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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標準制定之著作權問題研析 
    觀察當代立法趨勢，政府以採定私人組織及非政府機構所草擬制定標

準之方式，擴增其管制功能。在這個潮流下，採定私人草撰標準成為法律

規範一環，此舉將迫使個人暴露於著作權侵權行為之刑事、民事以及行政

制裁大帽。然而，目前並無一個事前公式，以評估政府此措施之合法性，

亦沒有輔助此分析之架構存在。鑑於標準採定潛在影響規模以及範圍，若

無一通盤性的評估架構以衡量成為法規的私人草撰標準，是否仍涵蓋於著

作權之保護傘下，將令個人在遵從法規同時亦動輒得咎1。本文參照美國學

者Lawrence Cunningham之見解，在第一節提出一處理政策性程序的判斷架

構，作為協助法院分析判斷上之依據，將隨個案運用過程補充著作權法對

不同形式著作的保護框架。 
 
  網路空間如何確定適當的著作權保護範圍，才能保持傳統著作權法上

的利益平衡，第二節將以法律經濟學分析作為切入方式，探討著作權法在

網路效應的背景下，著作權法是否需要將行業標準視為保護標的？本節將

針對資通訊產業經常出現「網路效應」等獨特經濟現象作闡述，以理解實

務上運用觀念和表達二分法理論確定著作權保護範圍時，處理網路產業案

件之適當應對。本節將探究觀念和表達二分法之發展，提出著作權法應當

將軟體介面和網際網路中的標準因素界定為不受著作權保護的構想，否

則，這種對行業標準的著作權保護很可能會抵銷網路效應，扭曲市場競

爭，最終減少社會福利。 
 
    第三節將從事實編輯物（compilation of facts）的著作權問題涉及對作

品原創性界定開始探析。首先從司法實踐角度出發，對事實編輯物著作權

保護進行分析。在事實編輯物案件，法院需要解決的是事實的編撰物對於

資訊的保護和堅持資訊是與其他作品相關的公共財產的觀點之間的衝

突。換言之，一方面需要充分考慮像電話簿所包含者，非屬被創造的事實、

資訊或資源，而不能被某一個人獨占；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慮在形成事

實編輯物作品的過程中，創造者需要付出辛勞、投資與時間。透過第一段

                                                       
1  學術文獻以及實務上討論到「標準」議題時，多是集中在產業標準之技術專利問題探討，鮮少

及於採定為法律規範之敘述性標準。例如：Lemley, Mark 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 90 Cal. L. Rev. 1889 (2002)；Mueller, Janice M., Patenting Industry 

Standards, 34 J. Marshall L. Rev. 897 (2001)；Patterson, Mark R., Inventions, Industry Standard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17 Berkeley Tech. L.J. 1043 (2002).  為區分與前述產業標準之命題，本文將以

「商業標準」或「行業標準」討論這類敘述性標準所涵蓋之著作權法、產業競爭以及公司策略之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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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事實標準物之分析，本文接著將討論資料庫之保護模式，針對標準含有

大量事實為基礎的特性，再加上電腦資訊技術的飛速發展及其日益廣泛的

應用，本節命題係資料庫保護對智慧財產權的法律體系之挑戰。我國的資

訊產業正在起步階段，但有關資料庫的法律爭議案件已經發生，因此將透

過對中外立法以及案例發展的分析，考察當今國際上保護資料庫的基本模

式，包括授以特別權保護不具獨創性的資料庫或以現有之法律體系提供著

作權管道以外之保護模式，進而針對日前引起國人關注之法源、元照法律

資料庫爭議案以及台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收取交易資訊設備使用

費是否合理之討論，提出我國資料庫保護的因應對策。 

第一節  私有標準進入公法規範領域之問題探討 

壹、法律屬性三階分類架構之提出 

    本文所討論的商業標準，其概念涵蓋範圍及於會計、消費者產品安

全、能源、政府契約（government contracting2）、保險、醫藥、通訊、建

築法規（codes for buildings）、公司規範、法律倫理以及證券交易上市規

則等等3。舉例而言，若上市公司向證卷管理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提出之財務報表，其格式不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2   在英美法系，其行政法中没有「行政契約」的概念，與之相對應者為涉及政府為一方當事人

的「政府契約」(government contract)，根據《Black's Law Dictionary》對此的解釋是，指政府與

貨物、機器或勞務之製造商或供應商所簽訂之契約。此類型契約適用於政府規章

（government regulation）和標準格式（standard forms）等。而所謂行政契約（administrative contract, 

verwaltungsvertrag, contrat advninistraf)，有時又被稱為公法契約（public contract），是大陸法系

國家所特有的一個概念。在德國法上，行政契約是指以行政法律關係為契約標的，而發生、變更

或消滅行政法上權利義務的合意，這種契約完全適用公法，受行政法院管轄。在具體認定上，凡

涉案的個別契約的基礎事實內容以及契約所追求的目的屬行政法上之法律關係範疇，則屬行政合

同。我國行政程序法第 135 條以下所規定的行政契約，便是採行德國法之規範。參閱張照東，政

府採購的法律屬性，中國政府採購網，2002 年。

<http://www.ccgp.gov.cn/purchief/detail.jsp?condition=000000009080 > (2007/5/10) 
3  See 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Advancement Act of 1995, Pub. L. No. 104‐113, § 12(d), 110 

Stat. 775, 783 (1996); cf. Federal Advisory Committee Act, Pub. L. No. 92‐463, 86 . Stat. 770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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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GAAP）4之格式、表達方式與

處理方式等規定時，又或是查核員在稽核財務報表實並無確實依從

（Generally Accepted Auditing Standards, GAAS）5之規定，便是違法行為。

                                                       
4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GAAP）係會計上為增進各企業會計

資訊的可比較性，因此對於財務報表的格式、表達方式與處理方式都有統一規定，稱為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泛指廣受認可的關於財務報表應如何反映各種交易及事件的權威標準。GAAP 在會計

的任何一環都必須遵守的準則，但是並不代表祇有一個準則能被接受，例如存貨計價法就有先進

先出法（FIFO）、後進先出法（LIFO）、平均法等（Moving Average）等，這些方法（部份）都是

被 GAAP 名列接受的會計帳務處理方法，各企業個體可依照實際其行業的環境，選定會計政策記

帳。例如一個反面例子，某企業在通貨膨脹率高的經濟環境之下，用先入先出法（FIFO）入賬；

又在通貨緊縮環境之下，改用後入先出法（LIFO）入賬，意圖誇大盈利，遠離 GAAP，如此也稱

為不法行為。每個國家在各自的監管機構規定其 GAAP 的標準會計執行版本。在我國，係由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財務會計準則基金會所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即我國之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GAAP 有時亦特指美國的公認會計準則。在美國，聯邦證卷法令規定由 SEC 建

立財務報表之標準，並無強制使用 GAAP 之標準。參閱 Securities Act of 1933, 15 U.S.C.A. § 77s 

(2004)  。GAAP 不是 SEC 所製頒的法律規範、或政策或執行措施。參閱 17 C.F.R. § 210.1‐01 (2005); 

Certification of Disclosure in Companies’ Quarterly and Annual Reports, Securities Act Release No. 

8124, Exchange Act Release No. 46427, 78 SEC Docket 875 (Aug. 28, 2002)。另外，國際上日益流行的

會計準則是由國際會計準則理事會（Internation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制定的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IASB 成立於 2001 年，前身為國際

會計準則委員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 IASC）。IASC 所制定的會計準則稱

為「國際會計準則」（IAS）。通常論及 IFRS 時，是包含未被取代的 IAS。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曾經被稱為國際會計準則，它由國際會計準

則委員會制定，在歐洲一些國家、中國、香港、南非、俄羅斯、澳大利亞等國家應用。歐盟委員

會在 2002 年要求所有的歐盟國家的公司到 2005 年都要採用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是一系列以原則性為基礎的準則，它只規定寬泛的規則，而不是約束到具體的業務處理。到 2002

年為止，大量的國際會計準則提供了多種可選的處理方法；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的改進方案是儘

量找到並減少同一業務的可選處理方案。參閱 ISAB 之官方網頁說明 

<http://www.iasb.org/Home.htm> (2007/5/10) 
5  根據美國聯邦證券法的規定，SEC 負責管理和監督上市公司相關會計和審計問題的最為主要的

政府機構。SEC 負責審核在 SEC 登記的公司上報的財務報告，並對上市公司會計和審計問題發佈

解釋性指南和會計公報。SEC 並監督註冊會計師行業的同業互查和審計品質。SEC 在覆核過程中，

可以選擇部分同業互查的工作底稿進行覆核，也可以覆核品質控制調查委員會做出的案件調查結

論。SEC 對會計審計的監管權威還體現在根據聯邦證券法授權對會計準則和審計準則地位的承認

上。只有經過 SEC 的承認，FASB 制定的會計準則才被稱為一般公認會計原則（GAAP），作為上市

公司編制財務報表的最主要的標準。AICPA 審計準則委員會制定的審計準則，也被 SEC 承認為一

般公認審計準則（GAAS），作為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審計的基本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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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照數以千計的法規命令以及數百件的聯邦法院違反GAAP、GAAS以及二

者之案例，便可以推知聯邦證券委員會對此之積極執法態度6。而然，為法

不仁之處便在於，這類會計標準並不是公共財，一般民眾並不能免費使

用，因為它們是屬於經過美國國會或SEC所指定採用之標準設定者的私人

財產。     

一、法律屬性三階分類架構 

    本文參照美國學者Lawrence Cunningham之見解，設置三階分類架構，

以協助分析這類經由私人所撰寫之商業標準著作，在採定編制為公法之一

環後，是否仍該當為著作權法所保護之標的7。換言之，該當於著作權保護

要件之作品，因為其呈現於法律規範之不同屬性，而受到不同評價。依照

該作品法律屬性之強弱，本文提出之三段分類架構為： 
（一）強勢法律屬性（strong form）係指政府事前指定商業標準製定者為

正式承認之特殊目的機構，以制定特定之商業標準。 
（二）半強勢法律屬性（semi-strong form）係指著作品創作後，經過政府

採定為法律規定之一部分。 
（三）弱勢法律屬性（weak form）係指以法律資料方式提出參考意見。 
 
    本文之三階分類架構有助於分析所有私有標準進入公法規範領域之

問題。以美國會計標準為例，因為這類商業標準之複雜產生過程，提供說

明本架構之三種分類原則。具體而言，以美國之會計規則之制定者為例，

套用本文之三階分類架構，商業標準之法律屬性強度可分為： 

（一）強勢法律屬性：美國會計監督管理委員會（PCAOB） 

    現行通用之審計準則（GAAS）係由美國會計監督管理委員會（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PCAOB）所提出。PCAOB 係由美國

                                                       
6  行為人違法之裁罰包括：公司歸入權行使（disgorgement）、罰款、辭職、監禁等。參閱 Mark S. 

Beasley et al.,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 1987–1997, at 37–39 (1999) 
7  See Cunningham, Lawrence A., Private Standards in Public Law: Copyright, Lawmaking and the Case 

of Accounting. 104 Michigan Law Review 4 (Novem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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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創設並提供營運經費之非營利機構8。PCAOB 制定並修訂審計及相關

簽證準則、品質管制與職業道德規範，以供會計師事務所遵循。美國 SEC
有權核可會計準則之制定。 

（二）半強勢法律屬性：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 

    現行美國民間通用的財務會計準則是由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FASB）所發布。FASB 是由民間組

織財務會計基金會（Financial Accounting Foundation, FAF）選任其成員、

監督並提供資金以支應 FASB 之運作。FASB 是唯一經過美國 SEC 指定承

認並提供經費的組織，三十多年來通行的會計原則已被美國 SEC 採定為行

政法規9。 

                                                       
8  2002 年通過的「沙氏法（Sarbanes‐ Oxley Act）」，要求聯邦政府完全授權，新設立 PCAOB，此

成立於 2003 年 4 月的非營利性機構，宗旨在於確保財務資訊精確性及維持會計師之查核報告之

獨立性，其範圍涵蓋：會計師事務所之註冊登記（沙氏法第 102 條），且每年需檢送年報；制定

審計、品質管制與職業道德規範（沙氏法第 103 條）；設置檢查部門，以檢查會計師事務所是否

依規定執行業務（沙氏法第 104 條）；以及會計師懲處（沙氏法第 105 條）。為統理上述業務，

需相當之經費，因此沙氏法第 109 條明訂：第一年經費由美國 SEC 撥付，以後各年則由會計師事

務所（例如登記費、年費），及公開發行公司負擔（依前一年度平均月市值加權計算應分擔額）。

值得注意的是，PCAOB 所發布新的審計準則使適用於上市公司，對於非上市公司、非營利性組

織以及政府部門皆不適用。參閱陳曉珮，沙氏法案 2004 最新發展及其借鏡我國相關規範之探討，

證券暨期貨月刊，第 23卷第 3 期，頁 10‐13，2005 年 3月。另參閱 George I. Victor & Moshe S. Levitin, 

Current SEC & PCAOB Development, The CPA Journal (Dec 2004) 
9  FASB  所發布的會計原則適用對象是所有製作財務報表以對外部使用者公佈的實體，包括：上

市公司、私營企業以及非營利性組織，而不包括政府部門。政府部門所適用的會計原則是由美國

政府會計準則委員會（Government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GASB）所發布。GASB 主要目的

是發行政府會計準則公報，此外由程序規則也授權他發行政府會計觀念性和解釋公報。GASB 亦

為美國財務會計基金會（FAF）旗下單位，創立於 1984 年，所有委員由基金會選任，它也同時提

供所有 GASB 營運所需資金並執行監督 GASB 制定美國州與地方政府所需遵循相關政府會計準

則。其資金來源部分來自於所發行刊物，部分來自於政府、公共會計同業和財務團體。在 GASB

成立之前，另有全美政府會計諮詢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n Governmental Accounting, NCGA）

負責制定政府會計準則。GASB 取代 NCGA 後，原由 NCGA 制定的準則在尚未由 GASB 修正前，仍

然繼續有效。雖然 GASB 是一個純粹的民間組織，其所制定出來的公報卻廣為各州及地方政府遵

行，其權威性來源如下：（1）美國會計師協會（AICPA）在其 203 號行為準則（Rule of Conduct）

中規定，會計師接受政府機關委託，對其進行審計工作時，須審酌受查機關之會計處理是否符合

GASB 所發布的各項公報之規定；以及（2）美國多數州在其州法中明文規定州及地方政府機關之

會計處理須符合 GASB 公報之規定。參閱劉順仁主持，建立政府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可行性研究 ，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出版，2003 年，第三章美國州及地方政府會計準則制定機制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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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弱勢法律屬性：美國會計師公會（AICPA） 

    現行會計原則與審計準則是由美國會計師公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ICPA）所發佈10。AICPA 係通過 ISO-9001 認

證的非營利全國性自律組織，成立於 1887 年，由超過 33 萬執業會計師所

組成。AICPA 係美國發展會計準則的主要機構。至 1959 年為止，AICPA
的會計程序委員會（Committee on Accounting Procedures）共發佈 51 號會

計研究公報（Accounting Research Bulletins, ARB），其中建議某些準則與實

務操作。 

二、研究範圍與目的 

    本段之命題所涵蓋之廣，舉例而言，包括美國律師公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11所編著的《律師職業責任規範》（Model Code of Professional 

                                                       
10  See 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ICPA) website 

<http://www.aicpa.org>(2007/7/11) 
11  在美國數個全國性的律師公會中，創立於 1878 年的美國律師公會（ABA）是最著名的機構，

全美國近半的律師都是這個協會的會員。但是，美國律師公會實際上是一個私人機構，並未擁有

任何政府享有的公權力（government authority），但美國律師公會因擁有眾多美國律師，因此美

國律師公會對美國律師擁有高度的影響力。例如，美國律師公會出版律師行為模範文件（model 

documents），已成為美國律師職業倫理規則（ethical rules）的指南。 由於美國各州享有高度司

法自治，因此這些律師倫理規範模範文件僅具有建議性。美國各州的律師公會或法院可以自行決

定是否採用或修改美國律師公會法發行之律師行為模範文件內容，或是完全不採用。而州一旦決

定採用，即使美國律師公會前後出版的版本有明顯的增修，各州仍能自由決定要採行哪一個版

本。各州的司法部門均以律師職業倫理規則來規範州內律師的執業行為準則。這些實體法規多採

擷美國律師公會出版的律師模範職業倫理規則。評述 ABA 出版的法律人員行為模範法規的主要

書籍有以下三本:  《The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of 1983》；《The Model Cod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of 1969》；和《The Model Code of Judicial Conduct》。參閱李禮仲，美國

法律專業人員之倫理規範，國政研究，財金 095‐001 號，財團法人國家政策基金會出版，2006

年 2 月。<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FM/095/FM‐R‐095‐001.htm>(200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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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ility of 1969）12，該規範經過許多州的最高法院採用；以及北美

能源標準委員會（The North American Energy Standards Board）13所發布的

行業標準，該標準經過聯邦能源管制委員會（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FERC）14採用，制定成行政規則15。  
 
  本文建立的著作權認定之調整，為提供使用商業標準前之必要程序。

否則，使用者將面臨相當程度的困擾。以會計標準為例，僅有最簡單明瞭

                                                       
12  美國律師公會於 1908 年出版第一本律師模範職業倫理規則，稱為《律師職業倫理規範》（The 

Canons of Professional Ethics），以阿拉巴馬州律師公會於 1887 年所訂定的《倫理準則》（Code of 

Ethic）為範本。在歷經數年的研修後，ABA 又於 1969 年提出新的規範，稱為《律師職業責任規

範》（The Model Cod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of 1969）。在新的規範提出後不久，美國所有已

採行律師模範職業倫理規則（通常會修改一部分）的管轄法院全面跟著採行新的律師職業責任規

範（通常會有所變更）。 在 1983 年，ABA 再次提出新的編修版本，稱為《律師行為規範》（The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of 1983）以取代 1969  年的律師職業責任規範，美國律師公會並於

2002 年 2 月 5 日修改《律師行為規範》。目前為止，全美大約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州管轄法院採用

美國律師公會最新編修的版本。實務上，各州在採行美國律師公會之建議時，亦並非全盤接受，

而會自行做些修正，以適合各州之需求。無論各州是採用 1970 年版或 1983 年版或者是摻雜著並

用，只要是在美國執業的律師都必須遵守其所執業的州的律師執業行為準則的規範。若律師違反

律師倫理規則，則會遭致來自州律師法院的紀律懲戒。同前註。 
13  北美能源標準委員會（North American Energy Standards Board）可視為能源產業溝通平臺，致

力於發展以及推款其所制定的能源標準，以期提供零售及批發天然氣與電力市場的運作規則，並

受相關產業的企業團體、消費者、參予者以及管制機關的承認。See North American Energy 

Standards Board website <http://www.naesb.org/>(2007/5/19) 
14  美國有關天然氣事業營運方面，諸如申請管線的建設及路徑、證照，甚至價格等規定，在涉

及跨州設立天然氣事業時，由美國聯邦能源管理委員會（FERC）管理，而只在各州內設立天然氣

事業時，則由州政府管理。天然氣輸儲流程各項設備設置之規範，於安全及技術（含檢測）係依

照聯邦法規（49 CFR Part 191~193），在安全方面的規定除 CFR（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本文

及附錄中有明文規定外，也納入美國民間經聯邦認可之組織所訂定之規範，例如 NFPA（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59A、NFPA 70。在技術規範方面如管線、設備、儲槽的設計則納入認

可之民間組織所訂規範，如 ASME（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API（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ASTM（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ASCE（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AGA（American Gas Association）、ANSI（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等規範。參閱蔡黛華，馬志明、徐啟銘合著，美日台天然氣輸儲設備申設規範探討，瓦斯季刊，

2003 年 10 月。<www.rocga.org.tw/gas/2003‐10/2 瓦斯季刊‐他山之石.pdf >(2007/5/19) 
15  See Standards for Business Practices of Interstate Natural Gas Pipelines, 61 Fed. Reg. 39,053 (July 17, 

1996) ; also, Standards for Business Practices of Interstate Natural Gas Pipelines, 61 Fed. Reg. 19,211 

(May 1,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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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可以免費的從網路下載16；其他部分則需向標準制定者支付費用。

基本上，使用者必須取標準制定者的許可並繳費後，才得以複製文件。若

使用者不遵循此授權管道，則將面臨著作權侵權法律訴訟的威脅17。 
 
    由此推知，商業標準制定者設定繁雜且高額代價的程序，以及缺少前

案所造成法律訴訟上的不確定性，此制度的設計為專業或法律使用者設下

高度門檻，更遑論是想延伸該商業標準的創作者。以會計原則的商業標準

為例，美國國會在2002年通過的沙氏法（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成

為提供PCAOB以及FASB全額經費的重要依據，排除AICPA發布會計標準

的權力，賦予PCAOB制定審計及財會準則的權力，為提升會計師的簽證品

質，作風強勢的PCAOB也在成立後一年陸續發布第1號、2號及3號審計準

則，要求查核公開發行公司之會計師遵行18。由上述制度的改革以及衡量

會計標準法律定位對於使用者的影響，將彰顯本文評斷著作權架構之價

值。此外，以本文所舉會計標準最能彰顯被政府採定為法規之商業標準，

而在此標準之規範範圍日漸擴張的趨勢下，本文之分析可以有效釐清錯標

準制定者如何在複雜公共政策下運籌帷幄、利益交換之情形。 

三、著作權之保護範圍 

    從著作權法之發展觀之，著作權的保護範圍以核心理念為樞軸而逐漸

擴張19。所謂的核心樞軸包括：著作權不保護構想（ideas）以及事實呈現

（facts），因此發展出所謂的「構想表達二分法」（idea-expression dichotomy）

                                                       
16  See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website <http://www.fasb.org>(2007/5/17) 
17  以筆者所參考的文章為例，Cunningham教授向會計標準制定機構尋求其許可，以複製< Law and 

Accounting >一書的資料，做為法學院的上課教材，以及將來出版之著作部分內容。經過三個月

的等待時間後，Cunningham 教授盼到了作者許可，以及 3,000 美金使用費的通知。Cunningham

教授重金聘用的著作權律師辯建議繳費了事，亦或是不理會該通知，直接將其著作發表，並以其

所建立衡量著作權標準的架構做侵權訴訟之抗辯理由。幾番思量後，基於規避風險的考量，作者

決定支付費用，並以學術研究者之身分，為文探討這其中的法律問題。作者推測，這並非事前無

古人，後無來者的案例，他並舉出其他的起義戰友：Paul B.W. Miller & Paul R. Bahnson。Mill  與

Bahnsony 在一篇文章中提及 FASB 所發布的會計準則以及其出版品，已經是實質上的定義了實務

上的法律限制。因此，這些準則屬於是公共記錄（public record），而必須讓所有使者即刻便可取

得。而 FASB 其中一項業務就是販售這些會計標準，這將使得使用者複印期出版物摘要時，還需

要向 FASB 支付許可費。參閱 Miller, Paul B.W. & Paul R. Bahnson, Funding FASB, Acct. Today, June 17, 

2002 轉引自前揭註 7。 
18  See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 Pub. L. No. 107‐204, § 109, 116 Stat. 745 (2002)   
19  See Vaidhyanathan, Siva, COPYRIGHTS AND COPYWRONGS: THE RI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HOW IT THREATENS CREATIVIT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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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類似的「構想與表達合併原則」（merger doctrine）20；此外，在特

殊案件中有關著作類型、重製行為以及市場等等因素下，可以主張「合理

使用」（fair use）21。 
 

就前者「構想表達二分法」而言，係指構想的表達方式與呈現才是著

作權法的保護標的，但是單純的構想則不屬之。與此概念相似的是，辨別

事實呈現以及其表達方式的區分。單純的二分法造成實務上判斷的灰色地

帶22；而再加上著作權的合併原則後，構想與表達的分界則是更加難斷。

換句話說，當某構想的表達方式只有一種或是極少數的情況下，便不論構

想與表達的區別。因此，當區別構想與表達的分界變得是如此難斷，以致

於二分法與合併原則逐漸同步23，成為一個概念，所以，著作權法便將合

併構想與表達後之標的，將其視為構想，不是表達，非著作權法所欲保護

之標的。 
 
  儘管構想與表達二分法以及合併原則在個案運用上引起分類爭議24，

但討論到混合構想與表達合併後編為法律規範的商業標準，爭議難度便大

為降低25。在著作權法的規範下，一個構想可以多種方式表達詮釋之。但

是當政府機關決定以特定的表達方式以闡述某構想，並以法律制裁驅策人

民遵從時，人民就只能依照某法律規範的內文所規定之方式，作為唯一表

達某概念的合法工具。另一方面，著作權法不認為構想具有財產利益。與

此相類似的概念是著作權法不保護事實呈現，而採編為法律規範的商業標

準就是一事實呈現。 
 
                                                       
20  17 U.S.C. § 102(b); see also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v. Nation Enters., 471 U.S. 539, 547–48 

(1985). 
21  17 U.S.C. § 107; see also Campbell, aka Skywalker et al. v. Acuff‐Rose Music, Inc., 510 U.S. 569 

(1994) <http://supct.law.cornell.edu/supct/html/92‐1292.ZS.html>(2007/7/12) 
22  Baker v. Selden, 101 U.S. 99 (1879); Nichols v. Universal Pictures Corp., 45 F.2d 119, 121 (2d Cir. 

1930), cert. denied, 282 U.S. 902 (1931). 
23  Morrissey v. Procter & Gamble Co., 379 F.2d 675 (1st Cir. 1967). 

<http://www.law.cornell.edu/copyright/cases/379_F2d_675.htm>(2007/7/12) 
24  參閱本節討論之 Veeck v. Southern Building Code Congress International, Inc（2002）案，Wienerz

法官在不同意見認為構想與表達二分法以及合併原則是作為權衡競爭政策目標的法律分析核心

理論，而非只是獨立的分析工具；亦參閱 Karjala, Dennis S., Distinguishing Patent and Copyright 

Subject Matter. 35 Conn. L.Rev. 439, 501 n.251 (2003) 

<http://homepages.law.asu.edu/~dkarjala/Articles/ConnLRevArtFinal2003.htm>(2007/7/12) 
25  同前註，Veeck 案，頁 800‐801。Veeck 案多數意見的看法是，當商業標準被編定為法律規範

之後，該規範變成為構想，或是事實呈現，而不受著作權法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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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合理使用原則又以下述因素，進一步限縮著作權的保護範圍26： 

（一）著作類型 

    舉例而言，在小說類型著作的重置行為案件中，主張合理使用的成功

機會顯較重製事實呈現著作案件渺茫。商業標準基本上屬於前述之事實呈

現著作。當商業標準備採定編制為法律規範後，該法律上標準便屬於是事

實呈現。 

（二）重置行為的目的 

    最明顯的例子是將他人著作複製後，當作是自己之著作來使用。此

外，將他人著作複製後以極低的價格銷售，以及節省相關的前置成本費用

亦為常見。上述案件行遷涉到商業標準後，不論是基於行政管制目的或是

遵循法規義務，皆提供重製者經濟上誘因從是前述拷貝27。 

（三）複製行對該著作所在市場之影響 

    公共政策假設設市場運作活絡，因此構想之表達將催生更多的構想產

生，而符合社會最大利益。構想間的競爭以表達方式優異者在市場上存

留。舉例而言，從購併案件中的會計報導到蛋糕食譜等等，市場上一直在

尋找最合適的表達方式。而市場願景需要上看到多遠則是未定論，但這不

影響標準制定者互相競爭，以訴求政府機關採定其所起草的商業規範。標

準制定者所競爭的不是以最佳構想、亦非最適當的表達方式，而是最廉價

傳播構想的方式。著作權法所賦予的獨佔性定價將會在競爭過程中對社會

帶來負擔。儘管過去聯邦上訴法院的判決並無完整地建立一套判斷基準，

但學者以及其他法院皆嘗試個案中判斷最適當的著作權保護範圍爭議問

題28。 
 
  前述判斷著作權保護範圍的論述，以及判斷原則提供解決爭議的方法

以及說明其本身運用上的限制。著作權法對商業標準的保護範圍較狹隘，

但確實存在於範圍之內，其所提出的判斷架構可確實提供未來爭端解決的

法律基礎29。法院所提供的多事後紛爭解決途徑，而事前指導方針卻受限

                                                       
26  17 U.S.C. § 107 
27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v. Texaco Inc., 60 F.3d 913 (2d Cir. 1994) 

<http://www.law.cornell.edu/copyright/cases/60_F3d_913.htm>(2007/7/12) 
28  參閱 Veeck 案，頁 817。第四個合理使用的考慮因素為重製部分佔全部著作的比例。該因素主

要是反應衍生性著作的政策考量。 
29  前述判斷法理分析亦可適用在政府採定私人草擬商業規範成為法律規定時的徵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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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司法機關在制度上的限制而無法提供30。此外，學說上所提供的強制授

權條款以及強制提供使用的法律規定，亦超乎法院的權能範圍範31。除了

聯邦法院在政策制定上的權能限制外，聯邦法院在類似個案判斷上，亦未

以理論觀點建立著作權法對商業標準成文法化的保護範圍。綜上所述，本

文便嘗試以著作權法的法理基礎建立一套判斷框架。 

四、三段分類架構之理論基礎 

    本文所建立的判斷架構並非綜合所有著作權法的法理基礎，而是以三

個主要的學說以表達此概念： 

（一）促進科學發展的公益目的 

  儘管從自然法授予作者有關製造以及散佈重製品的權能32，美國著作

權法奠立的基礎係由美國憲法賦予美國國會制定著作權法促進科學發展

所致。換言之，著作權法的基礎是提供知識以供大眾學習33。由此推之，

著作權法創造出誘因以激勵民眾創作，是美國著作權法發展的理論基礎以

及其手段34。儘管如此，著作權法在發展上卻是在兩難中困惑，是以提供

誘因以促使更多的創作產生為優先，或是以構想的散佈做為最主要目標
35。著作權法的發展是僅是促使公益最大化，而非私益36。然而上述說法仍

非不可推翻之論見，但其所傳達以公共利益優先的意念，在本文命題中表

達無遺。本文所要澄清的是，當私人草擬的商業標準備採編為法律規範之

後，並非當然成為公共領域的作品，而喪失著作權法的保護。這就是為學

                                                       
30  由本文所討論的案例觀之，法院在運用類似的判斷架構時可能會採取不同的權衡原則。例如

Veeck 案法院的判斷分析就與 BOCA 案、CCC 案以及 PMIC 案有所不同。這就是為何需要有一套事

前指導原則做論理基礎。 
31  著作權立法上越來越多是由行政或是立法上提供法律規範補充，較少是以司法判決方式為

之。See Joseph P. Liu, Regulatory Copyright, 83 N.C. L. Rev. 87 (2004)   
32  See Ginsburg, Jane C., A Tale of Two Copyrights: Literary Property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and 

America, 64 Tul. L. Rev. 991 (1990)   
33  參閱美國憲法第 1 條第 8 項第 8 款（U.S. Constitution art. I, § 8, cl. 8） 
34  Wheaton v. Peters 33 U.S. (8 Pet.) 591, 644 (1834). 
35  Twentieth Century Music Corp. v. Aiken, 422 U.S. 151, 156 (1975) 

<http://supreme.justia.com/us/422/151/ >(2007/7/12) 
36  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464 U.S. 417, 429 (1984) 

<http://supreme.justia.com/us/464/417/case.html>(200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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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支持Veeck v. Southern Building Code Congress International, Inc（2002）37

案的多數意見，同時亦提及Wiener法官在不同意見書的分析推論。 

（二）誘因理論 

  承前述之討論，著作權法發展上一再討論的主題之一，就是平衡相互

競爭的公共政策考量，即著作權法所提供鼓勵創作的動機因素。誘因功能

在著作權法發展上占有重要地位，儘管曾有爭議提出證據說明著作權法所

提供的誘因的做法，對於生產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較鼓勵創作的目標為必

要38。對標準制定者而言，誘因理論須要做適度的修正以避免市面上出現

過多的商業標準，商業標準過量生產所伴隨的使用要求及遵從成本會產生

相當的社會成本。重質不重量是制定標準的基本原則。以會計原則為例，

現有證據便顯示現有會計標準尚稱不足，但會計標準的數量卻顯過多39。

目前困境的產生並非完全就歸咎標準制定者過度主張其著作權以及對權

利金及授權金的索求所致。但可以推知的是，對標準制定而言，標準的最

適品質要求不亞於著作權以及銷售布局。 

（三）鼓勵衍生著作的創作 

    與標準有關的第三個著作權理論基礎顯示於標準著作的累積改善。著

作權法鼓勵衍生著作的創作40，給予此類型著作法律保護。由此推論，著

作權法一方面提供誘因予現有作者從事創作，另一方面對現有著作的保護

對未來作者而言，基於先前著作從事改善的動機卻相對減少。著作權保護

的兩面刃，引發激烈的爭辯，例如論者便主張美國憲法修正案對言論自由

的保障，以挑戰著作權法對衍生著作的保護41。又以莎士比亞對先前無數

                                                       
37  Veeck v. Southern Building Code Congress International, Inc., 293 F.3d 791 (5th Cir. 2002) (en banc), 

cert. denied, 539 U.S. 969 (2003) 

<http://www.law.cornell.edu/copyright/cases/293_F3d_791.htm>(2007/7/12) 
38  See Moore, Adam 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ogress: The Case Against 

Incentive Based Arguments, 26 Hamline L. Rev. 601, 619 (2003)   
39  會計師指出目前過多的會計標準需要遵循以超過標準所能負荷。See The FASB Addresses 

Standards Overload through New Projects, The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Report, Feb. 28, 

2002, at 5; See also Grossfeld, Bernhard, Global Accounting: Where Internet Meets Geography, 48 Am. 

J. Comp. L. 261, 294 (2000)。另一方面，以目前過於密集且法令繁雜又無效率的會計規範觀之，便

顯示出現有會計標準的品質還不到位。See Bratton, William W., Enron, Sarbanes‐Oxley and 

Accounting: Rules Versus Principles Versus Rents, 48 Villanova Law Review 1023 (2003)   
40  17 U.S.C. § 106(2) 
41  See Tushnet, Rebecca, Copy This Essay: How Fair Use Doctrine Harms Free Speech and How Copying 

Serves It, 114 Yale L.J. 535, 551–56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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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出版的劇本從事改編的例子觀之，便是提供保護衍生著作的有力依

據。 
   
  就商業標準而言，著作權法所提供之保護範圍時不應該擴張到對衍生

著作的絕對控制，而應該對衍生著作的提供保護，允許第三人就現有商業

標準從事逐步改善。如此一來，始可彰顯著作權為促進公共利益的精神，

以最適切的表達方式競爭過程鼓勵構想的大量產出。然而，取捨過程中有

許多變因考量，例如商業標準的複雜程度以及更新及時性等等。換言之，

不需有過多改良的商業標準，對衍生著作的保護程度更加提升；對有改良

或更新需要的商業標準，則以較低程度保護衍生著作，以及對第三人更低

的使用要求。前述分析可以適用於所有商業標準的案例，不論是否被採編

為法律規範。就已被採定為法律規範的商業標準而言，若該規範需要漸進

式的改良或更新，則有關該規範的著作權保護標準將讓渡出去。 

（四）小結   

  本文所提出的三階段分類架構可更明確的說明上述推論。「強勢法律

屬性模式」的商業規範有高程度的品質要求，因此對於第三人免費使用以

從事改良的衍生創作要求便高；相對之下，「弱勢法律屬性模式」的商業

標準，則對衍生著作的保護門檻變高；而「半強勢法律屬性模式」則依情

形判斷之。具體而言，經由本文所提出的架構，著作權是否存在於商業標

準著作的判斷原則為： 
（一）強勢法律屬性模式：非著作權之保護範圍。換言之，PCAOB制定並

修訂審計及相關簽證準則、品質管制與職業道德規範並無著作權保護。 
（二）弱勢法律屬性模式：經由強制授權以及廣義合理使用方式，取得著

作權法保護資格。換言之，AICPA因為其資格認定方式，其所制定之會計

原則與審計準則仍享有著作權保護； 
（三）半強勢法律屬性模式：分情形論述。當商業標準的作者、著作本身、

複製者以及與政府關聯性越趨近於強勢模式，則不屬於著作權保護範圍。

例如FASB極大部分的著作，無著作權。 

貳、法律文件非著作權之保護標的 

  本文所探討商業標準成為法律規範後之著作權問題，目地係回應著作

權法理之一：法律文件（legal materials）不得為著作權之保護標的。規範

商業標準的著作權法理具有以下特點：存在稀疏性、本質上互相衝突以及

特殊規範目的性。 

一、羅馬法之觀念 

  早在羅馬法時代，以法治為基調的公民社會，其中的一項支柱就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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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使用（free access）法律資料（public access to legal materials）42。這個

古老的觀念早在十九世紀中期就被納入美國法制規範。美國聯邦最高法院

在一系列的案例中，宣判司法意見（judicial opinions）不得作為著作權法

的保護標的43。該等案件之法理係司法意見是具有拘束公民法律效力，因

此必須是讓所有民眾自由使用，稱之為「公共領域理論」（public domain 
rationale）44。另外，亦有法理認為法官不需要有任何誘因去創作並寫出法

律意見書，因為這類司法文件的製作就是法官職務的重要任務，稱之為「誘

因理論」（incentives rationale）45。誘因理論亦可適用於立法者的立法任

務，因此立法文件亦非著作權的保護標的46。上述兩理論對所有司法判決

書以及構成法律規範之法律一體適用，不論是聯邦法或是州法47。本段所

討論的法律指的是廣義法律，包括行政機關48以及地方政府部門49所公佈的

行政規則及法規命令（regulations and rules）。 
 
  美國國會將上述古老的法理編纂於1976年著作權法，該法讓渡美國政

府所著作的所有文件之著作權主張50。然而須注意的是，該法並不要求其

                                                       
42  See Stein, Peter, ROMAN LAW IN EUROPE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4. 
43  Wheaton v. Peters, 33 U.S. (8 Pet.) 591, 668 (1834) 

<http://supreme.justia.com/us/33/591/case.html>(2007/7/12); See also Banks v. Manchester, 128 U.S. 

244, 253 (1888)< http://supreme.justia.com/us/128/244/>(2007/7/12) 
44  See Patterson, L. Ray & Craig Joyce, Monopolizing the Law: The Scope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Law Reports and Statutory Compilations, 36 UCLA L. Rev. 719, 728‐49 (1989) 
45  County of Suffolk, N. Y. v. First American Real Estate Solutions, 261 F.3d 179, 194 (2d Cir.2001); 

Practic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orp. v.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21 F.3d 516, 518 (9th Cir. 

1997), amended by 133 F.3d 1140 (9th Cir.), cert. denied, 524 U.S. 952 (1998). 
46  See Nash v. Lathrop, 142 Mass. 29, 6 N.E. 559 (1886) 

<http://www.massreports.com/about/historical.htm>(2007/7/12) 
47  Supranote 43 
48  See Federal Register Act, 44 U.S.C. § 1507 (2000); See also Atkins v. Rivera, 477 U.S. 154 (1986) 

<http://supreme.justia.com/us/477/154/>(2007/7/12) 
49  Supranote 45, County of Suffolk Case at 179 
50  參閱 1976 年美國著作權法第 105 條（17 U.S.C. § 105）。另，同法第 101 條定義「美國聯邦政

府著作」為  “a work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s “a work prepared by an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s part of that person’s official duties.”  。其中之法理在於政府著作

物是基於司法文件與立法文件非著作權保護標的的概念延伸，因此不同意政府著作物對民眾作重

複收費。稱之為「政府著作理論」（government works doctrine）。See Landes, William M. & Richard 

A. Posner,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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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政府單位亦須放棄其著作權主張51，且此法理亦非自動延伸到聯邦政府

委託獨力承攬人52完成的專案。換言之，著作權法的立法歷史提供聯邦政

府判斷著作權是否存在之方向。 
 
  從立法資料可推知，是否給予著作權的保護判斷邏輯是：當委託機關

可以完成獨立承攬人之作品的情況，給予該作品著作權的保護是不妥當；

但若排除著作權保護適格將造成不公平待遇情況、或危害某重要著作的發

表時，給予著作權保護則屬合理53。 
 
  本文將處理的爭議就是權衡是否回應一般民眾自由使用政府作品的

需求，亦或是尊重個人創作的著作權保護需求。綜上所述，當政府除彰顯

著作權保護的方法外，沒有其他辦法引導個人創作特定作品時，這時給予

該作品著作權之保護便是有理有據的作法54。 

二、當代標準 

  當代法律文件的產出日益倚重非政府部門的標準製定者，這類型的作

品經過立法機關、行政機關、法院以及其他政府部門採定為規範依據55。

若以羅法馬的觀點來檢視這類作品，則不若判定立法文件及司法判決為不

受著作權保護範圍般清晰，並非立即可清楚斷定這類作品是否為著作權法

的保護標的。這類作品不似前述立法文件及司法判決，可藉由公共領域理

                                                       
51  詳見前揭註 47。此外，在 2003 年美國國會讀案議程中的「資料庫及資訊收集濫用法案」

(Database and Collections of Information Misappropriation Act)  就明確的排除聯邦政府、州政府以

及地方政府機關著作物的著作權主張。See H.R. 3261, 108th Cong. § 5(a) (2003). 
52  獨力承攬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依據美國國稅局提供的判斷原則是，付款人有權管控

或是指示承攬人的作品成果，而對承攬人完成作品之方法或工具並無權力作指示。參閱，美國國

稅局，比較員工與獨立承攬人之說明， 

<http://www.irs.gov/businesses/small/article/0,,id=99921,00.html> (2007/5/18) 
53  See H.R. Rep. No. 94‐1476, at 59 (1976), reprinted in 1976 U.S.C.C.A.N. 5659, 5672。從立法史的資

料可當作是聯邦政府單位以及美國國會的指導原則，但不及於司法機關對法律的解讀。此外，該

立法資料亦可當作是聯邦立法政策，所以對以之作為解讀相關政策問題是屬於合理的做法。 
54  Supranote 45, County of Suffolk Case at 194. 
55  參閱 1995 年《美國國家技術移轉與升級法案》（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Advancement 

Act of 1995）, Public Law No. 104‐ 113, 110 Stat. 775 (1996)；美國白宮預算與管理局之《第 A‐119

號行政通告》（Circular A‐119）63 Fed. Reg. 8545, 8555 (Feb. 19, 1998)；以及美國國家標準協會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宣稱美國國會政策對聯邦政府機構在標準化制定的

領用擁有極大的影響力。See Significant Federal Laws and Policies, ANSI website 

<http://www.ansi.org/government_affairs/laws_policies/laws.aspx?menuid=6>(200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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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或是誘因理論作為否准著作權保護的理論依據。即便是以利益權衡的觀

點，來審視這些由獨立承攬人提供給政府機構作品的自由使用是否合適，

亦不得有效的解決問題。 

（一）半強勢法律屬性模式之商業標準 

  舉例而言，聯邦第五巡迴上訴法院之Veeck v. Southern Building Code 
Congress International, Inc（2002）56案中有關市政府採用私人機構擬訂的

建築法規（building code）成為法律規範一部分的例子，便彰顯本節命題

爭議所在。本案由八位上訴法院的法官全體列席審理，宣判以立法形式採

定建築編碼標準為規範依據，便是將商業標準置於公共領域，理所當然不

得為著作權法的保護標的。其中有六位列席法官提出不同意見，強調應重

視誘因理論對以後類似作品的影響。基本上列席法官皆承認對方所主張的

爭論：不同意見論者認為本案並不涉及正當程序（due process）57或自由使

用之問題，因為使用者並非列為被告，其行為亦無違反任何法律；而多數

意見則是認為誘因理論不會因為本案判決而造成影響，因為本案標準製定

人的動機就是希望其所擬定的建築標準備採定為法律規範58。 
 
  本案之另一爭點在於上訴法院做為調停者的角色適當性，因為本案涉

及的是公共政策議題，探討的是複雜公共政策中的新興法律爭議，影響層

面深遠，而非僅止於法理之釐清。由此推知，儘管所有列席法官都接受公

共政策需以公共領域理論檢視，而非誘因理論審查該標準著作物，他們仍

強調政策目的之影響。 
 
  本案系爭標準是經由正式立法採定（adopted）為法律，而非透過司法

意見（passing）形式，再加上該商業標準公佈後才通篇變成為法律規範的

因素，因此處理上更顯棘手。前述所謂通過採定為法律的形式，比起加註

司法參考意見於專業標準的作法，是多數列席法官所不認同的作法；而後

者的作法，在建築編碼標準採定為法規後所不免危害著作權法的誘因法

理，亦令不同意見法官難以接受。綜上兩方見解所述，由本案多數意見可

                                                       
56  除本案外，只有另外三件案件到達聯邦巡迴上訴法院的審理階段，但四件案件皆未達最高法

院的審理層級。參閱本節以下之討論。 
57  美國憲法上所稱的正當程式包括程序上之正當（procedural due process）與實質上正當

（substantive due process）。前者主要在處理國家於限制人民權利時，應進行何等程式始為正當。

後者則為法院如何審查法律內容，以確保公平，諸如該法律是否為達成立法目的有效手段，內容

是否明確等。參閱湯德宗，具體違憲審查與正當程式─釋字第 535 號解釋的續構與改造，憲政時

代第 29 卷第 4 期，2004 年 4 月。 
58  Supranote 37, at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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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知以加註司法意見於商業標準的作法，並不會對標準法規造成有損著作

權保護的效果；此外，本案的不同意見亦認為當案件涉及正當程序議題

時，以事前正式形式指定某私人組織草擬具有法律拘束力的商業標準的作

法，將嚴重影響著作權的價值。 
 
  茲此，本文提出三階段分類架構，做為歸納法則的評斷準則。分類架

構將採定為法律規範的商業標準分成三類，以其法律屬性的強弱，分為：

強勢法律屬性模式、半強勢法律屬性模式、以及弱勢法律屬性模式。以歸

納之觀點，該架構是從解讀法院判決意見所推演得知；以建立規範的觀

點，本架構提供公共政策決策過程利益權衡的考量因素，包括：作者的身

分、著作的本質、重製人的身分以及其屬性，以及政府機關與作者、著作、

重製人間的關聯性。 
 
  舉例而言，半強勢法律屬性模式的商業標準，如本段Veeck v. Southern 
Building Code Congress International, Inc（2002）案，是經過立法機關以正

式立法程序將某商業標準製定為法律規範。參照該案法院提出分歧的觀

點，本段命題呈現相當複雜性待釐清。具體而言，作者可能希冀其創作之

標準被採納為法律規範，亦或是相反的期望；該作品亦可能具備被編纂為

法律規定的特性，亦或是不具備該特性；政府機關亦可能採取通篇採用，

亦或是部分採用。 

（二）弱勢法律屬性模式之商業標準 

  所稱弱勢法律屬性模式的商業標準，是指該標準以參考意見的形式成

為法律規範依據，換言之，是法院採定某具有權威性的資料當作是衡量被

告是否侵害著作權的證據。當法院判決書提到ABC電視網影集「實習醫生」

（Gray’s Anatomy59），當作是界定外科醫生是否符合注意義務的標準時，

並不存在有侵害該著作權的事實60。作者與著作本身獨立於政府行為之

外，且政府使用行為存在於不連續狀態。在這情況下，並不需要以否認著

作權存在，主張是正當程序的方式來處理，因為提出呈現在司法參考意見

的文字，並不是對全體或某事前特定類別的民眾具有法之拘束力，而只是

做為司法個案裁量的評斷依據。若認為這種在司法案件中使用著作權是屬

於侵害著作權的行為，則就整體而言，將破壞著作權制度的存在，並將抹

煞著作權法所提供的誘因動機。就本段所述的分類而言，其目的及間接的

                                                       
59  See Grey’s Anotomy website <http://abc.go.com/primetime/greysanatomy/index>(2007/5/18)   
60  See Freshwater et al. v. Scheidt et al., 714 N.E.2d 891, 896 n.2 (Ohio 1999) 

<http://www.morelaw.com/verdicts/case.asp?n=11%2D96%2D10+&s=OH%20%20%20%20%20%20%

20%20&d=8656>(200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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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形式，就如同法律規範架構的存在。傳統法學上所承認的司法參考意

見之重要性，存在於其權威性的地位以及提供民眾自由使用之特性。職

此，本段分類所述的商業標準體系日漸擴大觀之，上述之特點對社會重要

性日益增加，因此有必要確保這類型的商業標準能經由正式程序提供給其

影響所及的所有民眾。 

（三）強勢法律屬性規範的商業標準 

  強勢法律屬性規範的商業標準，可以行政法上權限委外61的概念做比

擬，係指政府機關指定特定商業標準制定者完成該主管機關權限內的立法

任務。與弱勢模式不同之處在於，強勢模式採取直接對外委託完成立法任

務，受託人擬訂出的商業規範將對相關業者具有拘束力；與半強勢模式不

同之處在於，強勢模式的特點不符合著作權法理之誘因理論。儘管目前在

此分類的實例尚屬少數，但可預期公共政策將對這類型立法方式的偏好將

日益增加62。強勢模式對明顯的外觀就是其所擬定的商業標準建立該領域

的規範體系，不同於弱勢模式以司法參考意見加註的形式，提供司法個案

                                                       
61  權限委外的概念，可參閱我國行政程式法第 16 條第 1 項：「行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

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理。」、訴願法第 10 條：「依法受中央或地方機關委託行使公權

力之團體或個人，以其團體或個人名義所為之行政處分，其訴願之管轄，向原委託機關提起訴

願。」、行政程式法第 2 條第 3 項：「受託行使公權力之個人或團體，於委託範圍內，視為行政

機關。」、國家賠償法第 4 條第 1 項：「受委託行使公權力之團體，其執行職務之人於行使公權

力時，視同委託機關之公務員。受委託行使公權力之個人，於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時亦同。」舉

例來說，海基會受行政院大陸委員會之託，辦理「遣送大陸偷渡客」或「大陸文書驗證」事宜。

就海基會的處分，受處分人不服時得向陸委會提起訴願，若再不服陸委會的訴願決定時，則得以

海基會為被告，提起撤銷訴訟（行政訴訟法第 25 條：「人民與受委託行使公權力之團體或個人，

因受託事件涉訟者，以受託之團體或個人為被告。」）此外，尚須注意行政程式法第 16 條第 2

項之規定，應將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劉宗德，行政法講座(上)—

行政法學方法論，日新，第 3 期，2004 年 8 月。

<http://www.knu.edu.tw/content/news/0512/051212/102‐109.pdf >(2007/5/19) 
62  承第二章第四節之討論，例如成立於 1901 年之國家標準和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便係由美國商務部所設立之非管制性的聯邦機構，目地係提升

各領域的行業標準，NIST 網頁上的資料宣稱為公共資訊，民眾得以散佈或複製。相對地，聯邦

法規亦要求由政府機關所草擬即將採定為行政規則的行業標準，須公佈在國家技術資訊局

（National Technical Infirmation Service, NTIS）網頁上。NTSI 係美國商務部所屬官方出版與發行機

構，係美國政府最大的綜合性資訊中心，於 1946 年成立，自 1970 年改用現名。NTSI 設在維吉

尼亞州，與美國 70 多個政府情報中心合作，負責收集、出版、發行政府機構主持研究的科技文

獻以及外國官方科技文獻的翻譯工作。1985 年，累積彙集的文獻量已超過 200 萬種，年度出版

圖書與文獻約 7 萬種，期刊 80 種，出版物年度發行量 600 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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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過失或是其他違法行為的評斷準則。因此，在該商業規範影響所及者都

需要對該商業標準具有一定程度的認知。就上述的推論可知，強勢模式所

提出的商業標準，實質上就是法律。 
 
  綜上所述，強勢模式的特色是正式的立法與行政委外的程序，指定特

定組織成為正式具有法拘束力的標準擬定人，因此，該組織不需著作權法

理所提供動機，即有理由從事創作。從強勢模式中的幾組變因觀察，可以

推測公眾政策決策過程誘因理論以及自由使用需求的權衡取捨。 

（四）小結：三段分類架構之自由使用與誘因動機之關係 

  利益權衡的爭議存在於取捨正當程序亦或是自由使用，以及評斷誘因

理論對商業標準著作的影響。理論上，弱勢模式存在有強烈的誘因動機；

強勢模式則是建立在對使用者自由使用的基礎上；而半強勢模式則是包含

兩者理念。參考以下圖3-1以瞭解標準是授予著作權保護之自由使用與誘因

動機之關係。 
 

 
            【圖3-1】三段分類架構之自由使用與誘因動機之關係圖 
 
  至於作者身分以及著作本身的討論，弱勢模式的商業標準著作人之作

品出發點並不是寄望該標準承為該特定行業的遵循依據，由此觀之，非著

作權的誘因動機便顯不彰。而由使用者身分觀之，弱勢模式下的商業標準

使用人可能是因為隨機因素所影響，因此自由使用的功能就不是要求重

點；相對之下，強勢模式下的商業標準影響所及於某特定行業，因此自由

使用的需求程度便高。最後，有關政府關聯性與前述因素的討論，可推知

強勢模式 

半強勢模式 

弱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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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政府欲執行其立法權能時，便屬於是強勢模式的商業標準；弱勢模式下

的立法目的便不明顯。 

參、司法判決之發展 

    綜上所述，本段所描述的三段分類架構是建立在現行不連續司法判決

法理以及特殊個案之推論63。美國最高法院目前並未針對納入法律規範之

私人擬撰商業標準的著作權爭議表明立場。目前的資料只找到四個聯邦巡

迴上訴法院的案例討論本文命題。其中三個判決不認為納入法律規範的作

法有損著作權之基本原則，而只有Veeck v. Southern Building Code 
Congress International, Inc.（2002）案屬於不同看法，且該案是目前最新的

案例64。 
 
    從司法案例之評析可從中擷取出本命題的基本判斷因素，本文將在以

下進行更深入的解析與探討。以描述性觀點，本段是運用由案例所推演出

的三階段分類架構從事案例評析；以規範性觀點，本段所使用的三階段分

類架構，可謂以批判性討論公共政策決策過程中利益交換之爭議。由案例

討論中的利益交換問題觀之，可推知司法判例在解決公共政策決策問題

時，在無本文所提出的三階段分類架構前提下，具有相當程度的侷限性。

最後，本文亦提出呼籲，建立事前的行政系統審查機制。 

一、Building Official and Code Administration v. Code Technology 

Inc.（1980） 

    Building Official and Code Administration v. Code Technology Inc.
（1980）65（簡稱 BOCA案）案，上訴法院撤銷原審的暫時禁制令

                                                       
63  See Ghosh, Shubha, Copyright as Privatization: The Case of Model Codes, 78 Tul. L. Rev. 653 (2004)   
64  地方法院的案例，參閱 Harrison Co. v. Code Revision Commission, 260 S.E.2d 30, 34 (Ga. 1979)；

以及 Georgia v. Harrison Co., 548 F. Supp. 110, 114–15 (N.D. Ga. 1982), vacated per stipulation, 559 F. 

Supp. 37 (N.D. Ga. 1983). 
65  Building Official and Code Administration v. Code Technology Inc., 628 F.2d 30 (1rst Cir. 1980) 

<http://laws.findlaw.com/5th/9940632cv2.html>(200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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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injunction）66，因此宣告使用經過州議會採用的建築法規，

作為其發行刊物的內容，並無侵害原告的權利。 
 
    本案原告建築標準制定人BOCA（Building Officials and Code 
Administrators）67是草擬美國建築法規的私人組織，再由各州的建管機關

採定通過成為法律規範。BOCA積極遊說主管機關採納其所擬製的編碼作

為參考意見，定期提供更新的版本，並以每份22美元的價格，出售該州建

築編碼標準刊物。而本案被告以每份35美元的價格販賣參照官方建築法規

後稍做修改編輯的版本。 
 
  本案的爭議之一是系爭BOCA的刊物否符合著作權的原創性要件？原

告所創作有著作權的建築法規，其內容被州議會採用，成為現行該州的建

築法規的部分內容，是否該文件仍屬於可供自由使用的法律文件？被告主

要主張原告著作經過立法機關的立法程序後，變成是具有法律拘束性的文

                                                       
66  本案中提到的暫時性禁制令（preliminary injunction），又稱預防性禁制令或者臨時禁制令。觀

察美國法院核發暫時性禁制令之實務運作中認為，其所設定之基本四要件：勝訴可能性、無法彌

補之損害、利益衡平與公共利益，似可適當平衡權利人與第三人間之利益。參閱《Black’s Law 

Dictionary》之解釋：「起訴後作出判決前法院簽發的禁制令，禁止被告實施或繼續某項行為。」，

意味著在判決前將不能銷售禁制令中涉及的產品，這無疑是對原告市場份額的保護。此外，若在

日後的判決中法院做出終局性禁制令（permanent injunction），將意味著，禁制令中涉及的被告

產品與其競爭市場後會無期。這無疑是原告在產品市場層面上對被告的重創。當然，巨額的侵權

損害賠償也將是訴訟的副產品。參閱馮皓庭，從美國暫時性禁制令看我國定暫時狀態之假處分─

以專利侵權爭議為例，政大智慧財產評論，第 2 卷第 1 期第 6 篇，2005 年。 
67  美國建築法規傳統上由國際建築管理人協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Building Officials, 

ICBO），國際建築管理及法規行政人員（BOCA）或美南建築法規國際協會（SBCCI）三組織擬定，

再由各地方建管單位採用。ICBO、BOCA 及 SBCCI 後來在 1994 年成立非營利性之國際編碼理事會

（The International Code Council, ICC）組織，整合三套建築法規，制定一整套全面的國家建築標

準，出版關於建築行業各方面規範的最低要求。任何單位或個人均可提出法規建議案並得參加大

會討論修法提案。ICC 法規的修改經由公、私部門的建議及辦理公聽會後發布，必須送經各州議

會通過採認實施。為建築技術之基本文件。ICC 統一規範涉及建築行業的危樓拆除、治理、建造、

節能、防火、住房、機械、安全、建築標識、城市與未開發地區交界以及分區。除制定建築法規

外，ICC 提供技術、教育及資訊產品及服務，以配合建築法規之推展。其組織括分佈於全美國及

拉丁美洲 16 個辦公室，計有 250 位職員。參閱國際編碼理事會（ICC）網頁對 BOCA 的介紹。

<http://www.iccsafe.org/help/redirect‐bocai.html> (2007/5/19)；並參閱毛犖，建築性能法規架構與

制度探討，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研究計畫，2002 年。 

<http://rdec.moi.gov.tw/cgi/hypage.cgi?HYPAGE=search_result_detail.hpg&plan_no=091301070000

G2036 > (200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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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因此變成是不受著作權保護的標的。BOCA因此主張其著作是本文所

提出的「半強勢法律屬性模式」。 
 
  地方法院對於本案爭點只做出簡短的說明。判決書舉出Wheaton v. 
Peters（1834）以及其他個案中所提到的司法以立法文件所使用的參考意

見，並非著作權的保護標的，就此法理來判定是否本案原告的建築標準著

作是否與前案相同。權衡公共領域公益觀點及動機理論保護私益觀點後，

法院認為本院原告的作品經過立法程序後仍享有著作權保護的說法不具

說服力。然而，法院也不認同原告的主張：司法及立法文件無著作權的法

理不能適用在建築編碼成為行政規則的情況。法院在這個爭議上並無明確

的表示其推理意見，僅採取保守的立場認為本案原告的主張不足以支持暫

時性禁制令的效力68。 
 
  針對本案之判決，本文提出兩點評析：（1）法律觀點：從法院的謹

慎態度觀之，推測法院可能是因為本案屬於新興爭議問題，也可能是觀察

到聯邦以及州立法程序的可能趨勢，不論是將商業標準加入現行行政規則

的方式，或是採取參考文件的附註方式69。（2）技術觀點：由於缺乏發展

性能（performance-based）法規的方向，技術團體往往扮演根據法規意圖

決定適合的性能基準，然而這些決定是屬於政策決定，不應該僅由技術團

體決定70。而建築性能法規制度建立成為推動性能法規的前提係相關制度

方向應先決定。目前之癥結在於缺少法規體系提供的架構以及難以瞭解現

                                                       
68  同前註，頁 736。 
69  舉例而言，29 C.F.R. § 1910, 308–309 (2005)，便是與本案系爭標的相似，由私人組織 NFPA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所擬定的建築及消防安全規範與標準。NFPA 70 經過美國

國家標準機構（ANSI）認可，被採定成為聯邦法規《美國國家電氣規範》（National Electrical Code）。

參閱 NFPA 的網頁說明  <http://www.nfpa.org/index.asp?cookie%5Ftest=1 >(2007/5/20) 
70  美國標準編制的趨勢是從規格型逐步轉向性能型，即改變目前標準的內容是告訴技術人員如

何做，成為今後標準要告訴技術人員標準的最終要求（使用功能）是什麼，至於如何實現功能，

技術人員可以發揮自己的創造性。  由於性能標準是建立在火災試驗、計算模型和評估模型之上，

試驗資料和計算、評估模型地可靠與否是決定性能標準可行與否的關鍵。性能標準和規格式標準

的關係不是誰取代關係，而是互補關係。一般而言，規格式標準是首選的方法，面對比較複雜的

情況，用規格式標準無法滿足安全、經濟、合理等要求時，則需要採用性能標準來説明設計者進

行優化設計。規格式標準解決普遍問題，性能標準解決個案問題。性能標準適用於舊有建築的改

造設計。儘管美國已開展性能標準的研究，但 NFPA 以及其他協會的代表在談到性能標準時，仍

表示一種擔憂。即目前還缺乏足夠可靠的試驗資料和計算、評估模型來為性能標準提供技術支

援。參閱沈紋，美國建築標準與體制和消防情況一瞥，2004 年。 

<http://www.cet24.com/Html/20044239400‐1.asp>(200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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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規格式法規的意圖，此外，向公共政策制定者說明建築法規的技術層面

仍存有許多隔閡。在採用規格式法規時這些隔閡並不十分明顯，因為公共

政策制定者模糊地採用安全水準；然而應用性能法規時，安全水準則需要

特別提出。 

二、CCC Information Services, Inc. v. Maclean Hunter Market

（1994） 

  CCC Information Services, Inc. v. Maclean Hunter Market（1994）71案推

翻的原審不利於利用人的確認判決。本案中雙方當事人先後出版的有關二

手車估價資料。被告Maclean（Maclean Hunter Market Reports, Inc.）以及其

承繼公司，從1911年即開始出版《Automobile Red Book—Official Used Car 
Valuations》（簡稱 Red Book）一書。Red Book每年出版八次，在美國境

內分區出版不同的三個版本，該書編輯在每次版本中預測次六周的該區大

部分二手車的平均價值。 
 
  於本案爭議期間，Maclean每次更新的版本都有更新的版權頁聲明，並

向美國著作權局提出登記。該書內容分別依照製造商、汽車型號、車型、

引擎類型等做編輯。該書亦提出每5,000哩里程數的調整憑據。該書所提出

的數據，並非依據過去市場價格、報價或是估價單的平均數值，亦不是由

可得統計資料經過數學公式所的結果，而是該書編輯者針對不同區域次六

周的預期價值，綜合其所得資訊以及專業知識所得出預測值。該書的書序

部分亦指出：「訂閱者才是對特定車輛價格的決定者。本書提供的服務僅

只對複雜的車輛估價領域的補充資料，並不是該項專業的替代選擇。」 
 
  原告 CCC（CCC Information Services, Inc）72亦從事相同業務，提供其

客戶有關二手車的估價。不同於被告 Maclean 以出版書籍形式，原告是以

電腦資料庫的形式提供資訊。從 1988 年起，CCC 便以系統式的輸入 Red 
Book 所提供的數據於其電腦網路系統中，並重新以不同呈現形式出版 Reb 

                                                       
71  CCC Information Services, Inc. v. Maclean Hunter Market, 44 F.3d 61 (2d Cir. 1994) , cert. denied, 

516 U.S. 817 (1995) <http://floridalawfirm.com/ccc.html>(2007/7/12) 
72  CCC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提供汽車在保險理賠案件估價標準。CCC 提供電腦軟體以及相

關服務以及協助保險經紀人與獨立鑑定人（independent appraisers）以及汽車零件修護廠（collision 

repair shops）處理汽車理賠案件。CCC 提供的服務還包括預測衝撞的路徑應用軟體、維修費用估

價、以及以網路為基礎的 CCC Valuescope 應用軟體以評估車禍案件和解預估費用。在 2006 年初，

Investcorp 以 1 億 9,600 萬美元收購 CCC 公司，成為 Investcorp 龐大企業集團下的一員。See CCC 

website <http://www.cccis.com/IndexAction.do>(200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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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所提供的資訊。例如 CCC 的 VINguard Valution Service（VVS）軟體

提供訂閱 Red Book 者所提出二手汽車的平均估價，以及另一位在二手車

估價市場的領導廠商 National Automobile Dealers Association（NADA）所

出版的《Official Used Car Guide》（簡稱 Bluebook）中 CCC 所提出的估價

數據。原告所提供綜合 Red Book 以及 Bluebook 平均數據的服務在市場中

大獲好評，而有數個州的法律使用 CCC 所提出的綜合數值當作是保險理

賠案件中的汽車全部損失的最低理賠額。CCC 出版的另一套軟體 
Computerized Valuation Service（CVS），除提供 CCC 所提出的二手車估

價服務外，亦提供其客戶有關 Red Book 與 Bluebook 的平均數值以及僅有

Red Book 所提出的單獨估價。CCC 藉由上述的服務模式賺進大筆營收是

不爭的事實，而其所提供的服務中每隔數周便直接及間接地引用 Red Book
所提供的數據。法院亦察覺從 1998 年起，大量的 Red Book 讀者不再續訂，

而轉向 CCC 購買其提供之服務。 
 
  本案的爭議在於該州的保險法將被告 Maclean 所編輯的 Red Book 當

作是車禍案件理賠或和解的最低標準，該替代性標準的作法已行之多年
73。CCC 在 1991 年向法院提出請求，請求法院確認其從 Red Book 中擷取

數據以及再出版的行為，並不構成侵害 Maclean 的著作權。Maclean 亦提

出反訴主張 CCC 侵害其著作權。CCC 隨之提出各項積極抗辯（affirmative 
defence）74，包括 CCC 使用 Red Book 數據是基於合理使用的理由，以及

因為州法律採定 Red Book 提出的估價數據當作是管制保險訴訟案件的最

低理賠依據，該內容已經是公共領域的資料等等。CCC 亦提出其他基於權

利放棄（waiver）、禁反言（estoppel）、同意（consent）與不合時宜

（untimeliness）等積極抗辯。 
 

                                                       
73  See N.J. Admin. Code 11:3‐10.4 (1988); see also N.Y. Admin. Code§ 216.7(c) (1990)。 
74  所謂對於著作權之合理使用，通見係指：「著作權人以外之人，對於著作權人依法享有之專有

權利，縱使未經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仍得在合理的範圍內，以合理方法，自由、無償加以利用

之主張」。易言之，對於著作權之合理使用，「並非權利，而是許可」（not a right, but a privilege），

乃是著作權人對於利用人之行為提出侵害著作權訴訟後，利用人據此主張其利用行為，係對於著

作權之合理使用，擬藉此免除其構成侵害著作權責任的一種訴訟上防禦方法。而自訴訟技術層面

而言，著作權合理使用原則，則是侵害著作權的訴訟案件中，經常為被告引用的「抗辯主張」

（affirmative defence）。See Harper & Row, Publishers v. Nation Enterprises, 471 U.S. 539 (1985) 

<http://supreme.justia.com/us/471/539/>(200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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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向保安法官（magistrate judge）75Arthur H. Latimer 提出即席判決

動議，請求法院宣判即席判決（summary judgemnt）76。Latimer 法官建議

地方法院許可 CCC 的動議，他認為（1）被告 Maclean 出版的 Red Book
在其選材、整合或是編排資料上並不符合著作權法的原創性要求77；（2）

Red Book 所提出的二手車估價是屬於事實、或是對事實的闡述

（interpretations of facts），不是著作權法所保護的標的；（3）即便該輸

入的資料並非事實陳述，主張著作權「構想與表達合併原則」（the doctrine 

                                                       
75  Magistrate Judge 又稱治安庭法官、保安法官。一般而言，初級治安法院（magistrates court）

的法官並非大陸法系概念的法官定義，但院長則由有法官身份者擔任。在普通法體系的國家，例

如美國、澳洲等，通常是指具有核發拘票、審理逮捕拘留案件等權限的法官，依據各國成文法定

定義其權限內容。在大陸法系的國家，一般指最高法院的法官。例如澳洲的昆士蘭省土地面積龐

大，各地區分設有初級治安法院，處理較簡單輕微之案件及警方控訴案件之初步處理。例如，昆

士蘭省 96％的案件都在初級治安法院就處理掉，昆士蘭省共有 30 個初級治安法院。至於初級治

安法院在處理民事案件時，限於請求金額在澳幣 5 萬元以下之案件。換言之，治安法庭負責審理

一般輕微案件（如超速、無照駕駛及持有毒品等罪），無陪審團（jury），獨任制，最重僅得裁處

三年之有期徒刑。澳洲的被告如果所犯是比較輕微的案件，如超速、無照駕駛、持有違禁品等，

可以選擇由初級治安法院審理，或由地方法院（district court），但不論由何種法院審理，均一定

先進入初級治安法院處理。舉例言之，某甲對某乙傷害，此時某甲的律師可以帶同某甲至（1）

初級治安法院，在初級治安法院前有三種處理結果：（a）認罪 plead guilty（b）trial guilty（c）由

Committal hearing 程序後，轉送至地方法庭審理；或（2）直接由地方法院審理。一般而言，地

方法院的案件會比較多，因為在該程序有陪審團參與，有陪審團時無罪率會比較高；另一個原因

是因為能有較多時間可以準備出庭應訊。參閱法務部 95 年度檢察官澳洲參訪報告，2006 年。

<http://open.nat.gov.tw/OpenFront/report/show_file.jsp?sysId=C09503401&fileNo=001 >(2007/5/21) 
76  Summary Judgement 又稱即席判決、中間判決、即決判決，類似我國的簡易判決。法庭在認為

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當事人雙方均無較大爭議的情況下，使用的一種旨在簡化審判程式、節約

審判成本的制度。法院根據既有的證據，雙方在發現程序（discovery）後期提交若干即席判決動

議（summary judgement motion），就侵權與否請求法院作出判決。也就是說，原告（訴方）證

據充足，被告（辯方）沒有合理的答辯理由，因此法庭無須開庭召證人審訊，只須按照呈堂文件

就能判訴方勝訴。在美國地方法院提出即席判決動議是依據聯邦民事訴訟規則第 56 條（Rule 56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參閱<http://www.law.cornell.edu/rules/frcp/Rule56.htm 

>(2007/5/21) 
77  See 17 U.S.C.§101 (West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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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erger idea and expression）78的說法，亦不足以排除對著作權的保護，

因為 Red Book 中每筆資料的輸入都是屬於對特定二手汽車評價的構想，

該構想必須由金錢數字的方式傳達；以及（4）Red Book 被採定為政府規

範後，已經變成公共領域的資料，一般民眾可以自由使用。 
 
  地院 Nevas 法官同意保安法官的判決建議，決定採用其見解，並做出

利於 CCC 的宣判。上訴法院分別針對著作權原創性、構想與表達二分法

以及公共領域的觀點作說明，最後認為 Maclean 出版的 Red Book 是受著

作權保護的標的，因此 CCC 的使用構成對其著作權的侵害行為，因此作

出有利於 Maclean 的宣判，並將案件發回地院重新審理。 
 
  上訴法院花費很多心思以評斷本案系爭標的Red Book是否為著作權

的保護標的，包括：原創性要件、編輯著作受著作權保護的要件以及受保

護的程度、CCC主張公共領域做為侵權抗辯是否合理等等爭論。該州行政

法規以參考意見的方式將Red Book所提的估價標準採定加入現行法律的

方式，正如本文所提出的「弱勢法律屬性模式」。上訴法院認為利用人CCC
的作品，以利用人身分觀之，非屬作品之作者，亦不同意Building Official 
and Code Administration v. Code Technology Inc.（1980）案中的法院見解。

關於州政府以參考意見的形式將CCC提出的估價標準當作法定標準，這作

法將有損著作權保護制度的說法，上訴法院不願在本案中做出表態立場。

儘管法院在本案爭點採取保守觀點，法院仍提出本案可能是美國憲法中徵

                                                       
78  著作權法反應公共政策之矛盾，一方面必須提供足夠之動機以鼓勵著作人不斷地創作，故制

定甚多保護精神所有權之條款，一方面則是為了文化、科學、藝術之進步，著作權法又使觀念、

構想、方法、程序、原則、操作等不受著作權法之保護，以使公眾得自由利用該表達所傳達之資

訊。惟兩者之間仍須維持適當之均衡。在某些情形下，構想與表達緊密不可分而互為連結，倘如

嚴格地保護表達，將等於使構想之擁有者壟斷其構想，而妨害國家文化之發展，與著作權法之立

法目的不符。欲防止如此之結果，著作權法又發展出「構想與表達合併原則」(The merger doctrine 

of idea and expression)，使在一定情形下，構想與表達合併而不予保護。所謂構想與表達合併原

則者，乃指當構想與表達不可分辨（indistinguishble）、不可分離（inseparable），或當表達特定

之構想之方法僅有一種（only means）或極其有限（limited number of ways）時，則表達與構想

合併。構想與表達一旦合併，著作間之表達縱然實質相似，亦不構成著作權之侵害。傳統上，有

關構想與表達之合併，乃採用「必要場景原則」（scenes a faire）。乃指在處理某一類戲劇、小說

主題時，實際上不可避免而必須採用某些事件、角色、布局、或佈景，雖該事件、角色、布局或

佈景之表達方法與他人雷同，但因為係處理該特定主題不可或缺或至少是標準之處理方式，故其

表達方法不構成著作權之侵害。參閱羅明通，著作違法抄襲之判斷基準－兼談電腦軟體著作權之

侵害，資訊法律專題，1997 年。<http://www.ascc.sinica.edu.tw/nl/86/1315/05.txt >(200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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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taking clause）79的變形，並評估本案的潛在影響等理由以支持判決的

權威性。法院舉出學校教科書的例子，說明教科書所選取的文章屬於義務

教育課程的內容，對著作權所造成威脅。另外，亦提出法院在本案中的所

作的利益權衡，認為「合理使用」之抗辯標準對個人使用者的標準較寬，

但若利用人使用在商業用途，則不能倖免於著作權規範之外。本文認為上

述判斷標準符合著作權制度鼓勵創作的目標，以及符合州政府以及聯邦政

府採定商業標準成為法律規範趨勢80。從CCC案以降，該見解顯然成為主

流。 

三、Practic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orp. v.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997） 

  Practic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orp. v.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97）81案是有關政府法令採用美國醫學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82 的醫療編碼規定83。AMA出版將醫療程序分類的編

碼系統，每年定期更新。該編碼系統簡化醫療及特定技術名詞，在參考資

料使用上更為容易。本案開始於上訴人PMIC（Practice Management 

                                                       
79  有學者認為本案判決提出徵收的說法可能過於誇大。詳見前揭註 7。 
80  本案判決理由轉引學者 Nimmer 的看法，認同 Nimmer 分別處理個人使用以及商業使用的標

準。參閱 Nimmer, Melville B. & David Nimmer, NIMMER ON COPYRIGHT, Mattew Bender & Company, 

section 5.06[C], at 5‐60 (1994) 
81  Practic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orp. v.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21 F.3d 516 (9th Cir. 

1997), amended by 133 F.3d 1140 (9th Cir. 1998), cert. denied, 524 U.S. 952 (1998) 

<http://www.ayumu‐iijima.com/materials/CasesUS/121f3d516.htm>(2007/7/12) 
82  美國醫學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是美國最大的醫師及醫學院學生的組織。

在 1847 年由 Nathan Smith Davis 創立，成立於賓州的 the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 of 

Philadelphia。創立大會共計來自 28 州的 250 位代表共襄盛舉，並在同年發表《Original code of 

Medical Ethics》。AMA 的目標是提升公共衛生醫學領域的技藝及知識，以提供更優質的公共衛生，

以提升醫師以及其病人的共同利益。AMA 積極遊說有利於醫師與病人的立法活動，並為提升醫

學教育募款。AMA 出版的《美國醫學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是

目前發行量做大的醫學周刊，共計出版 9 份專業醫學期刊，以及提供給醫生的周刊《American 

Medical News》。AMA 所出版的《Physician Speciality Codes》是美國認定醫學及執業技術的專業標

準。Se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 website 

<http://www.ama‐assn.org/ama/pub/category/1854.html >(2007/5/21) 
83  地方法院認為 AMA 在與美國政府交涉過程中濫用其著作權的獨占地位，因此做出不利於 AMA

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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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Corporation）84不服地方法院所做部分不利的簡易判決以及暫

時性禁制令，禁止其繼續出版由被上訴人AMA握有著作權的醫療編碼系

統。  
 
  20世紀中期開始，AMA發展出一套獨立的編碼系統（coding system），

提供外科醫師以及其他使用者精確地辨認特定的醫療處置程序（medical 
procedures）。1966年AMA累積其編碼系統，出版《最新程序專業術語》

（Physician's Current Procedural Terminology, CPT）85一書，AMA享有該書

的著作權。CPT是美國的付帳賠償編碼體系中使用的一套編碼系統，基於

消費來定義診斷和治療過程，提供編碼策略。CPT是醫院所使用的臨床操

作與提供服務的分類編碼與術語體系，在美國的醫療保險理賠和應用評估

方面廣為使用。系爭CPT在審理時（1997年）的版本，包含6,000組以上醫

療程序與5個數字的編碼比對系統。CPT將醫療程序分成六大類，包括評鑑

（evaluation）、麻醉（anesthesia）、外科手術（surgery）、放射線學

                                                       
84  Practic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orporation（PMIC）是美國主要醫學編碼以及醫學編輯物、

表格與軟體的獨立出版商與經銷商。自 1989 年創立時起，PMIC 即鎖定其客戶群為醫療編碼與記

帳專業人員者，包括醫療人員、醫療團體、診所、醫院以及相關付款第三人。PMIC 定期更新所

出版的醫療編碼、表格以及檔案資料，提供客戶在處理報帳及審計業務參考。參閱 PMIC 的出版

品介紹。<http://pmiconline.stores.yahoo.net/core20.html >(2007/5/21) 
85  手術分類和疾病分類一樣，歷來都被認為是病歷衛生資訊管理人員所需知識的重要組成部

分。由於長期使用狹義的手術分類定義，使許多醫師沒有意識到名稱的發展和變化。致使一些醫

師在填寫病案首頁時，僅填寫外科手術而內科診斷和治療性操作得不到反映，使資料收集不完

整。現代醫學的手術分類歷史可追溯到 1869 年，美國當時組織一個委員會制定一個疾病命名表，

它包含 1,282 個疾病名稱。同時，在這個疾病命名表後，還附有一個手術名稱列表。由於沒有取

得一致的意見，這項工作最終還是中斷。1874 年，一個建立在皇家醫師學院制定的疾病命名表

基礎上的疾病命名表（共 1,147 個疾病名稱）和一個附加的手術名稱才正式編制出版。世界衛生

組織在 1978 首次出版《國際醫療操作分類》（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Procedures in Medicine, 

ICPM）是國際疾病分類的一個補充分類，也是整體分類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ICPM 的使用

目的同國際疾病分類一樣，主要也是用於統計、醫院管理、病案資料的存儲與檢索。在手術分類

的發展史上，影響比較大、而且目前美國仍在繼續使用的是《最新操作術語》（Current Procedural 

Terminology, CPT）。目前（2007 年）美國使用的是第 4 版，係 AMA 針對醫師提供的醫療服務項

目或處置，統一予以編碼（CPT‐code），以做為申報或紀錄之標準。由於每年都對它進行修訂，

因此這本書中的手術、操作名稱得到不斷的更新。CPT 是一個綜合性的醫學術語列表，有統一的

內、外科的診斷和治療性操作編碼。它的目的是為協力廠商付款（醫療保險）提供一個標準的術

語，一個一致的、可比較的編碼方案。參閱劉愛民，手術分類 ICD‐9‐CM3，中國醫院協會病案專

業委員會，2006 年。<www.chmra.org/slash/doc/01‐ICD‐9‐CM3.ppt>(2007/5/23)；並參閱 CPT 的官方

網頁說明。<http://www.ama‐assn.org/ama/pub/category/3113.html>(2007/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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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ology）、病理學（pathology）以及醫藥學（medicine）等。在各分

類中，AMA以有利於使用者的編碼方式編排對照處理程序。舉例而言，在

麻醉分類，處理程序是以接受麻醉的身體部位做分組；在手術分類，處理

程序是以身體組織做分組，例如師以手術的消化或泌尿系統。鑑於新的醫

療設備不斷產生和引進、新的手術操作方式不斷增加，若不經常修訂分類

系統，必定不能適用於當前情況，系統很快就會落伍，不同於病理醫學發

展需要長期穩定的制度，AMA每年定期更新CPT的處理程序，以建立與當

代醫學同步發展的系統。 
 
  1977年，美國國會指示美國健康照護財務管理署（Health Care 
Financing Administration, HCFA）86建立統一的編碼系統，以認定醫師提供

的服務在醫療保健與醫療補助方案（Medicare and Medicaid）87理賠單（claim 
forms）填寫上的統一制度88。鑑於將私人起草的商業標準納為法律規範的

趨勢，HCFA便開始接觸AMA，打算採用AMA現成的醫療編碼系統，而不

再自行研發一套新制度。HCFA於是選擇採用CPT的編碼系統，合約第1條

便開宗明義地闡明AMA授權HCFA非專屬（non-exclusive）使用、複製、

出版及散佈CPT的權利，不需繳交權利金，但該授權附有不可變更的條件

（irrevocable license）。而HCFA的義務，便是答應不使用其他用來提報外

科醫師服務的程序專門用語系統，且在HCFA行政體系下使用CPT的程

式，須受HCFA、其代理機關或其他指派機關監督89。 

                                                       
86  美國有關健康與人民服務的最高行政機關為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即俗稱

之衛生部），其轄下有關社會安全之機關則為社會安全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SSA）。

1965 年針對老人及窮人開辦 Medicare and Medicaid 後，由 SSA 中分離而於 1977 年成立健康照護

財務署（Health Care Finance Administration, HCFA），後來於 2002 年又改組並更名為聯邦醫療服務

中心（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CMS）。HCFA 是為美國衛生部主要運作單位，

主要功能是以統一的行政單位監督社會保險計畫（medicare program），以及聯邦政府對低收入

戶提供的 Medicaid 社會保險計畫之執行，並做相關的品質監管。以 1993 會計年度為例，HCFA

對 6,700 萬人提供保險服務，涵蓋四分之一的美國老人、殘障及窮戶，支出 2,300 億美元作為社

會保險經費。See CMS website <http://www.cms.hhs.gov/>(2007/5/21) 
87  美國的健康保險屬屬自由市場主導制，原則上以商業保險為主，社會保險為輔。政府以補貼

的方式鼓勵民眾購買健康保險。Medicaid 與 Medicare 是聯邦與州政府提供給民眾的社會計劃。

Medicaid 支付醫療服務費，如看醫生與住院費；而 Medicare 是為年滿 65 歲者或特定殘障人士提

供的健保計劃。各州對商業保險的規範不同。例如 Medicaid 就是一國 50 制，各州對 Medicaid

的預算、承保範圍及醫療提供方式不同。同前註。 
88  See 42 U.S.C. § 1395w‐4(c)(5)   
89  參閱其契約第 1、2、3(a)、10 條。此外，該契約亦提到 HCFA 在 90 天的通知情況下，有權利

在任何時點解除（cancel）該契約，使用其他編碼系統，而不需繳付違約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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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HCFA 便發布聯邦公報，公告將 CPT 採定為 HCFA 所制定行政

規則 Common Procedure Coding System 的一部分90，並另外制定行政規則

要求申請社會保險 Medicaid 者提報費用退還時，必須依據唯一的 CPT 的

編碼系統91。上訴人 PMIC 係醫療書籍的出版與零售商，它向 AMA 購買

CPT 的複印本再做轉售。在無法要求到它所想到的折扣下，PMIC 便向法

院提起訴訟。 

  PMIC向地方法院主張，基於以下兩點理由，請求法院確認AMA對CPT
並無著作權：（1）HCFA採定CPT作為行政規則，要求使用者只能使用唯

一的CPT編碼系統，因此CPT現在已經是不受著作權保護的法律規定；（2）

AMA與HCFA簽訂契約，要求只能使用CPT作為唯一編碼規定的做法，就

                                                       
90  See 48 Fed.Reg. 16750, 16753 (1983); see also 50 Fed.Reg. 40895, 40897 (1985)。CPT 影響所及之

一就是醫療保險理賠制度。從 20 世紀中葉，醫療保險就逐漸成為醫療費用的主要支付單位。由

於保險業者無法直接知悉患者跟醫師之間的醫療措施，所以在 1966 年，AMA 出版《Current 

Procedural Terminology》來標準化一些醫療處置（臨床路徑），所以如果做一個大的醫療處置，

它直接就會涵蓋許多小的處置在裡面（以敗血症為例，只要下了這個診斷，它就會直接綁（bundle）

上第三代抗生素，相關檢驗，ICU 住院費用等等）。但是因為 CPT 的設計，當初只是供醫療用途，

並不包括支付制度，所以在保險業者採用 CPT 計價之後，發現醫療費用暴漲，而且統計起來，

大約 13%的費用都是因為重複計價而溢付的。於是保險業者就提出以專家制衡專家，以及自動降

級給付的方法，來遏止醫療費用膨脹。保險業者利用電腦軟體去分析醫療申報，並且自動打折給

付的作法，自然也影響到許多實際上是誠實申報的醫師，但是保險業者一概以：他們是根據 CPT

的準則在審查，並拒絕回應醫界的申覆要求。在這樣不合理的制度之下，2002 年佛州程序庭法

官 Moreno 受理醫界對保險業者提出的集體訴訟，並發現過去 10 年來，共有 80 萬醫生都被如此

不合理的制度影響，所以成為一宗 80 萬位醫生原告對抗保險業者被告的一宗官司。於審理此案

後，Moreno 法官判決，保險公司應依照當初和醫療界簽訂的合約，給付短付的醫療費用共一億

美金，並修定不合理的審核制度。包括減少行政審查的介入，委任專業審查時不能以必須核扣費

用（denials based）的角色來要求這些專家，停止用電腦作業自動降級給付（down‐coding），支

付醫療費用的速度必須加快等等。雖然有些保險業者決定繼續上訴，但目前的結果是，在 2004

年，聯邦上訴法院已經決定支持原判決，在 2005 年 1 月最高法院也駁回再上訴的申請。See 

Kesselheim, Aaron S. & Brenna, Troyen A., Brennan TA. Overbilling vs. Downcoding — The Battle 

between Physicians and Insurers, 9 NEJM 352:855‐7 (2005)。轉引自，我們來告健保局，2005 年。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hrink007/3/1247192628/20050515175838/ >(2007/5/23) 
91  See 42 C.F.R. § 433.112(b)(2)  。該規定要求申請人遵從 State Medicaid Manual 的 Part11 規定，

要求尋求聯邦政府補助社會保險 Medicaid 經費的州政府，採用 Administration's Common 

Procedure Coding System 所規定的 CPT，作為唯一申報醫療程序的編碼系統。以加州為例，加州

政府便將 CPT 採定為行政規則。See Cal.Code Regs. tit. 22, § 51050。此外，亦有其他聯邦政府機關

要求外科醫師使用 CPT。See 20 C.F.R. § 10.411(c)，該法規定依據 Federal Employees' Compensation 

Act 申請聯邦政府補助的外科醫師，必須以 CPT 所規定的編碼，提報其服務項目。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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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AMA濫用著作權獨佔地位的證明。地方法院做出部分有利於AMA的簡

易判決，並核准AMA對PMIC的禁制令，禁止PMIC出版CPT。於是，PMIC
提起上訴。 
 
  依據HCFA與AMA的契約，HCFA有義務使用該編碼系統，而HCFA
所訂出的行政規則則要求其使用者遵從該管制規範的義務。上訴法院認為

AMA在這點上就是著作權的權利濫用（misuse of copyright）。本案提及將

採定私人起草標準納入法律規範的政府行為分類處理的困難。由本案

HCFA-AMA所簽訂的契約形式，可以推知其以附加參考意見的形式將商業

標準納為法律規範的作法屬於本文所提出的「弱勢法律屬性模式」。 
 
  從本案中行政機關將私人起草標準製定為行政規則一部分的作法，可

見與著作權法理中認定司法判決與行政規則不屬於著作權保護標的的見

解背道而馳。在此彰顯公共政策的雙向發展，一方面要鞏固著作權法理保

障私益的誘因理論，另一方面亦要顧及保障自由使用及正當程序的公共利

益思想。以誘因理論論之，法院說明若以AMA所擬定的編碼系統已經變成

是公眾得自由使用的法律規範觀點，認為若視AMA的CPT編碼系統為不具

著作權保護的標的，將引起廣大波瀾，包括私人起草而後被行政機關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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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規範的參考法規（model code）92、商業標準等，以及法律文章註釋格式

                                                       
92  舉例而言，美國地區於住宅、辦公室與工業建築物使用的電力、控制器與通訊系統安全標準，

大都依據美國《國家電工法規》（National Electrical Code, NEC），NEC 不但被視為安裝標準，同時

也是實驗室測試系統元件的安全標準。NEC 由美國防火協會（NFPA）公佈，並擁有一套完整的

電器安全參考法規（model code），目前使用的版本為 2002  年版。NEC 為人民與財產提供避免發

生電器危險的實用防護措施。具體而言，它涵蓋電導體與電器設備於公共與私有建築物或其他結

構（包含拖車型活動房屋、休閒房車與漂浮式建築物）、工業設施，以及其他場所（如庭院、表

演活動與停車場）中的安裝。此外，NEC 還涵蓋光纖電纜的安裝，不過，諸如資料傳輸特性等性

能問題，則不在其範疇。NEC 僅為參考法規，除非當地、市、郡、州政府或其他的管理機構採行

其中的法規或全部法規，否則並不強制施行。NEC 的修訂流程是遵循 NFPA 所發展的程序。此三

年周期的修訂流程，是針對目前版本的修訂提案。任何有意參與之團體均可提案，但必須完全使

用修訂版或新版中的用語、並提出修正建議的技術性證明。審查提案的工作則落在 340 名志願會

員與候補會員肩上。這些會員已劃分成 19 個制定標準的專案小組（Code‐making Panel, CMP），

主要職責為審查修訂提案。每個專案小組負責某一特定條款或若干相關條款。在 2002 年 12 月初，

各專案小組（CMP）陸續收到與其負責領域相關的 NEC 修訂提案並於 2003 年 1 月針對提案展開

討論，再由各小組成員投票決議；接著，NEC 關聯委員會（NEC Correlating Committee）審查所

有專案小組的行動方案，判斷各行動方案與標準內的其他規定是否產生潛藏性的衝突或不一致。

專案小組的行動方案之所以必須再由 11  位會員組成的關聯委員審查，目的是確保各小組是否遵

循 NFPA 所規定的程序，並在投票表決中確實討論了重大議題。關聯委員會審查之後，所有通過

或駁回的修正提案，均刊登於技術委員會報告（Technical Committee Report, TCR）中，並以約四

個月的評論期，公開給大眾閱讀。任何人皆可對 TCR 中所敘述的 CMP 行動方案發表意見。此一

資料，讀者可從 NFPA 網站上取得。一般 NEC 使用者常以為 NEC 是由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UL）公司發佈。會有此錯覺，可能是基於在美國電器產品製造所依循的電工法規（NEC）與

UL 的標準十分近似所導致。NEC 經常性的法規修改與撰寫，UL 扮演著關鍵性的參與角色。UL  在

19 個專案小組（CMP）、關聯委員會（Correlating Committee）與標準協會（Standards Council）

中，都派有代表。See The National Electrical Code as a living document, Cabling Installation & 

Maintenance Managezine (Dec.2003) 

<http://www.ul‐asia.com/TemplateArticle.aspx?SiteId=2&Ref=TECH‐CORNER&id=2149>(2007/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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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聖經「藍皮書」（the Bluebook）93等等，都可能在將來的某一天被宣

判著作權無效的命運。再論及公共領域問題，法院認為對市場事潛在使用

者而言，並沒有取得編碼系統管道上的任何障礙，因此該立法行為不會威

脅到自由使用的公益權衡。有鑑於此，法院認為基本上AMA對CPT仍保有

著作權，但是基於權利濫用的觀點，放寬PMIC的侵權抗辯認定標準，因此

撤銷禁制令，有利於PMIC的判決。 
 
  為防止像AMA這類非政府的商業標準制定者妨礙自由使用之著作權

公益目的，法院發展一套認定何者為合法常規的判斷標準，判斷要素包

括：（1）規範機關有終止（terminate）契約的權利，或是在採定商業標準

為行政規則後有權要求標準製定者擴大民眾接觸該標準的權限94；（2）法

院在裁量上可允許著作權的侵權抗辯理由，例如合理使用或是正當程序

等；（3）立法者可以採取強制授權的安排95。 
 
    綜上所述，第九巡迴上訴法院的見解，認同第二巡迴上訴法院CCC 
Information Services, Inc. v. Maclean Hunter Market（1994）案的看法，認為

在商業標準採定為法律規範之後，仍享有著作權的保護，一如本文所提出

的「弱勢法律屬性保護模式」。相較之下，第一巡迴上訴法院在Building 
Official and Code Administration v. Code Technology Inc.（1980）案中便迂迴

地在本文所提的「半強勢法律屬性模式」上表態。 

四、Veeck v. Southern Building Code Congress International, Inc

（2002）  

  第五巡迴上訴法院審判Veeck v. Southern Building Code Congress 
International, Inc（2002）案，起初認同第二及第五巡迴上訴法院的見解；

                                                       
93 《藍皮書–  法律文獻參考注釋》（The Bluebook: A Uniform System of Citation），如同美國法學界

之聖經，規範幾乎所有美國及外國法律文件和期刊之注釋格式，為法律學找和實務工作者所廣泛

使用。哈佛、耶魯、哥倫比亞、賓大四校之法學評論每四年將藍皮書重新改版。最近一期是第

18 版，於 2005 年出版。該版 T.2 外國注釋部分並加我國相關注釋（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其中所引用的英文版中國國際法與國際事務年報（Chinese (Taiw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Affairs）常年對國外提供我國外交資訊，但可惜該刊物因經費短缺即將停刊。藍皮書內我國

法學資訊注釋部分增補改進空間仍相當大。參閱謝笠天，美國法學評論及期刊之運作，2006 年。 

<www.csil.org.tw/student/student200601.pdf>(2007/5/23)；並參閱藍皮書的官方網頁介紹(Bluebook 

Introduction at its homepage) <http://www.legalbluebook.com/>(2007/5/23) 
94  本案判決提及 H.R. Rep. No. 94‐1476, at 59, reprinted in 1976 U.S.C.C.A.N. §§ 5659,5672 
9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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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法官全體列席聽證之後，案情驟轉，法院結束第一巡迴上訴法院

在Building Official and Code Administration v. Code Technology Inc.（1980）

案留下的討論空間。 
 
  在美國，建築法規是地方自治的項目，並非中央政府所管轄。其制定

方式是由民間自發性制定，再透各州政府之法制程序如聽證(Hearing)、公

投或經議會通過等，方成為州強制性之法規96。現行的美國建築法規係由

下列三大團體所推動：ICBO（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Building 
Officials）、BOCA（Building Officials and Code Administrators International）
以及本案被上訴人 SBCCI（Southern Building Code Congress 
International）。政府有關營建部門及單位與之合作，訂定《模範建築規範》

（Modern Building Code）。該規範之訂定，雖無法律上的效力，但各州政

府仍會將該規範中所需規定，透過立法程序加以致用。上述機構之會員，

多為實際從事於建築相關行業之專業人員，包括建築師、專業技師、營造

廠及其從業人員以及建築材料與設備供應商等等97。 
 
  Peter Veeck 獨立經營非營利導向的網站”RegionalWeb"98，用來介紹北

德州的風土民情。在 1997 年，Veeck 決定將北德州兩小鎮的地方性建築規

                                                       
96  美國係聯邦政府體制，各州的立法各自獨立，故對制度規章各有不同的規定，但大致的原則

及精神尚稱一致。二十世紀之初，在政府的營建部門協助之下，先後成立三個功能及性質相似之

機構組織，計有：（1）東部國際公務及建管人員機構（Building Officials and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Inc., BOCA）。中西部及東部各州採用。該機構所制定的規範是《美國建築規範》

（National Building Code）；（2）西部國際建管人員協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Building Officials, 

ICBO）。西部各州採用。該機構所擬定的《統一標準規範》（Uniform Building Code）是我國較為

常見及參考之範本；以及（3）南部建築規範協會（Southern Building Code Congress International, 

SBCCI）。南部各州採用。此組織所擬定的規範是《標準建築規範》（Standards Building Code）。2004

年 ICBO、BOCA 及 SBCCI 整合為 ICC（International Code Council Inc.），共同推動 I‐Code 系列的建

築法規（例如 2000 年 International Building Code）。在美國建築法規共分三個層次：第一、標準

（Standard；Tell you how）提供技術上詳細資料，協助如何執行規範內之規定。第二、規範（Code：

Tell you when & where）針對時機或地點場所做規定。第三、法律（Law）。參閱王欽璋、張富進，

淺談洛杉磯市的特別監造制度，工程資訊，第 214 期。

<http://www.twce.org.tw/info/%E6%8A%80%E5%B8%AB%E5%A0%B1/214‐4‐1.htm>(2007/5/23) 
97  參閱田蒙潔、劉王賓，從美國的建築法規發展看台灣的建築法規未來發展方向，空間雜誌，

第 114 期，第 113‐114 頁，1999 年。轉引自伍勝民，由營建工程觀點探討法律上之「監工」與

「監造」，朝陽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碩士論文，第 48‐49 頁，2004 年。 
98  RegionalWeb <http://regionalweb.texoma.net>  本文在在 2007 年 5 月瀏覽該網站，瀏覽器顯示

找不到該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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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公佈在其網頁上，該建築規範是在 1994 年由該鎮立法採定被告 SBCCI
所起草的 SBC（Southern Building Code）。Veeck 曾嘗試蒐集數小鎮建築

規範的複本，但苦於結果。於是 Veeck 選擇直接向 SBCCI 購買 1994 年版

的建築規範。他花了 72 美元取得存在光碟片上的複本一份。儘管該授權

軟體契約以及版權聲明接要求使用者不得複製以及散佈 SBC 的任何內

容，Veeck 仍將該內文「剪下貼上」在他的網頁上。Veeck 的網頁並沒有明

確指出該規範是由 SBCCI 所撰寫，而是指出該文字就是前述德州兩小鎮的

地方建築規範。 
 
  該建築規範的作者 SBCCI 是個非營利的社團法人，擁有超過 14,500
名會員，來源包括政府單位、建築營造業、企業貿易界、學生、以及學術

研究機構等。從 1940 年以降，SBCCI 的主要任務就是發展並推銷以及起

草相關的模範建築規範，例如與鉛導管有關的《Standard Plumbing Code》、

與煤氣有關的《Standard Gas Code》、與防火有關的《Standard Fire Prevention 
Code》，以及與機械有關的《Standard Mechanical Code》等等。SBCCI 積

極遊說地方政府採取立法方式，以附加參考意見的方式將該等規範採納為

法律規範一部，因為這對政府部門而言是不需要花費成本。以立法程序為

之，亦不用擔心繁雜的授權契約執行問題，SBCCI 亦不會監視採取該規範

的任何單位。儘管形式上是個非營利組織，SBCCI 每年度的預算費用超過

900 萬美元，部分的來源就是從銷售商業規範的所得，SBCCI 則將再利用

開筆經費投入日後的營運活動。基本上，SBCCI 不對會員要求任何的資格

限制，但是對於非會員的複製或利用該規範的收費，則明顯多於對會員的

收費。 
 
  儘管該規範已經被當地政府採用，SBCCI仍極力強調其著作權的特殊

地位：排除他人出版、授權其重製品以及散佈的權利，並提出數十封給書

籍出版商、研討會主辦者以及市立調查機構等等的書面授權作為支持其論

點的證據。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授權信仔細地限制散佈所授權的複本數

量。儘管如此，SBCCI亦沒大方到授權Veeck在其網站上公佈德州兩小鎮的

建築規範，反而要求Veeck立即停止該侵權行為，並不可再犯。Veeck於是

向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確認他的行為沒有違反著作權法的規定。 
 
  本案之爭點在於商業規範起草組織是否有權阻止網站營運者公佈將

該商業規範的內文，而不論該商業規範已經過立法程序成為建築規範的一

部分？上訴法院認為，應該區分而論。做為法律規範一部，當該商業規範

進入公共領域之後，就不再享有著作權的獨佔保護地位；而做為商業規

範，該起草組織仍享有其獨佔保護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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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著作權侵害爭議，雙方都提出即席判決的動議。法院在確定雙方

所爭議的問題後，做出有利於 SBCCI 的即席判決，並包括永久性禁制令以

及金錢損害賠償。Veeck 不服於是提起上訴。本於正當程序、構想與表達

合併原則、合理使用、著作權濫用以及權利放棄等考量，上訴法院仍維持

SBCCI 擁有著作權的見解，駁回 Veeck 抗辯主張。在這之後，鑑於本案爭

議的新興議題以及重要性，法院又選出全體法官列席，重新審理本案。 
 
  本案多數意見提到1888年Banks v. Manchester（1888）99案所舉出的「公

共領域理論」，不認為法官及立法者是基於薪資的原因才執筆撰寫判決意

見之說法。法院指出，法官執行其職務所完成的判決或意見書等著作，並

不是著作權法所保護的標的。法官所撰寫的判決就是對法律的確實呈現及

闡述，對每個公民都有拘束力，因此附有提供給大眾自由使用的公益需求。 
 
  此外，鑑於著作權法不保護構想或事實呈現法理100，法院舉出此法理

的例外情況，就是當該建築規範被採定編為法律規範之後，因為「構想與

表達結合」，又符合著作權的保護資格。Veeck案多數意見區分二手車估

價CCC Information Services, Inc. v. Maclean Hunter Market（1994）案及醫

療處置編碼Practic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orp. v.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997）案不同之處，認為當建築規範或是商業標準經過政府

機關以法律參考意見形式呈現後，該著作的著作權資格依然保留。該二案

件的情形就是本文所提出的「弱勢法律屬性模式」。 
 
  至於公共政策以及誘因理論觀點，多數意見認為基於該弱勢模式的立

法特色，作者完成其著作的主要目的不在希冀該著作被採定為法律規範，

而本案SBCCI的主要目的就是遊說政府機關採定其起草之建築標準。法院

亦不認為經過正式立法程序採定私人起草商業規範的作法，將剝奪私人的

                                                       
99  Banks et al. v. Manchester, 128 U.S. 244, 32 L. Ed. 425, 9 S. Ct. 36 (1888)。本案法院否認法院書記

官（court reporter）所出版的《Ohio Supreme Court 司法意見集》一書的著作權主張。本案例的

代表性表現在法院第一次明確指出，法官執行其職務所完成的判決或意見書等著作，並不是著作

權法所保護的標的。至於公共政策的考量，法院則舉出 Wheaton v. Peters (8 Pet. 591)案以降的司

法共識，認為基於著作權不保護由國會所通過的法律規範文件的法理，由司法人員因職務所完成

的判決意見，在其離職後，亦不得對該著作主張著作權。法官所完成的判決就是對法律的確實呈

現及闡述，對每個公民都有拘束力，因此帶有提供給大眾自由使用的公益需求。上述公共理論不

論源自於非成文法的宣示，亦或是對現行成文法的闡述。 
100  Veeck 案的多數意見舉出 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 Service Co., 499 U.S. 340 (1991)一案

以說明該法理。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mpany, Inc. 499 U.S. 340 (1991) 

<http://www.law.cornell.edu/copyright/cases/499_US_340.htm> (2007/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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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保護權利，而嚴重影響著作權的權利金收入，以致於動搖著作權提

供創作的誘因基礎。法院強調產業專家有足夠的動機從事特定產業商業標

準的擬定，不論有無提供著作權保護，因此法院顯難以想像其他更明顯的

誘因存在情形。法院提到顯難以想像的情況，即為本所提出的「強勢法律

屬性模式」。 
 
  綜上所述，多數意見認為 Veeck 所複製的文件，只是德州兩小鎮的法

律條文，且 Veeck 取得條文的來源是 SBCCI 的出版物，他在網頁張貼的文

件只是該市政府的法律文件，因此他並沒有侵害 SBCCI 所起草建築規範的

著作權。法院舉出 Howell v. Miller（1898）101一案，提及自由使用的法理

基礎，認為任何人皆有自由使用政府法律規範的權利，並可以在任何出版

物中自由複製該條文內容。 
 
  本文要強調本案Higginbotham法官所表示的不同意見，他認為本案是

非常困難的案子，他強調鑒於聯邦上訴法院處理誘因理論案件經驗以及相

關知識不足情況下，因此拒絕在本案爭點「法律」所有權是否屬於人民上

作表態。他認為本案難在權衡互相衝突的公共政策，他認為這是國會的工

作，而非法院來作取捨。但是就本案所呈現的事實而論，他認為本案有利

於SBCCI，因為一方面該二小鎮獲有利益，而另一方面若就多數意見的作

法，將剝奪目前已被政府機關採定編為法規的商業規範著作權保護102。 
 
  另一位不同意見Wiener法官亦提出有趣觀點。他強調多數意見法院的

作法不符合現實狀況103。Wiener 法官就本案呈現的事實，認為本案忽略：

（1）本案建築規範是以編定為參考文件形式（incorporation by reference）

形成法律規範；（2）本案SBCCI的建築規範著作具有原創性；（3）該建

築規範可以購買方式取的；以及（4）使用者Veeck是以全文引用方式張貼

在他的網頁上，而沒有提到出處及作者。此外，他批評多數意見的結論缺

乏分析架構作為推論基礎，他們默視以下判斷要素：作者身分、著作性質、

使用者身分、使用者與著作的關聯性，以及立法單位與使用者的關聯性等

等。換言之，本案沒有判斷使用者是否有必要知悉著作/法規的內容。 
 

                                                       
101  Howell v. Miller, 91 F. 129, 137 (6th Cir. 1898) 
102  參閱本案 Higginbotham 法官的不同意見。本文認同 Higginbotham 法官的結論，認為多數意見

的作法將使原有的著作權保護失效。 
103  參閱本案 Wiener 法官的不同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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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ener法官強調本案不是缺乏前例參考的自由使用爭議案件104，並舉

出Banks v. Manchester（1888）案作為法理基礎的推論，認為法官撰寫的判

決意見不受著作權保護105，以及提及二手車估價案（1994）經過立法程序

採定為法律規範的商業標準仍受著作權保護的法理，皆有待討論。綜上所

述，他認為本案是著作權法的爭議問題，涉及公共政策層面，應該交由國

會或是最高法院作價值取捨。針對多數意見將本案編定為法律規範的商業

標準視為事實呈現或是構想的作法，以填補公共政策漏洞，他認為這只是

公共政策決定下的法律結論，不是一個獨立的分析判斷架構106。因此，嚴

厲批判多數意見高舉公民擁有法律權利（citizen ownership of law）大旗的

說法過於誇飾，而無法區分個案中不同立法程序與不同公共政策的種種考

量。本於作者身分、著作性質、使用者身分、政府與上述要素關聯性等因

素觀之，建築規範不同於司法意見，亦不同於成文法律。私人起草的建築

規範在沒有獲得政府預算經費的前提下，基本上是需要有特殊知識的專家

提供技術意見，且建築規範的使用對象限於特定產業的相關業者，而非全

體大眾，就此觀之，有其特殊立法政策考量。Wiener法官便指出二手車估

價案（1994）以及醫療處置編碼案（1997），皆採納上述判斷原則。鑑於

SBCCI的主要經費來源是其起草建築規範的權利金收入107，多數意見的看

法將有礙創作誘因理論的發展。若沒有著作權權利金的持續貢獻，不僅營

收將大幅減縮，而且SBCCI的後續運作將面臨經費窘境，SBCCI將無法獨

立於地方性的影響因素108。著作權法提供的創作誘因被剝奪後，影響所及

是原先政府可獲得現有專家貢獻特殊知識的利益亦因此而不再存在，而必

須自行擬訂另一套建築規費，造成不同轄區不同標準的不一致狀態。最

後，Wiener法官提出維護自由使用公益觀點亦不傷害創作動機誘因的替代

方案，包括：合理使用、默式授權以及權利放棄等等109。 

五、County of Suffolk, New York v. First American Real Estate 

Solutions（2001） 

                                                       
104  同前註，頁 808‐09。Wiener 法官認為若民眾不能自由使用採編為法律規範的商業標準，那所

有著作權侵害案件的被告即可輕易主張正當程序當作抗辯。同前註，頁 813，註 13。 
105  同前註，頁 811、813，註 15。 
106  同前註，頁 818‐20。Wiener 法官認同多數意見將編為法律規範的商業標準視為「構想」的看

法，但不認同將之視為「事實呈現」的意見。 
107  同前註，頁 816，註 24。SBCCI 每年約 900 萬美元的經費，其 300 萬美元是來自於建築規範

的權利金貢獻。 
108  在此提及經費來源的問題，係各標準制定組織亟欲推廣其擬訂標準之基本動機。同前註，頁

816‐17。 
109  同前註，頁 824‐825。Wiener 所提出的判斷原則，在 Veeck 案都沒討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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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eck v. Southern Building Code Congress International, Inc（2002）案

中Wiener法官不同意見或許是受到County of Suffolk, New York v. First 
American Real Estate Solutions（2001）110的影響，後者是有關政府機構所

設立的著作權創作單位，不同於上述政府機關採用現行商業標準作為補充

法律規範的作法。 
 
  本案原告紐約州Suffolk郡（County of Suffolk, New York）向地方法院

提起訴訟，宣稱被告First American（First American Real Estate Solutions）

在未獲得期授權的前提下，重製、銷售並出版其所編繪之稅籍圖（tax maps）
111。該稅籍圖係Suffolk郡政府自稅收中撥出部分收入所編制，詳載每一筆

土地的界址與稅值，Suffolk郡政府依據著作權法對該稅籍圖享有著作權
112。然而，依照紐約州的《資訊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規定，個人得查閱及影印政府文件。被告係不動產經紀商，便依據上述立

法取得全套稅籍圖，並打算將之發行銷售。於是Suffolk郡政府向紐約州南

區聯方法院提出訴訟，要求被告停止該項侵害著作權的行為。被告則辯

稱，紐約州政府通過《資訊自由法》要求政府文件應對各界公開，就已使

地方政府對政府文件所享有的著作權不再存在。 
 
  承上述討論案例，本案亦與公共領域議題有關：政府所創作的稅籍圖

是否如法律文件與司法判例相同，非著作權法的保護標的？儘管聯邦地方

法院贊同被告之意見，但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則判決原告勝訴。認為《資訊

自由法》要求政府文件應對各界公開，不得禁止公眾使用政府文件，但並

不影響地方政府對該政府文件所有聯邦法律所賦予之註作權保護；此外

《資訊自由法》允許各界使用政府文件，但並不允許公眾對該等文件再為

散佈113。 
 
                                                       
110  Supranote 45, County of SuSuffolk case 
111  稅籍圖（tax map）的範例，參閱

<http://www.new‐hampton.nh.us/modules.php?op=modload&name=News&file=article&sid=52 

>(2007/5/25) 
112  參閱 1976 年美國著作權法第 105 條（17 U.S.C. § 105）之立法目的在於使美國政府雇員未完

成其正式工作任務而創作之所有資料進入公共領域；該等資料得享有著作權保護，以便其得為公

眾不受限制的獲取。 
113  參閱邱炯友主持，政府出版品加值利用措施之研究，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計

畫，2002 年，頁 42。

<http://research.dils.tku.edu.tw/laboratory/ipurl/Publications/government/09/%E6%94%BF%E5%BA%

9C%E5%87%BA%E7%89%88%E5%93%81%E5%8A%A0%E5%80%BC%E5%88%A9%E7%94%A8%E6%8E

%AA%E6%96%BD%E7%B5%90%E6%A1%88%E4%BA%8C%E7%A8%BF0523.pdf>(2007/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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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提供兩個重要因素以判斷是否為公共領域的著作：（1）作者從

事創作是否需要提供經濟上的誘因；以及（2）公眾知悉法律規範的公益

考量。法院基於提出事實認為即使是政府公務人員亦須要提供其創作之誘

因，並且系爭稅籍圖並無法律拘束力，而民眾在使用上並無任何之限制，

因此法院判定Suffolk郡政府的稅籍圖不是屬於公共領域之不受著作權保

護之標的。 

六、小結 

  從上述案例之發展軌跡觀之，依循二手車估價案（1994）以及醫療處

理程序編碼案（1997）之判斷依據，本案的爭議並非難題，如同本文所提

出的「弱勢法律屬性模式」。相較之下，建築規範BOCA案（1980）以及

Veeck案（2002）則顯複雜，誠如本文所提出的「半強勢法律屬性模式」。

相對於BOCA案（1980）在暫時性禁制令動議判斷上迴避本命題爭議，本

文基本上認同Veeck案（2002）多數意見的看法，亦覺得不同意見Wiener
法官提出競爭政策利益交換的觀點值得琢磨。另一位不同意見

Higginbotham法官提出的制度性問題，彰顯聯邦法院尚制度設計上之限

制，而無法明確的處理公共政策爭議。綜上所述，聯邦法院所解決的案例

爭議，並非處理本命題的最適方法。 
 
    另外，本段之分析提出兩個行政法問題：（1）將非政府機構所草擬

的商業標準採定為政府之法律規範架構一環，彰顯出政府立法功能失調，

破壞傳統法理賞限制以委任立法方式，將立法權委派私人機構行使。授權

風險在弱勢法律屬性模式下較無顯著性，因為商業標準只有少數部分變為

具有法律規範性；在強勢模式下亦無重要性，因為標準製頒者就是法律授

權的立法者。然而，授權風險彰顯於半強勢法律屬性模式。（2）美國聯

邦政府機關可能以參考資料（reference）的形式，將商業標準偷渡納入法

律規範架構，例如以行政規則的制定方式、或是對外發布訊息方式。這種

情情在半強勢模式極為常態。職此，有關政府機關採定私人起草商業標準

成為法律規範之爭議問題，須要有一處理政策性程序的判斷架構，作為協

助法院分析判斷上之依據。而本文所提出的判斷架構，將隨個案運用過程

補充著作權法對不同形式著作的保護框架。 

第二節  網路產業中標準著作權保護的適當性 
  網路空間如何確定適當的著作權保護範圍，才能保持傳統著作權法上

的利益平衡，本節將以法律經濟學分析作為切入方式，探討著作權法在網

路效應的背景下，著作權法是否需要將行業標準視為保護標的？本節將針

對資通訊產業經常出現「網路效應」等獨特經濟現象作闡述，以理解實務

上運用觀念和表達二分法理論確定著作權保護範圍時，處理網路產業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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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當應對。本節將探究觀念和表達二分法之發展，提出著作權法應當將

軟體介面和網際網路中的標準因素界定為不受著作權保護的構想，否則，

這種對行業標準的著作權保護很可能會抵銷網路效應，扭曲市場競爭，最

終減少社會福利。 

壹、觀念和表達二分法 

  各國確定著作權保護範圍大都採取「觀念和表達二分法」（The doctrine 
of idea-expression dichotomy），該原則起源於美國。在美國法上，著作權不

保護作品中的抽象構想，僅僅保護體現在作品中的原創表達。但是，該原

則並非一體適用，尤其是在一些高科技案件中。例如涉及到電腦介面或網

頁設計等著作權新客體時，實踐中存在著截然相反的劃分構想或表達方

式：前者將作品的總體結構和編排界定為應當受到著作權保護的表達；而

後者將由行業標準所決定的因素界定為不可保護的構想，應屬於公共領

域。 

一、Baker v. Selden（1879） 

  美國著作權界一般說來將觀念和表達二分法的起源追溯於著名的

Baker v. Selden（1879）114案。本案原告出版名為《山氏記帳要領或簡明簿

記》（Selden's Condensed Ledger, or Book-keeping Simplified）的著作，該書

係介紹簿記系統的論文，並附有表格和分類標題，以說明簿記系統的操作

和運用。被告使用原告著作中的演示方法，但是，表格和標題有所不同。

原告指控被告侵犯其著作權，雙方纏訟到聯邦最高法院。該案最主要的法

律問題係：如何區分著作權和專利權？原告若就其作品取得著作權，這是

否意味著：法律確保他對該著作所闡述和解釋的簿記系統或方法擁有排他

權？  
 
  法官認為著作權和專利權、技藝（art）和演示技藝的著作存在差異，

原告寫書係闡述技藝，但原告不能基於著作權而對其著作所闡述的技藝本

身主張排他權。然而，賦予著作權時並沒有考慮該技藝是否具有新穎性，

後者係屬專利權之範疇。若醫藥發現者撰寫並發表合成藥物的方法，他並

無法因此獲得任何排他性的權利，即著作權，以生產和銷售該藥物；若其

旨在取得排他性的權利，則須就此取得專利權之保護。一部關於數學科學

的著作，並不能針對作者所提出的演算方法或他使用的圖表，而被賦予著

作權之獨佔的權利，從而阻止工程師在一定情形下使用。因此，法官認為，

                                                       
114  Baker v. Selden, 101 U.S. 99 (1879)  該案法院認為 Selden 在教科書中關於解釋從事會計的新方

法之著作權，並不能使其在會計系統中取得獨占地位。 

<http://supreme.justia.com/us/101/99/index.html>(200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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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的保護範圍，不是原告著作所傳授的方法，而是「方法的表達」，

若使用另一個人之發表或教授技藝方法的表達，無論其為言辭形式抑或演

示，毫無疑問將構成侵權。 
 
  綜上所述，該案是以專利和著作權的區分為命題，僅僅圍繞該目的而

討論表達和構想的區分。因此，聯邦最高法院指出：「一本書和它介紹的

技藝有著明顯的區別。 書中對技術的描述雖然可以受到著作權保護，但

這並不能成為技術本身獲得著作權的依據。」 

二、Nichols v. Universal Pictures Corporation et al（1931） 

  另一個引用較多且有關觀念和表達二分法的典型案例係 1931 年之

Nichols v. Universal Pictures Corporation et al115案。本案原告指控被告的電

影剽竊其所創作的話劇。原告話劇（Abie's Irish Rose）是個愛情故事。內

容大略是男主人翁和他父親是正統猶太教徒，女主人翁和她父親是愛爾蘭

天主教徒，雙方的父親都是鰥夫，都希望子女的配偶是同一宗教的信徒。

男女主角相愛，秘密結婚，並且各自向對方的家長謊報配偶的宗教背景，

謊言敗露之後，引發許多的誤會和衝突。最後，在一對雙胞胎嬰兒降生之

後，雙方的父親都言歸於好。被告的電影（The Cohens and The Kellys）也

是個愛情故事。男女主人翁分別來自紐約的愛爾蘭人和猶太人家庭，兩家

人是鄰居，住在紐約的一個窮人社區。猶太女孩和愛爾蘭男孩相愛，秘密

結婚。當時，面臨債務危機的猶太父親從自己的律師得知一個遠房親戚為

其留下一筆遺產。於是，猶太一家搬進豪宅。愛爾蘭丈夫前來尋找妻子，

遭到辱駡和驅逐。雙方發生激烈爭吵。不久，猶太女孩生下一個小孩，她

父親最初以為律師就是孩子的父親，後來終於知道真相，兩個家庭之間爆

發一場打鬥，猶太女孩離開父母，跟丈夫回到貧民區。最後，一直暗戀猶

太女孩的律師向他的客戶道出真相：猶太父親繼承遺產本來屬於那個愛爾

蘭家庭的父親，是他用計掉包，在約定能分得利益的條件下，律師答應為

猶太父親保守秘密。猶太父親拒絕律師的誘惑，主動上門拜訪親家，講出

事情真相，兩家人終於和好。 
 
  巡迴上訴法院法官 Learned Hand 明確指出：「我們關注的係表達和被

表達者之間的界限。116」但是，Hand 法官亦清楚地表明瞭其立場，針對區

                                                       
115  Nichols v. Universal Pictures Corp., 45 F.2d 119, 121 (2d Cir. 1930), cert. denied, 282 U.S. 902 

(1931). <http://digital‐law‐online.info/cases/7pq84.htm>(2007/6/18) 
116  Id. “In such cases we are rather concerned with the line between expression and what is 

exp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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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構想和表達的問題，「無人劃定界限，甚至無人能夠做到這一點。117」，

他本人也無意就該爭議建立一般原則。針對 Hand 法官之見解，只有將其

限定在以下前提，才能找到較為客觀的理解118：（1）本案系爭著作係商業

化的劇本和電影，而不是學術性的文字作品；（2）Hand 法官在該案所提及

之構想（idea）係指一個抽象整體（an abstract of the whole）而存在、歷久

不衰的大眾主題（a subject of enduring popularity），換言之，青年男女相愛，

而他們的父母卻相互仇視或彼此懷有懷有偏見，最後，愛情化解仇恨和偏

見；（3）在該案中，若承認著作權的保護範圍及於劇本主題，劇本作者就

會獨占某一大眾主題。因此，Hand 法官所欲澄清之觀點係：主題和劇情之

部分雷同，不構成侵權。 
 
  閱讀該案之後，本文對 Hand 法官當年是否有必要在本案討論構想和

方法的區分表示質疑。因為，在判決中已經認定兩個劇本的情節存在很大

差別，足以否認雷同的存在，既然如此，討論二分法似為多餘。 

三、美國 1976 年著作權法 

  美國 1976 年著作權法顯然受 Baker v. Selden（1879）案的影響，規定

觀念和表達二分法係指119：「對於獨創作品的著作權保護不及於任何存在

於著作權物中之概念、程式、製程、系統、操作方式、概念、原則或發現，

不論他們是如何在作品中進行描述、解釋、闡述或體現。」120 

四、構想與表達合併原則 

  與觀念和表達二分法密切相關的是「構想與表達合併原則」（The 
merger doctrine of idea and expression），該原則亦源自 Baker v. Selden
（1879）案的一段判決121：「若著作中所描述之技術不透過運用書中的方

                                                       
117  Id. “Nobody has ever been able to fix that boundary, and nobody ever can” 
118  See Newman, Jon O., NEW LYRICS FOR AN OLD MELODY: THE IDEA/EXPRESSION DICHOTOMY IN 

THE COMPUTER AGE, New York, NY : Benjamin N. Cardozo School of Law, Yeshiva University, (1999) at 

7‐8   
119  “In no case does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an original work of authorship extend to any idea, 

procedure, process, system, method of operation, concept, principle, or discovery, regardless of the 

form in which it is described, explained, illustrated, or embodied in such work.” See 17 U.S.C. 102( b)   
120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學者 Pamela Samuelson 將「構想」僅僅界定為作品中的抽象概念，於美

國著作權法上的涵義一致前提下，採取「構想」的更廣義用法。See Samuelson, Pamela, How to 

interpret the Lotus decision (and how not to),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Nov. 1990) 

<http://portal.acm.org/citation.cfm?id=92784&jmp=indexterms&dl=GUIDE&dl=ACM>(2007/6/18) 
121  Supranote 114, at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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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圖表，就無法實施，該等方法和圖表就會被視為技術的必要組成部

分，而屬於大眾享有。」換言之，若某構想只能透過一種或有限的幾種方

法進行表達，法院對於該獨創的表達亦將不予保護，因為若構想和表達密

不可分，保護表達將造成著作權人對於構想的獨佔。職此，該原則係權衡

著作權法以及專利法的保護標的之範圍，授予著作權人獨占權利的範圍應

如何判斷，方符合國會意圖授予著作權人排除他人的權能。 

五、觀念和表達二分法之運用 

  觀念和表達二分法的理論雖然源遠流長，但是它一直受到學界的批

判，例如指稱過於籠統，被視為缺乏對實踐的指導意義122。這個問題的複

雜性在於，很少有作品僅僅由構想組成，或僅僅由表達組成。實際上，大

部分作品都可以抽象成一系列不同的層次，其中一個極點是作品的主題或

梗概，另一個極點是作品的實際表達123。在這兩個極點之間劃分明確的界

限十分困難，正如 Hand 法官在審理數十年後的 Peter Pan Fabrics, Inc. v. 
Martin Weiner Corp.（1960）124案件之後所指出：「沒有任何原則可以界定

模仿者何時超出借鑒構想的範圍，成為對表達的剽竊。所以，這方面的處

理只能是具體案件具體分析。125」從這個意義而言，在大多數具體案件中，

觀念和表達二分法不應該被法院用來事先排除某個作品或作品某部分的

著作權性，只能被用來衡量被告對原告作品的借鑒程度是否超出限度，構

成對原告表達的不合理盜用。 
 

                                                       
122  See Samuels, Edward, The Idea‐ Expression Dichotomy in Copyright Law, 56 Tenn. L. Rev. 321 

(1989)；亦有論者指出在著作權法的規範中，構想不是一個認知論的概念，而是個法律結論，由

各不連貫且為驗證的概念所組成。See Ginsburg, Jane C., No “Sweat? “ Copyright and Other 

Protection of Works of Information After Feist v. Rual Telephone, 92 Colum. L. Rev. 338, 346( 1992)   
123  Supranote 115. “Upon any work... a great number of patterns of increasing generality will fit 

equally well, as more and more of the incident is left out. The last may be no more than the most 

general statement of what the play isabout...; but there is a point in this series of abstractions where 

they are no longer protected, since otherwise the playwright could prevent the use of his ' ideas', to 

which, apart from their expression, his property never extended.”   
124  Peter Pan Fabrics, Inc. v. Martin Weiner Corp., 274 F.2d 487, 489 (2nd Cir. 1960) 

<http://digital‐law‐online.info/cases/124PQ154.htm>(2007/6/18) 
125  Id. “In the case of verbal works, it is well settled that although the proprietor’s monopoly extends 

beyond an exact reproduction of the words, there can be no copyright in the ideas disclosed but only 

in their expression. Obviously, no principle can be stated as to when an imitator has gone beyond 

copying the idea, and has borrowed its expression. Decisions must therefore inevitably be ad ho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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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涉及觀念和表達二分法的網頁著作權（case law addressing the 
look and feel of a web site）案例並不多見126。但是，該原則在眾多的電腦

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 system interface）127 案件中得到充分發展。在

性質上，使用者介面與網頁之間有許多共同之處：兩者都是為便利使用者

與電腦之間進行交流，令使用者充分掌握軟體或網站的功能；同時，兩者

都含有吸引用戶目地的美術設計、文案、動畫或音樂，從而具有實用和美

感雙重作用。在美國，存在著兩類截然不同的處理軟體使用者介面案件的

方式，前者被稱為「整體觀念及感覺」（total concept and feel）128測試法，

後者被稱為「分析解構法」（analytic dissection）。 

（一）整體觀念及感覺測試法 

  「整體觀念及感覺」測試法，乃指判斷構想與表達之區別時，原告與

被告之著作自整體觀察所得之觀感或著作所予人之意境（mood），若係「表

達」之範圍，則屬於著作權保護之標的。此種測試法特別適合於圖形著作、

視聽著作或多媒體著作等，因為該類著作很難以傳統抽象測試法之分析解

構法予以分解比對。 

１、Roth Greeting Cards v. United Card Co.（1970） 

                                                       
126  See Nguyen, Xuan‐Thao N., Should It Be A Free For All? The Challenge of Extending Trade Dress 

Protection to the Look and Feel of Web Sites in the Evolving Internet, 49 Am. U.L. Rev. 1233 (August, 

2000)   
127  介面（interface）是存在於事象與事象的境界之間的「面」。探討人與機械之間存在的「面」

便是「人機介面」（man‐machine interface），考慮使用者與機器之間存在的「面」便是「使用者

介面」（user interface），係指「人與電腦間互動以完成電腦特定工作之各種設計」（all devices by 

which the human users can interact with the computer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e tasks the computer 

is programmed to perform）。自 70 年代，裝備有圖形顯示器和滑鼠的工作站所採用的是 WIMP（視

窗 Window、圖示 Icon、功能表 Menu、定點設備 Pointing Device）的交互風格，這種風格一直沿

用至今。隨著高性能且具備多媒體功能的個人電腦的普及，成為近 20 年中佔據統治地位的介面

風格。這種介面風格之所以能統治這麼長時間，是因為它與命令列的輸入相比操作簡單，大大提

高了用戶的使用效率，減輕了認知負擔。今天對於「人」所說的使用者介面實際就是指這種 WIMP

的對話模式。可以預見，這種使用者介面還會在將來很長一段時間內佔據統治地位。參閱張小強，

論軟體介面的知識產權保護，2006 年

<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16900/174/2006/11/zh681174051211600218330‐0.htm> 

(2007/6/19) 
128  total concept and feel，在我國有將之稱為「外觀及感覺測試法」又稱「整體觀念及感覺」測

試法。參閱羅明通，著作違法抄襲之判斷基準－兼談電腦軟體著作權之侵害。

<http://www.ascc.sinica.edu.tw/nl/86/1315/05.txt>(200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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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觀念及感覺」測試法源自於一個關於繪畫作品的案例：Roth 
Greeting Cards v. United Card Co.（1970）129。法院判決認為被告非法模仿

原告享有著作權的賀年卡的「整理觀念及感覺」，包括繪畫方式、組合方

式和文字編排方式。換言之，法院認為，當被告的祝賀卡的所有的概念和

感覺與原告的那些一樣時，著作權侵權便成立。相似性包括特性和模式、

藝術與想像的結合，以及在卡片上文字的編排。法院認定，在涉及到複製

侵權判斷時，非法複製係指複製作品的表達以及作品的全部概念和感覺，

而不僅是構想。 

２、Whelan Associates, Inc. v. Jaslow Dental Laboratory, Inc（1987） 

  「整體觀念及感覺」測試法不久之後便被著名的 Whelan Associates, Inc. 
v. Jaslow Dental Laboratory, Inc（1987）130案引進電腦案件領域。本案被告

在結束與原告的業務關係後，使用 BASIC 語言編寫一套電腦軟體，參照被

告廣告的說法，該套軟體就是原告 EDL 語言編寫的軟體的新版本，但兩者

由於使用語言的差異，或說軟體（語句）的表達完全不同，因此，該案之

爭議所在：著作權法的保護可否超出文字上的電腦編碼保護範圍，擴展到

對電腦程式的結構、序列和組織結構進行著作權保護？ 
 
  本案系爭電腦軟體的目的或功能就是作品的構想，而為達到該構想或

目的所必要的一切就是構想的表達；法院認為原告程式的構想是被告的有

效組織結構，表達該構想可能以各種各樣的程式結構，因此程式結構可以

受著作權法保護。此後，美國法院對本案創建規則評價褒貶不一，在學術

界則因為區分構想與表達形式的標準因概念過寬而受到廣泛批評，主要是

認為本案推理的關鍵性缺陷，是它假定任何電腦程式只有一個構想，一旦

這個可分離的構想得以確定，則其他的一切就是表達形式131。 

３、Broderbund Software, Inc. v. Unison World, Inc.（1986） 

  第一個在使用者介面領域內運用「整理觀念及感覺」測試法係

Broderbund Software, Inc. v. Unison World, Inc.（1986）132案。本案原告擁

有一套製作賀年卡和其他文件電腦程式的著作權，該電腦程式的特點之一

                                                       
129  Roth Greeting Cards v. United Card Co. 429 F.2d 1106 (9th Cir. 1970) 

<http://coolcopyright.com/cases/chp2/rothunited.htm >(2007/6/18) 
130  Whelan Associates, Inc. v. Jaslow Dental Laboratory, Inc., 797 F.2d 1222, 1229 (3d Cir. 1986), cert. 

denied, 479 U.S. 1031 (1987) <http://digital‐law‐online.info/cases/230PQ481.htm>(2007/6/18) 
131  See Staines, Anne, Idee or Idee Fixe? 50 The Modern Law Review 368 (May, 1987) 
132  Broderbund Software, Inc. v. Unison World, Inc., 648 F. Supp. 1127 (N.D. Cal. 1986) 

<http://portal.acm.org/citation.cfm?id=35127.35129 >(200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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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動畫選項形式的使用者介面，用以引導使用者熟悉其各個功能。被告在

未獲原告授權前提下，設計一套運行於不同系統軟體的程式，且該程式模

仿原告的功能表頁面、輸入方式和頁面順序。本案法院借鑒 Whelan 
Associates, Inc. v. Jaslow Dental Laboratory, Inc（1987）案的判決，指出電

腦輔助設計賀年卡的理念，是原告使用者介面中唯一不受著作權保護的構

想。因此，法院判決認為被告不合理盜用原告使用者介面的「整理觀念及

感覺」，即包括頁面的總體結構、順序和安排，侵犯原告使用者介面的著

作權。儘管「整理觀念及感覺」測是法得到一些法院的支持和遵循133，同

時亦受許多著作權權法學者的嚴厲批判，被指責為混淆構想和表達的界

限，過度保護使用者介面的非著作權性因素134。 

（二）分析解構法 

  「分析解構法」（analytic dissection）根植於 Learned Hand 法官著名

的「抽象法」135，（abstractions test for separating idea from expression），

並由 Computer Associates Int’l, Inc. v. Altai, Inc.（1991）136 案中的「抽離→
過濾→比較」的實質相似測試法引入電腦程式領域（Substantial Similarity 
Test for Computer Program Structure: Abstraction- Filtration- Comparison）。 

１、Computer Associates Int’l, Inc. v. Altai, Inc.（1991） 

  本案原告認為被告修改後的電腦程式仍與原告的程式結構實質相

似，該程式結構包括程式的非（語句）文字成分，諸如綜合流程圖以及更

為具體的內調製關係的編制、參數表等。本案之爭點在於：電腦程式的上

述要素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和受保護的程度？  
 

                                                       
133  例如，Digital Communications Associates, Inc. v. Softklone Distributing Corp., 659 F. Supp. 449, 455 

(N.D. Ga. 1987)  本案被告從原告的一個顧客手中得到帶有設計圖的電腦，該設計圖受到原告與顧

客購買協議中不得洩漏秘密條款的限制，並標明原告享有所有權的資訊，買方不得用於製造目

的。但對該電腦原告沒有取得專利，並且它的設計圖沒有取得著作權。原告請求法院發佈一項訴

前禁令，強制被告停止使用原告主張的包含在設計圖紙內的商業秘密。法院判定主選單的螢幕狀

態（status screen）的編輯著作被侵害。<http://portal.acm.org/citation.cfm?id=35354>(2007/6/18)；

Manufacturers Technologies, Inc. v. Cams, Inc., 706 F. Supp. 984, 994 (D. Conn. 1989)  法院認為螢幕

顯示（screen display）著作權被侵害，被告的複製行為符合整理觀念和感覺測試法。 
134  See Dorny, Brett N. & Friedland, Michael K., Copyrighting “Look and Feel”: Manufacturers 

Technologies v.CAMS, 3 Harvard Law Journal 11 (Spring 1990)   
135  Surpanote 115. 
136  Computer Associates Int’l, Inc. v. Altai, Inc., 982 F.2d 693, 23 USPQ2d 1241 (2nd Cir. 1992) . 

<http://digital‐law‐online.info/cases/23PQ2D1241.htm>(2007/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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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接受 Whelan Associates, Inc. v. Jaslow Dental Laboratory, Inc
（1987）案見解，認為電腦程式的非文字部分可以作為文字作品得到著作

權。但是法院沒有再採用該案的分析思路，而是回到 Baker v. Selden（1879）

案之起點，重新提出一個「抽象→過濾→比較」的電腦程式的實質相似測

試法，分述如下：  

（１）抽離（Step One: Abstraction） 

  首先使用的是 Hand 法官在 Nichols v. Universal Pictures Corp.（1930）

案中所謂的抽象法的分離思想與表達的方法。簡單地說，就是隨著越來越

多的附隨物或多餘物的排除，剩下的就是可以適用於任何作品的普遍性模

式，也許最後剩下者，就是關於作品是什麼的最具普遍性的表述。與 Whelan 
Associates, Inc. v. Jaslow Dental Laboratory, Inc（1987）案判斷方法不同，

抽象法承認任何作品都可能由無數的思想和表達形式合併在一起，而不是

思想與表達完全位於分離的兩端，因此，程式在每一階層的抽離中都有結

構。在低層次的抽離中，程式的結構可能相當複雜，而在最高層次的抽離

中，程式的結構卻非常簡單。  

（２）過濾（Step Two: Filtration） 

  參照 Nimmer 教授137提議採用的一種「連續過濾法」（a successive 
filtering method for separating protectable expression from non-protectable 
material），分兩階段分別檢驗。第一階段是效率考量，在每一層次的抽離

中，審查結構成分以確定它們是否為思想，或是否出於效率考慮，從而是

該思想的必要的附隨；第二階段是外部因素考量，審查是否是因程式的外

在因素，如標準技術所要求，或是否屬於公共領域，因而是不可保護的表

達形式。  

（３）比較（Step Three: Comparison） 

  一旦法院將所有的思想，或因效率、或外在因素決定的部分，或取自

公共領域中的材料從聲稱被侵權的程式中挑選出來，則所剩下者，就是可

以保護的表達形式。  
 
  法院將這一方法首先運用於程式碼（program code），然後是兩個程式

的參數表和巨集（parameter lists and macros）的相似性問題，再接著是服

務單（list of services）之間的重疊，最後是兩個程式的組織結構

（organizational charts）之間的相似點，法院得出的裁決是駁回原告著作權

侵權之訴。  
 
                                                       
137  Supranote 88, Section 13.01, at 13‐4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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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受到廣泛好評，但是卻受到一些律師和代表大電腦公司的學者的

嚴厲批評，認為該方法，使簡單變複雜，複雜變混亂。誠然，除部分顯而

易見的侵權行為外，針對大量的電腦軟體做出是否侵權的分析，如今已非

容易之事，對吾人習慣於大陸法系傳統思想的我國更是如此。 

２、Apple Computer Inc. v. Microsoft Corp.（1994） 

  在運用分析解構法的案例中，最著名者就是 Apple Computer Inc. v. 
Microsoft Corp. （1994）138案。本案緣起於 1985 年，John Sculley 簽下 Apple
公司有史以來最壞的契約，同意若微軟繼續為蘋果生產軟體，例如 Word，

Excel 等，就允許微軟使用部份 Apple 圖形介面技術。論者認為當初若

Sculley 沒有與微軟做下這筆交易，Windows 也許永遠不會介入，因為由於

它與 MacOS 相似性，顯然蘋果將會輕鬆的在任何反對微軟的訴訟獲勝。

1988 年，Apple 以微軟 Windows 2.0.3 中使用與 Mac 相似的圖示，分別向

微軟和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 Company）提出訴訟，控訴侵犯著作權。

本案原告要求其作品的整理觀念及感覺，即相關圖形和動畫的選擇和安

排，必須與被告的使用者介面進行實質相似性比較。原告進一步主張，將

作品分割為不同的因素之原則，並不適用於本案，因為被告實際上正是剽

竊原告使用者介面的組合、結構、安排和順序。 
 
  法院認為不受保護的因素，必須在作品被視為一個整體之前過濾掉，

同時明確拒絕使用整理觀念及感覺測試法。透過對構想與表達合併原則和

獨創性原則的適用，法院過濾掉桌面外觀介面的基本創意，與創意不可分

割的表達，以及使用者介面設計中已經標準化的因素。法院最終認為，在

經過過濾環節之後，剩下的相似之處要不是微不足道，就是已經由原告授

權被告使用。本案纏訟六年之久，直到 1993 年，法庭才正式裁決，認為

原告作品從整體上只能享有有限的保護，即獨特的選擇和排列而以，因此

認為 Windows 2.0.3 不構成侵權。 

六、小結 

  綜上所述，從美國法院對於電腦軟體可著作權性的見解發展來看，可

發現從早期將其視為文字著作或語文著作，已逐漸延伸到非文字的部分如

前述有關電腦軟體程式中結構、順序與組織的部分，整理如下139： 

（一）關於電腦軟體中有關文字 

                                                       
138  Apple Computer Inc. v. Microsoft Corp., 35 F.3d 1435 (9th Cir. 1994)   

<http://home.earthlink.net/~mjohnsen/Technology/Lawsuits/appvsms.html>(2007/6/19) 
139  參閱蕭澤嵐，強制開放原始碼之研究－以創作誘因與成本結構為中心，國立中央大學碩士論

文，2003 年，頁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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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巡迴上訴法院在 Apple Computer, Inc. v. Franklin Computer Corp.
（1982）140 一案中確認電腦軟體不論是目的碼或原始碼型式皆屬著作權

法保護範圍。 

（二）針對電腦軟體中結構、順序與組織 

  Whelan Associates, Inc. v. Jaslow Dental Laboratory Inc.（1986）一案中，

第三巡迴上訴法院認為電腦之目的與功能為著作的概念，而達成該著作的

概念所非必要之任何方式，皆可視為該著作的概念的表達，因此認為程式

所特有的結構、順序與組織均應為著作權保護的標的。第二巡迴上訴法院

於 Computer Associate International Inc.v. Altai Inc.（1992）一案中，同意電

腦程式中屬於非文字的部分需要受到保護，但亦將程式開發時所必須受限

的外部因素納入概念，在該情形下的表達、順序與組織不受到著作權保護。 

（三）針對電腦軟體之功能選單結構 

  麻州聯邦地方法院於 Lotus Development Corp.v. Paperback Software 
Ltd.（1990）141一案中認為軟體的指令結構（Lotus 1-2-3 menu structure），

例如指令的選擇、指令的編排與結構、指令出現於螢幕上的表達方法，並

非觀念，而是可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表達方式。第一巡迴上訴法院於 Lotus 
Development Corp. v. Borland International Inc.（1995）一案中，認為指令的

文字用詞是操作 Lotus1-2-3 的要件，因此指令選單階層屬於一種操作方法

（The Lotus Menu Command Hierarchy: A "Method of Operation"），而不受

著作權法保護。 

（四）針對使用者介面 

    麻州聯邦地方法院在 Lotus Development Corp. v. Paperback Software 
Ltd.（1990）一案的判決中，除認為電腦軟體的功能結構選單受著作權法

保護外，亦認為使用者介面必須受到保護。然而，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於

Apple Computer v. Microsoft Corp. （1995）一案中，認為圖形使用者介面

基本上是方便使用者與電腦溝通的工具，具有功能性的特質，當功能性特

質遮蔽了藝術表達時，則不受著作權法保護。 

（五）針對電腦軟體所產生的螢幕顯示 

  康州地方法院在 Manufacturers Technologies, Inc. v. Cams Inc.,（1989）

案，認為螢幕顯示受著作權法保護。美國著作權局亦認定電腦程式所產生

                                                       
140  Apple Computer, Inc. v. Franklin Computer Corp. 714 F.2d 1240 (3d Cir. 1983)   

<http://www.coolcopyright.com/cases/chp4/applefranklin.htm>(2007/6/19) 
141  Lotus Dev. Corp. v. Paperback Software Int'l, 740 F. Supp. 37, 68, 70 (D. Ma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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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螢幕顯示是可受著作權保護的，但是僅有指令欄或指令的顯示，或是僅

含有文字或短劇的功能性介面設計，則無法登記為著作權142。 

貳、大陸著作權法上的觀念和表達二分法 

一、法律之規定 

  中國著作權法中沒有關於觀念和表達二分法或者「構想與表達合併原

則」的直接規定143。但若綜合中國法規，亦可察覺與觀念和表達二分法頗

為類似的著作權法概念144。例如，中國著作權法第 5 條除外適用之規定145：

「本法不適用於：  （二）時事新聞；（三）曆法、通用表格和公式。」

若該規定進行適當的解釋，與美國 1976 年著作權法第 102 條（b）項的規

定有相當程度契合。 
 
  另外，參照世界貿易組織《TRIPS》也明確規定146：「著作權保護應

延及表達，而不延及構想、技藝、操作方法或數學概念本身。」因為民事

                                                       
142  參閱劉尚志、陳佳麟合著，電子商務與電腦軟體之專利保護：發展、分析、創新與策略，翰

蘆圖書，2001 年，頁 17‐19。 
143  參閱中國《電腦軟體保護條例》第 6 條之規定：「本條例對軟體著作權的保護不延及開發軟

體所用的思想、處理過程、操作方法或者數學概念等。」2002 年 1 月 1 日起施行。 

<http://211.89.225.4:82/gate/big5/www.cnr.cn/tfmb/fdb/zcfg/200608/t20060823_504276711.html>(2

007/6/19) 
144  參閱劉家瑞，互聯網頁版權保護範圍的法經濟學分析──談「思想/表達」劃分與網路效應的

關係，知識產權，2006 年第 6 期，頁 14‐20。 
145  參閱中國《著作權法》第 5 條關於著作權除外事項，包括： 

    （一）法律、法規，國家機關的決議、決定、命令和其他具有立法、行政、司法性質的檔，及

其官方正式譯文；   

    （二）時事新聞；   

    （三）曆法、通用數表、通用表格和公式。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LP/75942.htm>(2007/6/19) 
146  “Copyright protection shall extend to expressions and not to ideas, procedures, methods of 

operation or mathematical concepts as such.” Se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ticle 9, paragraph 2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rips_e/t_agm3_e.htm>(2007/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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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領域之內的國際公約在中國基本上是具有可執行性147，中國法院可以

直接引用《TRIPS》的有關內容區分不受著作權保護的構想和受著作權保

護的表達。 

二、李淑賢訴賈英華案 

  在中國的著作權案件中，「李淑賢訴賈英華案」就是一個典型的關於

觀念和表達二分法的案件148。原告李淑嫻為中國最後一個皇帝溥儀的遺

孀，原告曾經邀請被告協助整理溥儀死後遺留下來的日記和其他文件，意

在合作關於溥儀退位之後生活的傳記。然而，原告改變主意，終止與被告

的合作關係。建立在被告個人搜集整理的溥儀材料的基礎上，原告與他人

合作《溥儀的後半生》。同時，在與原告終止合作關係後，被告以相同的

主題獨立創作併發表《末代皇帝的後半生》一書。於是，原告提起訴訟，

指控被告抄襲原告作品的百分之七十。法院最後判決被告不承擔任何責

任，因為本案中涉及的兩本書的相同之處，無非是源於共同的主題，即相

同歷史人物的傳記，或共同的史料，包括溥儀的日記和其他生前材料。 
 
  該案顯示，儘管觀念和表達二分法在著作權法中沒有明確規定，但早

已根植於司法實踐中。近年來，在一些與網際網路有關的中國著作權案例

中，觀念和表達二分法這一問題再次顯示其複雜性。其中最為典型者，是

兩起關於網頁著作權侵權的案件。這兩個案件的事實十分相近：案件爭議

者都是發生在兩個網路服務商之間；關於入口網站的首頁；被告被控抄襲

原告的首頁。然而，相似的案情卻得出截然相反的判決。 

三、瑞得集團公司訴東方資訊服務有限公司（1999） 

  較早發生的瑞得集團公司訴東方資訊服務有限公司（1999）149案，被

告辯稱，儘管其網頁在構圖、功能表、標題、結構等方面與原告的網頁極

為類似，但該等因素已經被網際網路業界廣泛採用，應當是處於公共領域

                                                       
147  中國《民法通則》第 142 條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參加的國際條約同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民事法律有不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留的條款除外。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參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例。」

該項規定被視為中國司法機關及仲裁機構適用國際條約和國際慣例的國內法基礎和法律原則。在

中國司法實踐中有的法院在援引此條款解決涉外案件的法律適用時，其一般認識是，人民法院在

審理涉外民商事糾紛時的法律適用順序為：國際條約、國內法、國際慣例。參閱高萬泉、丁曉燕，

國際航空旅客運輸損害賠償的法律適用，法學，2002 年第 6 期。 
148  參閱鄭成思，著作權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7 年第 2 版，頁 472。 
149  瑞得集團公司訴東方資訊服務有限公司，參閱北京海澱區人民法院判決書（海知初字 21 號，

199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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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不受著作權保護的構想。法院沒有採納被告的爭辯，而是強調網頁的著

作權性。法院認為，儘管一些詞彙、圖形、標題等個別因素可能已經進入

公共領域，但是這些因素的組合和組織足以達到獨創性的要求。所以法院

進一步推斷，涉案的兩個網頁在圖形、文案和標題組合上的相似性，足以

支持原告的著作權侵權的主張，換言之，被告因網頁的「結構、順序和安

排」方面的相似性，而承擔侵權責任。本案之判斷原則，可歸入美國著作

權法上的「整體觀念和感覺」之類型。 

四、北京創聯通信網路有限公司訴北京匯盟國際商務諮詢有限公司

（1999） 

  相反地，北京創聯通信網路有限公司訴北京匯盟國際商務諮詢有限公

司（1999）150案中，儘管法院亦沒有排除網頁的著作權性，但是最終拒絕

僅根據網頁整體佈置和組合的相似性而確認著作權侵權。法院分析，本案

兩個網頁間相似的組合和結構，基本上都是由雙方當事人所從事行業的相

同性質所決定的，或早已在業界成為廣泛採納的標準模式，所以他們實質

上並不相似。法院雖無明確提及觀念和表達二分法，但指出行業標準應當

屬於公共領域，競爭者可以自由模仿。本案的法院主張實質相似性的判

定，必須在剔除不受著作權保護的因素之後，與美國著作權法上的「分析

解構法」相近。 

五、小結：著作權法應當將行業標準界定為不受保護的構想 

  網路產業正處於起步階段，現在預測以上兩種處理方式究竟誰會成為

網路著作權案件的主導還為時過早。不過，正如 Lotus Development Corp. v. 
Borland Intern. Inc.（1995）151 一案 Boudin 法官在共同意見中指出，構想

與表達劃分的不同方式的選擇「具有重大的政策意義，而不僅僅是文字遊

戲，這些選擇的作出必須建立在深層考慮之上」152。構想與表達之劃分係

公共領域的保障，具有促進言論自由，維護有效競爭等重大的憲政和經濟

                                                       
150  北京創聯通信網路有限公司訴北京匯盟國際商務諮詢有限公司，參閱北京海澱區人民法院判

決書  （海知初字 112 號，1999 年）。 
151  “In all events, the choices are important ones of policy, not linguistics, and they should be made 

with the underlying considerations in view” Lotu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v. Borland International 

Inc. 49 F.3d 807, 822( 1st Cir. 1995) 

<http://www.law.uconn.edu/homes/swilf/ip/cases/lotus.htm>(2007/6/19) 
152  Supranote 100, “Copyright assures authors the right to their original expression, but encourage 

others to build freely upon the ideas and information conveyed by a work.... This principle, known as 

the idea/expression or fact/expression dichotomy, applies to all works of auth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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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153。 
 
  在這些重要的考慮因素之中，法院在面對電腦技術和網路技術等新興

產業中發生的案件時，應當注意其獨特的經濟現象，即「網路效應」。為

充分實現網路效應，促進市場競爭，最終提高消費者的福利，著作權法應

當將行業標準界定為不受保護的構想，以便於廣泛的模仿和採用。在這個

意義上，「分析解構」方式似乎比「整理觀念及感覺」方式更適於軟體介

面或網頁領域相關的著作權案件。 

參、網路效應對觀念和表達二分法的影響 

一、網路效應的應用 

  承第二章第二節之討論，網路效應係指一種市場現象：「當另外一位

消費者擁有相容或相同的產品時，產品對於消費者的價值會增加。154」本

文則將網路外部性定義為：「使用者加入特定系統或採用特定技術，會使

其他使用者獲得更高的效用155。」亦有學者將「網路效應」稱為「網路外

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156。 
 
  網路效應的經典例子之一就是電話通信 (telephone network)157。一個

電話網如果僅僅包括一兩部電話終端，將會很難獲得市場價值，因為沒有

任何理性的消費者會願意購買幾個不同的電話服務來撥打不同的地點。消

費者所處的電話網絡越大，他的電話可接通的範圍也就越大，理論上其價

值也就越大。 
 
  另一個略有不同的例子是打字機 QWERTY 鍵盤設計。雖然打字機不

需要任何聯網也可以很好的獨立工作，但是設若打字機的鍵盤設計統一

化，這將極大的提高打字機的功用。因為在統一鍵盤的條件下，消費者可

以自由的交替使用不同的打字機，而不必要不停的重新培訓打字技能或調

                                                       
153  詳見前揭註 144。 
154  See Katz, Michael L. & Shapiro, Carl, Network Externalities, Competition, and Compatibility, 7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24 (June 1985)   
155  參閱蔣明晃，網路外部性下使既有基礎崩解的策略，2003 年。

<http://journal.management.org.tw/fulldoc/20‐5‐1.doc>(2007/6/19) 
156  See Liebowitz, S. L. & Margolis, Stephen E., Network Externality: An Uncommon Tragedy, 8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33 (Spring 1994) <http://www.utdallas.edu/~liebowit/jep.html>(2007/6/19) 
157  See Shelanski, Howard A. & Sidak, J. Gregory, Antitrust Divestiture in Network Industries, 68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 (Wint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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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自己的打字習慣158。 
 
  電腦軟體和網際網路也被歸為具有網路效應的產業（簡稱「網路產

業」），他們同時具有以上兩個例子的所有特徵。一方面，若電腦軟體可

以與更多的其他軟體相容，或者網際網路上連結的內容越多，他們的價值

就越大； 另一方面，若軟體或網路網頁的某些方面，例如使用者介面或

者網頁設計，可以進行一些標準化，消費者的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s）
也就會像在打字機鍵盤的情況下一樣大大的下降159。 

二、軟體和網路產業的標準化模式 

  網路產業一般都會產生一種很強的「相容化」或稱為「標準化」的自

然趨勢，以便於擴大網路規模，充分實現網路效應。軟體和網路產業的標

準化一般是採取以下三種方式。 

（一）國家標準 

  首先，政府部門可以通過法令的形式強制推行標準。例如美國，就是

由「國家標準技術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作為推行一些行業標準的政府負責部門160。國家標準的優點是易於

推行，並且完全公開自由使用。然而，國家標準在軟體和網產業並不是十

分普遍。可以推知，高科技行業往往瞬息萬變飛速發展，而政府部門大都

缺乏技術背景和市場參與，很難及時恰當的對市場頻繁變化作出反應161。 

（二）行業標準 

  其次，企業之間可以通過協商達成有關行業標準的協議162。該標準化

過程亦稱為「規範性標準化」（normative standard）。該協商過程通常發

生在由幾個主要的市場競爭者組成的私人標準化組織當中，其中典型的例

子就是 IETF （Internet Engineer Task Force）。IETF 負責開發和維護 TCP/IP

                                                       
158  See David, Paul E.,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7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32 (1985)   
159  “Certain aspects of programs must be identical in order for users of different programs to share 

these network benefits; these aspects will predictably include interfaces...” See Lotus Development 

Corp. v. Borland International, Inc., Brief Amicus Curiae of Economic Professors and Scholars in 

Support of Respondent, No. 94‐ 2003. <http://elsa.berkeley.edu/users/woroch/amicus.txt>(2007/6/19) 
160  詳見第二章第四節美國標準化體系之說明。 
161  See Lemley, Mark A. & McGowan, David, Legal Implications of Network Economic Effects, 86 Cal. L. 

Rev. 479 (1998)   
162  See Farrell, Joseph, Standardiz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30 Jurimetrics Journal 35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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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路協定163，以及其他網際網路基礎設施。如果一個具有廣泛行業代

表性的標準化組織制定，並推廣一項行業標準，它將具有與政府批准類似

的強制性，並且更能夠反應市場需求。 
 
  在這種規範性標準化的形成過程中，參與協商者主要會有以下兩個目

的：第一，希望獲得對整個行業最有利的標準。因此，該協商過程將很可

能在研究各種標準的技術有效性方面，投入大量的時間和資金；第二，希

望獲得對各個協商者自身最有利的標準。若該協商是發生在相關市場相對

成熟後，這時的各個協商者已經對自己採用的標準進行大量投資，並可能

已經獲得極大的顧客忠誠度。這些既得利益將使每個協商者很難情願同意

採納他人的技術標準。在這種意義上，規範性標準化往往導致比僅僅考慮

技術優越性更多的費用。 

（三）事實標準 

  再次，在具有強烈網路效應的產業中，即使沒有以上兩種標準化方

式，標準化一般也會通過市場競爭逐步自然形成，稱之為「事實標準」（de 
facto standardization）164。透過幾個主要市場競爭者，利用各自互不相容的

標準在市場上進行直接競爭，最終通常會通過一種被稱為「市場傾斜」

                                                       
163  TCP/IP 網際網路協定並不屬於某一特定廠商和機構，該標準是由 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 

（IAB）所制定。IAB 目前從屬於 The Internet Society（ISOC），專門在技術上作監控及協調，且負

責最終端評估及科技監控。IAB  組織除了自身的委員會之外，它主要包含兩個主要團體﹕

InternetResearch Task Force（IRTF）和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ETF）。這兩個團體的職能

各有不同，IRTF 致力於短期和中期的難題；而 IETF 著重處理單一的特別事件，其下又分出許多

不同題目的成員與工作小組，各自從事不同的研究項目，研發出網際網路的標準與規格。由於

TCP/IP 技術的公開性，它不屬於任何廠商或專業協會所有，因此關於它的相關資訊，是由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INTERNIC）維護和發表，以及處理許多網路管理細節（例如 DNS 等)。

TCP/IP 的標準大部份都以 Request For Comment（RFC）技術報告的形式公開。RFC 文件包含所有

TCP/IP 協定標準，以及其最新版本。RFC 所涵蓋的內容和細節非常廣，也可以為新協定的標準和

計劃，但不能以學術研究論文的方式來編輯。RFC 有許多有趣且實用的資訊，並非僅限於正式的

數據通訊協定規範而已。參閱 TCP/IP  簡介。

<http://www.study‐area.org/network/network_ip_intro.htm>(2007/6/19) 
164  Supranote 154, “There is another way to enjoy the full benefits of network externalities: achieve 

de facto standardization by having all consumers purchase the sam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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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ping）現象達成事實性標準化165。換言之，一旦一個競爭標準的市場

佔有率累積到一定的比例，所有的市場選擇就會突然都傾向於它，而其他

標準就會因為失去市場而逐步消失，出現贏者全拿（winner-take-all）的局

面。這說明網絡效應作用下，企業迅速成長為支配性市場地位，甚至獨家

壟斷的企業。 

（四）小結 

  由於前述兩種標準化方式有著種種的局限性，通過市場傾斜而達到的

事實性標準化在網路產業間屢見不鮮。例如 MS- DOS 系統軟體擊敗

Macintosh 系統166，VHS 錄影帶系統擊敗 Betamax 系統167，以及著名的

QWERTY 打字機鍵盤168。雖然事實性標準化基本上產生於消費者的選擇，

但有趣的是，技術優越性或價格高低卻往往不是其中的決定性因素。其他

主要因素包括市場位置、推廣策略、時間優勢、甚至是運氣等。 
 
  「既有基礎」（installed base）是網路外部性下討論技術競爭的一個詞

彙，代表一個系統已經擁有的顧客，由於顧客之間的溝通與互動提供彼此

正向的網路效用，特定系統擁有的顧客越多，顧客間彼此提供的效用越

                                                       
165  “Network markets are tippy: the coexistence of incompatible products may be unstable, with a 

single winning standard dominating the market.” See Besen, Stanley M. & Farrell, Joseph, Choosing 

How to Compete: Strategies and Tactics in Standardization, 8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7 

(1994) <http://ideas.repec.org/a/aea/jecper/v8y1994i2p117‐31.html >(2007/6/19) 
166  1983 年開始，Apple 公司在開發 Macintosh 時，出於市場策略上的考慮，只開發能於 Apple

公司自己的電腦上作運作的 GUI 系統，但當時，基於 Intel x86 微處理器晶片的 IBM 相容電腦已

漸露頭角，因此就給了 Microsoft 公司所開發的 Windows 生存空間和市場。Microsoft 公司早就意

識到建立業界標準的重要性，在 1983 年春季就宣佈開始研究開發 Windows，希望它能夠成為基

於 Intel x86 微處理晶片電腦上的標準 GUI 作業系統。Microsoft 於 1990 年 5 月份推出 Windows 3.0

並一炮而紅，從而一舉奠定了 Microsoft 在作業系統上的壟斷地位。後來更因此在 1994 年時被

Apple 公司控告侵權，展開了著名的”look and feel”訴訟官司。詳見前揭註 138。 
167  VHS 是 Video Home System 的縮寫，意為家用錄影系統。它是由日本 JVC 公司在 1976 年開發

的一種家用錄像機錄製和播放標準。雖然 VHS 的官方翻譯就是家用錄影系統，但是最初 VHS 代

表 Vertical Helical Scan (垂直螺旋掃描)  的意思，因為它採用了磁頭/磁帶垂直掃描的技術。有些

早期的報導聲稱 VHS 是 Victor Helical Scan (勝利螺旋掃描)  系統的意思，因為 JVC 的意思就是日

本勝利公司。80 年代，在經歷了和 Sony 公司的 Betamax 格式以及飛利浦的 Video 2000 格式的競

爭之後，VHS 成為家用錄像機的標準格式。VHS 提供比 Betamax 格式更長的放時間，同時磁帶傳

送機構又沒有 Betamax 那麼複雜。VHS 比 Betamax 的快進和後退速度要快很多。畫質方面 Betamax

格式則比較好。詳見前揭註 165。 
168  詳見第二章第二節有關形成的事實標準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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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該系統在定價能力、留住既有顧客與吸引新顧客上都具有競爭優勢，

故「既有基礎」的規模與建立速度成為競爭的關鍵。當一個系統的「既有

基礎」的規模超過了「臨界點」（critical mass），將使該系統成為市場的自

然獨佔者，進而造成（技術）「鎖定效應」（lock-in effect）169：即市場長期

被陳舊過時的標準所佔據。 
 
  網路產業中的鎖定現象一般有三個來源：第一，由於「市場傾斜」往

往不僅僅取決於技術上的優越性，所以這完全有可能導致一些低下的技術

成為標準化技術。第二，若消費者已經在現有技術標準上花費大量投資，

或圍繞現有技術標準建立起經營模式，過高的轉換成本可能會使許多消費

者不願意接受新的標準，即使新標準在技術上遠遠高於現有標準。第三，

即使一些消費者和供應商確實認為新標準優於舊標準，仍然會觀望一段時

間，直到整個市場上已經出現新標準即將取代舊標準的明顯跡象。否則，

若一小部分消費者或供應商在市場主流之前過早轉換到新標準，很可能導

致失去現有網路的許多即得利益。例如，第二張第二節介紹之 QWERTY
打字機鍵盤例子，說明一種先進的但後出現的鍵盤（Dvorak），無法取代

一種落後的具有市場主導地位的鍵盤（QWERTY）的現象，證明技術鎖定

基本特色是新舊技術轉換的困難。 

三、網路產業中著作權保護的適當性 

  不論網路效應有何種優點或缺陷，其本質上是某些市場的固有特質，

而不屬於需要政府規制的市場失靈現象。換言之，為適應網路效應，著作

權法在適用上，基本上不需要試圖抵銷或扭曲網路效應170。根據以上對網

路效應的評述，分析重點仍轉移到軟體介面和網頁的設計。 
 
  承上所述，「整理觀念及感覺」測試法係將整體設計理念視為唯一的

構想，而其他所有內容，包括組織和順序，都被視為受著作權保護的表達；

相對地，「分析解構法」係將抽象概念和行業標準都定義為不受保護的構

想。所以，問題的癥結所在：著作權法在網路效應的背景下，著作權法是

否需要將行業標準視為保護標的？ 

（一）著作權保護對網路效應的影響 

  評價網路產業中著作權保護的適當性，首先需要考察著作權保護對網

                                                       
169  See Farrell, Joseph & Saloner, Garth, Installed Base and Compatibility: Innovation, Product 

Preannouncement, and Predation, 76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0 (1986) 

<http://www.jstor.org/view/00028282/di950050/95p00047/0>(2007/6/19) 
170  Supranote 161. 



標準制定組織之智慧財產保護政策 
及競爭法問題探討 

255 
 

路效應的影響。網路效應充分實現需要借助標準化，換言之，某種產品特

質在市場上的廣泛採納。然而，著作權法卻授予作者和其他著作權人對於

某些產品特質享有一系列的獨佔專有權171。因此，若行業標準恰好是受著

作權保護的作品，他們的著作權人將，至少在理論上，享有能夠界定市場

競爭的巨大權力172。藉由著作權保護大傘，將大幅提升市場競爭者在標準

化方面的利害關係，同時很可能阻礙標準化的進展。 

１、阻礙標準化的行程或延遲標準化的進展 

  舉例而言，在規範性標準化的情況，每一個協商者的利害關係越大，

互相妥協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因此，若協商過程中的各種標準享有著作權

保護，顧及自身利益的協商者們將更加難以達成一致意見。在事實性標準

化的情況，著作權保護將進一步加強「贏者全拿」的市場傾斜後果。因此，

一個市場競爭者不但不會去推廣具有相容性的產品以擴大競爭者的網

路，反而會傾向透過提供不相容產品與其他競爭者進行直接競爭，以期使

自己享有著作權的標準最終成為行業標準，或者至少延緩其他競爭標準佔

領市場的腳步173。 
 
  綜上所述，對於產品標準的著作權保護，可能會阻礙標準化的形成，

分割市場，大幅抵銷原本能夠為網路產業的消費者帶來福利的網路效應
174。另外，著作權保護可能會延緩市場標準化的形成，導致極大的社會成

本。在市場標準化形成時，部分原本使用其他技術標準的消費者和供應商

將不得不放棄自己的標準，從而白白浪費他們以前對被放棄標準進行的大

量投資。所以標準化花費的時間越長，可能產生的投資浪費也就越多。 
 
  相較之下，公共領域中的標準，部分「開放標準」卻可能加快網路效

應的形成。在不受過多利害關係的干擾下，協商者在規範性標準的協商

中，能夠將注意力更加集中在各種標準的技術優越性方面。同時，不論誰

創造的標準最終成為市場主導，其他競爭者都可以自由的模仿這種標準，

從而鞏固並擴大標準化已經取得的網路。 

                                                       
171  參閱我國著作權法第 15 條致 29 條之 1 所規定著作權人的著作人格權以及著作財產權。 
172  Supranote 162. 
173  See Menell, Peter S., An Analysis of the Scope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Application Programs, 41 

Stanford Law Review 1045 (May, 1989). Menell 提供法律保護應用程式的經濟分析，認為法律保護

使用者介面的結果是加強廠商發展不相同介面的動機。 
174  ”overly inclusive copyright protection can produce its own negative effects by inhibiting the 

adoption of compatible standards, and reducing so‐ called ’network externalities’” See Apple 

Computer, Inc. v. Microsoft Corp. 799 F.Supp. 1006, 1025( N.D.Cal.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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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惡化標準化所引起的技術鎖定現象 

  退一步言，假設網路產業的標準化已經透過某些管道實現，著作權法

仍然可能進而惡化標準化所引起的負面鎖定現象。首先，若產業標準享有

著作權，著作權人理論上有權排除任何人在市場上使用其標準175。在文學

藝術作品領域，著作權保護一般不會阻礙市場競爭，因為後來的作者完全

可藉由改變表達方式，另闢蹊徑，以重新詮釋與前人類似的構想或主題
176。然而，著作權保護下的行業標準，往往造成網路產業市場進入的障礙。

這是因為競爭者為參與網絡產業，必須原封不動的採納現行的產業標準，

否則便有被拋棄於現有市場網路的危險。 
 
  或論者認為，著作權人為擴大自己現有的網路，增加自己產品的價

值，可能有意願將其享有著作權的行業標準，廣泛授權給其他競爭者。然

而，在大多數情況下，一個競爭者往往無法抵禦透過著作權，以消滅其他

對手獨占市場的自利動機177。若沒有健康的市場競爭機制，標準的持有者

很可能採取獨占價格，將價格設定遠高過邊際成本，造成消費者則被鎖定

在單一標準中任人宰割178。更為嚴重者，獨占價格將會嚇跑大量需要網路

產品卻又無法支付高昂價格的潛在消費者。在網路效應下，該現象不但會

傷害無法購買產品的消費者，亦會傷害已經購買產品的消費者，因為獨佔

價格剝奪後者享受更大網路的機會。 
 
  相對地，在相當程度上，開放標準能減輕網路產業的鎖定現象。首先，

因為沒有競爭者能夠透過著作權保護之名，行獨占市場之實，更多的競爭

者可以廣泛採用行業標準，從而參與網路市場的競爭。另外，廣大消費者

可在不同競爭者提供的相容產品間自由轉換，大幅減少被鎖定的危險。進

一步言，市場競爭將價格調整到邊際成本，更多的消費者從而能夠參與。

因為開放標準條件下的價格競爭將擴大網路的規模，將使現有的和將來的

消費者同時受益。或有論者認為，若無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激勵機制，產品

供應商將沒有意願從事技術創新活動，其結果將造成消費者被停滯在陳舊

                                                       
175  著作權人行使專有權時亦會有一些限制，例如合理使用或者法定授權等。See 17 U.S.C. §107‐ 

122. 
176  Supranote 159 ”Copyright law... traditionally protects only ’expression’for which there exists close 

economic substitutes.”   
177  Supranote 173, at 1101 ”In the contextof standardized interfaces, exact duplication is key”   
178  Supranote 159 “Arguing that monopoly pricing is likely to be particularly harmful in markets in 

which network effects and user switching costs are important” See surpanote XX. Lotus Dev. Corp. v. 

Borland Int’l, Inc., Brief Amicus Curiae of Economic Professors and Scholars in Support of Respo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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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時的標準上179。 

（二）行業標準以專利制度保護較為妥適 
雖然上述意見確有理論價值，但它並不能理所當然推論行業標準需要

著作權保護的結論，理由分述如下： 
 
  首先，實踐證明，在部分情況下，即使存在著智慧財產權的激勵機制，

陳舊過時的標準仍然可能長期佔據市場。最典型的例子就是 QWERTY 的

打字機鍵盤設計。曾經有一種不同的打字機鍵盤設計 Dvorak 在市場上進

行一段時間的推廣，該設計打字效率公認為比 QWERTY 較高，且它還享

有專利保護。但是，主要因為轉換成本問題，它最終還是無法挑戰前者的

市場地位180。 
 
  其次，若存在著作權保護，部分標準競爭者更可能透過「滲透定價」

（penetration pricing）的方式，將過時的技術扶植為產業標準181。所謂滲

透定價，係供應商為建立市場的主導地位，暫時性將價格設定比生產產品

的邊際成本略低之市場策略。但是，若沒有著作權保護，滲透定價將不是

可行策略，因為在該情況下，競爭者無法事後藉由高於邊際成本的獨占價

格，收回滲透定價所產生的大量成本。 
 
  再次，即使行業標準的創新需要一定的智慧財產權鼓勵，專利似乎比

著作權更為合適的制度。正如先前討論者，每次網路產業從一種舊的標準

過渡到一種新的標準，都會產生大量的轉換成本。職此，在實踐中，若吾

人鼓勵採納技術標準上的每個微小的進步，從經濟學角度來說反而是一種

巨大的資源浪費。為鼓勵真正產生社會福利182，以及技術標準上的創新，

行業標準的法律保護應當有更嚴格的客體資格要求。職此，專利法上嚴格

的新穎性、創造性和實用性的要求，要比著作權法上的獨創性要求更加適

宜183。 

（三）結論 

                                                       
179  See Friedman, David, Standards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 Economic Approach, 19 University of 

Dayton Law Review 1109 (1994) Friedman 指出對市場標準加諸智慧財產權保護大傘將造成大問

題。 
180  Supranote 158 
181  See Katz, Michael L. & Shapiro, Carl, Technology Adoption in the presence of Network Externalities, 

94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5 (1986) 
182  這裡所謂的社會福利，係指產生的經濟效益大於可能導致的轉換成本。 
183  See 37 U.S.C. §101‐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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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著作權法應當將軟體介面和網頁中的標準因素，

界定為不受著作權保護的構想；因為對行業標準的保護，很可能會抵銷網

路效應，扭曲市場競爭，最終減少社會福利。此外，著作權法也應當在鼓

勵智力創造和保障資訊自由之間尋找和諧的平衡。為達到這種平衡，傳統

的著作權法一方面規定作者和其他著作權人在作品中的一系列專屬權

能，另一方面又規定觀念和表達二分法等資訊自由和公共利益的保護傘。

因此，當著作權法向網路空間的新興客體進行擴展，它應當給予觀念和表

達二分法等制度相當之重視，否則將會剝奪廣大公眾從新技術發展中本應

獲得的益處。我國著作權法亦當在網路產業時代，明確化觀念和表達二分

法的規定，確定著作權合理保護範圍。 

第三節  事實編輯物（資料庫）著作權法保護之分析 
    事實編輯物（compilation of facts）的著作權問題主要涉及對作品原創

性的界定。第三節首先從司法實踐角度出發，對事實編輯物著作權保護進

行分析。通常的模式是，當法院認為有必要保護被告代表的使用者利益

時，會運用公共領域的概念。在事實編輯物案件，法院需要解決的是事實

的編撰物對於資訊的保護和堅持資訊是與其他作品相關的公共財產的觀

點之間的衝突。換言之，一方面需要充分考慮像電話薄所包含的是沒有被

創造的事實、資訊或資源，而不能被某一個人獨占；另一方面，也要充分

考慮在形成事實編輯物作品的過程中，創造者需要付出辛勞、投資與時

間。因此，立法者對上述公共領域素材之整體授予專屬權利，而不要求權

利人提供重要的證據來支援其所有權的主張。透過選擇賦予著作權的形

式，包含思想、資訊、簡單的情節、簡短的單詞、主題、場景等在內的作

品被包容在作為一個整體的專屬權利的範圍之內，只是這些來自於公共領

域的東西仍然處在公共領域的地位，即他人仍然可以自由地利用而不受專

屬權利的控制。 
 
  透過第一段對事實標準物之分析，本文接著將討論資料庫之保護模

式，針對標準含有大量事實為基礎的特性，再加上電腦資訊技術的飛速發

展及其日益廣泛的應用，本節命題係資料庫保護對智慧財產權的法律體系

之挑戰。我國的資訊產業正在起步階段，但有關資料庫的法律爭議案件已

經發生，以下將透過對中外立法以及案例發展的分析，考察當今國際上保

護資料庫的基本模式，包括授以特別權保護不具獨創性的資料庫或以現有

之法律體系提供著作權管道以外之保護模式，進而針對日前引起國人關注

之法源、元照法律資料庫爭議案以及台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收取交

易資訊設備使用費是否合理之討論，提出我國資料庫保護的因應對策。 

壹、事實編輯物著作權保護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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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編輯物（compilation of facts）的著作權問題主要涉及對作品原創

性的界定。本段擬從司法實踐角度出發，對事實編輯物著作權保護進行分

析。美國 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1991）案具

有代表性。美國最高法院不僅強調一般性作品受著作權保護的原創性要

求，而且強調事實編輯物一類的事實性作品受著作權保護的原創性要求。

對事實性質作品著作權性質的否認，表明其對作者未來創作選料保障的關

注。在事實編輯物案件中，法院需要解決的是對事實的編撰物中對於資訊

的保護，以及確認資訊是與其他作品相關的公共財產的觀點之間的衝突。 

一、作品中所涵蓋的事實不受著作權係基於公共領域觀點 

  著作權法中公共領域在國外著作權司法判例中的發展之過程。最明顯

者係法院逐漸否定對下列之著作權保護，包括：思想、方法、制度、普通

的角色、情節和場面以及（部分）事實等等。基本原因在於若對它們授予

著作權，則將創制對創造性作品基本表達性材料的不適當壟斷，且民眾無

法接近構成社會文化的基本的成分，表達自由將會受到威脅。 
 
  除作品中所表達的思想外，著作權法也充分考慮到上述方法、制度、

普通的角色、情節和場面以及（部分）事實，以及藝術風格，或者任何「製

造或建構的方法和原理」成為公共領域。其原因在於：成為公共領域的因

素在不同性質的作品中有不同的體現。以文學作品為例，這類作品傳統上

即被否認著作權保護，例如：戲劇的場景、主題、通常發生的事件。這是

法院考慮到案件中原告的主張威脅到後續作者創作的原材料時，運用既有

公共領域的概念是一種常見的做法。 

二、早期發展：Learned Hand 法官的觀點 

  在確立著作權法的公共領域方面，對案件中牽涉到的事實不予著作權

保護在判例法中的發展經過了一個歷史發展的過程184。由當今著作權理論

和司法實踐觀之，作品中所涵蓋的事實不受著作權保護是基本原則。但在

Myers v. Mail & Express Co.（1919）185以及 Kennerley v. Simonds（1917）
186兩案判決前，事實本身的著作權問題，並非關注焦點。該案中，Learned 
Hand 法官提出了以下觀點：記錄在歷史作品中的事實被呈現給公眾，並

                                                       
184  以下是對關於「事實」著作權問題的分析。See Jessica Litman, The Public Domain, 39 Emory L. J. 

990 (Fall 1990)   
185  Myers v. Mail & Express Co., 36 C.O.Bull. 478, 479 (S.D.N.Y.1919) 
186  Kennerley v. Simonds, 247 F. 822 (S.D.N.Y.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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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以被後來的作者自由地使用187。而這之前，對於像新聞這類作品不給

予著作權保護，主要係從新聞的公共領域地位論證事實或資訊是否應當受

到著作權保護188。 

三、加入付出勞動的考慮因素 

  在1919年的上述判例產生後，著作權是否保護事實作品的問題，開始

受法院重視，尤其是創造性資料屬於公共領域資料的性質189。不僅如此，

法院開始重視原告作為事實編輯物的作者在事實編輯物中付出之勞動，因

而禁止被告對該事實編輯物進行複製。即所謂的「流汗理論」（sweat of the 
brow doctrine）190 或稱「辛勤蒐集原則」（industrial collection test）191 來

保護資料庫或編輯作品。例如，在Jewelers’Circular Publishing Co. v. 
Keystone Publishing Co.（1922）案件中，Hand法官在附帶意見中指出，事

實性目錄（factual directory）的作者無權從競爭性的名錄中複製它的資訊
192。在該案件的上訴中，第二巡迴法院進一步確定自有著作權的名錄之複

製行為屬於著作權侵權193。又例如在 Produce Reporter Co. v. Fruit Produce 
Rating Agency（1924）194案中，法院主張後來的編輯者禁止使用受著作權

                                                       
187  後來在一個涉及到競爭性的珠寶商的名錄案件中，Hand 法官重複關於事實本身是公有財產的

觀點。Jewelers’Circular Publishing Co. v. Keystone Publishing Co., 281 F. 83 (2d Cir. 1922) 
188  American Trotting Register Ass’n v. Gocher, 70 F. 237 (C. C. N. D. Ohio 1895); see also List 

Publishing Co. v. Keller, 30 F. 772 (C. C. S. D. N. Y.1887). 
189  Lurvey,“Verifying”from Prior Directories —“Fair Use”or Theft ?Delicate Distinctions in the 

Protection of Copyrighted Compilations, 13 BULL. COPYRIGHT SOC’YU. S. A. 271 , 282‐89 (1967) . 
190  “Dow’s lists . . . share with compilations one characteristic responsible for their copyright 

protection, the subjective judgment and selectivity involved in determining which members of a given 

population merit inclusion in the author’s list.” See Dow Jones & Company, Inc. v. Board of Trade of the 

City of Chicago, 546 F. Supp. 113, 116 (S.D.N.Y. 1982). 
191  Supranote 187.“The right to copyright a book upon which one has expended labor in its 

preparation does not depend on whether the materials which he has collected consist or not of 

matters which are publici juris, or whether such materials show literary skill or originality, either in 

thought or in language, or anything more than industrial collection. The man who goes through the 

streets of a town and puts down the names of each of the inhabitants, with their occupations and 

their street number, acquires material of which he is the author. He produces by his labor a 

meritorious composition, in which he may obtain copyright, and thus obtain the exclusive right of 

multiplying copies of his work”   
192  Id. at 935 
193  Id. pp 92‐95. 
194  Produce Reporter Co. v. Fruit Produce Rating Agency, 1 F. 2d 58 (N. D. Ill . 19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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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的名錄；而他可以自由地編輯並出版相同的事實編輯物的前提條件

係，他從已經存在的資源中第一個選擇那些事實。 
 
  綜上所述，針對編撰事實時付出勞動的事實性質的作品提供保護，基

本上係基於競爭觀點的考慮195。在這方面，19 世紀美國的很多判例遵循英

國判例的觀點；換言之，保護事實編輯物以避免後來競爭者搭便車，特別

是在名錄一類案件中，原告不受著作權保護的情況是在一些特定的情況

下，法院考慮事實不受保護之原則。在名錄案件中，法院主張如果原告能

夠證明「被告使用原告的名錄作為自己的最原始資源」，法院將不需要考

慮被複製材料的著作權性，而直接認定被告構成著作權侵權196。在上述案

件中，作者主張在資料中的所有權，並不能證明這些東西是他們最初的原

創，而只是能證明在編撰這些名錄時投入了自己的勞動。法院考慮更多的

是著作權「表達的相似性」，而不是不受保護的情節、主題、場景或者事

實197。 

四、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1991） 

  涉及到事實編輯物的著作權問題，美國 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1991）案198具代表性，以下將進行分析。本案法院

認為，一定地區的所有電話按字母順序的清單（telephone list）不符合著作

權保護的原創性的條件，儘管該作品具有商業上的重要性，並且在作品中

投入辛勞、投資和組織安排。該案件推翻前案所建立的只要通過選擇編排

即構成原創性彙編作品之可能；換言之，在該案中，美國最高法院適用平

衡方法的觀點，基於電話薄缺乏足夠的原創性的理由，否認對電話薄的著

作權保護，認為電話薄中按照字母順序組織人名、位址和電話號碼沒有著

作權性，原因是生產者沒有足夠的創造性來使其成為原創的東西。 
 
  被告 Feist（Feist Publications, Inc.）使用原告鄉村電話服務公司（Rural 

                                                       
195  See Groos, Caleb, Pre‐Feist Protection of Compilations under U.S. Copyright Law, (2004) 

 <http://www.law.duke.edu/cspd/papers/preFeist.doc>(2007/6/22) 
196  Leon v. Pacific Tel. & Tel. Co., 91 F. 2d 484 (9th Cir. 1937)   
197  Caruthers v. R. K. O. Radio Pictures, Inc., 20 F. Supp. 906 (S. D. N. Y. 1937) ; Echevarria v. Warner 

Bros. Pictures , Inc. , 12 F. Supp. 632(S. D. Cal . 1935) . 
198  詳見前揭註 100。美國最高法院自始推翻先前實務界普遍使用的辛勤原則，認為編輯著作之

認定仍須具備原創性要件，亦即對於資料之選擇（selection）、彙整（coordination）或編排

（arrangement）等仍須具備所謂的原創性，始為一編輯著作。因此，如果只是蒐集資料、以不

具創作性的方式編排（例如按照英文字母或年代），即使耗費時間或經費建立該等資料庫，仍非

屬編輯著作，不受著作權法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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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phone Service Co.）共 4,935 條記錄，其中相同複製的達到 1,309 條之

多。另外，Feist 另複製鄉村電話所設下陷阱之條目共 4 筆。這裡所謂的設

陷阱條目，是原告為偵察未授權的侵權者而在電話薄有意列舉的一些錯誤

的資訊。這些錯誤資訊具有設陷阱作用，稱為設陷阱條目。原告起訴被告

Feist 侵權後，美國地區法院和第十巡迴法院都認可原告的訴訟請求，但被

最高法院推翻。 
 
  最高法院對本案之判決表明對原創性水準要求的提高，採納歐洲大陸

法系的較高創造性標準。歐洲學者認為對有必要對編撰物的投資進行適當

的鼓勵，但著作權不能存在於電視節目表之類的列表中，因為它們是非秘

密且非革新的作品，僅是簡單的資訊組合199。 
 
  美國最高法院不僅強調一般性作品受著作權保護的原創性要求，而且

強調事實編輯物一類的事實性作品受著作權保護的原創性要求。法院認

為，事實不是源自於那些發現它的人，因而本身不能滿足原創性要求。事

實本身就是公共領域的一部分，除了對關於事實的經驗外，它是獨立存

在。事實編輯物享有著作權的條件，是事實的選擇（selection）或編排

（arrangement）上具有原創性，而其著作權保護的範圍也限於該實際之選

擇或編排。 
 
  就系爭電話簿而論，由於它只是按照字母順序排列的資料收集的產

物，缺乏著作權保護的原創性要件，因而不能獲得著作權。儘管法院承認

將來事實編輯物性質的作品得以「辛勤原則」（the sweat of the brow 
doctrine）獲得較弱的保護，在該案中法院還是放棄以辛勤原則作為衡量作

品的原創性之標準，而是明確主張需要具有最低限度的受著作權保護的原

創性水準（minimal degree of creativity）。本案中法院認為原創性只需要作

者獨立地作出選擇和安排，而展示一些最低限度的創造性200。 
 
  最高法院推翻原有判決的原因在於，應強調作品創作中投入的創造性

勞動，而不拘泥於辛勤原則。最高法院指出，著作權應當僅及於原創的作

品，且在思想的創造力中能夠找到其存在的基礎。被保護的創作物應當是

                                                       
199  關於歐盟、WIPO 以及美國對於不具原創性資料庫之保護，參閱張懿云、陳錦全合著，國際

智慧財產權法制對『不具原創性資料庫』之保護，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76、77 期，2005 年 4、5

月。 
200  本案中法院引證了以下案件中提到的最低程度的創造性標準：Bleistein v. Donaldson 

Lithographing Co., 188 U. S. 239 (1903) (Holmes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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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力勞動的果實201。在該案中，O’Connor 法官指出：「無人能夠對事實主

張原創性的原因在於事實不具有作品原創的特徵。這種區別就像創造和發

現的區別。第一個發現和報告一個事實的人並沒有創造一個事實。他只是

發現所存在的東西。他繼續留意公共領域，把不受著作權保護的事實與像

科學、歷史和一天的新聞等沒有著作權性的事實材料做比較。」由此推知，

美國最高法院推翻原判決顯然是認為原告作品缺乏著作權法所要求的作

品的原創性，而不是基於傳統的辛勤原則方面之考量而重視像投入了一定

時間、辛勞和金錢而產生的電話號薄之類事實編輯物之社會價值。 
 
  在該案中，法官引用 Baker v. Selden（1879）案，否認對未授權的編

撰「事實」的使用構成著作權侵權，擴充到整個財產制度的普通法基礎。

「事實不體現創作行為的最初來源，該區別存在創造和發現之間。」202法

院強調事實沒有著作權性，就是因為它們沒有原創性。本案在美國產生深

遠的影響，並與美國後來對電子資料庫所有權的討論相關。學者和實務界

人士仍然熱衷於就與本案相關的著作權問題進行探討。 

五、Feist（1991）案之評析與影響 

  有學者從「作者推理」的角度203，認為美國最高法院是基於作者推理

的原則判決該案件，而該原則卻阻止該案件所建立的政策基礎。如簡單的

功利主義分析可能會問這樣一個問題：導致著作權保護的社會成本是否會

被無效力地浪費了？儘管如此，該案件的判決僅僅是基於作品受到著作權

保護需要原創性，而電話薄沒有。換言之，在將事實（電話資料）改造時，

沒有「作者」的滲入，只有進行勞動的編輯者。 
 
  亦有評論人士認為：著作權意在鼓勵創造，促進知識產品的繁榮，但

有時可能會有相反的效果。財產所有權對「原始資源」的貶低表現在：（1）

集中於作者所借用的先前的材料之原創性，而不是所有的原創作品受這種

「原始資料」的影響的程度；（2）允許這種原創作者就原始資料的加工

獲得財產權，這樣一來可能否定後來的創造者對這種材料的接觸。因此，

隨著有天份的創造者將「創造性的原創」滲入到編撰物到將純粹的事實改

造為著作權作品，就可以鼓勵這種事實的其他的生產者和供應者尋求一定

                                                       
201  499 U. S. 346 (1991) . 
202  同前註，頁 1288。 
203  「作者推理」原理，係對不能被個人佔有、或沒有被個人佔有的公有領域的東西，逐漸在人

類社會中被私有化，如賦予人類基因以專利權就是典型的例子。在這些作者推理的場合，通常存

在一個假定前提，即賦予這些東西專屬權利，有利於鼓勵和報償最初的創造者，從而最終有利於

豐富不斷增長的公共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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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造性的方式將自己改造為作者204。 
 
  另有學者主張205：美國最高法院作了錯誤的假定，法院授予思想著作

權保護，將排除後續作者依賴那些事實。著作權保護不應阻止後續的作者

使用事實；它只是需要為使用而付費。可以在該案件中的事實表明，資訊

的保護確實導致對於傳播的限制，因為被告為獲得資訊可能需要與原告談

判授權證事宜，而談判有可能破裂。但這裡存在的問題是，即使由於單邊

獨占問題而使得談判破裂，它也不能為否認對事實提供保護之正當性，因

為單邊獨佔總是對被著作權保護，或其他形式保護的作品任何一方面的一

種可能性。在對事實授權時談判破裂有可能發生，它沒有為區分事實與表

達提供任何一個理由。 
 
  儘管最高法院總是主張事實和思想是在同一水準上，並且事實是不能

獲得著作權保護，在本案以前與事實著作權有關的法律並不存在。這可以

透過一事實加以說明，即 Feist 看到談判是合適的作法，並且在每十一個用

戶中有十位為使用資訊而付費，根據最高法院的最後的判決，是能夠自由

地占有的。當法院的判決確實看起來是建立在創作的建築材料理論，而不

是更一般的平衡理論上時，直覺認為基於衡平的方法。事實作品在搭便車

方面亦值得懷疑。單獨表達的價值將允許在文學作品像小說的作者收回他

的成本，這是似是而非，而在事實作品中就不同，因為事實作品的價值在

於將獨立於作品中所包含的事實被表達的方式。誠然，事實的存在構成作

品價值的一部分，但與小說和戲劇相比，同一事實中的不同的表達可能是

原創作品的幾乎完全的替代品。 
 
  Feist 案將作者身份和原創性納入到當代的著作權法，該案的焦點集中

在受著作權保護的作品原創性要件及其界定問題。在該案中，最高法院雖

然沒有明確地提出著作權法中的公共領域問題，但對事實性質作品著作權

性質之否認，表達出對作者未來創作材料保障的關注。最高法院儘管沒有

確認複雜的社會過程和環境使得「事實」能夠被創造、流通、使用，並且

在一定的情況下能夠被重新使用，但它仍然充分認識到在公有領域中「未

受到保護的事實」作為未來的創造者的資源和原材料的重要性，因此它將

電話薄的名單列為公有領域的東西。 
 

                                                       
204  See Aoki, Keith, Inventors and Trademark Owners: Priv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Public 

Domain (Part I), 18 Columbia ‐VLA Journal of Law &the Arts 4 (1993) . 
205  See Siebrasse, Norman, A Property Rights Theory of the Limits of Copyright, 51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 1 (Wint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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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該案後，在智慧財產權的其他領域，如專利權和商標權領域，對未

被佔有的原始資料與原創身份的關係的研究也不斷受重視。但該案可能最

終縮小智慧財產權制度中的公共領域的觀點則似難以成立，因為該案對從

公共領域進入私有領域的條件不是放寬而是從嚴認定。 
 
  觀察本案後的部分案件，至少在媒體的傳統形式上，法院對事實作品

提出一些最低限度保護水準的主張。例如在 Lipton v. Nature Co.（1995）

案206中，法院肯定了對術語編撰物的著作權主張。在 CCC Information 
Servies, Inc. v. MaClean Hunter Market Reports（1994）案中，法院裁決認為

與二手車有關的資訊進行編撰的事實性作品，構成受到著作權保護的原創

性，並認為美國最高法院在 Feist 案（1991）中提出的規則不是要為原創性

要件構築一個更高的門檻。又例如，Mason v. Montgomery Data, Inc.（1992）

案207牽涉到地圖的原創性問題，法院認為地圖具有足夠的原創，因而受著

作權保護208。綜上所述，法院指出需要維持最低限制的保護之原創性標準。 

六、小結 

  承上所述，在事實編輯物案件，法院需要解決的是事實的編撰物對於

資訊的保護和堅持資訊是與其他作品相關的公共財產的觀點之間的衝

突。這種衝突的解決，一方面需要充分考慮像電話薄所包含的是沒有被創

造的事實、資訊或資源，而不能被某一個人獨占；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

慮在形成事實編輯物作品的過程中，創造者需要付出辛勞、投資與時間。 
 
  試圖透過某一類具體的案例，為公共領域提供整體的原理比較困難。

通常的模式是，當法院認為有必要保護被告代表的使用者利益時，會運用

公共領域的概念。換言之，在考慮到對作為被告的使用者利益的合法保護

時，法院需要重視作品中包含或體現的思想、主題、情節、事實，特別是

其表達的思想。儘管如此，吾人卻難確認作者創作靈感、思想的最初來源，

也不可能證明在任何意義上的來源，也無力追蹤和證明留存在公共領域中

的思想的產生脈絡。作者本人也很難確認其靈感的來源，而這與作品的創

作規律具有必然聯繫。如果賦予作者對像思想、主題、情節、事實，特別

                                                       
206  詳見 James Lipton v. The Nature Company of California, 71 F.3d 464, 473 (2d Cir. 1995)  該案認為

受保護的著作中，所包含的 25 個用語，有相同的 21 個出現在被主控的侵權著作中，編排的侵害

行為即已成立。

<http://caselaw.lp.findlaw.com/cgi‐bin/getcase.pl?court=2nd&navby=case&no=949123>(2007/7/12) 
207  Mason v. Montgomery Data, Inc. 967 F.2d 135 (5th Cir. 1992) 

<http://www.spatial.maine.edu/~onsrud/Cases/HTML_Mason_vs_Montgomery.htm>(2007/7/12) 
208  See Karjala, Dennis S., Copyright in Electronic Maps, 35 Jurimetrics J. 395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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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表達的思想這樣的創作的基本的建築材料以專屬權利之特殊地位，那

麼該作者之後的所有作者接近這些基本的建築材料都將受到限制。這種限

制會使著作權法所要實現的宗旨受到嚴重損害。 
 
  涉及到事實性質作品的著作權問題，可以認為原創作品的一些方面在

忽略其來源的情況下被後來的作者所創作的作品所吸收和佔有，而不必追

蹤其來源。思想、資訊、簡單的情節、簡短的單詞、主題、場景等都具有

這一特徵。因此立法者對上述公共領域素材之整體授予專屬權利，而不要

求權利人提供重要的證據來支援其所有權的主張。選擇賦予著作權的形式

而不要求其說明獲得專屬權利的依據，這在一定程度上是因為人們重視專

屬權利而說明思想、信息、簡單的情節、簡短的單詞、主題、場景等被賦

予專屬權利提供證據具相當困難性。透過選擇賦予著作權的形式，包含思

想、資訊、簡單的情節、簡短的單詞、主題、場景等在內的作品被包容在

作為一個整體的專屬權利的範圍之內，只是這些來自於公共領域的東西仍

然處在公共領域的地位，即他人仍然可以自由地利用而不受專屬權利的控

制。 

貳、資料庫之保護模式探析 

  電腦資訊技術的飛速發展及其日益廣泛的應用，對智慧財產權的法律

體系提出了一系列新問題。其中有關資料庫的智慧財產權無疑是一個十分

重要的問題。我國的資訊產業正在起步階段，但有關資料庫的法律爭議案

件已經發生，以下透過對中外立法以及案例發展的分析，考察當今國際上

保護資料庫的基本模式，進而提出在資料庫保護方面的因應對策。 

一、資料庫的概念 

  近年來，電腦資訊技術的飛速發展及其日益廣泛的應用，對智慧財產

權的法律體系提出一系列新挑戰。其中有關資料庫的智慧財產權無疑是一

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所謂資料庫，簡單地說，係指將資料作有系統之蒐集、

編排，以便於使用者查詢之集合物。因此，就廣義而言，圖書館的書目卡、

百科全書、電話號碼簿等都可算是資料庫之一種。然而，由於科技之進步，

資料庫已由以往的紙張形態轉變成為無紙張之資料庫，亦即，如今之資料

庫通常是指可由電腦檢索之電子資料庫系統。故今日一般所稱之資料庫，

通常是電子資料庫（electronic database）而言。 
 
  按照電腦技術界的普遍認識，資料庫系指「在電腦存放裝置上合理存

放的相互關聯的資料的集合，這些資料按照一定的資料模型組織、存儲，

並能以最佳的方式，最少的資料重複被用戶共用適用，其目的在記錄並維



標準制定組織之智慧財產保護政策 
及競爭法問題探討 

267 
 

護資料，並且可以以使用者所需形式的提供資訊。209」上述是資料庫的狹

義概念，專指電子資料庫。 
 
  多數人對資料庫的理解，如同 1996 年世界知識產權組織（WIPO）擬

制定的《資料庫保護條約草案》（Draft Treaty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Respect of Databases）210的看法，即「所有的資訊（資料事實等）的編纂

物，不論其是以印刷形式，電腦存儲單元形式，還是其他形式存在，都應

視為『資料庫』（database）211」，亦即所謂的廣義資料庫。從以上的定義

可以看出，資料庫是作品、資料或其他材料的一個集合，是由其製作者對

作品、資料或其他材料進行選擇、編排而形成的。就其本質而言，資料庫

就是作品、資料或其他材料的彙編。本文以下之相關分析所謂的資料庫指

的是廣義上的資料庫。 
 
  今日的資料庫業者能提供使用者多樣化之服務。不僅允許使用者利用

個人電腦由光碟機讀取光碟資料，即光碟資料庫；亦可透過網路直接與資

料庫業者的電腦相連，隨時查詢最新資料，即線上資料庫。透過電腦，使

用者得以系統預先設定的多樣化檢索方式，在短時間內從數千萬筆資料中

得到所需之資訊，包括數據、文字、聲音、影像、圖形等顯示在其多媒體

電腦上，對提昇工作效率有極大的功效。 

二、資料庫之製作程序 

  資料庫之製作係經過下列程序：首先，針對資料庫之主題蒐集資料並

篩選之；接著，將所得之資料予以分析、整理，進而將之結構體系化；再

次，將個別之資料賦予關鍵字及索引名稱，建立同義詞庫（thesaurus）；

最後，將資料以掃描或鍵入等各種方式記錄於電腦媒體中212。按資料庫之

                                                       
209  See Atzeni, P., S. Ceri, S. Paraboschi, & R. Torlone, DATABASE SYSTEMS: CONCEPTS, LANGUAGES 

AND ARCHITECTRES,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2000) 
210  《WIPO 資料庫保護條約草案》（Draft Treaty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Respect of Databases of 

1996），一般通稱為  “proposed WIPO Database Treaty” 

<http://www.wipo.int/documents/en/diplconf/6dc_sta.htm>(2007/6/21) 
211  Id. Art. 2.02 defines the term database. “The term should be understood to include collections of 

literary, musical or audiovisual works or any other kind of works, or collections of other materials such 

as texts, sounds, images, numbers, facts, or data representing any other matter or substance. It is 

worth pointing out that in addition to many kinds of works and other information materials, databases 

may contain collections of expressions of folklore.” 
212  See Lloyd, Ian 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AW, 4th ed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ara 

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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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並非僅將資料按順序儲存後再依序予以讀取，而係將蒐集到之資料針

對其項目、構造、形式等，整理編輯成統一格式，再依其性質分類作成體

系結構方式（內容高度結構化）之資料集合。因此，資料庫與傳統上之編

輯著作不同之處，乃在於其並非以固定的順序排列資料，而係以體系化、

結構化之方式處理資料213。 

三、資料庫產業結構簡介 

  本段以日本的資訊系統為例，以說明資料庫之產業結構。1969年10月﹐

在日本內閣總理大臣諮詢機構日本科學技術會議上﹐提出建立國家科學技

術資訊系統（N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構

想。自1970年起，日本資訊系統有很大進展，專業範圍覆蓋自然科學、技

術、人文科學和社會生活各領域，技術手段採用電腦、資料庫和通信技術

三者結合為主體的信息技術，形成政府、企業、教育學術界之聯繫，政府

協調和商業化相結合的運行體制。參酌下圖，吾人可對資料庫從建構到使

用的整個流程有概括的認識。從下表可以看出，資料庫從建構到使用階

段，涉及多種法律關係： 
 
【表3-1】資料庫產業結構簡介 
資料形

式 
原始資料 資料庫 

主體 提供者 建構者 經銷者 檢索服務業 終端使用者 
流程 資料庫建立階段 資料庫流通階段 資料使用階段 
 

70年代以降，日本資訊系統迅速走向商業化，實現資訊的生產、加工、

流通、批發和零售的產業化分工。據統計，1985年日本資料庫業者已有企

業共100家，其中資料庫生產共21家，資料庫聯機檢索服務共32家，既生

產數據又提供檢索服務共計37家。1985年日本已登記的資料庫超過1,700
種。據《1986年日本資訊服務產業白皮書》統計，1984年與資訊的生產和

提供有關的產值達967億日幣，1979～1984的五年間的平均增長率為25
％。日本資訊系統按照產業結構可劃分以下幾類214： 
（一）資訊提供中心，亦稱資料生產者。除生產資料庫外，大都兼有檢索

服務的功能。例如，日本經濟新聞社、帝國信息庫、市況資訊中心、日本

資訊社等等。 

                                                       
213  參閱李佩昌，資訊化衝擊下論我國著作權法對資料庫之保護，頁 19。 

<http://www.elawfirm.com.tw/06/0102.pdf>(2007/6/21) 
214  上述數據及分類，詳見曾民族，日本情報系統，中國大百科全書。

<http://ci58.lib.ntu.edu.tw/cpedia/Content.asp?ID=754&Query=>(2007/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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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聯機檢索服務中心，亦稱資料庫銷售者。購買或租用資利庫生產者

的資料庫，進行必要的加工，並透過聯機檢索系統，向用戶提供檢索服務。

例如，日本科技資訊中心利用JICST文獻資料庫開展聯機檢索服務等。 
（三）資訊代理商，代理國外聯機檢索系統的檢索等資訊服務，對用戶進

行培訓和技術上的支持。例如，紀伊國屋書店、丸善株式會社開展美國

DIALOG系統的代理檢索服務等。 
（四）資料庫代查商，根據用戶的要求和委託，代為檢索國內外資利庫和

提供其他資訊服務。在日本，近年來出現專職代查商，比較著名者為住友

化學資訊中心、海外市場資料社等。此外，日本各縣的工業試驗所也提供

代查服務。 

四、Feist 案（1994）對資料庫保護之影響 

    美國最高法院之Feist Publications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Inc. 
（1991）案在美國產生很大影響，實際上，在該案之後的許多案例中都吸

收該案對獨創性的認定原則。但美國很多學者對此案有不同看法，甚至有

人提出，對資料庫作品獨創性的判斷應回到原來的「辛勤原則」，認為該

案所確立以獨創性作為資料庫著作權保護的惟一標準，不應被視為資料庫

保護的楷模。儘管如此，統計資料表明，在該案之後，資料庫的上市量不

但沒有降低，反而有了實質性的增長215。在本案拒絕提供保護之後，資料

庫行業各種危言聳聽的預言並沒有成為現實。資料庫保護的例子說明，鼓

勵創造者提供一項新的智力成果的機制很多，賦予財產權或限制競爭對手

搭便車只是其中的一部分216。在很多場合，市場上的領先時間就足以保證

投資者回收投資成本賺取利潤，從而避免市場失敗。市場領先時間的長短

取決於很多因素，例如複製過程的複雜程度、產品的安全測試、生產線的

建立、市場的開拓等等。在特定的場合，這一市場領先時間機制可能足以

保證創新者收回成本並獲得豐厚的回報，模仿者對創新者的市場利益雖然

造成一定影響，但並不足以威脅到創新者的積極性217。 

五、中國廣西電視節目預報表案（1991） 

                                                       
215  See Weinreb, Lloyd, Copyright for Functional Expression, 11 Harward Law Review 1236 (1998)   
216  對智力勞動者的回報方式，除了財產權授予之激勵外，還可以是其他的費用、獎金、致謝、

表揚、安全保障、社會地位、權力等方式。See Hettinger, Edwin C. "JUSTIFY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ORAL,. LEGAL, AND INTERNATIONAL DILEMMAS, edited by 

A. Moore.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7), at 25. 
217  See Keller, B. P., Condemned to repeat the past: The reemergence of misappropriation and other 

common law theories of protection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11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401 (1998) 



  第三章    標準制定之著作權問題研析 

270 
 

   1991年，原告廣西廣播電視報社與被告廣西煤礦工人報社發生電視節

目預報表使用權糾紛，向廣西壯族自治區合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在該

案中，原告廣西廣播電視報與中國電視報簽訂協定，中國電視報社向原告

提供中央電視臺節目預報表，由原告在其報紙上刊登或轉載，每期付給報

酬若干，而原告又得廣西電視臺批准，允許在其報紙上刊登該台一周的電

視節目。從1987年起，被告廣西煤礦工人報未經原告同意，在其報紙上轉

載上述電視節目表。於是原告提起訴訟，稱被告侵犯其合法權益。 
 
    被告辯稱電視節目預告表是時事新聞，依據中國《著作權法》的規定，

時事新聞不受法律保護，作者、出版者均不享有著作權，原告訴被告侵犯

其權益是毫無根據的。一審法院適用《著作權法》將電視節目看成時事新

聞而不給與著作權保護。二審法院認為一審法院之見解錯誤，電視節目預

報表不應屬於時事新聞，但也不具備獨獨創性，不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

作品，然而編輯者對此預報表付出艱辛的勞動，應給與其他法律的保護。

換言之，本案確立以下幾個原則：（1）電視節目預告表不屬於時事新聞；

（2）電視節目報告表因缺乏獨創性而不能受到著作權保護；（3）電視節

目預告表製作需要電視臺及電視報編輯做出相應的勞動，這種勞動屬於應

當得到法律保護的民事權益。該原則演繹出的另一結論是：對於一些因為

不具獨創性而不能得到著作權法保護的資料庫，由於資料庫製作者付出艱

辛的勞動，因此可以得到民法上的保護。 

六、歐洲Magill v. European Commission（1995） 

   由於Magill（1995）案218與中國之廣西電視節目預報表案有相似之處，

但最終結果卻正好相反，故本文以為有介紹之必要，便於比較。在Magill
（1995）案中，三家電視臺RET、ITV、BBC 都在愛爾蘭和北愛爾蘭轉播

自己的節目並且每週都出版自家的節目預報，每家都允許報紙出版本周的

重要節目。但是當Magill電視指南公司開始出版一種全面的三家電視臺的

節目預告表時，每家都控告它侵犯著作權，由於當時《歐體資料庫法律保

護指令》（1996）尚不存在，英國和愛爾蘭都是普通法國家，電視節目表

受著作權法保護，Magill因此敗訴，Magill向歐體執委會提出申訴，執委會

以三家電視臺濫用絕對優勢地位為由，責令他們強制授權Magill以使用其

節目報表。 
 
  三家電視臺向歐洲法院起訴，一審和上訴法院都支持執委會的決定。

法院指出，頻道、日期、時間、節目名稱是節目預告的必備要素，電視臺

是獲得這些資訊的惟一來源，三家電視臺對彙編節目預告的資訊處於事實

上的獨占地位，能夠有效的阻止電視週刊市場的競爭。若肯定電視臺對上

                                                       
218  歐體對於本案之判斷法理主要基於競爭法中拒絕交易之考量，詳見第四章第三節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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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資訊之獨占地位，消費者為獲得電視節目編排的資訊，只能分別購買每

家電視臺的週刊，其他的競爭者都將被排除在市場之外。 

七、小結 

  Feist Publications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Inc.（1991）一案的影

響深遠，確立以獨創性作為資料庫著作權保護的惟一標準，但不管一個資

料庫是否具有獨創性，畢竟，編輯者做出大量的勞動、投資，如不給予保

護，任他人搭便車，則顯然對編輯者不公平，且會產生一系列的不公平競

爭行為。然而，資料庫不能獲得著作權法的保護，並不意味著不能獲得其

他法律的保護，廣西電視節目預報情案（1991）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對於編輯者辛苦的勞動投資給與其他法律，例如民法的保護。 
 
  然而，案情與廣西電視節目預報表案基本相同的歐洲Magill案（1995）

提出一個所謂的獨占問題。法律對資料庫給與過分保護時，勢必又會影響

到公眾的利益，反觀中國廣西電視節目預報表案（1991），相較Magill案
（1995）之保護又顯不如。中國電視臺本已在電視節目預告市場上占絕對

優勢，該判決更是強化現有的獨占地位。本文針對上述案例的分析，可以

得出以下結論：對資料庫問題進行調整的並不限於著作權法，更有不正當

競爭法，以及其他的一些法律，例如民法、特別法等等，以下面本文將逐

一進行介紹並加以分析。 

參、資料庫的著作權法保護 

  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是作品，而作品是指文字、藝術和科學領域內具

有獨創性並能以某種有形形式複製的智力創作成果。構成作品的首要條件

是其具有獨創性，資料庫想要獲得著作權法的保護，就應符合法定要件。 

一、資料庫的獨創性標準 

  資料庫作為一個資料或其他材料的集合，由其製作者通過對資料或其

他材料進行選擇、編排而成。該過程等同於著作權法上的彙編作品的創作

過程。從本質上觀之，資料庫就是對作品或其他材料的彙編，著作權法上

有關「彙編」或「編輯著作」的規定，實際上就是對資料庫的規定219。然

而，範圍相當廣泛的資料庫要成為彙編作品，成為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

主要問題不在於其使用何種材料，而在於獨創性的要求，即資料庫要在材

料的選擇和編排上要具有獨創性，能夠成為智力創作的彙編。綜上所述，

資料庫作為彙編要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必須具有著作權作品的一個最基

本的條件：獨創性。 
 
                                                       
219  張平，中美資料庫著作權保護的司法比較，知識產權，1998 年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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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公約》第2條第5款要求受著作權保護的彙編在內容的選擇與編

排上構成智力創作，然而該標準在確立之初，並未令普通法系和大陸法系

在獨創性上達成共識220。按照英國的著作權法傳統規定，即所謂的「辛勤

勞動原則」，獨創性的要求較低，並不要求新穎或創造性的思想，僅要求

作品不是抄襲的而是來源於作者自己，英國的許多案例都體現這一判決原

則221；相較之下，歐盟中的大陸國家對獨創性的要求較英國要高。這意味

著如按著作權法，有些資料庫在英國受到保護，在其他歐盟國家可能不受

保護。北歐國家則另闢蹊徑，自1960年以降，即對資料庫的保護另作規定，

針對不具獨創性的資料庫，例如含有大量資訊的目錄，給予類似著作權的

特殊鄰接權保護，稱之為「目錄規則」（Nordic catalogue rule），可以對

抗任何對該目錄之整體或重要部份之重製行為，但保護期限只有自出版後

的10年222。為統一歐盟國家之間的不同法律體系所出現的分歧，1995年7
月歐洲議會正式通過《歐體資料庫法律保護指令》（Database Directive of the 

                                                       
220  《伯恩公約》第 2 條第 5 項規定：「文學或藝術著作之集合如百科全書和文選，其內容之選

擇和編排構成智慧之創作者，應受保護，但不影響其中個別著作之著作權。」該項僅稱「應受保

護」，而未指明應比照何種類型著作的受保護程度，應被認為係與一般文學藝術著作受相同之保

護。雖然條文中明示「文學或藝術著作」之集合，但通說認為文學或藝術著作以外之其他素材

（materials）、甚至是資料（data）之集合，只要其內容之選擇和編排構成智慧之創作，也應受

保護。在 1994 年 12 月 5 至 9 日在日內瓦召開的專家會議第四會期中，就曾討論到是否要在一

項新的條約中明白訂下對具備原創性的資料庫給予著作權保護時，顯然多數代表都採「這樣的條

文只有宣示性質」的立場。而這樣的條文最終也落實成 WIPO 著作權條約第 5 條的規定。參閱陳

錦全，資料庫保護第二章「WIPO 關於資料庫保護之發展情形」，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研究計畫，

1999 年。

<http://www.tipo.gov.tw/copyright/copyright_news/copyright_changelaw_21_1.asp>(2007/6/20) 
221  “The amount of labour, skill, judgement or ingenuity required to support successfully a claim for 

copyright is a question of fact and degree in every case" See Football League Ltd. V. Littlewoods Pools 

Ltd. [1959] 2 All ER 546; “The requirement of originality will be satisfied if a plaintiff employs ‘more 

than negligible’ skill and labour in his/her selection of words or other contents” See Ladbroke 

(Football) Ltd. v. Willam Hill (Football) Ltd. [1964] 1 All ER 465; “Nobody disputes that the existence of 

sufficient 'originality' is a question of fact and degree." See G A Cramp & Sons Ltd. v. Frank Smythson 

Ltd [1944] AC 329. See Khan, Anwar N, & Hancock, Philip, Foreign developments‐‐Copyright law in 

Australia‐‐fair dealing for research or study purposes, Journal of Law and Education (Jul 2001)   
222  See Karnell, G.W.G., The Nordic Catalogue Rule: origin and practi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lumbanus Symposium 2003, Oslo, (29‐30 August, 2003) 

<www.jus.uio.no/iri/columbanus/foredrag/The%20Nordic%20Cataloue%20Rule%202003%20Oslo.pdf

>(2007/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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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Communities of 1996，簡稱《指令》）223，於1996年3月11日正式

生效，並規定各成員國在1998年1月1日之前實施，這就迫使英國等普通法

系的國家對彙編作品的保護進行實質性的調整，將保護的標準提高到「最

低程度的創造性」。 
 
  《指令》第2章為著作權部分，對各成員國的資料庫保護範圍進行協

調，建立統一的獨創性標準。對英美普通法固有的「辛勤勞動」理論和大

陸法系的「獨立個性的表達方式」的獨創性標準予以協調，要求資料庫的

標準為「依照對其內容的選擇和安排，構成作者自己的智力創造」。以上

之國際共識，說明國際條約對獨創性的要求，不僅需為獨立完成，而且還

需一定程度的創新（ceativity）。 
 
  至此，兩大法系的彙編作品的認定標準得到統一，並且在WTO的

《TRIPS》第10條第2款規定224：「資料庫或其他材料的彙編，不論採用機

器可讀形式還是其他形式，只要對其內容的選擇或編排構成智力創作，即

應給與保護。」隨後，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在其《世界智慧財

產權組織著作權公約》（WIPO Copyright Treaty of 1996）225中制定幾乎相

同之規定。從以上論述可以看出，各國對資料庫給與著作權保護的惟一標

                                                       
223  《歐體資料庫法律保護指令》於第 2 章第 3 至 6 條處理資料庫之著作權保護，於第 1 章的第

1 至 2 條和第 4 章的第 12 至 17 條同時處理資料庫之著作權保護與資料庫之特別權保護。 
224  1994 年 4 月 15 日簽訂的《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

「資料（data）或其他素材（material）之編輯（compilations），其內容之選擇和編排構成智慧

之創作者，不論是以機器可讀之狀態或以其他形式呈現，均應受保護，惟此種保護不及於資料或

素材本身，亦不得影響存在於資料或素材上之著作權。」這是資料庫之保護首度見諸於國際條約

明文規定者。 
225  1996年 12月 20日於日內瓦通過的《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WIPO Copyright Treaty, 

WCT）第 5 條其標題為「資料之編輯（資料庫）」，其條文則為：「資料（data）或其他素材（material）

之編輯（compilations），其內容之選擇和編排構成智慧之創作者，不論是以何種形式為之，均

應受保護。惟此種保護不及於資料或素材本身，亦不得影響存在於資料或素材上之著作權。」

WCT 第 2 條則規定：「著作權之保護及於表達而不及於其中的思想、程序、操作方法或數學概

念。」在該次外交會議中，最後以達成共識之方式（by consensus）通過下列「同意聲明」（agreed 

statement）：「本條約第五條資料之編輯（資料庫）之保護範圍與本條約第二條一起讀，其效

果與伯恩公約第二條和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的相關條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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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是其具有獨創性。我國226及大陸227《著作權法》對彙編作品的保護亦採

用此一標準。 

二、資料庫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要素 

  獨創性標準使部分資料庫被排除在著作權保護的範圍外，然而，即使

有些資料庫具有獨創性，著作權對其之保護亦屬有限，並非資料庫的所有

要素都在其保護的範圍之內。著作權的保護只涉及資料庫的集合，而不延

及其內容228。理論上，在著作權領域範圍內，著作權保護並不及於作品的

所有因素，只保護體現作者獨創性的部分。 
 
  就資料庫而言，體現獨創性的因素係作者對資料庫的內容，即「資料」

的選擇和編排，從整體上觀之，即「資料庫的結構」。一般而言，作者編

輯資料庫，首先要選定編輯的內容，內容確定以後，為便利使用者操作之

目的，作者尚需對資料庫的內容進行編排，從而體現出一定的順序，一定

的結構。這些選擇的標準和方法，編排的順序和結構，體現出資料庫是否

具有獨創性。因此，資料庫應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只能是上述具有獨創性的

選擇和編排。由於著作權對資料庫的保護範圍較為狹窄，對不具有獨創性

的資料庫不予保護，即使具有獨創性，著作權保護也不及於資料庫的內

容。因此，資料庫製作者對於他們所獲得的現有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是甚為

不滿，他們希望能得到一種新的、更為直接的特殊種類的智慧財產權的保

護，因此，在世界各地遊說，終於首先在歐盟取得成果，隨之又波及到美

國，繼而大有影響智慧財產權國際保護體系之勢。 

三、歐體授予特別權保護予不具獨創性的資料庫 

  參照《歐體資料庫保護指令》，針對不同性質的資料庫採取「雙軌保

護的累積原則」（Kumulationsprinzip）。亦即，其一方面仍然遵循國際著

作權法上的共識，以著作權法作為資料庫保護的重點；另一方面則從競爭

法的觀點，同時平行創設「特別權的法律保護規範」（Schutzrecht, sui 
generis）229，使一些投入大量人力、時間或金錢，卻苦於無法滿足著作權

                                                       
226  我國《著作權法》第 7 條之規定：「就資料之選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者為編輯著作，以獨立之

著作保護之。編輯著作之保護，對其所收編著作之著作權不生影響。」 
227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 14 條之規定：「彙編若干作品、作品的版斷或者不構成作品

的資料或者其他材料，對其內容的選擇或者編排體現獨創性的作品，為彙編作品。」 
228  參閱薛虹，資料庫的法律保護與反壟斷，知識產權，1998 年第 3 期。 
229  《指令》第 7 條之規定：「從質或量的觀點，資料庫的建立人對於資料內容之取得、查核或

呈現有重大投資的話，則會員國應賦予資料庫的建立人就該資料庫內容之全部、或質/量上之重

要部份，禁止他人擷取或再利用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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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要件之資料庫，也可以同時受到保護。230 
 
  歐體針對不具有獨創性的資料庫提供特殊保護，該保護立法，不能歸

於現行法律保護分類，又具有資料庫內容的智慧財產權，稱為「特別權的

法律保護規範」，以作為著作權的補充231。其合理性在於：蓋通常資料涵

蓋範圍愈廣泛之大型資料庫，反而愈難滿足其在資料選擇方面的特色；而

電子資料庫的數位化儲存方式，也並無必要依一定之方式加以編排，因此

並不容易滿足其在編輯著作方面的要求。由此可見，特別權保護之目的即

在於以著作權法以外的制度，確保對資料庫之投資，阻止未經允許的擷取

和商業使用資料庫的行為232。《指令》賦予資料庫建立人（maker of database）
233「特別權」，即為商業目的上之阻止從資料庫中不正當擷取的權利。該

「特別類」具有以下基本特徵：  

（一）保護基本投入 

    特別權之獲得前提是：資料庫之建立人在獲取、翻譯或表現上體現的

                                                       
230  參閱張懿云，資料庫的保護，第三章「  歐聯資料庫法律保護指令」，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委託

研究計畫，1999 年。

<http://www.tipo.gov.tw/copyright/copyright_news/copyright_changelaw_21_3.asp>(2007/6/20) 
231  蓋國際條約只保護具原創性的資料庫的結果，使得許多僅做一般性選擇或編排的編輯物，不

論是以電子式或非電子式的方式呈現，像電話簿、地址名冊、法律資料的光碟和以百科全書式的

結構呈現的目錄等，都無法受到保護。舉例而言，將所有已知的歸於公共領域（public domain）

的古典拉丁文章以字母順序放在光碟上，即使所花費的投資極高，也因其編排欠缺原創性而無法

受保護，使得資料庫業者沒有誘因製作此種資料庫。而其實此種資料庫之投資並不下於像廣播公

司和錄音物製作人所作的投資，而廣播公司和錄音物製作人都受到現行國際條約的保護，例如《羅

馬公約》和《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表演與錄音物條約》，因此，這類資料庫的建立人應該享有如

同廣播公司和錄音物製作人類似的地位，受類似於著作鄰接權的保護。 
232  有國內學者從不正競爭的觀點出發，而稱此為「不正擷取資料妨免權」。觀察該條之設，主

要是在保護企業的勞務付出，而其中又以數位化電子資料庫為最重要。這種屬於經濟導向的特別

法律保護，確實與禁止直接掠取他人勞動成果的不正競爭法的確有部份的雷同。唯不同者係本指

令既不以營業交易的行為為限，又不以具有競爭關係為前提，因此在適用上遠比競爭法更為廣

泛。此外，這種以特別權保護的立法方式，更是超越單純以不正競爭行為加以規範的模式，蓋其

已經為資料庫權利人創設一獨立的財產專屬權。詳見前揭註 230。 
233 《指令》之特別權保護則明訂其權利人為「資料庫建立人」（Hersteller einer Datenbank, maker 

of database），而這裡所謂的資料庫建立人依本《指令》第 7 條之規定可知，係指對資料庫之建

立有重大投資之人，所以該投資者並不以自然人為限；此外，立法理由 E‐41 後段中也有更進一

步之說明，係指主動發起並承擔投資風險之人，因此受託建立資料庫之人並非此所稱之資料庫建

立人。詳見前揭註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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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或量上的最基本投資。《指令》未對「重大投資」進行解釋，但在獲取

權利的說明中指出：該類投資可能包含著運用經濟資源或花費時間、努力

和精力234。 

（二）禁止擷取（extraction）和再利用（reutilization）的行為 

  投資重大的資料庫建立人之權利內容，包括「就資料庫重要部份之內

容享有禁止他人擷取或再利用之權」以及「對資料庫非重要部份之內容亦

得禁止他人為持續及系統化地擷取及再利用」兩項排他權。這裡所謂「擷

取」235係指為永久或暫時地將所有或基本部分資料庫內容以任何形式或手

段轉移到另一媒體上；「再利用」236係指為透過發行複製品或出租其他任

何形式傳播，屬於公眾能夠獲得全部或部分資料庫的內容。 

（三）「非重大部分」被排除在保護之外 

  《指令》旨在保護付出基本投資的製造者對其投資部分的權利，但不

能阻止，基於任何目的，擷取和再使用不具有重大投資部分的內容之合法

使用。此外，任何契約提供與此原則衝突的條款都屬無效237。儘管如此，

《指令》並未定義「非重大部分」，但指出重大部分是指能夠評估的具有

一定質或量的部分238。 

（四）「特別權」保護期限 

                                                       
234  至於資料庫建立人應投入至何種程度才屬於「重大投資」，則顯然充滿法律不確定性，至今

亦欠缺一個有效的判斷標準。有學者建議，有關特別權保護其原本所具有的競爭秩序上之功能，

在此亦應一併加以考慮。同前註。 
235  此所稱之「擷取」（extraction, Entnahme），依《指令》第 7 條第 2 項 a 款之定義：「長期

或暫時地，將資料庫的全部或重要部份的內容移轉於其他的儲存媒體（medium, Datentrager），

至於其擷取的方法或形式則非所問。」 
236  所謂「再利用」（reutilization, Weiterverwendung），  依《指令》第 7 條第 2 項 b 款之定義：

「係指透過散佈重製物、出租、線上或任何其他的傳輸方式，而使資料庫全部或重要部份的內容

處於得公開利用的任何形式。」 
237  針對受特別權保護的資料庫的合法使用人而言，《指令》第 8 條規定當事人不得以契約加以

排除，故本質上亦屬強制規定：「凡提供於公眾使用之資料庫，其合法使用人對於資料庫非重要

部分之內容，得不經權利人之同意而予以擷取或再利用，且不論其目的為何（因此，包括線上傳

輸的情形在內）；但其利用行為不得違反對資料庫之通常利用方式，或對於權利人之合法利益造

成不可預測的損害；並且對資料庫內容中享有著作權，或鄰接權保護之客體不得有所侵害。」 
238  針對重要部份與非重要部份的區別，《指令》僅在第 7 條第 1 項中概括地聲稱：「必須依利

用的質與量而為判斷」。除此之外，僅於同條第 5 項再補充說明：「雖然是非重要部份之資料庫

內容，但如果對之為持續及系統性地擷取或再利用，且該等行為已違反通常的利用方式，或將對

資料庫建立人的合法利益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害者，亦非所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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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權」的保護期限為自資料庫建立完成日起15年239。然而，在數

位化時代的電子資料庫，尤其是透過網路傳輸的線上資料庫其資料內容很

可能一直在變動之中，因此往往很難判斷，自何時起資料庫才算建立完

成？就此，《指令》並未明文規定，僅於立法理由中指出，應由資料庫建

立人負舉證責任。另外，針對任何質或量的「重大程度之變化」，包括由

細微變化逐漸積累而成的資料庫，將認為是一種基本的新投資，將賦予額

外15年的獨立保護期限240。 
 

 綜上所述，歐體在對不具有獨創性的資料庫提供一種新型權利，只要

資料庫建立者進行重大投資，並透過該項投資獲得的編輯作品，都可以受

到類似著作權的特權保護。該立法方式類似瑞典、丹麥、挪威、芬蘭和冰

島五個北歐國家對資料庫的保護模式241。北歐國家對資料庫提供特別權之

保護，都集中在各該國的著作權法中的一個章節。例如《瑞典著作權法》

第49條規定：「彙編大量資訊項目的目錄、表格或與之類似者， 自其出

版之日起10年內，他人未經其製作者許可不得複製。」儘管上述國家的法

律規定與《歐盟資料庫保護指令》有些差別，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特徵：

賦予不具有獨創性資料庫的建立者一定期限的權利，以阻止他人未經許可

而使用資料庫的行為。該權利屬於一種特殊的財產權。 

四、美國對資料庫的法律保護之發展 

（一）美國 1976 年著作權法之規定 

  依照美國 1976 年著作權法第 101 條之規定，其認編輯著作係指：「對

既存之素材或資料加以蒐集組合而成之著作。且該等素材或資料必須經由

選取、整合、編排，使就整體而言成為具有原創性之創作。彙編一詞，包

含集合著作」。由上述美國著作權法之規定可知，於美國著作權法架構下，

資料庫要取得著作權法的保護必須具備下列各項要件：（1）該資料庫的

內容物為就既存的素材所蒐集而成；且（2）對於這些素材蒐集後，必須

                                                       
239  《指令》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資料庫之特別權保護期間，原則上自「資料庫建立完成時」起

存續 15 年，並以該期間屆滿當年之末日為期間之終止。此外，為了鼓勵權利人將資料庫提供於

公眾使用，乃特別規定，若資料庫於前項所稱之期間內已提供於公眾使用者，則此 15 年的保護

期間應自資料庫「首次提供於公眾使用時」起算，並以該期間屆滿當年之末日為期間之終止。 
240 《指令》亦於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必須是對資料庫之內容在質或量上有重大變更，包括該

重大變更是由於繼續性之增補、刪減或訂正所累積的結果，並且在質或量上已達到重大之新投資

者，則就此新投資之結果，亦得享有獨立之保護期間。」立法理由中說明，是否為重大之新投資，

可由詳細檢查資料庫之內容得知；至於在舉證責任方面，則仍由參與新投資之資料庫建立人負擔。 
241  詳見前揭註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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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檢選、整合及編排的動作；且（3）對素材的檢選、整合與編排的方

法必須具有著作權法所要求原創性。換言之，資料庫如欲受到美國著作權

法的保護，必須其對資料的檢選、編排及構成的資料搜尋體系邏輯架構

上，具有原創性。 
 
  然而，資料庫的型態與使用方式經過不斷的演化與改變後，現代的資

料庫如果站在使用者的角度而言，一方面必須要提供使用者豐富完整的資

料，另一方面在資料的檢索上必須考量到使用者搜尋資料上的習慣與思考

邏輯，方能使一位使用者這在最短的時間內搜尋到其所需要的資料。因此

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下，一個在商業上有價值的資料庫，往往在其本質上可

能無法具有美國著作權法所要求的原創性，而無法取得著作權法的保護。

弔詭的是，現實環境中具有商業價值的資料庫，卻往往是最易受不當行為

的侵害。 

（二）Feist Publications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Inc.（1991）

案之影響 

  在 Feist Publications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Inc.（1991）案，美

國最高法院的判決推翻兩下級法院的判決，即拋棄「辛勤勞動」判例原則，

認為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須具有獨創性，換言之，作品須符合「獨立創作」

並且「擁有最低程度的獨創性」的要求，而原告的白頁電話簿不具有該種

獨創性，因而不享有著作權。但在判決中也同時確認黃頁電話簿，即按使

用者的商業分類排列者，具有獨創性，可享有著作權。在本案後，資料庫

業界人士紛紛要求給予國會針對資料庫以法律保護。 

（三）1996 年《H.R.3531 號法案》 

  1996 年 5 月美國國會接受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H.R.3531 號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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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tabase Invest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tipiracy Act of 1996）242。

該提案受 Feist 案（1991）所提出之辛勤原則影響，為資料庫保護提供一種

新的智慧財產權保護：資料庫權利，基本上是歐盟特殊權利體系的翻版。

                                                       
242  《H.R.3531 法案》的提出，其歷史背景主要肇因於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 Feist 一案判決中，最

高法院在 Feist 一案明確揭示否定納入辛勤原則為著作權法保護之判斷準則，採取的法律上對資

料庫業界較為不利的法律上見解態度與決定；另外，歐聯（European Union）也在 Feist 案判決後

及該法案提出之前，就通過一項針對歐聯境內資料庫的保護之《資料庫保護指令》（EU Database 

Directive of 1996）。該指令明文採取保守之互惠保護主義，即若美國之法律或是法院無法提供歐

聯國家之資料庫相當的法律上保護，則相對地美國業者所建置的資料庫，在該互惠原則之下也無

法在歐聯境內取得相對的法律上保護。該指令一出，令身為全球資料庫業的龍頭的美國業界為之

憂心不已。經由業界的多次呼籲，美國國會方才認真地思考是  否要以另行立法的方式，提供資

料庫更為有力的法律上保障。國會對於資料庫在法律保護上所面臨的問題，開始正式地思考其解

決之道。職是之故，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議員 Carlos J. Moorhead 就在 Feist 一案作成後的 5 年，

在美國國會提出一項名為”The Database Invest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tipiracy Act of 1996”法

案，由於該法案編號為 H.R.3531 號。《H.R.3531 號法案》本質上，係以英美法特有的衡平法概

念衍生所制定之法案。其主要的立法目的在於阻絕不正當的競爭行為，以維持一個正常公平的競

爭環境與秩序。因此 Moorhead 眾議員表示，該項法案主要目的就是給予相關權利人一項禁止他

人對自己之資料庫內容以不正當的方式使用的。因此，依其立法目的，若所涉及者非屬於不正競

爭之行為，可能就不在該法案的規範範圍之內。See H.R. 3531 

<http://thomas.loc.gov/cgi‐bin/bdquery/z?d105:h.r.03531:>(200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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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科學界以及法學界的極力反對243，未獲通過。 

（四）1997 年《H.R.2652 號法案》 

  1997 年 10 月美國國會接受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再提出《H.R.2652

                                                       
243  反對主要理由在於，若《H.R.3531 號法案》通過後，將使得一般大眾在資訊的取得上越來越

困難。其原因在於業者將以該法案作為其提高資料提供費用的合法理由，如此一來，大眾將無法

以免費或是合理的價格取得所需之資訊。並且，該法案對於公開或是已經屬於公眾使用的資訊的

取得、使用並未設有限制，因此該向立法將勢必形成資料市場之壟斷，及資訊商業化的情況。此

一結果將會大大偏離資訊本為無價或公用之本質。此外，反對者也主張對於資料庫的法律保護而

言，美國現行各項成文法及法院的各項見解判決，已經為資料庫的法律保護提供相當充分的環

境。因此，無須再另行立法給予資料庫所有人其他法律上的保障或權利。反對者表示，在美國現

行的法制架構下，除了著作權法之外，契約法也可以給予資料庫所有人相當充分的法律上保障。

資料庫所有人可以透過契約約定的方式，來補充著作權法對資料庫保護不足之處。除了在立法必

要性的問題上大加質疑外，反對者也對於《H.R.3531 號法案》的各項條文內容提出了多項的挑戰：

舉其要者，反對者認為該法案中對於資料庫之定義過於模糊不清，由於該法案所稱的資料庫包含

電子化及非電子化的資料庫，因此反對者認為此一定義範圍過廣。另外在該法案當中對資料庫的

定義中所設之『實質上的投資』條件，也產生不易認的問題；另外，反對者對於《H.R.3531 號法

案》第 4 條中規定未經資料庫所有人同意，他人不得對資料庫之內容的「重要部份」（substantial 

part）及「非重要部分」（insubstantial part）加以利用或取得，該條文字義上的「重要部份」及

「非重要部分」二詞，未來勢必滋生爭議。再者，反對《H.R.3531 號法案》者對於該法案在保護

期間的問題上也提出質疑：依照該法案第 6 條之規定，該權利期間為 25 年，若有內容實質上的

變更而產生新的資料庫時，再予以 25 年的權利。對此一規定反對者認為保護期間過長。反對立

法者表示雖然給予足夠的保護期間可以使資料庫業者得以回收其所投入的大量成本，然而，若未

考慮到各個資料庫的特質，而驟予一律給予 25 年的保護，則失之輕率。參閱古清華，資料庫的

保護第六章美國之資料庫保護，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委託研究計畫，1999 年。 

<http://www.tipo.gov.tw/copyright/copyright_news/copyright_changelaw_21_6.asp>(200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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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法案》（Collection of Infromation Antipiracy Act of 1997）244。該法案拋

棄特殊權利體系，而設計為美國普通法的權利濫用原則、反不正當競爭的

法案。換言之，《H.R.2652 號法案》並非將資料庫權利當作是一種對世權

利，而是使之僅僅對抗競爭者的權利濫用。該議案於 1998 年 5 月在美國

眾議院獲得通過，並被併入《數位千禧年著作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of 1998）245，但 1998 年 10 月美國參議院通過此法時，關於

「資訊彙集」（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部分的內容卻被刪除246。 

（五）1999 年《H.R.354 號法案》 

1999 年，美國眾議院接受《H.R.354 號法案》（Collection of Infromation 
Antipiracy Act of 1999） 247。新議案仍然使用《H.R.2652 號法案》之標題，

內容也與先前草案基本相同，延續《H.R.2652 號法案》對於受保護客體須

為重大投資成果的要件。但作一些改動和補充，例如增加合理使用規定

                                                       
244  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委員 Howard Coble 在 1997 年，再度針對解決資料庫的法律保護議題

提出一項法案”The Collection Of Infromation Antipiracy Act of 1997”，由於該法案的國會法案編號為

H.R.2652，一般就以《H.R.2625 號法案》稱之。該項法案共有四個修正版本。贊成《H.R.2625 號

法案》者表示，電子資料庫由於現在資料需求的趨勢，勢必需以資料的完整性以及使用者搜尋或

檢索資料上的方便快捷為主，因此事實上很難具備取得著作權保護所需的在資料的選擇、組合與

編排上具有原創性與創作性。基於這樣的事實，當然贊成者大力主張應另以立法處理此一事實上

之問題。另外，贊成者主張在《H.R.2652 號法案第一版》條文中對於不當濫用資訊之禁止

（misappropriation）的規定，僅以該資訊之集合必須在商業上所用即可。此一規條文的設立等同

於放寬美國法院對於資料庫所有人取得法律保障的條件，也就是說透過《H.R.2652 號法案第一版》

的提出，若該法案獲得通過則使得資料庫所有人更容易取得法律上的保障。整體而言，贊成

《H.R.2652 號第一版法案》者認為該法案確能抵抗對資料庫不法使用之行為，並且也將不會發生

將應由公眾所享有的資料獨由特定人所壟斷私佔的後果。 

See H.R.2625 <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z?c105:H.R.2652:>(2007/6/22) 
245  H.R. 2281 (a.k.a.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of 1998) 

<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z?c105:H.R.2281.ENR:>(2007/6/22) 
246  See Band, Jonathan & Makoto Kono, The Database Protection Deb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4. 

Delievered at 24th Annual AAAS Colloqui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held April 14–16, 1999. 

<http://www.aaas.org/spp/yearbook/2000/ch22.pdf>(2007/6/22) 
247  在美國眾議院提出《H.R.2652 號第四版修正法案》後，由於各方對於該法案的條文仍有諸多

建議，尤其是在合理使用的部份。因此美國眾議院在 1999 年 1 月另行提出一項編號為《H.R.354

號法案》，其基本上延續《H.R.2652 號法案》的內容，同時法案之名稱也延續《H.R.2652 號法案》

之名稱，僅對於法條部份進行部份的刪改與增加。See H.R. 354 

<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z?c106:H.R.354:>(200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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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並縮短對資料庫的保護期限249。《H.R.2652 號法案》和《H.R.354 號

法案》都沒有使用資料庫一詞，而直接用「資訊彙集」，該定義係「為把

分散的各條資訊集中在一處或通過一個來源，以便使用者可以得到它們的

目的，被收集和整理的資訊」。《H.R.354 號法案》規定，任何人如果在

商業活動中，摘錄、使用他人通過實質性投資而收集、整理、維持的資訊

                                                       
248  依照《H.R.354 號法案》第 1403 條（permitted acts）之規定，允許行為共計有下列各項： 

（一）任何人得不經權利人之同意而基於非營利性、教育上、科學上或研究上之目的，進行資訊

的擷取、蒐集或使用資料庫中之資料。任何人得基於展示說明、舉例、評論、教學、研究或分析

之目的，對資料庫進行擷取使用。然而所擷取或使用的量必須與其目的相符合，並且該行為並須

為在該情況下為合理。至於判斷一行為是否在當時情狀屬於合理，應考慮下列因素：該擷取或使

用行為之程度以及是否用於商業上或非營利；該使用或擷取人之誠信（good faith）；該擷取、使

用行為對被使用擷取之資料影響之程度；被使用或擷取的資料庫是否即專為該擷取、使用人的使

用、擷取而建置。對於他人資料之集合體中單一筆資料，或是非重要性部份的資料得逕為擷取、

使用或再使用；（二）就資訊之集合中之個別資料本身而言，包括該資料為創作物（work of 

authorship）時，不得將之視為該資料之集合之重要部份。然而，不得援用本項的規定而以有系

統或是重複地，擷取使用資料庫中非重要性部份的資料的方法，作為掩飾迴避其侵害行為。換而

言之，此等規避法律禁止行為之作法，仍將被認為屬於侵害他人資料庫權利之行為。同樣地，任

何人皆可以自行獨立地向本法案所保護的資料庫客體以外的資料來源處，取得或蒐集資料；（三）

在查核資料之行為方面，仍然允許任何人得基於查核資訊正確性的唯一目的下，對本法所保護的

資料之集合進行資料的擷取、蒐集或是使用。然而，在此增加一項限制性條件：即進行查核資料

或確認資料正確性的行為時，因此所取得或是使用的資訊，不得以妨害權利人現在或是潛在市場

的利益的方式使他人取得這些資訊。（四）任何人得基於報導時事的目的蒐集、取得或利用資訊，

其利用行為包括新聞蒐集、散佈新聞以及進行評論。然而，在此增加一項限制性條件：對於所取

得的新聞性資訊，若該新聞資料具有即時性，而該新聞資料已經被某一新聞機構基於散佈於特定

市場中之目的，而蒐集卻尚未散佈於該市場之中時，若任何人取得這些新聞性資訊的目的是基於

與該新聞機構進行直接的市場上競爭的目的而取得或蒐集該資訊時，則不屬於本條所允許的範圍

之內。See Sec. 1403. Permitted acts of Collections of Information Antipiracy Act of 1999 

<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F?c106:1:./temp/~c106qu4E4G:e3336:>(2007/6/22) 
249  依照《H.R.354 號法案》第 1409 條（Limitations on actions）規定，刑事訴訟必須在該侵害行

為發生後 3 年內提出。另外民事訴訟部份，也必須在該侵害行為發生時起算 3 年內提出。除此之

外，針對資訊之集合中全部或重要部份的資訊被不正利用所提起的民事或是刑事訴訟，必須在系

爭的資訊之集合的投資行為事實發生後 15 年內提出。然而，在《H.R.354 號法案》卻增列有關資

料庫的權利繼續性問題的處理。換言之，若資料庫當它的重大投資符合《H.R.354 號法案》所要

求的受保護要件後，則該重大投資所建立的資料庫部份，其權利期間為 15 年。在 15 年期間經過

後，則資料庫所有人不得對於他人提出民事或刑事的請求或告訴。See Sec. 1409 Limitations on 

Actions of Collections of Information Antipiracy Act of 1999 

<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F?c106:2:./temp/~c106YHaniV:e33575:>(200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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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集的全部或實質性部分，以致對此他人或他的利益繼承人的現實和潛在

的與此資訊彙集相關的產品和服務市場造成危害，須對他人和其利益繼承

人負補償責任。從趨勢上觀之，美國採取的方法與歐盟的方法有越大差

異，為資料庫提供類似反不當競爭法上的保護。 

（六）1999 年《H.R. 1858 號法案》 

  然而，《H.R.354 號法案》亦未獲得通過。1999 年 5 月，美國眾議院

又提出《H.R. 1858 號法案》（Consumer and Investor Access to Information Act 
of 1999）250。該法案的目的亦係保護資料庫的投資活動251，使那些依照 Feist
案不能獲得著作權保護的資料庫，獲得一種類似部正當競爭法上的保護。

與《H.R. 2652 號法案》、《 H.R.354 號法案》相同者，該法案的立法目

的者要為抵制競爭者對他人資料庫內容的濫用252。該法案亦未獲得通。 

（七）未有任何資料庫立法保護前提下之法律規範 

  截至目前，美國國會尚未通過確利「資料庫權利」的任何立法，亦未

通過人合提供反不當競爭保護的資料庫立法。目前，美國是用保護資料庫

的法律規範，主要來自於聯邦的《著作權法》253、《禁止電子竊盜法》(No 
Electronic Theft Act of 1997)254，以及各州反濫用、反侵入的法律

                                                       
250  See H.R. 1858 <http://thomas.loc.gov/cgi‐bin/bdquery/z?d107:h.r.1858: >(2007/6/22) 
251  依照《H.R. 1858 號法案》第一章第一標題為「禁止商業目的的重置資料庫」（Commerce in 

Duplicated Databases Prohibited），第 101 條(1)項對資料庫的定義為：「資料庫係指不連貫資訊的

集合，該資訊或來自一處之即合與組織，或由單一來源接觸取得該資訊。資料庫係透過重大的金

錢或其他資源的投入，以完成該資料庫使用者接觸該等分散資訊之目的。然而，資料庫中的分散

部分，包含多種分散資訊者亦可視為資料庫。」同前註。 
252  依照《H.R. 1858 號法案》第 102 條禁止散佈重製品（Prohibition Against Distribution of 

Duplicates）之規定，所禁止的行為包括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或工具，透過跨州或跨國之方式，銷

售或對公眾散佈資料庫者，包括複製他人所彙編或組織的另一個資料庫行為；以及銷售或散佈與

原資料庫競爭的行為。所謂與原資料庫競爭行為包括透過複製原資料庫之重製品，取代原資料庫

相當之銷售量或授權數量者；以及相當程度地威脅原資料庫在回收投資在彙編或組織等建立過程

之機會。同前註。 
253  有論者認為著作權法對彙編作品的保護很弱，因為僅僅作者在彙編形式上之原創性貢獻始能

得到著作權之保護。See Perkins, Amanda, United States Still No Closer to Database Legislation, 22 

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view 366 (2000) 
254  H.R. 2265 aka No Electronic Theft Act of 1997 

<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z?c105:H.R.2265:>(2007/6/22) 



  第三章    標準制定之著作權問題研析 

284 
 

(misappropriation and trespass laws)255。此外，聯邦普通法在 1918 年確立的

濫用原則（私取原則）（misappropriation doctrine）256，仍然可適用在保護

即時新聞等時事資訊（hot news doctrine）257。 
 

美國的議案選擇反不正當競爭保護方式，它提供的保護程度最低，較

多偏顧社會大眾對資料庫的使用，甚至是商業利用，只要不損害製作者的

市場利益，不構成不正當競爭行為。這種方法的特點是在處理具體問題時

較為靈活，可較多考慮整個社會利益，但這種方式並無嚴格的標準，每個

案件處理的結果會是不確定的。資料庫的製作人的權利也不能得到明確保

                                                       
255  例如著名拍賣網站 eBay 在加州便成功地引用加州州法的規定，阻止競爭對手 Bidder's Edge

監視期拍網網頁的資料。儘管任何人皆可自由流覽 eBay 網頁資訊，但法院認為該網頁仍然為 eBay

的私有財產，可對網路使用設下限制。eBay 設定"robots.txt"程式，以偵測入侵其目錄頁的軟體，

Bidder's Edge 試圖規避，法院因此認為 Bidder's Edge 非法侵入 eBay 之動產。See eBay Inc. vs. 

Bidder's Edge Inc., 100 F.Supp.2d 1058 (N.D. Cal. 2000); See also Database Protection in the USA (2004) 

<http://www.iusmentis.com/databases/us/>(2007/6/22) 
256  禁止濫用原則（Misappropriation Doctrine）確立於 1918 年最高法院之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v. Associated Press , 248 US 215 (1918)。本案 INS 被法院禁止從 AP 的公佈欄以及其早刊之

會員新聞中抄襲新聞編輯販賣，法院認為 INS 必須停止從事前述行為直到所有 AP 的會員對於自

己所獲得之一手新聞資料之「商業價值」已經全然消逝為止。法院認為利用別人的經驗、技術、

勞力及花費，而轉移他人之  財產利益之實質部分到自己公司是不公平競爭。其實法院根據私取

理論處理是類案件，是因為 INS 這一類的行為人習慣性的拿走別人的新聞資源，卻無法給予相當

的回饋，故而應予以譴責。在解釋上，造成前述判決結果的法理是衡平理論（equitable theory）

的考量，在財產法的概念上，正當付費的人應該擁有財產使用的利益。但是，對於事業投資於有

流行季節或是短期時尚的一些設計產品之活動，實在無人能夠回答那些事物是過於流動

（fugitive）或是稍縱即逝（evanescent）性質而不能成為財產權的主體。當衡平法院面臨不公平

競爭的問題時，法院的立場是站在如果苦主原本花上實質的代價可以獲得相當的利潤，而競爭者

卻能夠在欠缺智慧財產權法的保護體系下，引取別人的工作成果獲致自己的利潤，使他人相對受

到損害，這時候，美國法院認為此種工作成果已具備一切法律意義下的財產性質，可以將私取理

論適用在不公平競爭行為上，否則有違法律良知。

<http://supreme.justia.com/us/248/215/case.html>(2007/6/22) 
257  See NBA v. Motorola, Inc., 105 F. 3d 841 (2d Cir. 1997)  本案 Motorola 在籃球比賽進行中傳送及

時數據給其訂戶，NBA 認為該行為違反 NBA 在球賽計分以及其他統計之著作權保護、NBA 對球

賽的所有權，以及球賽的獨家轉播權，向法院提起訴訟。第二巡迴法院認為職業籃球賽以及類似

的體育活動，並非屬於著作權法所保護的原創的作品（original works of authorship），所以有關

比賽得分並不受著作權法保護。此外，法院亦認為 NBA 並未證明 Motorola 之使用導致任何與 NBA

之直接競爭效果，亦未證明 Motorola 有任何搭 NBA 便車之行為。因此，法院認為 Motorola 可以

繼續傳送比賽數據給其訂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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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相較之下，歐盟的資料庫指令更偏重於資料庫的製作者，如保護期限

隨資料庫內容的更新而延長，非常明顯地增強原資料庫製作者的競爭優

勢，因此可能會帶來一些危害競爭的副作用。歐美立法趨勢的分歧，將對

全球在這個問題上的統一立法進程產生影響。而資料庫的保護，必須在不

同的國家間達成一致。這是因為資料庫是一種無形物體，在全球資訊交流

十分快捷的時代，特別是在互連網路高速發展的背景下，資料庫的保護已

不是、也不可能是一國之內的事。 

五、小結：對資料庫特殊權利保護體制的分析與評論 

    賦予資料庫特殊權利的保護的一系列法案提出後，很多學界、資訊界

人士對於是否應給予資料庫著作權以外的特殊權利的保護有很大爭論。贊

成者認為，資料庫投入大量的人力、物力，給與適度的保護，有助於培養

和保護投資的積極性，而現行的法律對資料庫的保護是極其微弱，尤其對

無獨創性的資料庫的保護極弱，給與特殊保護係屬必要258。持反對意見認

為：部分資料庫已受著作權保護，而事實的資料不應當歸私人擁有，這種

事實資料的集合不應受保護，再加強資料庫法律保護很可能導致資訊獨

占，造成獲取及利用資訊上的社會不公259。 
 
  本文認為，授予資料庫特殊權利保護未嘗不是一種保護資料庫的方

法。然而，法律作為利益平衡工具，調整不同社會群體間的利益，因此，

適當且完善的資料庫立法應當做到維護利益之平衡，即不受限制的獲取資

訊之公益目的，與限制該種自由使用以鼓勵製作資訊之平衡260。維持這種

平衡，不僅僅是維護一種社會的公平、公正，而且是保證資訊充分傳播，

促進社會經濟、科技、文化發展的需要。因此維持這種平衡是資料庫立法

應當堅持之基本原則。 
 
  然而，縱觀歐美的相關立法活動可以推知，授予資料庫特殊權利的保

護，其出發點是保護資料庫製作者對資料庫所做的投資，只要資料庫製作

者對資料庫的編排做出投資，就有權控制他人對資料庫本身的使用，換言

之，原來處於共有領域的思想、事實、資料被劃入資料庫製作者的專屬權

利，這將對於鼓勵再創造和市場競爭產生很大威脅，乃至於破壞權利人的

利益和公眾利益之間的平衡，使得天平向權利人一方傾斜。 
 
                                                       
258  參閱馬海生，數據庫法律保護若干爭議評價，知識產權，2001  年第 4  期。 
259  參閱劉江彬，數位資訊交流的法律問題：資料與資料庫的智能財產權保護，知識產權，1999  年

第 6  期。 
260  參閱王果明，信息權利和數據庫的立法保護— —歐美數據庫立法現狀述評，知識產權，2000 

年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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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美法案中還有很多不合理的規定，例如，歐盟指令規定對只有惟一

來源的資料庫不給予強制授權之適用，對後來者根本無從獲得資料來源，

或只能向處於絕對優勢地位的製作者支付高額獨佔價格，因此市場競爭將

被破壞261。再例如，美國法案不將資料庫的特殊權利保護並置於美國法典

中的著作權部分，使得合理使用原則無從在資料庫領域適用。綜上所述，

現行歐美等國的對資料庫的特殊權利保護使得資料庫從弱保護變為過渡

保護，打破利益平衡之設計。 

肆、歐盟創設的特殊權利保護資料庫之案例探討 

  美國沒有專門的資料庫立法，只能引用傳統的智慧財產權制度保護資

料庫。以下將討論歐盟地區適用《歐體 1996 年資料庫保護指令》創設的

特殊權利保護資料庫的案例262。2001 年，歐盟開始出現應用上述《指令》

的案件，該等案件產生重大的舍或影響，分述如下。 

一、StepStone GmbH v. OFiR Deutschland GmbH（2001） 

  在德國 StepStone GmbH v. OFiR Deutschland GmbH（2001）263案中，

資料庫權利第一次成功地排除非授權的網頁超鏈結264。本案原告 StepStone 
GmbH & Co KG（StepStone）265經營線上人力銀行，其網頁上的職位空缺

經常更新。StepStone 在蒐集、整理、發佈職位空缺資訊上花費相當的費用。

被告 OFiR Deutschland GmbH（OFiR）擅自設置連接到 StepStone 等很多網

                                                       
261  參閱王南松，淺論資料庫的法律保護——從中外三個案例談起，科技與法律，2002 年，頁

114‐120。 
262  See Deep Links / Search Engines ‐ Copyright and Commercial Law Issues (2005) 

<http://www.linksandlaw.com/linkingcases‐deeplinks.htm>(2007/6/22) 
263  StepStone GmbH v OFiR Deutschland GmbH, German District Court of Cologne, Feburary 2001 
264  See McCarthy, Kieren, StepStone Sets Precedent with Hyperlink Ban, The Register, (Jan. 17, 2001) 

< http://www.theregister.co.uk/2001/01/17/stepstone_sets_precedent_with_hyperlink/ >(2007/6/22) 
265  See Stepstone website <http://www.stepstone.de/>(200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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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之招募表單上的超鏈結（hyperlink）266，並用該種方式，令自己的網頁

成為歐洲最大的線上職業介紹機構。2000 年 12 月，StepStone 從德國某地

方法院取得禁制令，阻止 OFiR 連接到 StepStone 網頁上的職位空缺上。

OFiR 對該禁令提起上訴，德國 Cologne 地方法院於 2001 年 2 月判決支持

上述禁令。 
 
  法院認為原告 StepStone 網站上的職位空缺構成一個資料庫。OFiR 的

行為相當於重複地和系統地在利用他人資料庫內容的非重大部分，屬於不

合理地侵害 StepStone 的合法利益。法院亦認為 OFiR 對 StepStoney 資料庫

非重大內容部分的重置和發布行為不合理，原因在於 StepStone 的首頁被

繞過，包括網頁上的廣告看板（banner ads），因此減少 StepStone 的盈利機

會。此外，OFiR 的使用者不會再檢索 StepStone 的網站以搜尋其他相關職

業機會。職此，StepStone 很多其他職位空缺就無人光顧，除非 OFiR 也為

上述職位空缺設置鏈結。由此可知，本案原告獲得的保護來自於資料庫權

利保護。 

二、National Newspapers（PCM）v. Kranten.com（2000) 

  在荷蘭 National Newspapers（PCM）v. Kranten.com （2000）267案中，

依據《指令》尋求資料庫的當事人第一次被宣告敗訴268。本案被告 Eureka 
Intemetdiensten VOF（Kranten.com）使用超鏈結的方式提供新聞標題。若

點擊該標題，超鏈結就會將用戶直接帶到 PCM 和其他報紙出版商所製作、

出版的線上文章。原告 National Newspapers（PCM）認為上述超鏈結構成

對其著作權和資料庫權利的雙重侵犯，因為上述鏈結繞過 PCM 的新聞標

                                                       
266  超連結或稱網路鏈結（hyperlink），其實就這種 door to door 功能。在特定的網頁上，透過鏈

結指令，不必再於網址列打上特定網頁的網址，只要滑鼠一點，就可以直接跳到所要去的另一個

網頁。網路鏈結很方便，但鏈來鏈去，要不要獲得對方的同意？如果沒有經過對方的同意，就逕

行鏈結，會不會構成侵害著作權呢？如果瞭解網路鏈結的特性，就可以知道，網路鏈結是不會構

成侵害著作權的。因為，網路鏈結是把網路使用者，送到對方的網頁去，並沒有把對方的網頁內

容複製到自己的網頁中，而這時網址列上顯示是對方的網址。這種將網路使用者由自家門口，直

接送到對方家門口的動作，正是網路的特性與基本功能，既然沒有把人家家裡的東西搬過來，自

然不會構成侵害他人的著作權，所以不必經過對方的同意。參閱章忠信，網路鏈結面面觀。

<http://openepaper.nat.gov.tw/epaper/org_new/9/09_07_9.htm>(2007/6/22)   
267  PCM v. Kranten.com (National Newspapers v Eureka Intemetdiensten VOF and others) District 

Court of Rotterdam, August 22 2000, 

<http://www.ivir.nl/rechtspraak/kranten.com‐english.html>(2007/6/22) 
268  See Will Knight, Dutch cyber snoops remotely access net crime, ZDNet UK, (07 Oct.07, 1999) 

<http://news.zdnet.co.uk/internet/0,1000000097,2074232,00.htm>(200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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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首頁，而首頁是 PCM 報社最主要的收入來源。 
 
  審理本案的鹿特丹地方法院認為，在質量上或數量上評估，對本案系

爭標之蒐集、整理和發佈，並不需要實質性投資活動。因此，本案 PCM
之報紙文章的標題彙編不能構成資料庫。遂認定被告行為不構成對資料庫

權利的侵害。依據法院的邏輯，若一個彙編作品中涵蓋大量的報紙文章標

題，對這些標題的採集、整以及發佈等活動，可能該當實質性投資，進而

可能符合《指令》索保護的資料庫。 

（三）De Telegraaf v. Dutch Association of Real Estate Agents（2002） 

  在荷蘭 De Telegraaf v. Dutch Association of Real Estate Agents（2002）269

案中，當事人爭議的法律問題與National Newspapers（PCM） v. Kranten.com
（2000）案基本相同，但法院則作出與後者不同的裁決270。本案 Dutch 
Association of Real Estate Brokers and Real Estate Experts（NVM）271經營一

個網站，包含不斷更新的房地產銷售資訊。De Telegraaf（DT）272經營一

個搜尋引擎”El Cheapo”，該搜尋引擎從 NVM 的網站重製供銷售的房地產

照片，並在一個 El Cheapo 檢索框中展示該照片。DT 並不反對照片集合構

成資料庫的意見，但是，DT 認為由於 NVM 沒有在照片得蒐集上花費實質

性的投資（a substantial investment），所以資料庫權利並不存在。 
 
  受理本案的海牙地方法院認為，系爭照片之集合構成資料庫，因為照

片的連續蒐集與更新代表數量意義上的實質性投資。此外，NVM 在創造

和維持圖片的集合上花費大量的金錢，該項投資令法院確信本案的照片集

合構成資料庫。另外，針對 El Cheapo 行為，法院認為，其已經擷取原告

資料庫的實質性部分，侵害原告的資料庫權利，不論該線上資料庫是否僅

為 NVM 房地產銷售資料庫分割出來的一部分。由本案可知，像 El Cheapo
這樣的搜尋引擎必須事前獲得資料庫所有人之同意，即使資料庫的資料室

                                                       
269  De Telegraaf v. Dutch Association of Real Estate Agents (NVM) Dutch Supreme Court, Decision of 

March 22, 2002, Mediaforum 2002, 174   
270  See Supreme Court Bans Unauthorised Deeplinking, Europemedia, (Mar. 27, 2002) 

Copyright and Rights in Database Regulations of 1998 

<http://web.archive.org/web/20030911003903/http:/www.europemedia.net/shownews.asp?ArticleID

=9666 >(2007/6/22) 
271  See Nederlandse Vereniging van Makelaars (NVM) Website 

<http://www.nvm.nl/nvm/index.jsp?navid=_splash >(2007/6/22) 
272  See De Telegraaf Website <http://www.telegraaf.nl/>(2007/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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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網路上對大眾公開，方得以「深入鏈結」（deep linking）273的方式進

入以及重製他人之資料庫。 

四、British Horseracing Board Ltd. v. William Hill Organization Ltd.

（2001） 

  以上三案件都發生在大陸法系國家。在屬於普通法系的英國，法院已

在賽馬案中，針對資料庫權利適用問題提出即為廣泛的審查意見。1998
年，英國《資料庫之著作權與權利規範》（The Copyright and Rights in 
Databases Regulations of 1997，簡稱《規範》）274生效，該法確認資料庫所

享有的兩種智慧財產權，即著作權、資料庫權利。該《規範》目的是為執

行《歐體 1996 年資料庫保護指令》。British Horseracing Board Ltd. v. William 
Hill Organization Ltd.（2001）275案係應用該《規範》的第一個訴訟。 
 

                                                       
273  把網路使用者，送到對方的首頁去，讓網路使用者自行決定接下來要進入那一個網頁瀏覽。

這時，對方首頁上的內容或指示，可以完整地呈現在網路使用者的面前，如同到了一家百貨公司

門口，可以依樓層內容指示，自行決定要到哪一層樓逛逛。可是，如果使用的鏈結技術，是類似

哆拉 A 夢的任意門，不是從百貨公司門口進來，而是直接出現在特定樓層的特定專櫃前呢？這

種跳過首頁，直接鏈結到特定網頁的技術，稱為「深入鏈結（deeplink）」。  美國之 Ticketmaster 

Corp.v. Tickets.Com Inc. 2003 U.S. Dist. Lexis 6483 (C.D. CA., March 7, 2003)  案中，法院已確認，被

告以鏈結方式將使用者送至原告特定網頁之行為，並未構成侵害著作權，「蓋消費者係自動地被

轉送至著作人之特定原創網頁，其中並無任何欺罔。此一行為正如同讀者利用圖書館中的目錄索

引卡片以獲得特定主題的參考資料，只是這一方法更快、更有效率罷了。」詳見前揭註 266。 
274  英國於 1997 年制定《資料庫之著作權與權利規範》（Copyright and Rights in Databases 

Regulations 1997）（Statutory Instrument 1997 No. 3032），該法於 1998 年 1 月 1 日生效。本法的

制定主要肇因於歐體於 1996 年所發佈之《資料庫保護指令》（Council Directive No. 96/9/EC of 11 

March 1994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atabases），其中要求各會員國須將指令內容落實，英國基

於其為歐聯會員國之一，在國際條約上有將前述保護指令落實於其內國法之義務，因此即制定本

法。此一立法源由，也明示於本法第 2 條第（1）項之中。本法所採取的是雙軌制度。也就是一

方面對著作權法中相關之條文進行部份修改，另一方面也創設一個特別權的部份。而著作權與特

別權兩項權利並行不悖，並無相互排斥的效果。

<http://www.opsi.gov.uk/si/si1997/19973032.htm>(2007/06/22) 
275  British Horseracing Board Ltd & Ors v. William Hill Organization Ltd [2001] EWCA Civ 1268 (31 July 

2001) [2002] Masons CLR 1, [2001] EWCA Civ 1268, [2002] ECDR 4, [2002] ECC 24, (2001) 24(9) IPD 

24059 <http://www.bailii.org/ew/cases/EWCA/Civ/2001/1268.html>(200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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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原告 British Horseracing Board Ltd.（BHB）276 是英國賽馬業的一

家權威機構，該機構在 1985 年開始彙編一個比賽資訊電子資料庫。該資

料庫包含 100 多萬匹賽馬，以及其註冊之所有者、培訓原、賽馬師的名字

和其他資訊。此外，該資料數亦包括賽馬會的地點、日期、賽程、參賽資

格等資訊。上述資料及時更新及維護，包括最新賽馬會開始得時間、贊助

者名單、賽馬馬匹和賽馬師名單等等。BHB 的資料料庫建立於獨立之蒐集

活動上，BHB 在建立和維持上述資料庫上支出龐大，例如：期維持費用每

年約 600 萬美元。透過 Weatherbys Group Ltd.（Weatherbys）277 及 BHB 的

聯合網站、Racing Calendar（BHB 的官方周刊）等媒介，BHB 將其資料庫

的實質內容提供給用戶，包括：賽馬師、賽馬俱樂部（Jockey club）以及

賽馬所有人等。此外，BHB 資料庫的部分原始資訊（raw data）亦提供給

其他利益相關者，例如：每日出刊的 Racing Post278、BBC 旗下之 Ceefax
資訊系統、電視服務提供商 Teletext279等等。書籍出版商亦透過下兩個管道

取得 BHB 資料庫的內容：首先，書籍出版商可從 BHB Racing Pages Ltd.
（RPL）訂購電子版的 BHB 資料庫內容；第二，書籍出版商從 Satellite 
Information Services Ltd.（SIS）訂購 BHB 資料庫內容。 
 
  被告 William Hill Organization Ltd.（WH）是英國國內最大的出版商，

擁有 1,526 家分代理商，原本主要透過電話、政府核准的賭場（licensed 
betting offices）提供賭博服務。從 1999 年 3 月被告開始以比較簡單的形式

在網上開展賭馬活動，並自 2000 年 2 月從英國國內網址擴展到全球範圍

內的賭馬，在該網站上，WH 出版即將展開的賽馬比賽介紹、賽馬比賽召

開時間、賽馬比賽的名稱、參賽的賽馬師名單等等。WH 每天更新上述資

訊。被告 WH 所經營的網站和電話賭博中展示和使用了大量的來自原告

SIS 資料庫中的資訊。 
 

                                                       
276  See British Horseracing Board website 

<http://www.britishhorseracing.com/generic/general_links.asp> (2007/6/22) 
277  Weatherbys 提供 BHB 官方之中央行政支援，扮演銀行的角色，以及維持血統註冊之建立。

Weatherbys 涉入賽馬之淵源可溯自 1770 年，以契約協之架構，提供 British Horseracing Board 各

種行政支援。自成立以來以家族經營的合夥形式，在 1994 年改制為有限責任公司(limited 

company)，約有 300 名員工。Weatherbys 有眾多子公司，經營與賽馬相關業務。Weatherbys 統

計及發布馬匹資料，包括同父系馬之平均取勝路程等資料，有專人統計所有在英國及愛爾蘭賽績

和分類統計，包括外國公馬有子嗣在英愛出賽也一樣統計，所出版之每年統計大全，每冊售 60‐70

英鎊；亦有公馬大全。See Weatherbys Group website<http://www.weatherbys.co.uk/>(2007/6/22) 
278  See Racing Post website <http://www.racingpost.co.uk/news/splash.sd>(2007/6/22) 
279  See Teletext website <http://www.teletext.co.uk/>(200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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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B 認為上述資訊來自 BHB 資料庫中所獲得，進而主張，WH 上述

使用構成「未經授權的擷取（extracts）和再利用資料庫的有實質價值和（或）

實質性的全部或相當部分內容」，從而違反歐洲 1996《指示》第 7 條第 1
款的規定。而且，原告認為假定被告所使用的是「資料庫的非實質性內

容」，根據《指示》第 7 條第 5 款的規定，被告也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

並以此作為替代性指控（alternative allegation）。 
 
  法官在審理時，首先判斷資料庫是否享有「資料庫權利」，即「對於

資料庫內容的產生、論證和表現方面存在數量上和（或）品質上的實質性

投資」。換言之，資料庫特殊權利保護的是資料庫製作者的投入

（investment），即投入在資料庫之中的技能、精力和資金（skill,energy and 
money）。而案件的事實是，原告每年花在資料庫內容的產生、論證和表現

方面的費用高達 400 萬英鎊，其中還包括 80 多名員工和大量的電腦軟體、

硬體的維護。支援這個資料庫所消耗的資金占原告總支出的四分之一，而

資料庫每年所創造的財富是 100 萬英鎊，還不到其維護費用的三分之一。

由此可見，原告對於資料庫享有「資料庫權利」。被告對於法官提出的原

告享有「資料庫權利」並無異議，但是仍繼續辯護到自己並沒有侵權，因

為首先被告所使用的資訊與原告資料庫無關；其次，即使有關，也不是資

料庫的實質性部分；再次，使用沒有構成「擷取」；最後，使用也沒有構

成「再利用」。針對上述抗辯理由，法院之判決分述如下： 
（一）關於被告所提出之賽馬公告資訊（Racing Pages in the Declarations 
Feed），係在架設賭博網站之前，WH 就已經將該資訊使用於其電話賭博服

務中，因此辯稱，自己並沒有「擷取和（或）再利用資料庫的任何內容」。

然而，法院在判決中否定被告上述主張。 
 
（二）關於替代性抗辯。被告認為系爭資訊可能來自於 SIS 在賽馬比賽進

行的獨力蒐集活動，因此，BHB 並沒有提起侵權之訴的資格。法院在判決

中指出，BHB 就其資料庫享有資料庫權利，被告使用的資訊係屬 BHB 資

料庫的一部分。另外，針對被告曾主張 SIS 能直接從賽馬比賽中獨力蒐集

被告抄襲的資訊，法院認為該主張係不可能，因為 SIS 總在幾秒鐘之內緊

接著 BHB 發佈上述資訊。法院亦認為系爭之部分重要資訊，例如選手身

分等等，無法來自該比賽現場實況。職此，法院認為 SIS 使用的資訊都直

接或間接來自於 BHB 的資料庫。 
 

（三）針對被告主張其所使用的資訊不屬於資料庫者。被告認為資料庫權

利並不保護資料庫中的資訊本身，尤其是事實性資訊，資料庫權利人無法

建立獨占權利。因此，被告辯稱 BHB 和（或）SIS 皆無法利用任何資料庫

權利之主張，以阻止他人使用妮資料庫中的任何事實性資訊。此外，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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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體《指令》以及英國《規範》僅保護資訊集合之「資料庫性」

（databass-ness），因此，除非他人使用資料庫的編排，或相對於上述資料

庫製作人，該他人在提供單獨接觸上述內容方面占有不公平的優勢地位，

否則皆不存在對資料庫權利的侵害。換言之，被告辯稱，其資料庫中之內

容不構成對資料庫權利的侵害。 
 
    針對被告主張，法院拒絕討論所謂的「資料庫性」，認為歐盟《指令》

並無上開規定，《指令》創設資料庫權利之目的就是為了保護投資，透過

該權利可以保護資料庫本身所涵蓋之內容，不論該內容是否屬於事實性資

訊。換言之，法院認為被告的辯詞混淆了兩個重要概念：一是「形式特徵」，

二是「內容特徵」。形式特徵是在資料庫被判斷存在之前就已經存在，而

內容特徵是資料庫一旦產生，此內容特徵（即投資）就受到法律保護的。

參照《指示》的第 38、39 和 58 條，法官認為擷取資料庫的內容並進行新

的編排，並不被排除在資料庫權利之保護外，因為該權利的最大特徵不是

保護作品的形式，而是保護作品在內容的產生、論證和表現方面存在數量

上和（或）品質上的實質性投資。因此，被告是否抄襲該資料庫內容的編

排形式，與認定資料庫之侵權問題毫無關係。 
 
（四）針對被告主張，不論從數量上或質量上觀之，系爭事實資訊皆不屬

於原告資料庫之實質部分。換言之，即使系爭事實性資訊係原告資料庫的

一部分，亦非屬於實質性部分。因此，不論資料庫權利是否及於其所包含

得事實性資訊本身，原告皆不能尋求資料庫權利之侵權救濟。被告亦主

張，評估使用是否構成實質性擷取和（或）再利用，不須比較資料庫的整

體與其中被取走（taken away）或使用的部分，而本案 BHB 之數據庫太大

了，就數量而言，被告並無使用系爭資料庫的實質部分。此外，被告亦認

為評估是否侵權時，必須比較 BHB 資料庫整體以及 WH 網站所抄襲事實

資訊之整體，而被告之網頁就數量上，使用之資訊過少，因此，並非 BHB
資料庫的實質部分。 
     

針對上述之「資料庫實質性內容」，法院為確定「實質性」，必須比

較被取走或使用的部分以及原告資料庫之內容；此外，系爭資訊對於被告

之重要性亦須納入考量。該等判斷因素有助於認定系爭資訊是否屬於原告

資料庫的實質性部分。職此，法院經查證，被告 WH 所使用的資訊大多數

是最新的和資料庫中核心的賽馬內容，並且利用資料的完整性和準確性，

所以基於數量上和（或）品質上的判斷標準，法官得出被告的使用是所訴

資料庫內容的實質性部分。 
 
（五）透過「擷取」、「再利用」之釋義，被告提出以下之抗辯。例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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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認為擷取包括拿走的行為，即一旦某物被擷取或拿走，它就不能被實施

後續之擷取或拿走。SIS 每天透過 BHB 接收相關資訊，且該資訊最初是從

Weatherbys 的電腦中拿走，被告據此抗辯，認為從 SIS 的伺服器中獲取該

資訊的行為，不構成拿走或擷取。另一方面，被告認為再利用行為之構成

要件系告訴公眾所不知的消息，換言之，僅包括第一次的出版，一旦 BHB
資料庫的內容在《每日賽馬報》（Racing Post）或其他媒體上出版，就不存

在對該等資訊之後續再利用問題，因為該相關資訊已經提供公眾知悉。 
     
    就被告看來，所謂「擷取」就是資料的位移（physical removal），而

法官認為法院認為歐體《指令》並無要求「擷取」只限直接為之，亦未提

及「拿走」之概念，「擷取」的實際含義是資料庫內容的實質性部分被轉

移到另一新的媒體中；對於「再利用」問題，被告提出「銷售權一次耗盡」

原則，而法官指出《指示》未規定資料庫權利中的「再利用」限於對秘密

性資料的再利用，亦沒有明確規定資料庫所有人的首次銷售權耗盡，而且

如果《指示》有這樣的規定的話，就說明它的保護目的只是為了保護製作

資料庫的投資，而這顯然係錯誤。《指令》只關心資料庫得非授權使用，

被告能否從其他來源獲得 BHB 資料庫所包含之材料，與侵權認定毫無關

係。 
 
（六）被告在抗辯中亦提出：若第三人之侵權過程中，資料庫權利人在進

行更新資料庫內容，該資料庫權利是否可能受到侵害？換言之，報告認為

BHB 資料庫再持續更新，每次更新時皆產生新的資料庫，因此，被告並無

連續地和系統地擷取和（或）再利用某資料庫的內容，而僅只於重製一系

列內容不同但相互關聯的資料庫非實質性部分，該行為不構成資料庫侵

權。法院則認為，原告資料庫不斷更新並不代表每個獨立之修改皆產生一

個獨立之資料庫產品。在一個連續的修改過程中，BHB 資料庫是一個單獨

的資料庫，試圖將之割裂成一系列獨立資料庫係不合理之主張。 
 

（七）針對被告最後之主張：若上述抗辯皆不成立，則主張其對自己網站

建議之修改不構成侵害原告的資料庫權利。換言之，被告希望透過修改對

原告資料庫內容之使用方式，以繼續無償使用上述內容，因此，認為若不

能擅自出版賽馬名字、比賽名稱、比賽時間，則使用號碼代替賽馬名稱，

或用比賽編碼取代比賽名稱等使用形式，應當不受任何限制。 
   
    針對被告主張，法院則認為上述之修改僅包含對相同資訊的處理方式

之修改，而提交資訊的不同形式，並不影響侵權認定之問題，即使該資料

庫係使用英文表達，未經同意之第三人使用法語公佈其實質性部分，亦構

成對資料庫權利之侵害。職此，報告的上述修改不能規避資料庫權利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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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綜上所述，法官在一一駁回了被告的辯護後，得出結論：被告未經授

權的擷取和再利用資料庫的有實質價值和（或）實質性的全部或相當部分

內容，侵犯英國 1997 年《規範》中關於資料庫權利規定的資料庫所有人

的專有權，違反歐體《指令》第 7 條 1 項280之規定，被告之行為侵害 BHB
資料庫權利。另外，法院亦支持原告之替代性指控，儘管英國《規範》並

沒有類似上述《指令》第 7 條 5 項281的規定，但該第 7 條 5 項應得到使用。

換言之，法院認為，被告每天複製、出版原告資料庫的內容，構成連續且

系統性地擷取和再利用原告資料庫的非實質性部分。法院因此確認被告上

述行為與對 BHB 資料庫的正常使用有所矛盾，且不合理地損害 BHB 之合

法利益。原告的兩個主要指控獲得法院承認。 

五、歐盟立法與案例之應用 

  在歐盟以外地區，上述之歐盟立法與案例主要有兩種適用機會：第

一、出版地問題。舉例而言，即使資料庫製作人在歐盟以外地區，其在歐

盟地區出版的蛋白質三維結構（3D Protein Structure）資料庫，同樣可以根

據屬利主義獲得歐盟《指令》與出版國國內資料庫法律之保護；第二、定

型化契約（Standardization of agreements）問題。舉例而言，關於在歐盟以

外地區的伺服器上，進行線上出版蛋白質三維結構資料庫，資料庫權利人

亦可以使用契約條款選定對己有利的準據法。 

（一）ProCD Inc. v. Zeidenberg（1996） 

                                                       
280 《指令》第 7 條第 1 項之規定：「從質或量的觀點，資料庫的建立人對於資料內容之取得、查

核或呈現有重大投資的話，則會員國應賦予資料庫的建立人就該資料庫內容之全部、或質/量上

之重要部份，禁止他人擷取或再利用之權。」因此，若對資料庫非重要部分之內容為一般性之利

用，且不至於對資料庫建立人之合法利益造成難以估計之損害時，則尚非在本指令禁止之列。 
281  關於特別權保護方面，必須至少是對資料庫重要部份的擷取與再利用，才需得到權利人的許

可。也因此重要部份與非重要部份的區別則顯得甚為重要。但是，《指令》僅在第 7 條第 1 項中

概括地聲稱，「必須依利用的質與量」而為判斷而已。除此之外，僅於同條第 5 項再補充說明：「雖

然是非重要部份之資料庫內容，但如果對之為持續及系統性地擷取或再利用，且該等行為已違反

通常的利用方式或將對資料庫建立人的合法利益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害者，亦非所許。」因為一再

或系統性使用的累積結果，其對資料庫所造成的經濟上的損害其實已經和使用資料庫之全部或重

要部分之內容差不多了。此一規範方式與《伯恩公約》第 9 條第 2 項頗為雷同，基本上都是一項

針對「行為」所做的限制，其所要禁止的是「不符合一般使用方式的行為」或「將對權利人造成

不可預測的損害行為」。詳見前揭註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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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ProCD Inc. v. Zeidenberg（1996）282案中原告 ProCD Inc. （ProCD）
283將 3,000 種以上電話簿資料，編輯為超過 9,500 萬筆住家與商業名單的

電腦資料庫，置入名為 SelectPhone®的光碟（CD-ROM）中出售，並分為

價格較便宜的個人使用版（僅 150 美元）、價格較昂貴的專供商業使用的

商業版兩種版本。在個人使用版外包裝盒上，均宣稱該軟體盒內「拆封授

權條款」（shrink-wrap licenses）之限制，而該拆封授權條款主要目的乃在

限制及禁止個人使用版之使用者將其用於商業用途。本案中原告所提出的

授權約款在外包裝盒上己有適當的告知，使用者在使用該光碟前，亦曾閱

讀印製於內包裝盒上的全部約款，如再次使用該光碟時，螢幕上也會再次

出現該拆封授權條款，使用者必須點選同意接受的對話方塊才可繼續使用

該程式。 
 
  被告 Matthew Zeidenberg 購買個人使用版後，卻不理光碟內明訂禁止

商業使用之拆封授權條款，將光碟內的程式複製於硬碟內，經由自己設立

的 Silken Mountain Web Services Inc.，以收費的方式散佈於網際網路上。故

原告遂以被告違反拆封授權條款、侵犯著作權、盜用營業秘密及不公平競

爭、違反威斯康辛州電腦犯罪法等罪名對被告提起訴訟。 
 
  威斯康辛州西區聯邦地方法院首先認為，拆封授權合同的性質基本上

                                                       
282  ProCD Inc. v. Zeidenberg, 86F.3d 1447 (7th Cir. 1996) 

<http://www.law.cornell.edu/copyright/cases/86_F3d_1447.htm>(2007/6/24) 
283  ProCD Inc.  列有約 8,000 萬條白頁家庭電話的記錄，資料按 AT&T 最新的白頁電話簿編制，這

些電話簿每年更新一次。 

<http://goliath.ecnext.com/coms2/product‐compint‐0000703934‐page.html>(200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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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統一商事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284 2-204 第（1）及（2）

款、2- 606 第（1）（a）項所規範的商品買賣合同，所以威斯康辛州採用《統

一商法典》之規定285，認為原告將要出售的光碟置於售貨架上的行為屬於

要約（offer），而被告將光碟自售貨架上取下並結帳的行為可構成承諾，此

時買賣契約即成立286。然而，由於該拆封授權條款之實質內容是印於內盒

包裝上，被告在雙方買賣契約成立時，商品的外盒包裝上僅有小字註明內

含授權條款，無法從盒子上審閱拆封授權之全部條款，因此該授權約款並

不是買賣契約之一部分，對被告並無拘束力287。 
 
  有趣的是，美國聯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的二審判決撤銷一審判決，改

判原告勝訴。上訴法院亦同意一審關於拆封授權條款係屬一般商品買賣之

契約條款之見解，但上訴法院在合同成立的時間點上，卻認為應依照《統

一商事法典》第 2-204（1）條之規定288：「商品買賣契約可透過足以顯示

合意之任何方式而締結，包括雙方當事人以行為表示承認該契約之存在。」

雖然契約得簡單以付錢並離開商店而成立，且經常係如此，但《統一商事

                                                       
284  《統一商事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係美國各州法律統一化的產物，原是向各州推

薦的商法典的一個範本，後來基本上為美國各州所接受。美國各州的商法長期不統一，自 19 世

紀末開始﹐由各州代表組成的全國州法律統一委員會議（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s）陸續起草一些單行商事法規，如 1896 年的《統一流通票據法》（Uniform 

Negotiable Instrument Law of 1896）和 1906 年的《統一買賣法》（Uniform Sale of Goods Act of 1906）

等，以供各州立法機關採用。上述單行法規內容較陳舊，也不能形成較完整的商法，因而 40 年

代初由全國州法律統一委員會議和美國法學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聯合倡議並負責起草《統

一商事法典》。主要起草人是哥倫比亞大學法學教授 K N Llewellvn（1893～1962）。1952 年《統一

商事法典》第一版正式發表，向各州推薦後，又相繼發表多個修正版。60 年代初成立《統一商

事法典》常設編委會（Permanent Editorial Board for 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負責推動該

法典在各州的通過、統一解釋和提出新修正案的工作。到 1968 年為止﹐除路易斯安那州外﹐其

他 49 個州以及哥倫比亞特區和維爾京群島的立法部門都已基本上採用這一商法典。《統一商法

典》共分 9 篇﹕總則﹔買賣﹔商業文件﹔銀行存款和收款﹔信用狀﹔大批轉讓﹔產權證明、涉及

提單和貨棧收據等﹔投資證券﹔有償擔保的交易。 

<http://www.law.cornell.edu/ucc/ucc.table.html>(2007/6/24) 
285  Supranote 282. “Wisconsin's version of the UCC does not differ from the Official Version in any 

material respect, so we use the regular numbering system. Wis. Stat. sec. 402.201 corresponds to UCC 

sec. 2‐201, and other citations are easy to derive.”   
286  Peeters v. State, 154 Wis. 111, 142 N.W. 181 (1913) 
287  ProCD Inc. v. Zeidenberg, 908 F. Supp. 640 (W.D. Wis. 1996) 
288  Sec. 2‐204(1): "A contract for sale of goods may be made in any manner sufficient to show 

agreement, including conduct by both parties which recognizes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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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允許契約以其他方式成立。本案原告主張授權約款在外盒包裝上己

有適當的告知，使用者在使用該光碟前亦有自包裝上閱讀全部條款之機

會，而包裝盒內除有光碟外，還有使用者手冊，其中規定使用者一經使用，

即表示同意接受該拆封授權合同之約束。更何況，被告在使用該光碟時，

如不在螢幕上點選同意接受之對話視窗，根本不可能執行程式。既然被告

在使用該光碟前已知悉授權條款內容，卻不依條款所指示而選擇繼續使

用，則其使用行為可視為承諾。另外，儘管電話號碼原來就不受著作權法

保護，但法院在判決中維護拆封授權條款之效力，認定被告無權散佈光碟

內之資訊。 
 
  上訴法院亦指出，儘管電話號碼原來就不受著作權法保護，拆封授權

條款也適用一般契約法原則，除非有違反法律規定情形，否則仍然有效，

因此認定被告無權散佈光碟內之資訊。本案由於明文承認拆封授權條款具

有法律約束力，而且由於審理該案的聯邦地方法院與巡迴上訴法院觀點截

然不同，而更為引人注目。這使得之後確定拆封授權條款中仲裁協議是否

有效的案件，基本上都有肯定性的結論289。 

（二）Specht v. Netscape Communications Corp.（2001） 

  值得注意的是，拆封授權條款目前廣泛應用於線上下載各類軟體之授

權交易。軟體提供商以現貨形式，批發提供給零售商，當電腦使用者購買

這種軟體時，他已無法對軟體的功能、適應環境與條件等提出自己之要

求，只有在可能的範圍內選擇適合其要求的某一種產品。消費者在網上購

買軟體通常需要註冊購買資訊單，先在網路上支付，然後再使用下載方式

下載軟體。軟體銷售者直接透過網路將軟體輸送，並安裝到購買者的電腦

中，軟體下載安裝的過程可能長達幾個小時，軟體中的一些安裝指示和授

權協議，可能直到安裝完畢，購買者才能看到全部內容。若在這種契約中

載有仲裁條款，該如何認定其效力呢？在涉外案件中，國際私法規則往往

                                                       
289  Hill v. Gateway 2000, Inc., 105 F.3d 1147 (7th Cir. 1997)  本案消費者 Hill 透過網路向 Gateway 

2000 公司訂購一台個人電腦。Gateway 2000 在交貨時，在所附的拆封授權條款中規定，若不滿

意，消費者可在 30 日之內退貨還款；若超過 30 日，則該契約生效，之後有關契約的任何爭議，

均應透過仲裁方式解決。Hill 在超過 30 日後才請求退貨還款，Gateway 2000 乃根據該拆封授權

條款請求仲裁，但 Hill 認為其並未同意該契約條款，遂向法院起訴主張該拆封授權約款無效。伊

利諾斯州北區法院同意原告的請求，被告遂向第七巡迴上訴法院上訴。第七巡迴上訴法院在審理

該案中，很大程度沿襲 ProCD Inc. v. Zeidenberg(1996)案的判決，認為該拆封授權約款有效，拒絕

原告認為當其付款時並不知道約款內容因此契約無效之主張。第七巡迴上訴法院認為，該拆封授

權契約在原告保留電腦的 30 日內尚未發生效力；但當原告保留電腦超過 30 日時，即發生效力，

最終撤銷一審判決。<http://cyber.law.harvard.edu/ilaw/Contract/hill.htm>(200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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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該類契約之效力。例如在美國 Specht v. Netscape Communications Corp.
（2001）290案中，儘管法案並未賦予 Netscape 公司要求仲裁的請求，但從

側面對線上拆封授權條款之效力給予肯定回應。換言之，即若當事人已有

機會審閱契約實質內容，並以一定行為表示同意接受該契約的規定時，例

如按下同意鍵，則該契約可以有效成立並對當事人具有約束力。 
 
  本案被告 Netscape Communications Corp.（Netscape）透過其網站向公

眾免費提供 Smart 下載軟體的下載。通過點擊 Netscape 網頁上的下載標

誌，使用者能夠獲得該軟體。當使用者下載該軟體時，只有部分網頁顯示

在下載者的電腦螢幕，但假如下載者用滑鼠滾動網頁，他將看到下載和使

用該軟體的使用授權契約。該內容透過連結將會顯示一個單獨地「授權和

支援協議」（License & Support Agreements），根據該協議，使用 Netscape
軟體者在下載或安裝該軟體之前，必須同意該授權條款之規定，否則，就

不要下載。且該協議中還有在當事人發生爭議提交仲裁的規定。 
 
  但問題在於，即使用戶不點擊「我同意」按鈕，也可下載該 Smart 下

載軟體。原告就是下載該軟體的使用者，但認為該軟體具有將使用者個人

資料通過 Internet 傳送到 Netscape 的功能，侵犯其隱私權，因而提起訴訟。

被告 Netscape 則要求根據軟體授權契約的仲裁條款請求仲裁。Netscape 認

為用戶下載和安裝其 Smart 下載軟體的行為，就顯示他們同意受軟體授權

約款之約束。 
 
  受理法院認為原告不受該協議的約束。法院認為，從 Netscape 提供軟

體的情況觀之，使用者能夠下載軟體而沒有意識到軟體授權契約的存在，

Netscape 沒有採取顯示原告明示同意（manifests assent）的任何行為，因

此，使用者不受該協議中仲裁條款的約束。 

六、小結  

  上述案例皆顯示各國普遍承認契約準據法的私法自治原則，所以上述

協議的內容往往被各國法律所承認。例如線上下載的 Realplayer 已有上億

用戶，其用戶授權協議的內容包括：本授權協議受華盛頓州法管轄，而不

受聯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of 1980）管轄，對此協議下的糾紛之仲裁將

由美國仲裁協會受理，期仲裁決定具有法律效力。因此，若蛋白質三維結

構資料庫的權利人，在資料庫使用授權協議中規定系爭的解決適用歐盟法

                                                       
290  Specht v. Netscape Communications Corp., 150 F.Supp.2d 585 (S.D.N.Y. 2001) 

<http://www.nysd.uscourts.gov/courtweb/pdf/D02NYSC/01‐07482.PDF>(200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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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亦為有效之條款。 

伍、資料庫的法律爭議 

  日前，引起國內對數位資料庫保護模式關注者，係元照出版公司旗下

建置「月旦法學知識網」資料庫，其涉嫌違法重製國內最大且最完整之數

位法律資料庫「法源法律網」內所建資料後收編於其「月旦法學知識網」

資料庫內，經台灣台北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後在今年 1 月 19 日以違反著

作權法起訴291。本案是否構成著作權侵害，尚待法院判決，惟本案之發生，

確實可見擅自重製他人資料庫內建置之資料後據為己用，將可能構成侵害

而難等閒視之。此外，針對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對用戶收取交易

資訊設備使用費之情形292，亦有論者以為該等資訊係屬於公共領域之原始

資料，應屬提供公眾自由使用之範圍，因此不論該等資料是否構成著作權

之保護標地，針對使用該等資料之索取使用費或權利金之作法實屬不合

理。 
 
        上述兩案係典型之從編輯物中擷取初級資料（raw material）的行為，

例如對光碟上收錄的法院判決編輯物做掃描、使用法官或律師名錄中的某

些筆數、從地圖集中抽出部分元件納入關於向量化程序的幾何資料庫、從

權威的德文字典中選擇出關鍵字再以字母順序排列的關鍵字之集合、對以

產地和特定年份的葡萄做出的法國酒完整年序表等情形，以下將舉大陸曾

經發生類似之擷取證券交易資料以及法律資料之案例，討論從編輯物中擷

取初級資料（raw material）的行為是否影響資料庫之選擇與編排，而因此

影響構成著作權侵害之認定？或違反其他法律之保護規定？以提供我國

在處理類似案件之參考。 

一、北京陽光資訊公司SIC即時金融系統案（1996） 

（一）案件背景及法院判決 

  1994年北京陽光資料公司（陽光公司），與中國國內的15家商品交易所、

兩家證券交易所談判，分別簽定即時資訊資料使用、編輯、轉播授權協議。

陽光公司將這些資料重新整理編輯加密後，使其成為標準化的資料流程，

通過國家衛星資料廣播系統發送出去，供全國各地的客戶有償使用。這個

資料系統被稱為「SIC 即時金融系統」。由於該資料資訊能夠給使用者帶

                                                       
291  參閱元照出版法學網站涉非法重製  遭檢警法辦，大紀元，2006 年 10 月 23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6/10/23/n1496103.htm>(2007/7/12) 
292  參閱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交易資訊使用管理辦法第六章收費標準與第七章違規處

理。< http://www.lib.ndhu.edu.tw/UserGuide/TSE_RULES/index.htm>(2007/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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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可觀的經濟效益，故陽光公司與每一個客戶簽訂的協議中約定：他們為

終端客戶，無權向任何人再轉發該系統資料。 
 
  1995年陽光公司無意中發現，上海霸才資料資訊公司（霸才公司）正在

使用並轉播陽光公司的「SIC 即時金融系統」。霸才公司並未向陽光公司

購買「SIC 即時金融系統的使用權，而是透過接收發送給簽約客戶上海易

利實業有限公司的資訊獲取的。陽光公司遂起訴霸才公司，要求停止侵權

行為，公開登報、消除影響並賠禮道歉，賠償損失500萬元。1996年10月

北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理該案，判決被告應負侵權行為責任，被

告不服，向北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293。 
 
    關於被告的法律責任，法院認為：被告霸才公司作為資訊業界的同

行，在明知陽光公司的資訊源與各交易所的資訊源之間的區別的情況下，

為商業目的違反協議約定，利用陽光公司的資訊源，達到省時、省力、少

投資、搶佔市場的目的，其行為侵犯原告陽光公司的商業秘密，應當承擔

侵權的法律責任。 
 
  針對原告的SIC即時金融系統屬於著作權法所保護的編輯著作，原告

陽光公司稱「SIC 即時金融系統」，是按一定編排體例進行編排，具有獨

                                                       
293  大陸法院審理制度，採取四級二審終審制。1954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佈後，根據憲

法制定的《人民法院組織法》，將人民法院由三級改為四級，審級制度相應改為四級兩審制，法

院層級設置為基層法院、中級法院、高級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並設立了軍事、鐵路、水運等專

門人民法院。上級人民法院監督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監督地方各級人民法院

和專門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人民法院的機構設置和四級兩審終審的審級制度沿用至今。參閱張

立平，我國民事審及制度的歷史考察，2005 年。 

<http://www.fawang.net/Article/msssfx/200510/34.html>(200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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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性，屬編輯作品294。《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實施條例》295對編輯作品

的定義是指根據特定要求選擇若干作品或作品的片斷彙集編排成為一部

作品。而本案中所涉及的商品期貨的交易價格資訊，不具備作品的構成要

件，不能稱為作品。判決被告停止侵權行和違法行為，賠償926,500元（人

民幣），並公開道歉。 
 
  被告不服，向北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1998年北京市高級人民

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認為SIC即時金融資訊作為一種新型的電子資訊產

品，應屬電子資料庫，在本質上是特定金融資料的彙編，該類彙編在資料

編排和選擇上並無著作權法所要求的獨創性，不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

品，不能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但陽光公司作為特定的金融資料彙編者，

對資料的收集、編排，即SIC即時金融資訊電子資料庫的開發製作付出投

資、承擔風險。陽光公司對於該電子資料庫的投資及其由此產生的正當利

益受到法律保護。被告的行為違反市場經營交易中應當遵守的誠實信用原

則和公認的商業道德，損害陽光公司的合法利益，已面道歉296。 

（二）評析 

                                                       
294 「編輯作品」的法律概念，首次出現在 1991 年 6 月 1 日起施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

第 14 條：「編輯作品由編輯人享有著作權，但行使著作權時，不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權。編輯作

品中可以單獨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權單獨行使其著作權。」唯，在 2001 年修改後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著作權法》第 14 條則改為：「彙編若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不構成作品的資料或者其他

材料，對其內容的選擇或者編排體現獨創性的作品，為彙編作品，其著作權由彙編人享有，但行

使著作權時，不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權。」之所以修訂的原因，論者認為是該概念長期以來被使

用者擴大化，無論是選編已有的作品，或是著述新創的作品，往往都稱之為「編輯作品」。例如，

大學教材，尤指合作編著的教材大多如此。現在改為「彙編作品」，就可以將二者分清楚。若為

選編既有的作品成書，稱之為「彙編作品」；若為著述新創的作品，則稱之為「專著」；若是二者

兼有之，且各佔有相當的比例，則可稱之為「編著」，不能籠統稱之為「編輯作品」。從學術價值

方面衡量，這三種作品的評價不一：一般而言，專著的學術評價高於編著，編著高於彙編作品，

所以將他們區分開來實屬必要。舊的法律概念「編輯作品」，沒有將三者區分，容易造成混淆不

清，所以修改後的著作權法將之廢用，而改為新的法律概念「彙編作品」。余承濱，中國知識產

權報，「編輯作品」法律概念探究，2004 年。 

<http://www.sipo.gov.cn/sipo/zscqb/fazhi/t20040716_31396.htm> (2007/6/20) 
295  參閱 1991 年 5 月 24 日，經國務院批准，1991 年 5 月 30 日國家版權局發佈，並於 1991 年 6

月  1 日起施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例》第 12 條規定：「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單位

組織人員進行創作，提供資金或者資料等創作條件，並承擔責任的百科全書、辭書、教材、大型

攝影畫冊等編輯作品，其整體著作權歸法人或非法人單位所有。」然而，在 2002 年 9 月 15 日

公佈的修改後的《著作權法實施條例》，便將該條完全刪除，再沒有「編輯作品」一說。 
296  詳見鄭成思主編，知識產權文叢第 1 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199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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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原告以侵犯著作、專有技術成果、商業秘密以及勞動收益權為法

律依據，提出訴訟請求。而二審法院卻以「不正當競爭」為依據作出判決

的。本案涉及的一些法律問題還值得商榷，分述如下：本案爭點之一：陽

光公司對其編輯的資料流程能否享有權利？若可，屬於何種權利？欲回答

這個問題，必須首先確定電子資料庫的法律性質。 
 
  嚴格意義上，電子資料庫是指為滿足某一個部門中多個用戶應有的需

要，按照一定的資料模型在電腦系統中組織、儲蓄和使用的相互聯繫的資

料集合。伴隨電腦的普及和廣泛運用，資料庫的普遍出現和廣泛運用。資

料庫技術是電腦軟體技術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對資訊進行蒐集、整理、儲

存與高速傳遞處理的一門技術。將各類資訊有體系地進行整理歸納，並能

透過電腦以檢索的一種機械可讀形態的資訊集合體，是數位技術出現和運

用的結果。因其具有訊息量大、檢索方便和處理速度快的優點，在世界各

國被廣泛採用。 
 
  原告宣稱SIC即時金融資訊流程是按一定編排體例進行編排，具有獨

創性，屬編輯作品。一審法院以《著作權法實施條例》第5條第1款第11項

對「編輯」的解釋，否定電子資料流程屬於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該條款

僅對「編輯」進行解釋，而非針對「編輯作品」進行解釋。這是否意味著：

只有根據特定要求，選擇若干作品，或作品的片斷，進行彙集編排，始得

稱為「編輯作品」？換言之，是否只有對既有作品進行彙集編排才是作品，

而對一些資訊的編排不構成作品呢？ 
 
  本文認為，顯然不是。因為判斷是否屬於作品，應該根據《著作權法

實施條例》第2條之規定：「著作權法所稱作品，指文字、藝術和科學領

域內，具有獨創性並能以某種有形形式複製的智力創作成果。」資料訊息

能否稱為作品，關鍵是看該資料訊息是否具有獨創性。因此，二審法院認

為，電子資訊庫在本質上是對特定金融資料的彙編，但不具有著作權法所

要求的獨創性，不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 
 
  大陸對電子資料庫這類新型電子資訊產品尚未有專門的立法，只能依

據《著作權法》來判斷和保護。從法律角度檢視，電子資料庫與傳統的編

輯作品本質上係屬一致，都是針對一些資訊進行彙集編排。將資料庫納入

著作權法的保護範圍，已為國際條約和大多數國家著作權法所採納。中國

《著作權法實施條例》第2條也對可享有著作權的作品進行概括規定。 
 

二、海南經天資訊有限公司《中國大法規數據庫》案（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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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背景及法院判決 

  海南經天資訊有限公司（經天公司）自 1996 年起耗資 180 萬人民幣，

開始研發《中國大法規數據庫》297（簡稱《數據庫》），1998 年 3 月在國

家著作權局登記之後，《數據庫》於 1999 年正式出版。此後，經天公司

發現上海徐溪商務諮詢有限公司（徐溪公司）在其主辦的「專家論案」網

上複製資料庫內的全部法規資料，放在該網站「法規檢索」欄目中供用戶

查詢。經天公司認為其在《數據庫》的「內容選擇、體例編排以及程式設

計等方面，付出大量創造性的勞動和資金投入」，徐溪公司的行為侵犯自

己對這一彙編作品享有的著作權，要求對方立即停止侵權、刪除《數據

庫》、賠禮道歉，並承擔 20 萬元的經濟賠償298。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審理後認為基於以下理由，認為被告負有侵權責任： 

１、編排方式及分類編碼等具有一定的獨創性 

  原告針對國務院各部委的規章，一般按照國務院組成部門、國務院直

屬機構等設置進行分類，《數據庫》對該部分的分類是以機構設置為基礎，

將其中某些類似機構適當歸併而形成 35 類，還使用不同的代碼與上述 35
個分類相對應，此種編排方式、分類編碼等具有一定的獨創性； 

２、法規標題的簡稱方式亦具有獨創性 

  《數據庫》對某些超長的法規題目進行必要且有效的縮略，其並非採

用簡單的保留前若干位元組等方式，而是有選擇地作出保留及省略，這顯

然是經天公司出於一定的編排目的之決定，例如查詢方便等，因此，經天

公司對法規標題的簡稱方式也具有其獨創性； 

３、原告系系爭資料庫之彙編著作人 

  由於《數據庫》在部委規章二級分類、法規標題縮略等方面具有一定

獨創性的編排，該作品是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彙編作品，經天公司作為在《數

據庫》上署名的法人，可以作為《數據庫》的彙編人享有相應的著作權。 
 
  法院在審理中發現「專家論案網」將「國務院部委」劃分為「國家計

                                                       
297  《中國大法規數據庫》普及版可在網路上免費下載，免費註冊，採取共同註冊密碼。惟，普

及版僅包含由全國人大頒布的全部法律和最新法規。其他只有題目，沒有內容。另，《數據庫》

自 1998 年 3 月開始發行，最新法規每月更新一次，可通過網絡下載加入數據庫。 

< http://big5.hotdown.net/soft.asp?id=2842 >(2007/6/22) 
298  丁慧，“專家論案”網法規資料庫被判侵犯著作權需賠償 4 萬元，中國法院網，2004 年。

<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23091>(2007/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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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科學技術」等 35 類，各類名稱與《數據庫》相應部分略有不同，但

內容基本相同，排列順序、分類代碼亦對應相同，故侵權事實成立。為此，

作出一審判決，「專家論案」網的行為已構成侵權，被告徐溪公司需賠償

經天公司經濟損失人民幣 4 萬元。 

三、結論與建議 

  本文認為，給予資料庫適當的法律保護實屬必要，特別是那些因不具

備獨創性而被著作權法拒之門外但建立人又確實有重大投入的資料庫，法

律應當提供一個救濟手段，這樣才能保護資料庫製作者的利益，促進資料

庫產業發展，但同時亦要考慮不能導致濫用優勢地位和妨礙自由競爭，從

而亦有利於人們利用資料庫，推動社會的整體發展。歐美的保護方式各有

利弊，本文認為，從資訊社會發展的長遠要求看，採取歐盟的方式，確立

資料庫的物權地位，即創設「對世效力的資料庫權利」，對資料庫的保護

不僅限於保護表現形式（著作權法只保護表現形式，不保護內容），亦可

延於資料庫所記載的資訊內容。如此，對資料庫產業的發展和社會對資料

庫的應用會更有利。同時，為防止濫用優勢地位和妨礙自由競爭，除採取

強制授權措施外，可以採取以下方法： 
（一）對社會利益具有重要影響的資料庫不在保護的範圍內，例如政府部

門製作的資料庫、公共圖書館資料庫； 
（二）特殊領域的資料庫，採取許可經營方式，製作單位須申請並經核准，

例如法律法規彙集、電話號碼簿等可採取此種方式。如此方可保證資料庫

的權威性和準確性，但對該種方式製作的資料庫的價格應予限定。 
（三）對原有資料庫如進行實質性的更新，可採取法定授權方式，在符合

法定要件之後，不經原製作者許可即可使用，但須支付合理費用。 
（四）他人可以製作類似的資料庫，但不可進行商業使用。 
（五）制定價格限制條款，抑制不合理的獨占價格。 
（六）保護期限須縮短，不超過 10 年或更短。更新原資料庫，原資料庫

的保護期限不延長。保護期滿後，資料庫即進入公有領域。只要授權與限

制的平衡掌握好，就不會帶來不利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