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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ISO 針對日常使用標準之行為索取高額版稅 

    當今資訊社會中，標準之於網際網路運作係扮演著無形的基礎設施角

色。舉例而言，當吾人發送電子郵件同時，便使用超過 200 項經過正式程

序採訂的標準1。隨著資訊經濟逐漸成為主流，著作權成為專利權外另一個

標準制定涉及智慧財產權爭議之命題。換言之，當吾人提到遵從標準時，

不再只是遵從標準所包含的專利權規定，所需要注意者，係標準制定組織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 SSOs）針對日常使用標準之行為索取高額

版稅問題，例如，使用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ISO）制頒的國家代碼標準《ISO standrad 3166》或語言代碼《ISO standard 
6392》2、或美國醫師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或美國牙醫師

學會（American Dental Association）所草擬之行業標準編碼3，皆須向該等

SSO 支付使用費。 
 
    具體而言，ISO 在 2003 年 7 月所發佈的智慧財產政策聲明，引起軟體

開發業者高度注意，特別是以 ISO 所制定之國家代碼、語言代碼、貨幣代

碼等標準作為資料基礎，並向 ISO 支付一次性使用費及定期維護費的資訊

業者。全球資訊網聯盟（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W3C）的主席 Tim 
Berners-Lee 即提出公開信向 ISO 執行長抗議其作法將對網路之演進產生負

面影響。信中提到上述國際標準在網路極為廣泛地使用，特別是語言及國

家代碼直接關係著 W3C 所訂頒的 HTTP、HTML、XML 等技術標準的設

定。語言及國家代碼提供單一且標準之方式在網際網路中辨識其語言或位

置。ISO 的作法將大幅影響多國語言網站或網頁的國際化或在地化特徵。

任何針對上述標準之變更將導致網路標準化崩潰，對廣大倚賴多國語言或

非英語服務的使用者極為不利。因此，呼籲 ISO 慎重考慮其政策之可能影

響與後果，並藉此重申不會改變上述標準之使用政策。 除 W3C 之呼籲外，
                                                           
1  See Maher ,Marcus, An Analysis of Internet Standardization, 3 Va. J. L. & Tech. 5 (1998) 
2  常見之國家代碼，例如 AF 代表 Afganistan；AU 代表 Australia；AT 代表 Austria。常見之語言代

碼，例如 deu 代表德語（German）；gre 代表希臘語（Greek）；haw 代表夏威夷語（Hawiian）皆

為國際標準組織（ISO）所頒布之國際標準。See Robin Cover, Standards Organizations Express Concern 

About Royalty Fees for ISO Codes, Cover Pages 

<http://www.coverpages.org/ni2003‐09‐20.html>(2007/7/12) 
3  有關美國醫師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擬訂之醫療行業標準之著作權問題，詳見第

參章第一節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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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其他組織響應並發表類似關切聲明，因此，ISO 擱置該政策之推行。

然而，ISO 並未正面宣布免費提供軟體、網際網路以及網路應用業者使用

上述代碼標準。目前，ISO 只開放學術作品或公司內部使用兩位數代碼的

重製行為4。 

貳、國外討論 SSO 所面對相關智慧財產權問題的文章之啟發 

        國外討論 SSO 所面對相關智慧財產權問題的文章，以學術為主探討包

括：Daniel J. Gifford 的《Developing Models for a Coherent Treatment of 
Standard-Setting Issues Under the Patent》（2003）5一文，該文討論標準及其

應用，包落標準之制定、標準之相容性、智慧財產權對標準制定之影響、

標準與其價值、分裂問題、標準競賽與對抗、事實標準之歧異、技術變革、

反托拉斯與標準制定及創新的關係、專利與著作權權利濫用以及相關原則

之討論；Janice Mueller 在《Patenting Industry Standards》（2001）6一文發

現事實標準之產生主要來自於特殊組織之參與推廣，而非來自市場活動之

結果；Mark R. Patterson 在《Inventions, Industry Standard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2002）7中討論技術標準採用某專利發明後之相關問題，專利權

人分別在因技術創新或因相容性之標準外部性利益的情況下，是否有權索

取標準所帶來之利潤分紅？Patterson 認為基本上專利權人的權利應受保

障，不論是存訴訟或是授權談判所帶來的權利金，應依專利發明對標準技

術之貢獻度比例，合理分配給專利權人；另外，標準所帶來相容性之經濟

價值應保留給該標準之所有人，即該標準制定組織，其有權與專利權利談

判合理之權利金。 
 
  以實務為主之探討包括：Jason Kipnis 的《Beating the System: Abuses of 
the Standards Adoption Process》（2000）8 以電信標準之採定過程存有重大

瑕疵行文，認為部分廠商因程序瑕疵之漏洞獲得大筆專利權利金利益，並

舉出廠商慣用手法包括：在專利書中表示其符合組織章程之規定，實際卻

                                                           
4  所謂 ISO 針對公司內部使用兩位數代碼免費複制行為，例如：醫院要求病患入院申請時輸入國

家代碼或語言代碼；針對全球網路使用者，企業可以自行寫軟體以辨認來自不同地區的註冊或訂

貨單選項；企業或個人可以設定不同國家代碼以作為電子郵件的組成部分；或銀行得以在其系統

使用貨幣代碼以便認不同地區之基金等等。詳見前揭註 2。 
5  See Gifford, Daniel J., Developing Models for a Coherent Treatment of Standard‐Setting Issues Under 

the Patent, Copyright and Antitrust Law, 43 IDEA: the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 331 (2003)   
6  See Mueller, Janice, Patenting Industry Standards, 34 J. Marshall L. Rev. 897 (2001) 
7  See Patterson, Mark R., Inventions, Industry Standard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17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2002)   
8  See Kipnis, Jason, Beating the System: Abuses of the Standards Adoption Process,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July 2000) at 1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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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如此；以解讀其專利書之方式作為對部分廠商拒絕授權之依據；隱藏該

公司之智慧財產權資訊，直到標準被證實採定並廣為應用時才揭露，以索

取權利金。Kipnis 揭露該等廠商之策略，以期標準制定組織能更有效的分

析並解讀廠商之專利書，以符合該組織之章程規定；Robert P. Feldman, 
Maura L. Rees & Brent Townshend 的《The Effect of Industry Standard Setting 
on Patent Licensing and Enforcement》（2000）9以專利之價值被採納為技術

標準後越顯重要之前提下，討論在開放技術標準之潮流中，專利權與標準

組織與技術標準價值創造之互動、專利策略在專利授權之應用以及法院審

查專利權權利行使對標準使用者是否濫用之標準；Andrew Updegrove 在《Is 
There a Need For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the Standard Setting Process?》

（2002）10提出一套檢驗政府規則對標準制定過程之模式，認為該模式應

以全盤瞭解所在情況後之可預測模型，針對現實所存在之歧異且大量的標

準制定組織，附隨著廣大參與廠商跨及多方領域，Updegrove 認為這是因

為現實缺少一套完善解決方案以處理重要之衝突問題，以致價值標準之取

捨售多方分歧意見之影響，因此，在承認同一解決方案無法適用於不同情

境前提下，他認為政府提供較高法律位階的指導原則以支援標準制定過程

之必要，以擴大標準制定的參與廠商，以有效率達到最佳共識決。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茲此，本文之寫作目的，即在於討論標準制定組織所擬定之標準，特

別是經過政府機關以法律規範形式採用後，是否仍該當著作權的保護客

體？並將研究延伸到網路產業中標準著作權保護的適當性問題，以及針對

標準這類事實編輯物的資料庫保護進行分析；其次，本文亦對標準制定組

織所涉及的競爭法問題甚感興趣，上述文獻係以國際標準制定組織為研究

主體，本文將針對一國之產業標準制定組織為研究重心，探討例如標準制

定與認證中的限制競爭及獨占管制的法律問題，以及當隱然成為事實標準

的市場領導者涉及智慧財產權的拒絕交易紛爭等課題。然而，針對上述命

題的前提要件是對標準的概念與應用有相當之瞭解，以導入標準制定組織

之運作、不同層級標準制定過程之影響及其所涉及之智慧財產爭議問題研

究。 
     
    因此，本文之研究目的，在於對國家標準以及行業標準制定及運用過

程所涉及之著作權及競爭法問題作深入且廣泛之瞭解；希望以此為基礎，
                                                           
9  See Feldman, Robert P., Maura L. Rees & Brent Townshend, The Effect of Industry Standard Setting 

on Patent Licensing and Enforcement,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July 2000), at 112‐117. 

<http://www.comsoc.org/~ci/private/2000/jul/pdf/Rees.pdf>(2007/6/13) 
10  See Updegrove, Andrew, Is There a Need For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the Standard Setting 

Process? FTC website (2002) <http://www.ftc.gov/opp/intellect/020418updegrove1.pdf>(2007/6/13) 



                                                          第一章 緒論 

4 

分析各層級標準制定體系的規範內涵，繼而詮釋一國保護行業標準之著作

權與競爭法之法律規定；並提出建言作為我國發展標準化體系以及參與國

際標準制定活動之參考。 
     
    本文試圖解決的問題，有以下數項： 
（1）標準之形成過程為何？如何影響標準之分類？ 
（2）標準在一國之法律規範體系中呈現形式為何？ 
（3）標準化之社會效益為何？ 
（4）網路效應及相容性問題如何影響事實標準之成形？ 
（5）標準制定組織之智慧財產授權策略為何？有關揭露義務及資訊揭露

的內容和程序是如何設定？如何處理所制定的標準含有會員所擁有的智

慧財產權問題？ 
（6）各層級之標準制定組織運作方式為何？針對其所擬定之標準採取之

著作權政策為何？ 
（7）美國之標準制定體系如何形成？發展情形為何？影響為何？ 
（8）針對政府採用私人起草之標準作為法律規範情形，是否有一分析架

構，以供辨識著作權的保護範圍，並確認標準制定組織收取始使用費之合

理性？ 
（9）網路產業中標準著作權保護之適當性為何？ 
（10）事實編輯物（資料庫）之保護模式以何種形式較為妥當？ 
（11）產業協會進行標準制定與認證活動過程中，涉及之限制競爭問題包

括哪些類型？是否可以合理原則作為法律分析基礎？ 
（12）握有核心智慧財產權的標準制定者從事拒絕交易行為之競爭法觀點

為何？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我國目前之標準制定體系以及參與國際標準制定活動不足以作為上

述研究目的之基礎，因此本文之研究範圍，係以標準制定體系與法院判決

最為豐富之美國文獻資料為主，輔以國際組織與歐盟等國家之經驗，以提

出我國可能之替代制度與建議等面向。 
     
    較為遺憾者係，囿於時間壓力同時缺乏充分之歷史發展背景及法理討

論，本文並未深入探究我國之標準化體系與案例研究，本文亦僅帶出問題

點，待日後再進行更深入之研究。 

第四節 分析架構與章節安排 

    本論文之思考邏輯係從標準與標準制定組織運作之充分理解著手，接

著分別針對標準制定過程涉及的著作權以及競爭法觀點行文，並在最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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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結論與建言。因此，本文之規劃係將結構分為五章，除本章緒論的部分

係就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範圍與限制等敘述之外，約

可分別略述如下： 
第一章   緒論 
    本章內容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範圍與限制及研

究方法之說明，並對論文之結構加以說明。 
 
第二章  標準制定組織 
    本章將從第一節之標準的概念、標準的類型及其形成過程與影響、標

準之應用個案談起，進而在第二節觸及標準制定組織之智慧財產問題及其

智慧財產策略運用及評析，並提出我國之應對策略。接著，在第三節探析

不同層級之標準制定組織之運作以即其著作權保護政策與及發展策略；並

在第四節以發展最成熟之美國之標準制定體系為例，探究其特色以作為我

國發展標準化體系及參與國際標準制定活動借鑑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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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並無一個事前公式用來評估政府

該措施之合法性。第一節參照美國學者Lawrence Cunningham之見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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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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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將對資通訊產業經常出現

「網路效應」等獨特經濟現象作闡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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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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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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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我國資料庫保護的因應對策。 
 
第四章  標準制定涉及競爭法之問題研究 

隨著產品技術性和專業化的提高，產品標準及認證在現代社會中越顯

其重要性，第一節透過美國歷年判例，對產業標準制定組織主導的標準制

定及認證活動之競爭效應進行分析，討論應標準化而涉及價格聯合、因錯

誤認證引起的限制競爭、因標準化實行杯葛行為、利用標準化限制競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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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標準化設及安全或健康因素等問題，以說明標準制定與認證中的限制競

爭及獨占管制的法律制度，並提出我國標準化限制競爭管制運用合理原則

進行法律分析的若干構想。其次，第二節針對擁有核心智慧財產權的標準

制定組織之拒絕交易行為，涉及妨礙、限制甚至排除競爭，進而損害社會

公共利益者，提出是否豁免於競爭法之規範？若答案為否，則智慧財產權

人看似合法的拒絕交易，又為何會受到競爭法的規制？透過對某些領域中

智慧財產權人的拒絕交易產生的反競爭結果分析，以探索上述問題的解

答，並歸納智慧財產權人拒絕交易行為的競爭法適用規則。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將針對本論文第一章到第四章之研究與討論提出結論與建言，作

為我國標準化體系之發展、參與國際標準制定活動、標準著作權保護分析

架構、事實編輯物（資料庫）保護模式、競爭法對標準與認證活動之適用

以及切入拒絕交易案件等之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