般原則，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

授權始可（智財局 105 年 6 月 23 日智著字第 10500043670 號函參照）。  

另，圖書館等得否應閱覽人供個人研究的要求提供數位重製物給讀者？

主管機關也認為數位重製物極易流通，即使有限制無法重製的科技保護措

施，因其破解也容易被重製、散布等不當利用，難以避免。其次，設有著作

權例外或限制規定的國家，多均規定需符合特別要件 (如著作的重製物無法

於市場取得、不得對著作的潛在訂閱或取得產生替代效果時等 )，如係應單

獨讀者要求提供重製物，多數國家亦僅限於紙本。基於電子檔重製的便利性

及傳播的迅速性，圖書館提供或傳輸電子檔予讀者，對於著作權人權益影響

甚大，因而我國《著作權法》第 48 條第 1 款之規定，僅限於以紙本交付，

始為合理使用（智財局 106 年 5 月 5 日智著字第 10600024710 號函參照）。 

然而，現在愈來愈多的圖書會附上光碟，尤其，與數位藝術創作有關的圖書

或學位論文。圖書館為了避免所附光碟因為圖書出借而遺失或刮傷，甚至因讀機操

作不良或機器因素而毀損，圖書館能否重製這類館藏圖書所附光碟片，讓讀者借出館

外，而將所附「原版」光碟獨立保存在圖書館內？ 

主管機關的態度較為保留164，認為這就涉及第 48 條的立法意旨，館藏圖書中的

光碟，是否有為保存資料而為重製的必要？若單純由光碟片的「材質」觀察，若是屬

於射出成型、大量壓製的光碟片，其保存期限其實相當長；反而是 CD-R 或 DVD-R 

等，因為光碟片採用有機染料的品質不一，或保存的環境不佳（例如：太陽照射），

保存期間會較短，因此，就「材質」而言，要以「保存資料之必要」為由進行複製，

恐有疑義；若由光碟片的利用而言，由於光碟片在使用時，可能因為使用不當或機器

                                                      

16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宣導網站，2014 年 6 月 2 日，https://reurl.cc/R4jd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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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題，會有刮傷、破損的問題，因此，圖書館仍有以「保存資料之必要」的空間。 

然而，縱使圖書館依《著作權法》規定，以保存資料的必要為由，就其館藏著

作所附的光碟進行重製，其用途也僅限於保存的目的，如在原來書籍所附的光碟片並

未有毀損的情形下，不以原版的光碟提供外借，而以複製的光碟提供外借，即已超出

該款的保存目的，恐已超出該款合理使用的範圍。若是圖書館所採取的方式，是將複

製的光碟僅作保存用途，不提供外借或館內使用，待原版光碟有毀損時，則以該複製

的光碟繼續提供出借服務，因為該複製的光碟乃是「合法重製物」，且其出借行為亦

因原版光碟已毀損所致，故解釋上可認為圖書館的重製行為不因事後之出借而受影

響，仍有合理使用的空間。 

（三）為「促進資訊流通」的目的 

為避免《著作權法》運作的結果阻礙資訊流通，並維護大眾知的權利，第 50 條

規定：「以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名義公開發表之著作，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或

公開播送」。第 52 條規定：「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

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四）為「非營利文化交流」的目的 

第 55 條規定：「非以營利為目的，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

且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者，得於活動中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或公開演出他

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第 51 條規定：「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在合理範圍

內，得利用圖書館及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第 56 條規定：

「廣播或電視，為播送之目的，得以自己之設備錄音或錄影該著作。但以其播送業經

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或合於本法規定者為限。前項錄製物除經主管機關核准保存於

指定之處所外，應於錄音或錄影後一年內銷燬之。」第 59 條規定：「合法電腦程式著

作重製物之所有人得因配合其所使用機器之需要，修改其程式，或因備用存檔之需要

重製其程式。但限於該所有人自行使用。前項所有人因滅失以外之事由，喪失原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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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所有權者，除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外，應將其修改或重製之程式銷燬之」。 

《著作權法》在現行制度的設計上，處處可見刻意區別著作營利與非營利的利

用，而異其法律效果，通常也很容易被推導出以「營利」為目的的利用要取得合法授

權，而以「非營利」為目的的利用則通常不會構成著作權的侵害的看法。此種見解雖

然不是十分精準，但不可否認，著作權制度的設計確實因為著作流通、社會生活一般

利用的需求，而在非營利利用的情形，傾向於解釋為屬於合理使用範圍。 

這種制度設計的基礎，主要是來自於過去著作要被終端消費者直接利用之前，

通常會先經過大型商業機構，此意味只要賦予著作權人就商業利用較大的權利，即可

使絕大的部分著作權侵害的情形受到抑制，而非營利的利用，因著作權較少由非營利

的利用取得報酬，非營利使用也多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質，所侵害的權利又較小，因

此，非營利的使用在合理使用範圍的界定上，通常比較寬鬆。 

然而，數位科技使得許多過去認為是非營利的使用侵害著作權的可能性變大，

博物館/美術館透過網路提供服務，因為數位科技潛在技術風險(著作權容易被侵害)，

使得不論誰來利用、如何利用，都造成同樣大的侵害危險。因此，對於著作權人來說，

若是對於非營利目的的利用，給予較大的合理使用範圍，則數位科技所造成的著作權

侵害風險，將使著作權的保護網產生很大的漏洞，這是過去所沒有意識到的問題。165 

數位藝術著作一但被數位上網，就很容易在網路上流傳，而透過個人電腦進行

重製、利用的動作，對於著作權人造成相當大的困擾。網際網路及數位技術的利用，

使得終端使用者可以很輕易地取得免費(多數是未經合法授權)的著作，對於付費購買

著作意願降低，使著作權人或中間商的報酬減少，從著作權人的角度來觀察，若不限

制個人、家庭合理使用的空間，將使得著作權保護流於形式。 

 

                                                      

165賴文智、劉承愚等，前揭，《數位科技對著作權授權契約及合理使用範圍之影響之研究》，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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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方面，由著作利用人的角度來觀察，網際網路及數位技術的利用，

早已深入家庭、個人的生活領域，若使著作權人的觸角可以透過法律途徑深入此種

「私密領域」，將造成社會生活的不安定，而且使一般民眾時時處理著作權侵害的狀

況。就現行《著作權法》而言，透過網際網路或使用數位技術，解釋上是否屬合理使

用並不清楚，故反而應該擴大個人、家庭合理使用範疇，以使法律規範與人民法感情

趨於一致。其中的公益與私權的權衡，仍待折衝。 

（五）為「促進商品流通」的目的 

第 59 條之 1 規定：「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取得著作原件或其合法重製物所有

權之人，得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之。」第 60 條規定：「合法著作重製物之所有

人，得出租該重製物。但錄音及電腦程式著作之重製物，不適用之。附含於貨物、機

器或設備之電腦程式著作重製物，隨同貨物、機器或設備合法出租且非該項出租之主

要標的物者，不適用前項但書之規定。」上開規定即學說上所稱的「權利耗盡原則」

(exhaustion doctrine)，或稱「第一次銷售原則」(First Sale Doctrine)。 

著作權人專有以移轉所有權的方式散布及出租其著作的權利（第 28 條之 1 第 1

項、第 29 條），但為使著作重製物得以自由流通，此一「散布權」應與著作重製物的

所有權，均衡處理，亦即著作原件或重製物於被散布前，固應偏重著作財產權人「散

布權」的保護；一旦著作原件或著作重製物，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之下，進入市場被

第一次銷售或以其他方式移轉「所有權」後，就應全力保護著作重製物所有人的「所

有權」，使「散布權」在第一次銷售行為後「耗盡」。 

權利耗盡原則是對著作財產權─尤其是「散布權」的限制。其中，表演人的散

布權比起其他類別的著作人則更受到限縮，只能被重製在錄音著作裡的表

演享有散布權（第 28 條之 1 第 2 項）；如果其著作被重製在錄音著作以外

的其他類型著作裡，或單純錄影的重製物，例如現場演出的錄影帶就不能享

有散布權。表演人的散布權受限縮，主要的原因是表演人的表演是對既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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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予以詮釋而已，和一般著作通常是無中生有，創作度比較高，仍有稍許

差異，所以法律給予的保護程度也不同。  

然而，鑒於數位藝術有容易被複製、網路散布無須載體的特性；尤其，具互動

性裝置，也常包含著作權人的肢體表演或行為藝術，上述的論理是否也可無條件適用

於數位藝術？或應針對此類藝術的特性而有所調整？仍有待商榷。 

二、概括原則 

著作權的合理使用，並非積極的權利，而是被動的抗辯特權。利用人並不須也

無從事先向著作權人主張或請求，而是於其使用後，著作權人對於利用其著作之人，

提出侵害著作權的訴訟後，利用人始主張其利用行為是對於著作權的合理使用，藉此

阻卻構成侵害著作權責任的訴訟上防禦方法。 

因此，是否構成合理使用，除已存在或不斷發生的典型案例外，利用人的利用

行為是否符合各該規定所列舉的要件，可能存在不確定性。尤其，隨著科技的進化，

各種透過科技的新興的利用行為，又未必為現行法律列舉的態樣所能涵蓋。 

第 65 條第 2 項另外設有概括式的規定，一方面作為個列舉規定於具體個案發

生爭議時資為審酌、判斷標準的輔助性規定；另方面從其立法意旨可知，本項規定解

釋上也作為補充掛一漏萬的獨立類型。166該項規定：「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 44 條

至第 63 條規定或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判

斷標準︰（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二）著

                                                      

166第 65 條第 2 項概括規定與第 44 條至第 63 條的列舉規定，關係如何？如果已符合列舉規定的條

件，法院是否另須再審酌第 65 條第 2 項的各款情形？或並不具列舉態樣，法院能否直接援引概

括規定，認定是合理使用？實務與學說同樣存在各種不同的見解。1998 年修正本條規定時的理由

略謂：由於著作利用地態樣日趨複雜，第 44 條至第 63 條規定的合理使用範圍已顯僵化，無足肆

應實際上的需要。為擴大合理使用的範圍，新法將本條修正為概括性的規定，亦即利用地態樣，

即使未符第 44 條至第 63 條規定，但如其利用的程度與第 44 條至第 63 條規定情形相類似或甚而

更低，而以本條所定標準審酌亦屬合理者，則仍屬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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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性質。（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

在巿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從立法理由的說明可以理解，主管機關對於著作財產權限制的認知，乃等同於

合理使用。當然，此一合理使用，是否等同於一般所稱的 fair use 尚有討論空間。但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新增第 65 條第 1 項規定，正式將《著作權法》第 44 條至第 63

條及第 65 條的規定，均稱為合理使用，故於我國著作權財產權的限制與合理使用，

乃具有相同意義，無庸進行特別概念上的區別。 

對於數位藝術著作權保護的問題，首先要思考的就是數位科技的採用既然不可

避免，如何使透過數位科技保存、推廣或利用著作時，不致於隨意落入侵害著作權的

風險中，而又不致影響著作權人對其著作自市場上取得合理報酬的權利，或是雖有影

響但仍屬可接受的範圍內。 

數位科技與過去《著作權法》發展上所面臨的科技，在本質上最大的不同在於：

透過數位科技利用著作，「重製」已屬不可避免。因此，必須對於「重製權」的範圍

進行調整或是擴大合理使用範圍，以使著作的利用不致於因數位科技的採用，而變得

不易流通或易引發爭端。167如何在考量數位科技的本質，調整合理使用範圍，使參與

著作流通之人與著作利用人不致於因利用著作而有侵權風險，以及維持著作權人對

於著作流通控制的權利之間，進行衡平調整，為探討數位科技對合理使用影響所應思

考的重點之一。 

嚴密的智慧財產保護可以鼓勵創意，但從反面角度來說，也會扼殺創新。藝術

世界因創意而欣欣向榮，但藝術工作者如果動輒得咎，擔心違反著作權與訟累，也會

減少創新意願。在藝術創作領域，合理使用規範的合理調整，就是一個可以善加運用

的平衡槓桿。尤其，有些數位藝術家喜歡分享創意與作品，對於合理使用的規範，也

                                                      

167賴文智、劉承愚等，前揭，《數位科技對著作權授權契約及合理使用範圍之影響之研究》，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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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放寬適用。 

雖然《著作權法》第 65 條規定，具相當彈性，尤其第 2 款「著作之性質」的審

酌，正可以提供因應「數位藝術」特性，合理調整各方權益平衡的機制。但畢竟關係

著數位藝術在國內發展可能面臨的障礙，著作權人、典藏或交易各方以及著作利用人

各方的需求為何？彼此是否互相衝突？衝突產生的原因為何？能否取得平衡點？若

無法取得平衡點，則應由誰來負擔此一不利益？政府有關部門（特別是文化部、經濟

部）允應由整體文化政策的角度，參酌第 65 條的立法精神與數位藝術的特性，釐定

較明確的準據，供法院審酌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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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其他法律適用上的問題 

著作權法的立法趨勢是，著作所有權從藝術家身上轉移至製作、生產、銷售這

些作品的企業168，藝術創作者能夠從付出的心血得到豐厚的報酬的，少之又少。這裡

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契約責任或民事侵權責任的問題。 

數位藝術伴隨著觀賞者的參與、互動，在民事責任體系上，首先應檢討的是有

無契約責任？主要包括是否事先說明正確使用的義務？或展示上發生故障，無法達

到原來契約的買賣或承攬瑕疵？而生不完全給付或瑕疵擔保責任？ 

就買賣契約部分，民法第 354 條明定：「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

第三百七十三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

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

疵。」（第 1 項）「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第

2 項） 

就承攬契約部分，第 492 條規定：「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

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 

買賣與承攬契約歸納起來包括修補或另行交付無瑕疵物（§227、364、493）、減

少買賣價金或承攬報酬（§359、494）損害賠償（§360、495、227 之 1）、解除契約

（§359、494）。 

以上這些問題，一般的民事論述甚為豐富，適用上尚無疑義，本研究不多置言。

而僅就一個未被探討過，但卻可能發生的侵權責任有無商品製造人責任規定適用的

爭議？ 

觀賞者買門票進展覽美術館，契約關係只存在於美術館與觀賞者之間，觀賞者

                                                      

168約翰.甘茨等著，前揭，《數位海盜的正義》，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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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藝術創作者之間並無契約關係，一般的藝術展（特別是傳統藝術）也不會有太多的

法律爭議。但互動式藝術則不然，若觀賞過程因作品操作、互動或作品本身特性造成

觀賞者受傷，是否有侵權責任問題？有無適用民法第 191 條之 1 商品製造人責任規

定的問題，該規定為「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負賠

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

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第 1 項）「前項所稱商品

製造人，謂商品之生產、製造、加工業者。其在商品上附加標章或其他文字、符號，

足以表彰係其自己所生產、製造、加工者，視為商品製造人。」（第 2 項） 

例如北美館《聲動：光與音的詩》展出張永達的《相對感度𝐍°𝟐》，在空間中

懸掛著長短不一的金屬管，其內部裝設電加熱棒（圖 21），每支上方有滴水裝置，

藉由溫度控制，讓水非常緩慢的依附著金屬管流下，蒸發的過程，慢慢產生聲響，直

到完全蒸發（圖 22 ）。液態轉換到汽化的過程，聲音不單只是固定位置發聲，而是

沿著金屬管，在空間流動，透過金屬管懸掛的角度以及電加熱器的溫度差異，在空間

展開細微的聲音觸診。 

藝術家固然有其創作理念，《相對感度》是一系列創作計劃，圍繞在以身體感官

對於聲音、視覺、溫度和空間之間的關係，所發展的系列聲音裝置；身體的感度，是

一種本能的、直覺的反應系統，透過它，我們的身體得以閱讀與回應當下的狀態，而

視覺一直是人類長期所依賴的主要身體感官，視覺的第一眼接觸（first eye contact），

往往支配我們對於訊息的解讀及思考，而且僅止于視覺層面，「相對感度」系列作品

試圖讓觀者在第一眼視覺接觸之後，轉換到其他身體感官的層面，去獲取視覺以外或

是視覺所不能提供之訊息和狀態，其概念在於挑戰觀看的方式和感官的支配。169 

問題是，這視覺以外的「身體感官」為何？是否包括肢體觸覺？如果有觀者用

                                                      

169https://digitalartfestival.tw/daf15/zh/platform-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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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去觸摸，因而被燙傷，或者進出不小心碰觸燙傷？是否可以單純以貼了告示「請勿

觸摸」或「請小心被碰撞」即可免責？此是否屬《消費者保護法》上所稱的「以設計、

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為業」的「企業經營者」？如肯定，則依該條規定，創

作者提供數位藝術創作流通進入展場時，即應確保其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

理期待的安全性，若創作違反期待，致觀賞者受有損害時，即應負無過失連帶賠償責

任。 

將藝術家拿來與市儈氣的「商品製造人」相提並論，殊難被一般藝術創作者所

接受。但如習慣於《政府採購法》程序的藝術工作者，同樣被視為「廠商」，應該就

不會太介意如此法律概念的識別。 

 

 

 

 

 

 

 

無論是從承攬（展示）或買賣（典藏、收藏）的觀點，藝術品也是商品。170尤

其，當代藝術有許多已非個體戶，而是以企業模式從事創作。或者說，許多今日

在美術館裡的藝術，離藝術家越來越遠，離工廠卻越來越近。學者 Diana 

                                                      

170李世明等，《考察中國大陸工藝、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產業群聚區域及臺灣相關文化人才在中國大

陸發展現況》，（文化部綜合規劃司出國考察報告，2016年），頁18。 

圖 21 22 張永達《相對感度𝐍°𝟐》2019 年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Naz2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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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ne 近年觀察當代藝術的變化，也提到當代藝術市場中的作品越來越傾

向高額資本、勞力密集的大型製作生產形態。眾所皆知的村上隆、Jeff Koons

便僱用了百人以上的「工人」。 171 

Jeff Koons 也從不諱言，從他 1986 年第一隻不銹鋼兔子開始，就開啟了工廠

式的創作模式。Andy Warhol 曾提出「藝術工廠」的概念，Jeff Koons 將這個概念繼

續往前推進。迄今為止，Jeff Koons 從未親手完成過任何一件作品：他雇傭一支由

100 多名助手組成的團隊，親自指導和管理每一個藝術專案。他新工作室，更用 2 個

機器人與 12 台電腦操控的切石機器，來製作作品。172  

正如德國《時代》周刊的文化副刊編輯 Hanno Rauterberg 所說：藝術家不亞於了

不起的經紀人，甚至可以被稱為投機大師。一些企業家在藝術家身上發現了自己的同

類。藝術家堪稱偉大的企業家。有誰會否認藝術家是企業家？自由職業，不受僱於他

人，完全遵循自己的理念，自擔風險，把自己的藝術帶入市場。173正因如此，如果說

標榜著「數位藝術」就可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的適用，顯然也未必切合實際。 

                                                      

171Diana Crane. "Reflections On The Global Art Market: Implications For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Sociedade e Estado  24, no. 2 (2009): 331-362 

172傑夫·昆斯，“平衡 or 庸俗”，《藝術商業 》，2019 年 2 月 21 日， https://reurl.cc/31dkqO9，檢索日

期：2020 年 3 月 1 日。 

173漢諾‧勞特貝格（Hanno Rauterberg）著，王歌譯，〈成功，自由，真實——藝術家為什麽成了當下

的主角？〉2010 年，https://reurl.cc/qdOD8g。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1 日。 

 

https://reurl.cc/31dkq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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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Jeff Koons 工作室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31dkq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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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立法層次的建議 

著作權法制可謂是受到科技發展影響最深遠的一部法律，而數位科技更可謂是

對著作權制度衝擊最大的現代科技，著作權、合理使用、數位內容權利管理的未

來，將是何種情況？明天智慧財產的樣貌，必然會從今天的樣貌演進而來—一

個事件、一部法律、一種科技、一項社會趨勢，逐漸發生。這些個別事件、法

律、科技、社會趨勢將會出現哪些情況？由於科技進展的速興速寐，人們所做

的任何預言，等到書上看到這些文字時，都可能已經成為歷史。  

尤其，打開電子科技與新媒體的雙翼之後，藝術家撰寫程式運用於演算法和數

位技巧，進而結合邏輯運作的計算工具、電腦軟體、人工生命等媒介，擴及藝術思維

與跨界跨領域的合作關係，已經成為當下藝術創作的樣貌與處境。174法律規範是語言

在符號與文本的文明中，長期且緩慢沉澱的結果。而由於數位革命是以迅雷不及掩

耳的方式在發展、進步，以致來不及讓立法者及法律界人士「感到震驚」，也無法

讓他們意識到，我們的生活已經從符號與文本的文明，進入到信號與演算法的文明，

並在不知不覺中適應了這種文明。175法律的立法修正將會在新出現的各種議題之

間，採取飛躍式的前進，著作權保護的議題將永遠存在大塊的灰色模糊地帶。 

問題是，法律永遠跟不上社會變遷，更不用說跟上適應數位革命。但無論如何，

立法雖然不是解決問題的萬靈丹，如能妥適運用法制工具，也未嘗不是一帖止痛藥。

著作權法立法之初，確實未能掌握到數位藝術的特性，給予量身訂製的規範。固然，

                                                      

174 陳永賢，〈台灣錄像新媒體藝術的當代趨勢與未來想像〉，《藝術家》，524 期，2019 年 1 月，

頁 133。 

175 Antoinette Rouvroy 原著，李沅汝譯，〈法律人會消失在數據之中嗎？〉，《台灣數位藝術資料庫》，

https://reurl.cc/62EM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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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所的規定，僅 屬 類型的例 示 ， 而 非 屬 列 舉 的 截 堵 式 規 定 ， 數 位 藝

術 既 為藝術範圍的創作，縱不 屬 於 本 條 所 例 示 的 著 作 ， 仍 屬 第 3 條 第 1

項 第 1 款 的「 著 作 」，而 受 著 作 權 法 保 護。 但適用上仍有尚待突破的困難

與疑義，已詳述於第五章。 

因此，立法上可行建議，整體言之，在法律位階（即著作權法本身）僅須增修

三個條文： 

一、 將數位藝術列為獨立的類型 

配合科技的發展，將具虛擬性、觀念性與共創性等特性的數位藝術設定為獨立

的特別類型；即於第 5 條第 1 項增訂一款「數位藝術著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再於

《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中，增訂該著作類型的界定

為：以電腦為創作媒介，組合運作程式之計算機體、資料儲存、輸出（入）配備及監

控系統流量之裝置，所表現之藝術形式。 

二、縮短權利保護期限  

著作權保護的不是創意，而是該創意的獨特表達方式。在著作權法的

法制下，固然已容許可以自由利用他人著作中所傳達的精神、思想、觀念等，

再另行從事獨立的創作或把著作中的精神再傳播出去。「開放」、「協作」與「多

元」已然成為數位藝術迎合時代發展趨勢的核心命題，透過創新科技的實驗精神、社

群連結的集體共創、藝術的多元創製，以及強調工具民主化的創客運動，有關此類著

作權的保護年限，應予縮短，至多不超過 10 年。176 

                                                      

176  如果不能將數位藝術設為獨立的類型，對於包含或綜合數種類型，如有關「著作財產權存續期

間」，互有歧異者，基於上述理由，至少應明訂適用較短期限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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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授權主管機關另訂辦法規範 

立法活動要求民主參與及一定的程序，立法永遠跟不上，這是法律本身的侷限

性所無法解決的。而數位藝術本質上就是藝術創作與數位科技結合所表現的藝術形

式，鑒於數位科技日新月異、推陳出新，科技的型態與運用，往往非立法者立法時所

能預期。藝術與數位科技的互動所迸發出的火花，雖令人雀躍驚嘆，但不管是對藝術

或者是科技的影響，以現存的經驗，都是難以評估、不可預期的。 

因此，在法律上只須承認數位藝術創作類型的獨特性，至於其他較繁複的權利

義務關係，則授權相關主管機關（如文化部、科技部與經濟部等）另訂法規命令，作

進一步的細緻設計，以保留可以因應科技進步而適時修正的彈性。至其所需處理的事

項，本研究僅就「互動式數位藝術」部分177，建議如下： 

（一）互動式數位藝術的界定、範圍 

數位藝術相對於科技藝術，範圍較限縮。科技藝術包括以電腦、光學運用、電

子或機械等科技產物為作品重要構成元素，或以程式邏輯與數理運算為表現的藝術

形式；數位藝術則專指經由數位化處理作為手段的藝術創作型態，而數位設備也僅為

基本創作工具、媒介，尚須組合運作程式的計算機體、資料儲存碟、資料輸出與輸入

的配備及監控系統資料流量的裝置等四個部分所表現的藝術形式。 

本辦法所稱「互動式數位藝術」，指以數位科技為媒材，建構一允許觀者操作各

種動作並能夠選擇互動選項，且能獲得特定回饋，並根據互動狀態而改變情境之裝

置；邀請他人透過聲音、肢體動作、輸入文字或其他各種方式之參與，足以改變著作

內容結構、形式與表現之藝術。 

                                                      

177 更廣泛的問題，可能與本論文研究議題相關，但不在本論文探討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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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動式數位藝術衍生作品的權利歸屬 

互動式數位藝術所具有的共創性，以及作者權的移轉，因觀者與數位藝術互動

所衍生的作品，權利歸屬問題，也應予釐清。首先，這類創作所衍生的影像，是否屬

著作權法上所保護的客體？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該影像的權利主體應如何決定？ 

本研究認為，互動式數位藝術仍是由藝術家設計出不同召喚感知的活動，在數

位科技的創作行為下，人類以設計與訓練方式帶動科技執行任務的事實是明確的，基

於創作行為乃人類與科技的協力而成，各有其自主表達，或共同表達行為因協力而無

法明確區分或確定。鑒於現行權利主體法制以人類為價值中心的前提下，為避免科技

的表達不易判定，立法明定仍以人類為著作權的權利主體，將著作權歸於該科技技術

的「架設」者，仍有其必要與法制基礎。 

此一規定，不僅應適用於人與科技之間的關係，也適用於創作者與觀者之間的

關係；換言之，即使作品是經由觀者的互動而發生作者權轉移的問題，該產物仍屬藝

術創作者運用其智能條件，搭設一個平台，任何人在該平台上的參與，仍須經由創作

者所架設的科技環境與技術，才能轉化出藝術結果，這結果一方面創作者主觀上所設

定而可預期，相對地，參與者只是被召喚而多屬無意識的動作，至少無法想像、規劃

最後的產品。因此，著作權利仍應專屬於藝術創作者，不生共同創作的問題。 

（三）概念不受保護的特殊例外 

《著作權法》第 10 條之 1 明定：「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

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

概念、原理、發現。」明確界限了著作權在保護對象，僅保護著作的表達形式，

而不保護表達所隱含的概念。  

在判斷何為「思想」何為「表達」時，關鍵在於著作表現的形式，是否

已足以表現作者個人的創作性，就此一作者個人獨特的創作性的部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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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法即予保護，其他的部分，可能是單純的事實、可能是抽象的思想，這些

都不會是著作權法賦予該作者的保護範圍。  

著作如出於相同的概念(不論此「相同的概念」是出於巧合或承襲)，只要確係出

於著作人獨立的表達，其間並無抄襲表達情事，縱其表達因概念相同而相（雷）同，

各人就其著作均享有著作權，並不生著作權侵權問題。倘創作者源於相同的觀念，各

自使用不同的表達方式，其表達方式並非唯一或極少數，並無有限性表達的情形，在

無重製或改作他人著作的情形下，得各自享有原創性及著作權。 

就一般著作而言，上述規定與原理，從保護著作權人權益與促進國家文化

發展的平衡考量，容或有其正當性。但數位藝術具有深刻的觀念性，數位藝術

創作立基於機械複製時代的來臨、美學觀念的解放和科技媒體的更迭出新，從根本轉

變了創作媒介與媒材的獨一性。美術館不得不以全新前衛性觀念與創新性思維，來因

應數位藝術的發展。不同於過去博物館關注的典藏，圍繞在物質的真實性與原件性，

數位藝術的典藏通常只是一片複製光碟及說明書。 

如果因為科技的進化或保存技術的缺失，導致原創作物無法運作，保存在說明

書裡的「觀念」，就成了「現成物」的替代品，此或可視為「可變媒體網路」

（www.variablemedia.net）所提出的第四個保存策略「再詮釋」。著作人的權利似仍有

保護的必要，若有人依照說明書的內文所表達的概念做出一作品，其功能原理相同，

縱使確係以自己的表達方式所完成，仍不應視為獨立的創作。但此終究是著作權法體

系的特殊例外情形，依例外從嚴的法理，其期限允應盡可能縮短，以不超過 10 年為

宜。 

（ 四 ） 原件公開展示、重製或改作權的特別規定 

公開展示權、重製權及改作成衍生著作均為著作權法所賦予著作權人的著作財

產權，影響著作權人的經濟利益甚巨，在實務上極具重要性。基於數位藝術的特性，

也有特別設計的必要。 

 

http://www.variablemed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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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重製」，依著作權法規定，任何「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

錄或其他方法有形之重複製作」均屬之。重製物僅屬原著作的複製，並不具新創作

性，故並未產生新的著作權。至於改作，則指「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片或其

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 

重製與改作，對著作人權利的保障有極大差別。重製及改作成衍生著作的權利，

依規定雖都歸屬著作人專有（第 22 條第 1 項、第 28 條）。但對於重製權，本法第 3

章第 4 節第 4 款「著作財產權之限制」有諸多例外規定；至於改作權，則除不適用於

表演著作外，僅為編製教科用書、教學之人為學校授課需要或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

之目的，在合理範圍內，教科用書編製者或利用人得例外改作他人著作（第 47 條、

第 63 條）。 

另重製物僅屬原著作的複製，並不具新創作性，故並未產生新的著作權；但依

第 6 條規定「就原著作改作之創作為衍生著作，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第 1 項）

「衍生著作之保護，對原著作之著作權不生影響。」（第 2 項）亦即衍生著作是以一

獨立的著作保障，當然前提須該衍生著作本身也具有原創性。如該衍生的著作完全不

具原創性，很可能只能被歸類為對原著作的重製，不但無法構成另一個獨立著作權的

客體，還可能構成對他人著作權的侵害。 

基於數位藝術存在典藏、展示的非單一性與複雜性，美術館所典藏的，可能只

是一份儲存記憶卡及使用說明書。依循藝術家所建立的資料，數位作品就可以透過程

式的重製，不斷地被繁衍；就像版畫一樣，可以複製多份備份檔。 

如果因為展示或再展示的必要，為考慮原版保存不受損害，而以複製版本讀取

展示，就數位藝術來說，應屬常態。如果著作人並未保留原著作物，而完整出讓其所

有權，典藏者既取得原著作的所有權，即得以所有人身分，對著作進行使用、收益、

處分。應明定其重製物（或備份檔）視同原件，在何處展示，一次或多次展示，是否

提供他館展示，都屬著作所有權人的自由，排除第 87 條、第 57 條的限制，其重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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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展示不須再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 

其次，鑒於互動式數位藝術操作技術的不確定性，展示或再展示時，可能因空

間限制或設備問題、突發性的操作障礙，又因原創作者的缺席，而不得不對原作施加

變動。此種情形，也應明定屬原件的公開展示，非重製或改作。 

另外，第 17 條「禁止不當變更權」的問題，依該條規定：「著作人享有禁止他

人以歪曲、割裂、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其著作之內容、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之權

利。」因互動式數位藝術潛的展示，如因空間、設備、程式或操作因素，需對「著作

內容、形式」作必要的調整，第 17 條應增訂但書，給予較寬鬆的空間。 

（五）修正授權概括內容的法律效果 

「授權」在實務上非常重要，但依著作權法第 37 條規定，授權他人「利用

的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都須依當事人的約定；約定不明的部

分，就「推定」為未授權。著作權的授權契約，因為有「或其他事項」的概括規定，

解釋上，所有關於著作權授權的事項，都須經約定，只要約定不明，就推定為未授權；

由此推論，契約上若未記載的，更視同未授權。 

這樣的規定，對著作人的保障固屬周全，但由於數位藝術的特性及其調動行為

法律定位上的不明，這一規定實務上難免發生困擾。典藏場館或收藏人，若欲進行合

法的重製、改作，或展示時因空間、設備、程式或操作因素，須作必要的調動，乃至

創作者創作歷程紀錄與使用說明書的完整性等等，如堅持「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

未授權」，實務上難保成為權利爭議的亂源。 

因此，本研究認為，不妨回歸民法第 153 條有關契約的一般規定，即「當事人

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

至於是否為「非必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由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 

藝術界何妨透過相關組織，按數位藝術的特性歸納出「必要之點」與「非必要

之點」的例示，供本辦法參考，明定數位藝術著作財產權人授權他人利用其著作，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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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示的必要之點須依當事人之約定；未例示的均視同非必要之點，對於非必要之點未

明示者，推定為已授權，或推定被授權人得依授權本旨為著作的利用。亦即，將保護

著作財產權人為導向，修正為以保護被授權人為導向。 

如此規定，倒置舉證責任，看似對創作者不利，但透過例示必要之點的歸納與

立法，已足以充分保障藝術創作者的權益，對於其他未例示的事項，藝術創作者如認

為重要，自可於授權契約中敘明。否則存在太多不確定的「概括事項」，而又任令這

些非必要的事項構成爭訟的議題，難免影響收藏者的收藏意願。 

（六）合理化「合理使用」的項目 

1.重製物提供的放寬 

《著作權法》第 48 條規定，供公眾使用的圖書館、博物館、歷史館、科學館、

藝術館或其他文教機構，得重製（包括拷貝備份）所典藏的數位藝術，屬合理使用，

不須另取得著作人同意或授權，但此僅止於資料保存的必要，始得為之，並不包含以

重製備份公開展示。 

然而，現在愈來愈多的圖書會附上光碟，尤其，與數位藝術創作有關的圖書

或學位論文。圖書館為了避免所附光碟因為圖書出借而遺失或刮傷，甚至因讀機操

作不良或機器因素而毀損，圖書館能否重製這類館藏圖書所附光碟片，讓讀者借出館

外，而將所附「原版」光碟獨立保存在圖書館內？主管機關的態度較為保留，認為在

原來書籍所附的光碟片並未有毀損的情形下，不以原版的光碟提供外借，而以複製的

光碟提供外借，即已超出該款的保存目的，恐已超出該款合理使用的範圍。須待原版

光碟有毀損時，才勉強容許以該複製的光碟繼續提供出借服務。 

從法條文義解釋，主管機關並無違誤，但似乎太過僵化，或可考慮針對數位藝

術的特性，允許得基於保護原件完整性的需要，得例外重製該著作重製物，提供出

借，只須限制不得與原件同時使用即可。 

尤其，行政院於 2017 年 10 月 26 日行政院第 3573 次院會通過函請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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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權法》修正草案178第 58 條（原第 48 條）第 1 款，增列但書明定「但不得以

數位重製物提供之。」與上述的意見正相反對，似有檢討必要。 

2.營利、非營利概念的檢討 

《著作權法》在現行制度的設計上，處處可見刻意區別著作營利與非營利的利

用，而異其法律效果，通常也很容易被推導出以「營利」為目的的利用要取得合法授

權，而以「非營利」為目的的利用則通常不會構成著作權的侵害的看法。 

然而，數位科技使得許多過去認為非營利的使用侵害著作權的可能性變大，博

物館/美術館透過網路提供服務，因為數位科技潛在技術風險(著作權容易被侵害)，使

得不論誰來利用、如何利用，都造成同樣大的侵害危險。因此，對於著作權人來說，

若是對於非營利目的的利用，給予較大的合理使用範圍，則數位科技所造成的著作權

侵害風險，將使著作權的保護網產生很大的漏洞，這是過去所沒有意識到的問題，在

授權辦法中應應一併關注。 

3.散布權限制的緩解 

「散布權」屬著作權人所專有，但表演人的散布權比起其他類別的著作人

則受到較多的限縮，只能被重製在錄音著作裡的表演享有散布權；如果其著

作被重製在錄音著作以外的其他類型著作裡，或單純錄影的重製物，例如現

場演出的錄影帶就不能享有散布權。鑒於具互動性裝置，也常包含著作權人的肢

體表演或行為藝術，上述規定是否也可無條件適用於數位藝術？或應針對此類藝術

的特性而有所調整？在某種條件下應可明定「準用」關於表演人未固著表演（即現場

表演）的規定，如以錄音、錄影方式重製、公開播送、公開演出等。 

                                                      

178 本修正草案於 2020 年 1 月 31 日第 9 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前未能完成三讀，已因屆期不連續退

回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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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概括條款的具體化 

著作權的合理使用，並非積極的權利，而是被動的抗辯特權。利用人並不須也

無從事先向著作權人主張或請求，因此，是否構成合理使用，除已存在或不斷發生的

典型案例外，利用人的利用行為是否符合各該規定所列舉的要件，可能存在不確定

性。第 65 條第 2 項另外設有概括式的規定，一方面作為列舉規定於具體個案發生爭

議時資為審酌、判斷標準的輔助性規定；另方面從其立法意旨可知，本項規定解釋上

也作為補充掛一漏萬的獨立類型。該項規定：「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 44 條至第 63

條規定或其他合理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判斷標準︰

（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二）著作之性質。

（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巿場與

現在價值之影響。」 

本條規定具相當彈性，尤其第 2 款「著作之性質」的審酌，正可以提供因應「數

位藝術」特性，合理調整各方權益平衡的機制。但畢竟關係著數位藝術在國內發展可

能面臨的障礙，著作權人、典藏或交易各方以及著作利用人各方的需求為何？彼此是

否互相衝突？衝突產生的原因為何？能否取得平衡點？若無法取得平衡點，則應由

誰來負擔此一不利益？ 

合理使用向來即無法真正在法條中明確化，但並不代表無法在特定範圍的著作

利用，透過各方談判及專家學者介入的方式形成共識。相關機關有義務在著作權環境

面臨快速變遷的同時，積極扮演營造合理的著作交易環境的角色，允應由整體文化政

策的角度，參酌第 65 條的立法精神與數位藝術的特性，於授權辦法釐定較具體、明

確的準據，供實務及法院審酌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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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務操作的建議 

數位藝術的基本元素 -電腦軟硬體設備，日新月異，操作上又常有不可預

知的潛在問題。過去，博物館或美術館所關注與定義的「典藏」，都強調在

其收藏物件的真實性與原件性。隨著新媒體藝術創作的發展，在科技載體日

新月異、藝術家使用媒材越見多元的時代，此類數位作品的技術複雜、設備系統

繁多、需安裝啟動等眾多技術門檻，已對展示這項作業造成很大的人力、成本、空間、

與運作負擔，古典博物館學的典藏概念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  

有鑑於在創作與科技技術領域，公部門、藝術團體、藝術工作者與技

術人員都已在各相關的研討會，積極進行深刻的對話，也著手進行研究。但

有關藝術管理行政，特別是法律基礎環境的支撐，卻相對較乏人關注，也未

見列入研究議題，誠然需要藝術與法律專業人員的跨域合作，來補全這個缺

環。  

互動式數位藝術往往要展區組裝架設完畢，才真正成為作品，且空間不同，現場

配合調整作品實屬必要，形貌也可能改變。因此，無論在作品展出前或展區完工，甚

至展出期間潛在的不穩定性，都非常依賴藝術家的存在。如何透過契約定明權責，就

格外重要。 

如果只是單純的一次性展出展覽，頂多只是從布展前的磋商、準備、布

展階段較為辛苦，展覽期間提心吊膽的壓力，於展期屆滿、拆卸完竣就可鬆

一口氣；但如果要進一步收購、典藏，或獨立進行收購，所需考慮的因素與

細節，就非常的繁瑣。往往因為出於「時髦」或博得愛好、鼓勵藝術家的美

名，一樁熱血收購典藏之後，這些作品因缺乏必要的技術、預算，無法進行後續

的維護，而成為堆置倉庫陰暗空間的，既無法再展示、又不能丟棄的大型「準」垃圾。 

數位藝術如何收藏、保存與再現？當典藏作品故障需要維修時，美術館

該如何面對？甚至是在典藏時是否要要求藝術家提供標準施工手冊與維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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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乃至是否應該與一般藝術有不同的「保固」要求？需要「終身保固」？民

法上所規定的瑕疵擔保規定，在數位藝術的領域要如何落實？如何面對機械

複製、串流載體日新月異時代的來臨，在在都考驗著美術館的研究人員，更

挑戰收藏家收藏的決心。  

從館方來說，國內各主要美術館都有有關數位藝術徵集的文件範本，可資

參考；但檢索這些範本，是否足資因應互動式數位藝術的需求？  

從藝術創作者這方來說，就須謹記，這些範本都是從館方的立場草擬

的，應該只是提供契約商談的基礎，如果作品價值較高，除非已獲得相關的法

律專業諮詢，否則儘可能不率爾簽署任何協議。特別是公部門以外的私人藏家、畫廊

所提供的契約範本。畢竟，這些範本可說是不適用定型化契約規範的定型化範本，往

往對藝術工作者的利益較乏關注。當然，如果藝術家只是期待被收購以累計藝術「聲

望」的目的，那就另當別論。 

一、可能需要法律思考的環節  

本研究並不準備臧否這些範本的是非對錯，只是針對互動式數位藝術

的特性，參考國外重要博物館有關此一藝術類型展示、收購、典藏與維護等

方面的實務操作準則 179，試著就單純的展覽與收購典藏兩個面向，可能涉及

                                                      

179 主要包括史密森尼博物館「政策與分析辦公室」規劃的〈發展互動裝置展覽〉，以及新藝術信託

（New Art Trust）及其合作夥伴，包括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舊金山現代藝術博物館

（SFMOMA）與泰德美術館（Tate Gallery）共同推出的〈媒體藝術維護指南〉，參 Andrew Pekarik. 

Kerry Button. Zahava Doering. Abigail Sharbaugh & Jeffrey Sutton, ‘Appendix A: Checklist of Issues in 

Developing Exhibition Interactives’, “Developing Interactive Exhibitions at the Smithsonian”. Office of 

Policy and Analysis, 2002. pp.15-19. Retrieved April 2, 2020. From https://reurl.cc/mnod79. The New 

Art Trust ,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the 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 & Tate, Matters in 

Media Art: Guidelines for the care of media artworks” , Retrieved April 2, 2020. From 

http://mattersinmediaart.org/.其他各國相關的努力非常多，如由德國 ZKM 所主導的「歐盟數位藝

術保存研究計畫」（The EU Project Digital Art Conservation）。 

 

https://reurl.cc/mnod79
http://mattersinmediaar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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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技術支援的環節，提出幾個相對於傳統藝術相關事務應注意的事項 180，

供實務參考：  

（一）  展覽  

1.成本預算 

（1） 所需支出的成本是否包括展期中的維修/保養費用？ 

（2） 是否存在裝箱和運輸費用？ 

（3） 保險是由館方或藝術家承擔？ 

2.設計與展覽上 

（1）有無考量互動裝置將如何整合到展覽環境中？ 

（2）有哪些必要的與理想的展覽條件，包括空間要求？ 

（3）互動裝置將位於展覽或公共空間的何處？ 

（4）除了一般藝術作品的基本資料外，最重要的是提供作品的關鍵品質，並

準備對維護作品完整性所必需的元素的描述，特別是基本安裝規範。 

（5）查看安裝規範並確定是否有足夠的詳細資訊正確安裝？  

（6）確認展示時甚麼能改變、甚麼不能改變？ 

3.對參觀者行為的預測 

（1）每個觀者將使用互動裝置多長時間？ 

                                                      

180 當然，實務上尚有更繁雜的、須注意的技術面向、細節，但本研究並非關於策展、典藏專業的論

文，於此僅就可能涉及法律層次思考的相關部分，規整條列。其次，策展與收購典藏兩個程序，所

須注意的環節，有些是重疊的，例如成本問題，於此不重複論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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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觀者弄清楚如何使用互動裝置的難易度？ 

（3）是否立即直觀地了解如何與之互動？ 

（4）是否易於操作與理解？ 

（5）如果須借助電腦，是否易於瀏覽？ 

（6）觀者是否可以只經由觀察就獲得結果，還是需要自己進行互動？ 

4.裝置測試的需求 

（1）是否有時間與預算進行足夠的原件測試？ 

（2）測試是否將由不在展覽團隊中的外部人員進行？ 

（3）是否對原件進行了直觀的瀏覽/說明測試？ 

（4）是否對原件進行測試，以確保其說明清晰？ 

（5）是否允許時間/經費糾正測試期間發現的缺陷？  

5.展覽期間的操作預備 

（1）從關機狀態到開機啟動使用的整備時間須多長？ 

（2）此作品是否容易修復？ 

（3）作品的設定需要什麼設備與支援？ 

（4）是否有觀者使用及防止濫用的設計？ 

（5）展品運作是否穩定？  

（6）提供觀者的觸控互動裝置是否夠堅固？ 

（7）觀者是否能輕易破壞或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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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購典藏 

1.成本預算 

（1）收購應包含哪些主要材料和設備？藝術創作者提供什麼設備？另須購買

什麼設備（以及成本是多少）？ 

（2）是否存在裝箱和運輸費用？是否會被買方或賣方承保？181 

（3）安裝和運行作品的成本是多少？ 

（4）估計物理組件的使用壽命與可更換性，是否有必須不斷更換的消耗元件？

是否須考慮購買備份以備將來保存？ 

2.專業條件 

（1）安裝和保持作品運行需要哪些專業技能？ 

（2）考量是否具策展、維護、技術/媒體/視聽、IT 與法律/智慧產權等相關的

專業條件？  

（3）如無法組建上述的專業團隊，是否找到所需的技術支持？如聯繫博物館

維護部門、有規模的藝術畫廊、專業藝術顧問。 

（4）必要的最起碼的技術專業水平為何？ 

3.空間需求 

（1）典藏該作品需要多大的空間？ 

（2）安裝是否需要構建特定空間？ 

 

                                                      

181 如果是與策展前後連結，就不需考慮這問題。 

 



 

138 

 

4.權利資訊 

（1）是原件或複本？如果是複本，原始版本在哪裡？格式是什麼？誰擁有它？ 

（2）誰擁有該作品的版權？ 

（3）作為收購作品的一部分，需要獲得哪些權利？ 

（4）是否及如何擁有未來維護和展示所需的一切權限？ 

（5）是否可以製作展覽和保存的複本？ 

（6）是否需要正式的法律文件182？ 

5.未來延續性的規劃 

（1）是否評估互動裝置能持續多長時間？ 

（2）互動裝置是否需要更新？多久更新一次？ 

（3）它是否可以以某種方式回收再利用或在其他地方使用？ 

6.保固維護方面（這點特別重要） 

（1）此數位展品運作是否穩定？ 

（2）是否設計成低度維護需求？ 

（3）是否易於保固與維護？ 

（4）確定是否使用特定專有的軟體或難以維護的硬體？ 

（5）確定設備與安裝的關係，哪些設備是專用的？哪些是非專用的？ 

                                                      

182 由於數位藝術品所有權轉讓所賦予的權利組合的複雜性，法律文件比傳統作品更具重要性。這些

文件包括買賣契約協議、授權條款與著作權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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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是否有人可以每天或定期進行檢查？ 

（7）由誰負責維持運作？ 

（8）裝置是否耐用？易碎或不能移動的有無特別提出？ 

（9）是否容易從展區移出進行維理/保固？ 

二、場館相關文件範本的檢視 

國內重要美術館在辦理策展、創作徵件與收購方面，都有一套文件範

本，足供實務參考、使用，有一般性的，也有專門針對數位藝術作品的，以

國立臺灣美術館為例，就有數位藝術策展案契約書、數位藝術創作案契約書、藝術銀

行作品購入契約書、藝術家作品藝文採購財物契約…….等。 

經多年的實踐，這些文件雖多因循過往，未曾重大檢討、修正；在局部方面，

仍然有注意到實務上發生的問題，而有所增補。例如上揭藝術銀行購藏契約 2016 年

版以前的第 13 條明定保固期為一年，論者普遍認為太短，有建議應予延長，2018 年

版已修正為 2 年。但總體而言，就互動式數位藝術領域，仍感不足。 

本研究特以國立臺灣美術館辦理相關事務為例，蒐集「2019 年數位藝術策展案

徵件簡章」（以下簡稱「策展簡章」）、「2019 年數位藝術策展案契約書、（以下簡稱「策

展契約」）、「2019 年數位藝術創作案契約書」（以下簡稱「創作契約」）、「2018 年藝術

銀行作品購入契約書 」（以下簡稱「藝術銀行契約」）及「2019 年藝術家作品藝文採

購財物契約」（以下簡稱「藝文採購契約」），進行歸納、分析。其中「藝文採購契約」

所附〈新媒體藝術類作品交付典藏須知〉（以下簡稱「典藏須知」），可謂是針對新媒

體藝術所做的特別規範，作為契約的一部分，一併納入比對。183 

                                                      

183 國美館自 2005 年開始辦理「青年藝術家作品購藏徵件計畫」，至 2018 年最後一次徵件，

即停止辦理；從 2019 年起，改採政府預算的一般財務採購辦理，本採購契約為 2019 年

11 月 26 日版本。另外，「經典藝術作品典藏計畫」，現則改以「臺灣美術史經典藝術作品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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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這些契約的擬訂，存在著一個極不妥適的發展趨勢，也就是完全出

於過度防弊的心態，以致於完全被限縮在《政府採購法》的框架內，而無法因應數位

藝術作品的特性，設計出合用而友善的契約，更不用說專門針對互動式數位藝術。例

如最新訂定的藝術銀行契約與藝文採購契約，開宗明義都明定｢契約文件之一切規定

得互為補充，如仍有不明確之處，應依公平合理原則解釋之。如有爭議，依採購法之

規定處理。」契約長達 20 頁，條款密密麻麻近 2 萬言，態度上完全將藝術工作者看

作是一般的工程廠商，而採買一件藝術作品也形同是在進行工程招標。 

之所以如此，應該不是文化主管機關的問題，也不會是藝文機構所願意，而可

能是出於工程採購主管機關及相關承辦人員謹小慎微的心態，或由於文化行政人員

對法律的生疏，而完全依賴於不具藝術文化專業的法律顧問，囫圇吞棗地幾乎將工程

採購的契約條款全盤照抄。 

假設上述可能需要進行法律思考的環節，確實都是在草擬數位藝術（不限互動

式數位藝術）策展、採購上所應該注意的，總計逾 50 項，逐一比對上述策展契約、

創作契約、藝術銀行契約與藝文採購契約等文件，有規範的或有觸及問題意識的，大

約只有 20 項，不到一半。換言之，需要規範的，大部分都未規範；而不需要訂的，

拉拉雜雜訂了一大堆。於此僅整理、歸納如下： 

（一）展覽部分  

1.有關成本預算的四個項目，「策展契約」略多有所關注。 

（1）所需支出的成本是否包括技術人員費用？ 

「策展契約」明定提供有實際佈展需求的國外藝術家經濟艙來回機票費以及佈

展期間食宿費 （食宿費額度須經甲、乙雙方協議同意）；提供有實際佈展需求的國

                                                      

藏計畫」，而用前瞻基礎建設經費持續辦理，其契約與藝文採購契約同，不另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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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藝術家佈展工作費（佈展天數須經甲、乙雙方協議同意，每日以新臺幣 2,000 元

為上限184），以及佈展期間國內居住地往返臺中（即國美館所在地）的交通費。 

（2）所需支出的成本是否包括展期中的維修/保養費用？ 

「策展契約」明定館方負責展覽期間參展作品的維護；但展出期間如遇作品故

障或損壞等狀況，策展人須協調藝術家提供排除故障情形的解決方案。 

（3）是否存在裝箱和運輸費用？ 

「策展契約」明定館方負責辦理作品包裝及運輸（包含來返運送）。「策展簡

章」也明定展覽經費項目包括自展覽籌備、取件、佈展、展場維護至卸展、展場復原、

作品返運等所有展覽相關費用，如：策展費、文宣費、展場裝置相關費用、藝術家工

作費、運輸保險費等。 

（4）保險是由館方或藝術家承擔？ 

「策展簡章」僅明定館方辦理展出作品運輸保險事宜。「策展契約」則明定甲

方負責辦理的作品保險（包含展出險及運輸險）。但對於展品的財物損失，則未見關

注，未如「藝文採購契約」就此明定「對於財物損失之風險，乙方（即藝術家）應投

保必要之保險。」 

2.有關設計與展覽的四個項目，館方的態度是，「我能提供的空間就是固定這個

樣子，你就必須照這個空間去規劃，其餘免談」。 

（1）有無考量互動裝置將如何整合到展覽環境中？ 

                                                      

184 這應該是比照「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有關學者專家出席費的標準，但該

要點已於 2018 年 1 月 1 日修正施行，調整上限為 2500 元，允應配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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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簡章」明定「展出形式須針對本館 203-205 展覽室空間進行規劃」。「創

作契約」明定策展人負責於佈展期間 到館進行佈展，作品展示規劃得依照甲乙雙方

協調同意的呈現方案執行。 

（2）有哪些必要的與理想的展覽條件，包括空間要求？ 

「策展契約」明定策展人負責於開展前二個月，提供館方作品配置規劃、空間

施作圖與佈展期程表，並與甲方共同協調作品配置規劃與空間施作。 「典藏須知」

則明定新媒體藝術類作品應交付作品裝置說明書，完整說明作品展出呈現時的展覽

空間需求。 

（3）互動裝置將位於展覽或公共空間的何處？ 

「策展簡章」明定「本館 203-205 展覽室，場地規格及平面圖請至本館網站 

https://www.ntmofa.gov.tw 下載。」 

（4）除了一般藝術作品的基本資料外，最重要的是提供作品的關鍵品質，並準

備對維護作品完整性所必需的元素的描述，特別是基本安裝規範。 

「策展契約」明定館方負責作品電力配置施作、展場木工油漆施作、展場影音設

備架設施作、作品裝置相關技術支援。至於參展作品所需的設備規格及數量，館方將

視經費及館內可供使用的設備， 與策展人進行協調，經雙方協調同意展覽設備需求

的規格與數量後，由館方提供器材設備。「創作契約」規定，與此略同。 

（5）查看安裝規範並確定是否有足夠的詳細資訊正確安裝？ 

「策展簡章」明定策展人需在前二週提供作品裝置的所有技術與維護的操作手

冊。「藝術銀行契約」則明定新媒體藝術類作品請附完整裝置說明與完整撥放的檔案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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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確認展示時甚麼能改變、甚麼不能改變？ 

「策展簡章」明定策展人展場規劃，應遵守本館展出空間的相關規定，以不破

壞展場現有裝置為規劃要件。 

3.就對參觀者行為的預測部分，各個契約都未見規範。實務操作上，每個觀者將

使用互動裝置時間久暫、觀者弄清楚如何使用互動裝置的難易度、是否能立即直觀地

了解如何與之互動、是否易於操作與理解……等等這些問題，都攸關展出動線規劃、

安排與進行，也常常是展出成敗的關鍵，不僅策展人須有所算計，館方也有必要事先

有些概念；特別是如果館方欲收購此展品，觀者行為的預測資料，就是未來再展示時

的重要參考。 

4.裝置測試的需求 

「創作契約」明定創作人負責於籌備期間，配合館方規劃的期程到館進行播放

測試。「藝術銀行契約」則以測試合格作為付款條件，明定新媒體藝術類作品請附完

整裝置說明與完整撥放的檔案格式，如為機械動力、互動或裝置作品等，則於安裝測

試經機關驗收合格後付款。「藝文採購契約」就新媒體藝術類有新的要求，即須依機

關所定〈新媒體藝術類作品交付典藏須知〉（以下簡稱「典藏須知」）辦理後，經機關

完成驗收後一次付款。 

是否有時間與預算進行充分的測試？由誰進行？測試哪些項目？是否允許時間

/經費糾正測試期間發現的缺陷？就由館方自行衡量，當內部參考。 

至於「藝術銀行契約」就履約作品的品管，則另比照一般工程採購契約，做非

常繁複而不切實際也不符藝術作品特性的規範185，應無必要。 

                                                      

185規定如下： (一)所有權人在履約中，應對履約作品品質依照契約有關規範，嚴予控制，並辦理自

主檢查。(二)機關於所有權人履約期間如發現所有權人履約作品品質不符合契約規定，得通知所有

權人限期改善或改正。所有權人逾期未辦妥時，機關得要求所有權人部分或全部停止履約，至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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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展覽期間的操作預備 

（1）從關機狀態到開機啟動使用的時間須多長？ 

一般來說，互動裝置從關機狀態到開機、暖機到可以啟動使用，時間應不會很

長，或許沒必要特別說明；但如有特別的情況，需要較長的整備時間，就有必要特別

交代。 

（2）此作品是否容易修復？誰負責修復？ 

「策展簡章」明定展出期間遇作品故障或損壞等狀況，須協調藝術家於三日內

到館修復完畢。「創作契約」也明定創作人應於佈展完成後提供甲方相關操作手冊以

備開展期間的展場人員訓練。倘作品發生館方無法排除的故障問題，創作人有義務到

館維修或提供解決方案。 

兩者都有商榷餘地，前者規定，藝術家果真依約於「三日內到館」，但因技術性

或器材問題，無法立即修復完畢，策展人是否違約？如果將文字修正為「須協調藝術

家於三日內修復完畢」，是否較合理。反之，後者，館方負有先行排除故障的責任，

無法排除時，創作人才有義務到館維修或提供解決方案；同時，也沒有期間的要求。 

 

                                                      

權人辦妥並經機關書面 同意後方可恢復履約。所有權人不得為此要求展延履約期限或補償。(五)

所有權人應免費提供機關依契約辦理查驗、測試、檢驗、初驗及驗收 所必須之儀器、機具、設備、

人工及資料。但契約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契約規定以外之查驗、測試或檢驗，其結果不符合

契約規定者由所有權人負擔所生之費用；結果符合者，由機關負擔費用。(六)查驗、測試或檢驗結

果不符合作者/作品基本資料表所載者，機關得予拒絕，所有權人應免費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

換貨。(七)所有權人不得因機關辦理查驗、測試或檢驗，而免除其依契約所應履行或承擔之義務或

責任，及費用之負擔。(八)機關就所有權人履約作品為查驗、測試或檢驗之權利，不受該標的曾通

過其他查驗、測試或檢驗之限制。(九)機關提供設備或材料供所有權人履約者，所有權人應於收受

時作必要之檢查，以確定其符合履約需要，並作成紀錄。設備或材料經所有權 人收受後，其滅失

或損害，由所有權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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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品的安裝需要什麼設備與支援？ 

「策展契約」與「創作契約」都明定館方負責作品裝置相關技術支援，就參展

作品所需的設備規格與數量，館方將視經費及館內可供使用的設備，與策展人進行協

調，經雙方協調同意展覽設備需求的規格與數量後，由館方提供器材設備。 

從條文文義上解讀，作品安裝所需的設備與支援，是館方的責任，但仍須先協

調，並視館方的經費與設備而定。因此，如果較特殊的設備，恐仍須由策展人或創作

者自行準備。「典藏須知」也明定新媒體藝術類作品應交付作品裝置說明書，就包含

設備需求、器材清單等。 

至於是否有防止參觀者濫用的設計？運作是否穩定？觸控互動裝置是否夠堅固？

是否容易被觀者破壞或移動？這四個問題，都與參觀者行為的預測有密切關係，如果

不易弄清楚互動裝置如何操作使用，又缺乏防止濫用的設計，裝置又不堅固，恐怕故

障率或破損率就很高，但相關的文件，對這些問題，好像就如緒言所說的互動式數位

藝術故障是理所當然的，不須大驚小怪。其實，還是要要求對參觀者的行為應有所預

測，才能夠預先作好防範的措施。 

（二）收購典藏 

透過策展，雖也可能導向作品的購藏，不過大部分還是獨立進行，而無論何者，

這都會將作品帶向「不可知」的未來，誠如 Sabine Breitwisser 所說，這並不是單存地

典藏一個物件，相較於其他媒材作品，所要注意的細節，對美術館而言作品使用權限

的釐清，與如何維護一樣重要。186所要關切的法律議題，遠比策展或其他藝術品購藏

來得複雜、繁瑣。 

                                                      

186  陳韋晴，＜時基新媒體藝術收藏與保存–MoMA 新媒體暨行為藝術部門總策展人 Sabine 

Breitwieser 專訪＞，臺灣藝術論壇電子報  VOL.07  2011.08 月號，https://reurl.cc/Gk5LlW。檢索

日期：2019 年 11 月 7 日。 

 

https://reurl.cc/Gk5LlW。下載時間：2019
https://reurl.cc/Gk5LlW。下載時間：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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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本預算 

（1）收購應包含哪些主要材料和設備？藝術創作者提供什麼設備？另須購買

什麼設備（以及成本是多少）？ 

採購數位藝術作品所代表的意義，並非只是藝術作品本身的價格而已，背後可

能還包括更多的預算需求。尤其互動式作品可能還須準備很多器材，對美術館來說，

預算的編列與執行都是一項挑戰。 

「典藏須知」明定新媒體藝術類作品應交付作品裝置說明書，基本內容應包含

器材清單，並同時交付相關器材機件，如：投影機、電腦主機、播放器、播放器線材、 

轉接頭、感應器材、電腦程式設計……等，依作品規格所需而提供。 

互動式數位藝術的購藏，一般都屬藝術家已創作完成的現成物的「買賣」契約，

比較不可能是承攬或委託製作，因此，買賣的標的原則上就是呈現藝術最終成果的所

有設備、器材。如果藝術家有特別的保留，應事先說明，列入契約條款。 

當然，較特殊的案例，館方基於空間與經費的需求，並不準備典藏體積可能非

常龐大的設備、機具、裝置，而只典藏作品母帶或原始電子檔，具影音形式的新媒體

藝術作品，若能兼有母帶及電子檔兩種規格，則為目前科技發展中較佳的收藏模式。

這樣的典藏模式，完整而詳盡的裝置說明書，就非常必要。於此，成本預算可能不高，

需要購買的或許只是創作理念與智慧財產權，但仍需將自行依裝置說明書，購買所列

的設備、器材的經費納入評估。 

（2）是否存在裝箱和運輸費用？是否會被買方或賣方承保？187 

                                                      

187 如果是與策展前後連結，就不需考慮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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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諸一般買賣契約，於標的物交付前，這些費用除非有特別的約定，原則上都

由藝術家自行承擔，如「藝文採購契約」明定「對於財物損失之風險，乙方（即藝術

家）應投保必要之保險。」 

（3）安裝和運行作品的成本是多少？ 

特別是就上述僅典藏作品母帶或原始電子檔的情形，成本除應另行估算設備、

器材的新購外，也須將安裝作品的成本納入考量。如果可能，當然還是由藝術家本人

來安裝，但這是否包含在購藏費用？或需另行計費？契約應定明。如果是再展示，情

形就非常複雜，原始藝術家是否仍有可能前來安裝？藝術家不會永遠都在，這種情況

下就需另行聘請專業人員。  

（4）估計物理組件的使用壽命與可更換性，是否有必須不斷更換的消耗元件？

是否須考慮購買備份以備將來保存？ 

這是非常嚴肅而且一定會遭遇到的麻煩問題。克莉絲汀．凡雅絮說「每件裝置

作品各具特定的保存問題和解決方式。我們的哲學是，首先思考藝術作品的本質和概

念，然後盡可能長期保存原始的設備。因此，我們確實額外購買了那個年代的設備，

好能夠取代原始的設備。而我們只有在已經尋找過舊設備之後，才試著尋求更換設備

的解決方式。」188 

畢竟數位藝術，特別是互動式數位藝術，必然會面臨設備、器材或零件的汰舊

換新，從公有財產的管理制度，政府大概無法接受花費公帑賣來的「藝術品」變成一

堆廢鐵。因此，就必須估量作品物理組件的壽命及其是否具可更換性？或有無其他替

                                                      

188 金恩珍，〈當代藝術藏品保存維護過程之真實性詮釋探討〉，載於《集新求變：新媒體藝術作品

典藏保存與維護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國立台灣美術館（2016），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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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品？須否預先購買備份以備不時之需？如果費用昂貴，恐怕就須先作好合理性與

必要性的分析。 

2.專業條件 

典藏互動式數位藝術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如何維持作品的生命。設備、零件

會被淘汰、承辦的專業人員會退休、離職，藝術家也是人，也有生命的終結點。偏偏

此類藝術作品的類型又至為多元，使用的媒材如錄影、動畫、數位影音、多媒體，播

放載具如液晶電視、電腦、投影設備、播放器、瀏覽器、監視器、變壓器，更可能使

用很複雜的程式軟體，輸出、轉檔……，也涉及法律權責（特別是著作權）。 

因此，藝術家允應有初步的檢視，安裝和保持作品運行需要哪些專業技能？必

要的最起碼的技術專業水平為何？而就館方而言，也應考量是否具策展、維護、技術

/媒體/視聽、IT 與法律/智慧產權等相關的專業條件？如若無此團隊，藝術家也可提

供合作廠商或維護專業人員、藝術顧問的聯絡資訊。 

相關文件，就這部分的資訊顯然有所不足，有必要請藝術家提供。 

3.空間需求 

單純從展示的需求，依「策展契約」及「創作契約」的約定，只能配合館方現

有條件。但如果是典藏，除非是前者的後續收藏，否者藝術家因著自己的創作理念，

甚至是現有經典藝術作品的收購，就有必要表述典藏該作品需要多大的空間？甚至

是否需要構建特定空間？ 

4.權利資訊 

權利資訊，特別是智慧財產權的問題，始終是館方非常在意而且也不時是較可

能生爭議的事項。除了收購當下現成物的權利資訊，究竟取得的是原件或複本？如果

是複本，原始版本在哪裡？格式是什麼？誰擁有它？誰擁有該作品的著作權？如果

只收購作品的一部分，需要獲得哪些權利？乃至將來的維護，都將涉及法律權責與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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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館方是否及如何擁有未來維護和展示所需的一切權限？能否重製？空口無憑，是

否需要提供正式的法律文件（如權利證明、使用同意書或授權書等）？ 

至於，美術館普遍的疑慮，數位作品所包含的軟體設計的著作權問題，及修復

後如變更軟體或升級，是否會滋生另一個著作權的爭議。本研究認為藝術家創作一件

藝術作品，軟體是作品運作的一環，它雖非作品本身，卻是作品的一個機械部分，也

是可以被保存的一個部分。藝術家使用合法取得的軟體，有它自身的著作權，但藝術

家所創造出來的作品，是另外一個獨立的著作權，它的價值，並不是來自於軟體，而

是來自於藝術家的智慧與創意。美術館取得的著作權是藝術家的權利，不是軟體公司

的權利。就如一幅畫，配上畫框，固然可以凸顯畫作的價值，但該作品的著作權是屬

於畫家，不是畫框的製造商。因此在修復的時候，用原來的軟體，或升級的軟體，都

不影響作品的原始著作權，就如換上新畫框一般。這個部分，美術館應該是可以不用

過度操心，也無法強求藝術家作任何的承諾。 

本研究所列各契約文件，原則上都採用公共工程契約的基本條款，例如 

（1）藝術家應擔保第三人就履約標的，對於館方不得主張任何權利。 

（2）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包括智慧財產權）時，應由藝術家負責處理並承

擔一切法律責任及費用，包括館方所發生的費用。館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3）履約結果涉及著作權者，依本契約附件有關著作權授權同意約款辦理。 

（4）所有權人如在契約使用專利品，或專利性施工方法， 或涉及著作權時，

其有關之專利及著作權益，概由所有權人依照有關法令規定處理，其費用亦由所有權

人負擔。 

（5）所有權人即本契約標的作品之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人者，所有權人同意自

立約日起將本契約作品之著作財產權，依本契約附件授權內容簽立之非專屬授權同

意書為授權，並承諾不行使著作人格權。所有權人如非本契約標的作品之著作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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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應負責取得本契約標的作品之著作財產權人之著作權授權同意書以及著作

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之承諾。 

（6）所有權人應於作品驗收前，提出著作權授權同意書，作為本契約作品的著

作權證明文件。 

（7）機關得本於契約標的作品的所有權權利，就作品從事例如：租賃、借用、

數位化、展示、研究、修復、教育、移動、安置 推廣行銷等其他之一切任何規劃與

應用。  

「藝文採購契約」則另明定以藝術家為著作人，並取得著作財產權，館方則取

得下列著作財產權授權189，於該著作的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及約定授權範圍內，有在

任何地點、 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該著作的權利，藝術家不得撤銷此項授權，

且館方不須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5.未來延續性的規劃 

這個問題與（二）-1-（4）的問題「估計物理組件的使用壽命與可更換性，是否

有必須不斷更換的消耗元件？是否須考慮購買備份以備將來保存？」相關，但略有不

同，只是就「互動裝置」部分，評估能持續多長時間？是否需要更新？多久更新一次？

是否可以以某種方式回收再利用或在其他地方使用？ 

數位藝術的載體必然會逐漸損壞，不可能歷久不衰，如何可以一直維持正常運

作、再展示，對美術館的行政功能是很重要的議題。為了做到青春永駐，將必須每隔

數年就更換載體；多久須更換？Ivo van Stiphout 說，就錄像藝術至少每 10 年要更換

                                                      

189項目由館方於招標時，就下列項目勾選：【1】重製權 【2】公開口述權 【3】公開播送權 【4】公

開上映權 【5】公開演出權 【6】公開傳輸權 【7】公開展示權 【8】改作權 【9】編輯權 【10】

出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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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190；互動裝置的壽命可能更短，Richard Rinehart 說，如果你不在五年的時間內

採取一些保存措施，它將不會留存下去。191。 

其實，更重要的是，「還有沒有救」？這就涉及到政府當局是否能接受這樣的事

實？因為一旦進入典藏，就是作品的整體成為國有財產；依《國有財產法》第 25 條

規定：「管理機關對其經管之國有財產，除依法令報廢者外，應注意保養及整修，不

得毀損、棄置。」藝術典藏品屬珍貴動產，本質上具不可被報銷的物權特性。但能否

將「互動裝置」獨立對待，不要視為從物，而參酌《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 65

點規定，財產毀損，致失原有效能不能修復，或經評估修復而不經濟者，得依有 關

法令規定程序予以報廢。」換言之，裝置本身如果有一定的使用年限，似乎就無不能

報廢更新的道理。 

民法第 68 條規定：「非主物之成分，常助主物之效用，而同屬於一人者，為從

物。但交易上有特別習慣者，依其習慣。」依照從物的性質，需恆常性地協助主物經

濟目的的效用，從物與主物具有功能性的關聯，並有主從關係，不能獨立處理。因此，

如果藝術家在一開始就明確作此表達，有助於美術館將來處理該裝置的基礎。 

6.保固維護方面 

數位展品運作是否穩定？是否設計成低度維護需求？是否易於保固與維護？這

都是預先要評估的問題。特別是，要確定是否使用特定專有的軟體或難以維護的硬體？

以及確定設備與安裝的關係，哪些設備是專用的？哪些是非專用的？裝置是否耐用？

如果易碎、不能移動就須特別標示；是否容易從展區移出或只能再藏區進行修護/維護？ 

藝術家創作一件藝術品，絕對不是為了被收藏，而且就藝術家來說，作品一旦

                                                      

190 Ivo van Stiphout, 50Years of Media Art，載於《集新求變：新媒體藝術作品典藏保存與維護國際研

討會論文集》。國立台灣美術館（2016），頁 117。 

191 Ivo van Stiphout, 50Years of Media Art，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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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典藏之後，接下來就是美術館或藏家的責任，藝術家如果太考慮後續的保存、維修

或再展示，難免會阻礙創作時的思考自由。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好的藝術實踐最好是

能在展出之前就把相關細節都考慮周全，要設想如何才能讓作品正常運作，這當然也

包含了突發狀況進行維修的各種想像。因此，作好這方面的紀錄與備忘，於己、於典

藏者都是必要的。 

問題是，許多藝術家很有個性，對用於展示作品的設備常懷有主觀的、強烈的

看法，並將其視為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必須單獨考慮每種情況，以確定適合改變

的內容以及在作品展示中必須保持不變的內容。是否容許一定程度的改變，如為同一

品牌和型號之一更換特定的設備項目；因為科技日新月異，新、舊設備的可代替性，

硬體裝置如何更新？如果顯像功能喪失，無法讀取、不能相互支援，能否用新的產品

更換舊設備？或能否在保持技術、功能相同的前提下，改用其他品牌和型號。 

這些問題，有必要由藝術家作出明確的表述。至於是否有人可以每天或定期進

行例行檢查？例行檢查固然重要，這對典藏機構來說，卻是不能承受之重。畢竟，數

位藝術作品（特別是互動式數位藝術）不同於傳統的藝術品(例如繪畫、攝影作品)，

可以透過謹慎的目視，直觀地辨識保存狀況，也不是像電視機一樣，接通電源一按遙

控器就能運作。需要從新組裝、測試、校正、正常運作後，方能構成作品完整樣貌，

美術館殆不可能有這樣的人力。  

因此，實務上，往往是等到再展示（本館特展或借展）時，才進行檢視，透過再

展示的機會，更多的細節或狀況就會浮現。一般借展契約中也都訂有「借展作品狀況

書」，由雙方透過作品狀況檢視，比對出借前與歸還後的保存狀況。這當然太消極了。

仍然應該在人力條件許可的情形下，定期進行檢查，至於多久進行一次？也不宜太過

頻繁，一季、半年或一年？可以和藝術家商定。 

這麼做有個好處，因為依《國有財產法》第 27 條規定：「國有財產直接經管人

員或使用人，因故意或過失，致財產遭受損害時，除涉及刑事責任部分，應由管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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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移送該管法院究辦外，並應負賠償責任。但因不可抗力而發生損害者，其責任經審

計機關查核後決定之。」這不僅涉及美術館保管責任的問題，同時，也涉及藝術家保

固責任分擔的問題（如下述）。如果能在採購契約上，一開始就約定清楚，就可以作

為權利抗辯或免責的依據。 

最後的問題就是由誰負責維持運作？大體而言，在保固期內，當然由藝術家負

責：逾保固期，就是美術館自己的責任。如「藝術銀行契約」明定，保固期內發現的

瑕疵，應由藝術家於館方指定的合理期限內負責免費無條件改正。逾期不為改正者，

館方得逕為處理，所需費用由藝術家負擔，或動用保固保證金逕為處理，不足時向藝

術家追償。但屬故意破壞、不當使用、正常零附件損耗或其他非可歸責於所有權人之

事由所致瑕疵者，由機關負擔改正費用。所稱「合理期限」，兩個契約都指明，藝術

家「應於接獲機關通知後次日起 5 日內，至當時作品存置地檢測，並於 14 日內修換

復原」。 

因攸關責任的分擔，保固期的長短，就有必要好好推敲。「藝術銀行契約」及「藝

文採購契約」都明定「所有權人應就契約標的作品中內含之電子機件，自驗收完成隔

日起一年內，如非使用不當而發生損壞或故障等情事者，給予人工及機件檢測、修換

免費保固。」 

須注意的是，「藝術銀行契約」2016 年版本第 13 條原規定「本履約作品自全部

完成履約經驗收合格日之日起，由所有權人保固 1 年。」2018 年的契約已修正延長

為 2 年。但上述規定並未同步修正。在實務上可能產生問題，究竟是保固 1 年或 2

年？前後矛盾。而無論是 1 年，還是 2 年，就互動式數位藝術作品而言，是否充足？

若延長，無形中加重藝術家的責任；如僅一、兩年，似乎又不符實際。有無可能在保

固期不變的情形下，課以藝術家一定的協助修復義務？這當然需要酌給報酬。 

這裡還有個難題必須克服，一般來講，從館方的立場，所謂的修復或保固，應

該只是想維持和剛收購時的狀態，而不會想變成全新的作品。從藝術家的立場，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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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如此，如果是在保固期內，因為距離藝術家創作完成一、二年，且由自己負擔修

復的責任，藝術家應不會想多做改變；如果在保固期以後，特別是數年之後，藝術家

就未必這麼「安分」。藝術家的心理特質就是求變、創新，假設在舊作準備再展出，

他是否能接受自己過去的「拙作」？可能過去不過是個窮酸藝術家，只能用最廉價的

設備，他會不會想方設法要更換掉舊的零件、器材、設備？館方難免會有所顧慮。 

因此，契約中如果能事先約定好，按照修復的倫理規範，只要不比以前劣化，

而無法再繼續展出的狀況發生，作為最後手段才用修復的措施，除非另有約定，就應

「修舊如舊」，照著藝術家原來的創作理念與成果，原樣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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