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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標準制定組織 
  在大陸北京中關村地區，有個說法深入人心：「三流企業賣苦力，二流

企業賣產品，一流企業賣技術，超一流企業賣標準。」這說明在現代市場競

爭中，標準是企業競爭力的主要實現。「標準的運用不是針對產品和使用者

的，而是針對競爭和協作廠商的。」1因此，標準在手則可運籌帷幄，取得絕

對競爭優勢。《The New Yorker》財金專欄作家 James Surowiecki 指出：「沒

有標準化就沒有現代經濟。」2。在知識經濟時代，標準愈顯重要。 
 
  在當今世界，掌握制定規則的權力（即規則類知識）者，就占有主宰市

場的領袖地位。由賣力氣、賣產品，到賣技術、賣服務，再到賣規則、賣標

準，應該是企業不斷追求的境界。由於絕大多數標準是由政府或私人組織來

制定的，因此，研究標準制定組織（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 SSOs 或

Standard-developing organizations, SDOs 或 Collective Rights Organizations3），

具有更加重要的意義。標準制定組織的積極功能主要實現在於，有助於保障

消費者基本安全健康；有助於便利消費者的生活；有助於促進競爭；有助於

生產廠家提高企業效益。誠然，標準化也存在弊端，它可能阻礙技術革新，

易於形成價格聯合，限制消費者選擇，誤導消費者和限制競爭之可能等。 
 
  本章將從第一章之標準的概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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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論標準 
    在經濟全球化、國際競爭日益激烈的今日，無論是國家或企業，都應該

有以下之基本認知：智慧財產權比知識本身重要，技術標準比技術本身重要。

智慧財產權是知識價值的權利化、資本化；技術標準是技術成果的規範化、

                                                       
1  參閱張平、馬驍，標準化與知識產權策略，知識產權出版社，2002  年。 
2  “Without standardization, there wouldn't be a modern economy.” See Surowiecki, James, Turn of the 

Century, Wired, (Oct. 2002) <http://www.wired.com/wired/archive/10.01/standards.html>(2007/6/13) 
3  Collective Rights Organizations 之用法來在於美國柏克萊大學教授 Robert P. Merges 在 1996 年發表之

文章，係先期研究標準制定組織與智慧財產權關係者，例如著作權集體管理組織與反托拉斯的問題。

See Merges, Robert P., Contracting into Liability Rul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Collective Rights 

Organizations, 84 California Law Review 1293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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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若吾人不能在智慧財產權和技術標準上有所作為，就不可能形成真

正的競爭優勢，將永遠受制於人。若說工業經濟時代始於「跑馬圈地」，知

識經濟時代就始於「跑馬圈知」4。專利、著作權、商標、專屬權、政策、網

際網路功能變數名稱等，所有有價值的知識資源，都正在成為新經濟的先知

先覺者們「爭圈」的對象。 
 
    在知識經濟時代，知識可以分為「內容類別知識」，即關於「是什麼」

（what）和「為什麼」（why）的知識；「方法類知識」，即關於「怎麼做」

（how）及「誰來做」（who）的知識；以及「規則類知識」即「只能這麼做，

而不能那樣做」的知識5。方法類知識比內容類別知識重要，規則類知識則是

最有力量的知識。因為內容類知識是關於「是什麼」和「為什麼」的知識，

方法類知識是關於「如何做」及「誰來做」的知識，而規則類知識不但約束

如何做事，亦約束什麼人做事，更重要的是樹立遊戲規則，約束競爭對手。

顯然「規則類知識」成為現代經濟競爭的主要優勢，意即追逐標準的控制權，

是標準制定組織面臨的主要問題。職此，我們可以說，研究標準制定組織的

智慧財產權策略具有重要意義。 

壹、標準之概念 

標準的定義和具體內容隨著技術進步在不斷的充實和演化，而標準又不

僅僅是某一個國家的標準，往往是國際標準組織、區域標準組織或產業聯盟

頒佈的標準。過去的標準，多為實現對產品或服務的技術要求和品質要求，

伴隨新興技術的快速發展，標準也發生著變化，標準的內容越來越豐富，也

趨向於將技術解決方案納入到標準之中，於是，「技術標準」的稱謂開始出

現。事實上，技術標準是「標準」的簡稱，但是，技術標準的範圍比標準要

小，因為技術標準多係指涉及資訊技術等新興技術領域，且標準的內容包含

有一定量技術解決方案者。 
 

所謂「標準」，係指一種或一系列具有一定強制性要求或指導性功能，

內容含有細節性技術要求和有關技術方案的文件，其目的是讓相關的產品或

服務達到一定的安全要求或市場進入的要求。技術標準的本質，就是對一個

                                                       
4  參閱張平、馬驍，技術標準與知識產權的關係——“企業技術標準與知識產權戰略”專題之二，科技

與法律，2003 年 02 期，頁 111。 
5  詳見前揭註 1，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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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數個生產技術設立所必須符合的條件以及能達到此標準的實施技術6。它包

涵有兩層含義：（1）對技術要達到的水準設下最低門檻；（2）技術標準中

的技術係屬完備，若達不到生產的技術標準，可以向標準體系尋求技術授權，

支付授權金，從而獲得相應的生產技術，這就是技術標準越顯重要之原因7。 
 

相對地，技術不發達的國家，沒有能力進行技術研發，只能透過標準體

系獲得授權從而形成生產能力，除支付授權金外，關鍵是要服從標準的管理，

而標準管理的核心，係智慧財產權策略的制定和利用。由於智慧財產權具有

地域性和排他性，一旦該等智慧財產權進入標準行列，並得到相當程度的普

遍適用，就會形成獨佔局面，尤其在市場進入方面，它將排斥不符合此標準

的產品，從而達到排斥異己的目的，這是標準能夠實施全球授權戰略的法律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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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ustrial standards）之技術專利問題探討（technology stanrdards）8，鮮少

及於採定為法律規範之敘述性標準（narrative standards）。為區分與前述產業

標準之命題，參照 ISO 9000 滿足顧客對品質要求的管理系統、ISO14000 合

乎利害相關者要求之持續改善的環境管理制度等管理認證系統之作業性標準

概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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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合先敘明。 

貳、標準之發展史 

一、古代標準化 

    標準化係人類由自然進入社會共同生活實踐的必然產物，它隨著生產的

發展、技術的進步和生活品質的提高而發展，受生產力發展的制約，同時又

為生產力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 
 
                                                       
6  該定義主要借鑒 ISO 對標準之定義: “Standards are documented agreements containing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r other precise criteria to be used consistently as rules, guidelines, or definitions of 

characteristics, to ensure that materials, products, processes and services are fit for their purpose.” See 

What are Standards? ISO website 

<http://www.iso.org//iso/en/aboutiso/introduction/index.html>(2007/6/25) 
7  例如，CDMA 主導者美國高通公司（QUALCOMM）商業運作模式、3C 與 6C 的 DVD 收費事件的核

心問題都涉及此問題。詳見前揭註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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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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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類從原始的自然人開始，在與自然的生存搏鬥中為交流感情和傳達資

訊的需要，逐步出現原始的語言、符號、記號、象形文字和數位，西安半坡

遺址出土陶缽口上刻畫的符號可以說明它們的萌芽狀態。元謀、藍田、北京

出土的石製工具說明原始人類開始製造工具，樣式和形狀從多樣走向統一，

建築洞穴和房舍對方圓高矮提出的要求。從人類社會第一次的農業、畜牧業

分工中，由於物資交換的需要，要求公平交換、等價交換的原則，決定度、

量、衡單位和器具標準需要統一，逐步從用人體的特定部位或自然物過渡到

標準化的器物。 
 
    當人類社會進行第二次產業大分工，即農業、手工業分化時，為提高生

產率，對工具和技術規範化就成迫切要求，從遺世的青銅器、鐵器上可以看

到當時科學技術和標準化水準的發展，例如春秋戰國時代的《周禮‧考工記》
9就有青銅冶煉配方和 30 項生產設計規範和製造工藝要求，如用規校準輪子

圓周；用平整的圓盤基面檢驗輪子的平直性；用垂線校驗幅條的直線性；用

水的浮力觀察輪子的平衡，同時對用材、軸的堅固靈活、結構的堅固和適用

等都做出規定，不失為嚴密而科學的車輛品質標準。在工程建設上，如宋代

李誡《營造法式》10以建築的標準化、定型化為編輯各作制度的指導方針。

例如，對於結構構件採用材分模數制，以對門窗裝修時控制構件的比例。對

於磚、瓦等構件則制定出與主體結 構相匹配的系列定型製品。對於彩畫、雕

刻等藝術性較強的工種，則對當時流行的式樣、風格加以歸納和整理，並指

                                                       
9  《考工記》是先秦時期一部重要的科技專著，原未註明作者及成書年代，一般認為它是春秋戰國時

代經齊人之手完成的。春秋戰國時代由於禮樂崩潰，學術思想上呈現了一派百家爭鳴的局面。許多士

人都比較重視實踐，關心社會的進步和生產技術的發展，魯班、墨翟、李冰這樣一些傑出的學者、技

術發明家便是這一時期產生出來的。為了進一步組織和指導生產，需對已獲得的生產經驗和技術思想

進行總結，《考工記》便是在這一社會大背景下產生出來的。參閱先秦百工技藝之書《考工記》

<http://www.white‐collar.net/wx_hsl/gdwx/book100/070.htm>(2007/6/25) 
10《營造法式》是北宋崇寧 2 年（1103 年）頒刊的一部建築典籍，是一部由官方向全國發行的建築法

規性質的專書。全書內容包括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將北宋以前的經史群書中有關建築工程技術方面

的史料加以整理。第二部分，按照建築行業中的不同工種分門別類，編製成技術規範和操作規程。第

三部分，總結編制出各工種的用工及用料定額標準。第四部分，結合各作制度繪圖 193 幅。《營造法

式》產生於王安石變法的歷史背景之下，目的乃是為了加強對官辦建築行業的管理，於紹聖 4 年（1097

年）命李誡編修。《營造法式》在南宋和元代均被重刊，明代還被用於當時的建築工程，可稱之為中

國古代建築行業的權威性巨著。參閱《營造法式》與李誡。 

<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4‐05/09/content_5480351.htm>(200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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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特徵和變化規律。李時珍在《本草綱目》11中對藥物、特性、製備工藝

的描述可視為「標準化藥典」。秦統一中國之後，利用政令對度量衡、文字、

貨幣、道路、兵器進行大規模的標準化，用律令例如《工律》12、《金布律》
13、《田律》14等規定「與器同物者，其大小長短必等」，係集古代工業標準

                                                       
11  《本草綱目》全書 25 卷  190 多萬字。收載藥物 1,892 種，其中除載金、元以前名家所錄 1,518 種

外，新增加了 374 種，集方 8,160 首，附圖 1,160 幅。總結中國明代中期以前的藥物學知識和用藥經

驗，糾正本草書中的許多錯誤，將中國的醫藥科學推向新境界。此外，李氏發展中國古代傳統的動、

植物分類方法。在《本草綱目》中，他將所有動、植物分為：草、穀、菜、果、木、蟲、鱗、介、禽、

獸和人等 11 部。部下又分類。在各類下，分別記述若干種植物或動物。 此外，《本草綱目》還收載  200

多種礦物藥﹐並對這些礦物藥的形狀、顏色、鑑別和探掘方法做了描述﹔《本草綱目》在化學方面也

有許多獨到的見解，如對金屬與合金的區別的記述比前人詳細得多。萬曆 24 年(1596 年)，即李氏逝

世後 3 年，《本草綱目》在南京首次出版，即金陵版。1603 年又在江西翻刻，此後被輾轉翻刻了幾十

次，促進中國醫藥學的發展和對動、植物的研究。17 世紀初，《本草綱目》傳入日本，至遲在 18 世

紀初傳入歐洲，並相繼被譯成日、朝、德、法、英、俄、拉丁等多種文字，對世界醫藥界和博物學的

研究產生莫大影響。參閱李時珍，中國大百科智慧藏。

<http://wordpedia.pidc.org.tw/Content.asp?ID=19687&Query=>(2007/6/25) 
12  《工律》係中國古代有關冶煉、鑄錢、煮鹽、建築和製造兵器以及其他官民日用器物等手工業生

產的法律。迄今所看到的中國最早的手工業法規是《秦律》的《工律》、《均工》、《工人程》以及保存

在《秦律雜抄》中的有關條款。為了便於批量生產和維修，《工律》規定﹐製造同一器物、大小、長

短和寬度必須相等，對工匠要注意進行技術訓練。漢代的手工業管理基本上沿襲秦制。唐代是中國封

建經濟發展較快的時期，手工業立法除頒行一些單行法規外，在《唐律疏議》和《唐六典》中也作具

體規定，如興造要報請批准、實申報用工用料等。為加強對手工業生產的管理和控制，於洪武 30 年

(1397 年)頒行《大明律》，將唐、宋律中有關手工業生產管理的條款加以集中和擴充，專設工律一篇。

《大明律》之工律，對盜決河防、隄防、橋樑、道路維修和違章侵佔街道等違法行為的處理，都作具

體規定。《大清律例》的工律內容一準用《大明律》，其條款基本相同。參閱工律，中國大百科智慧藏。

<http://wordpedia.pidc.org.tw/Content.asp?ID=9955>(2007/6/25) 
13  《金布律》係有關財政制度的法規。《晉書‧刑法誌》載有漢《金布律》律目兩條：「毀傷亡失縣

官財物」和「罰贖入責(債)以呈黃金為價」。前人認為《金布律》是有關倉庫管理的法規，但秦簡證

實，《金布律》是有關財政制度的法規。《漢書‧高帝紀》和《漢書‧蕭望之傳》記載，漢代還有《金

布令》、《金布令甲》等法令。這些法令當是《金布律》以外的有關財政制度的規定。參閱漢代法規，

中國大百科智慧藏。<http://wordpedia.pidc.org.tw/Content.asp?ID=10069>(2007/6/25) 
14  《田律》係維護鄉間社會秩序、管理農事、徵收田賦的法律。律文早已不存，篇名見於《周禮‧

秋官‧士師》和《周禮‧夏官‧大司馬》。關於《田律》的性質，唐代以後一直認為是關於「田獵」

的法律，但秦簡及其他史籍證明該說法不正確。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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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大成。宋代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15，運用標準件、互換性、分解組合、

重複利用等標準化原則，更是古代標準化的里程碑。 

二、近代標準化 

    近代標準化發源於 18 世紀工業時代之初16，首先應用在武器製造過程中

的互換，很快發展到橋樑和鐵路等大型工程建設，發展到一定規模的工業生

產之後，標準化活動又經歷數次跨越式的發展。這段時期，科學技術適應工

業的發展，為標準化提供大量生產實踐經驗，擺脫憑直觀和零散的形式以表

述現象和總結經驗的階段，從而使標準化活動進入定量地以實驗資料為根據

的科學階段，並開始透過民主協商的方式，在廣闊的領域推行工業標準化體

系，提高生產率的途徑。舉例如下表： 
 
【表 2-1】近代標準化之例子 
時間 事件 
1789 年 美國發明家 Eli Whitney 在製造來福槍過程中，用運用的互換性原

理（interchangeability），大量製造具有互換性零組件組裝步槍17，

制定相應的公差（tolerance） 18與配合（fits）19標準（gauges）。 
                                                       
15  活字印刷術是在 11 世紀中期，中國北宋慶曆年間（西元 1041－1048 年）由畢昇所發明，畢昇所

發明的活字以膠泥為原料製成，稱為泥活字印刷。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術。活字版的發明和發展，

使人類得以享受方便、迅速、低成本的書籍及印刷產品。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的記載很少，沈括在他

所著的《夢溪筆談》一書中，作了一段記載。書中記載畢昇應是名印刷的工匠，在長期的印刷工作中，

發現雕版時最大缺點就是每印一本書都要重新雕板，不但花費長時間，且加大了印刷的成本。如果改

用活字版，只需雕刻一副活字，不足或毀損之部份則再刻製即可，活字版日後可以重複利用，日後則

不必再重新再雕版一次，排版印刷將非常方便，也就是在此構想下，畢昇發明了活字版。沈括在《夢

溪筆談》記載，畢昇死後，他生前所做的泥活字為沈括的侄子所收藏。14 世紀末年，歐洲就開始有

雕版印刷品。他們最初印刷畫像，接著就用雕版印刷書籍。他們的印刷方法和中國相同。說明歐洲的

雕版印刷術是在中國的影響下產生的。歐洲最早使用活字印刷者，是德國人谷騰堡，大約在西元

1440—1448 年間。谷騰堡使用活字印刷，比畢昇使用活字印刷晚四百多年。參閱活字印刷術的發明。

<http://203.71.9.5/chinascience/f/f4‐3.htm>(2007/6/25) 
16  參閱近代標準化。<http://www.haqi.gov.cn/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9564>(2007/6/25) 
17  在 19 世紀開始，Eli Whitney 就利用該方法為政府大量製造滑膛槍(來福槍)，其工廠（armory）因建

立在這一新原理的基礎上，引起了廣泛的注意。其中有位訪問者對 Whitney 這種革命性技術的基本特

點作了恰當的描述：「他為滑膛槍的每個零件都製作一個模子；據說，這些模子被加工得非常精確，

以致任何滑膛槍的每個零件都可適用於其他任何清膛槍。」在 Whitney 之後的數十年間，機器被製造

得愈來愈精確，因此，有可能生產出不是幾乎相同，而是完全一樣的零件。See Inventing Change: the 

Whitney Legacy, The Eli Whitney Museum and Workshop 

<http://www.eliwhitney.org/change.htm>(2007/6/25) 
18  公差（Tolerance）係最大極限尺寸與最小極限尺寸之差，即零件尺寸所允許之差異。在機械製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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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 年 因應機器製造業之發展，英國工程師 Joseph Whitworth 制定「螺紋

型標準」（whitworth standard screw threads）20，並於 1956 年以英

國國家標準《BS84:1956》（Specification for parallel screw threads of 
Whitworth form）頒佈21。 

1875 年 國際計量局（International Bureau of Weights and Measures）22在巴黎

成立，研究統一之國際計量單位，公認公尺製為國際通用的計量單

位制，開啟計量領域的國際標準化。 
1889 年 成立美國材料與試驗協會（ASTM），開啟材料、燃料等方面的專

業標準化活動。 
1897 年 英國鋼鐵商人 Harry John Skelton 在泰晤士報上，建議鋼樑生產規格

和圖紙應系列化、標準化，以便設計、生產及使用23，影響第一個

全國性的標準化機構之建立──英國工程標準化委員會

（Engineering Standards Committee）24。 
1901 年 英國標準協會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e, BSI）成立。 
1906 年 在各國電器工業迅速發展的基礎上，成立最早之國際標準化團體

「國際電子電機委員會」（IEC），以協調各國電工電器產品的生

產。 
1911 年 美國 Frederick W.Taylor 發表《科學管理原則》（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25，應用標準化方法制定標準時間和作業規範，在生

                                                                                                                                                           
公差主要用於限制產品幾何參數的誤差，使這些參數實際值的變動處在一定限度內，以保證產品達到

規定的精度和使用要求。 
19  配合制度（fits）係指在軸孔配合時，有考慮以孔配合軸者，亦有以軸配合孔者。簡言之，配合制

度乃包含軸與孔屬於一極限制度之配合基礎。在機械加工中公差與配合是息息相關的，機件尺寸配合

的工作可能是大部分機構工程師及設計者所困擾的問題，一般將公差精度分成  16  級，不同的場合，

有不同的公差精度要求。 
20  1840 年代，英國工程師 Sir Joseph Wniworth  在他自己創辦的機床廠製造出具有較高測量精度的量

具測準機和精密的標準規，解決了零件的測量問題。1841 年，他建議英國採用統一的螺紋制度，他

設計的螺紋系列，即惠氏螺紋很快被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採用。後來，美國、英國、加拿大將惠氏螺

紋和美國螺紋合併成一種統一的螺紋制度，這就是至今還在西方廣泛應用的英制螺紋標準。See Joseph 

Whitworth The Toolmaker, 2005 <http://www.whitworthsociety.org/content/view/25/44/>(2007/6/25) 
21  《BS84:1956》(Specification for parallel screw threads of Whitworth form) 

<http://standards.mackido.com/bs/bs‐standards24_view_7180.html>(2007/6/25) 
22  See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Website <http://www.bipm.fr/>(2007/6/25) 
23  See H.J.Skelton <http://www.hjskelton.co.uk/home.htm>(2007/6/25) 
24  See History of BSI , BSI website 

<http://www.bsi‐global.com/en/Standards‐and‐Publications/About‐British‐Standards/History/>(2007/6/25) 
25  在當時 1910 年代初期之環境中，泰勒輕忽或選擇不回應工作機會下降之問題，因為當時的大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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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過程中實現標準化管理，提高生產率，創立科學管理理論。 
1914 年 美國福特汽車公司 （Ford Motor Company）運用標準化原理，在

以往生產的幾種車型的基礎上開發 T 型車（Ford Model T），經過簡

化和優選，將所有零件標準化，以減少零件種類，增加每種零件的

生產量，這就為實現專業化大量生產方式創造了前提條件26。零件

標準化提高零件的可靠性和互換性，實現按固定節拍進行的流水式

裝配生產，促成了世界上第一條流水式生產線的誕生，所創造的高

效率令競爭對手望塵莫及。 
1927 年 當時之美國總統胡佛（Herbert C. Hoover）針對一份標準化調查委

員會之報告，指出「標準化對工業化極具重要性」之後，美國商務

部亦展開一場全國性的以簡化為主的工業生產標準化運動，使產品

簡化程度達 24 - 98%，換取及大經濟效益，亦使人民認是大標準化

的巨大影響。 
 
隨後，荷蘭（1916 年）、菲律賓（1916 年）、德國（1917 年）、美國（1918
年）、瑞士（1918 年）、法國（1918 年）、瑞典（1919 年）、比利時（1919
年）、奧地利（1920 年）、日本（1921 年）等都建立起自己的標準體系，到

1932 年已有 25 個國家相繼成立國家標準制定組織，在此基礎上，1926 年在

國際上成立「國家標準化協會國際聯合會」（ISA）。標準化活動由企業行為

步入國家管理，進而成為全球的事業，活動範圍從機電行業擴展到各行各業，

標準化使生產的各個環節，各個分散的組織到各個工業部門，擴散到全球經

濟的各個領域，由保障互換性的手段，發展成為保障合理配置資源、降低貿

易壁壘和提高生產力的重要手段。1946 年國際標準組織（ISO）正式成立。

現在，世界上已有上百個國家成立自己國家的標準制定組織。 

三、近代標準化發展的特色 

                                                                                                                                                           
社會在乎的是如何將產出最大化，工作機會下降是普遍存在的情形。針對如何改善效率？泰勒提出「科

學管理原則」，可分成以下四點：首先，.對工人操作的每個動作進行科學研究，用以替代舊的單憑經

驗的方法。因為在過去傳統依據工人經驗發展的方法無效率，所以要發展有效的工作方法；第二，以

科學方法挑選工人，並加以訓練和教育，使之成長（Step by step，強調選人和訓練的重要性）。而在

過去，則是由工人任意挑選自己的工作，並依其各自的能力進行自我訓練；第三，與工人保持親密的

合作，以保證一切工作都按已發展出來的科學原則去作，強調合作的重要和確保工作方法被落實；第

四，資方和工人們在工作和職責上是均分的，資方應將自己比工人更勝任的工作承攬下來，強調管理

者應承擔重要工作；由此引出工頭的重要性，工頭必須跟員工成為好朋友。泰勒希望有人協助監督其

有效的科學方法是否被實踐，是否有效率；管理者要用科學方法使其有效率，並藉由管理者（如工頭）

來加以落實。See Taylor, Frederick W.,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New. York: Harper (1911)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mod/1911taylor.html>(2007/6/25) 
26  See Model T Facts, Ford website <http://media.ford.com/article_display.cfm?article_id=858>(200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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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標準化是人類有意識地主動展開標準化活動，並取得重大成果的時

期，有以下特色： 
（一）建立標準制定組織機構，開始形成標準化專業隊伍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 30 年代，歐、亞、美國先後成立標準化學會、協會

等行業或國家標準化機構，並開始發展成立國際區域標準制定組織，大批專

業技術人員及管理專家等投入標準化事業，匯聚形成一之標準化專業和技術

團隊。 
 
（二）標準化領域迅速擴大，標準化作用始得到充分發揮 
  近代標準化係伴隨機器工業發展而起，但迅速擴展到交通運輸、工程建

設、食品衛生和商業貿易經濟等方面，標準化的內容亦從產品標準化、製造

工亦標準化、檢測方法標準化，發展到術語、符號等基礎標準和企業生產管

理標準化等領域，成為近代工業組織生產經營的一大原則。 
 
（三）簡化、統一係標準化的主要形式，並出現一批標準化理論成果 
  簡化、統一係近代標準化者要工具和呈現方式，伴隨出現一批標準化理

論結果。例如 19 世紀末，法國工程上校雷諾（Charles Renard）對氣球繩索

的規格進行簡化，將其規格按十進幾何級數（即每進 5 項使項值增加 10 倍）

分級，結果以 17 種規格的繩索代替 425 種規格的繩索，既給人們帶來了方便，

又有效地滿足了人們使用不同繩索的要求。該項成果後來形成優先數係

（preferred numbers）國際標準。該項標準不但在長度、面積、體積、流量、

濃度、速度、電流、電壓、功率等方面簡化無數種產品的規格尺寸，為社會

提供眾多可以大量、低成本、高效率生產的產品，且展示標準化對工業生產

和社會經濟的作用原理：標準化可以從無限的、連續的量中找出有限的、離

散的量，從眾多的量中挑選出較少的量，形成最具有代表性的標準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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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大量生產，高效率地滿足社會的大量需求27。 
 
（四）標準化成果以制式標準版本出現 
  標準係標準化活動的成果，近代標準化時期，各個標準制定組織均按照

其一定程序和方式，展開標準化活動，並設計具有統一格是的標準化文件格

式，使標準化活動成果從法規、書籍、資料等其他載體中脫離，成為一個獨

特的文獻。 
 
（五）標準化活動缺乏系統概念 
  然而，在這個時期，產品的複雜性、生產綜合性一般應用較弱，一個產

品致多有上百成千個零組件，合作企業亦不多見，多係孤立制定標準。 
 
    綜上所述，標準化使各生產環節，使各個獨立分散的企業或工業部門互

相連結。未保持技術上統一，使其成為一個穩定之經濟體，標準化對提高產

品質量、合理發展品種、採用先進技術和科學管理，提高企業在市場上的競

爭能力獲得明顯效果。由於展開標準化而獲得的經濟效益相當於標準化投資

的十數倍，從而日益受到重視，迅速發展起來。 

四、現代標準化 

    第一次工業革命後，世界進入以機器生產、社會化大量生產為基礎的現

代標準化階段。現代標準化活動第一次是在 20 世紀初，各工業發達國家開始

                                                       
27  由於各種產品的特徵互不相同，不可能都按一個公比形成系列，客觀上需要這樣一種數列，即項

數較少的數列包含在項數較多的數列中，並且按照十進的規律能向兩端無限延伸，這就是「優先數

列」。優先數和優先數系是一種科學的數值制度，它是一種無限量的分級數系，適用於各種量值的分

級。它又是十進幾何級數，它對於標準化物件的簡化和協調之影響重大。亦係國際上一項統一的重要

基礎標準。優先數是由公比分別為 5√10、10√10、20√10、40√10 和 80√10，且項值中含有 10 的整數

冪的理論等比數列匯出的一組近似等比的數列。各數列分別用符號 R5，R10，R20，R40 和 R80 表示，

稱為 R5 數系、R10 數系、R20 數系、R40 數系和 R80 數系。19 世紀末，法國雷諾（C. Renard）為了

對氣球上使用的繩索規格進行簡化，做出這樣的規定，簡化後形成的尺寸規格系列，每進 5 項值增大

10 倍（十進幾何級數）。為了紀念雷諾，故把優先數又取名 R 數系。1920 年，德國制定第一個優先

數系標準，1935 年國際標準化協會公佈《ISA 11 號通告》，將優先數規定為國際標準建議（ISO/R 497），

1973 年轉為國際標準（ISO 497:1973）。例如：ISO 3‐1973: Preferred Numbers – Series of Preferred Numbers; 

ISO 17‐1973: Guide to the Use of Preferred Numbers and of Series of Preferred Numbers; ISO 497‐1973:   

Guide to the Choice of Series of Preferred Numbers and of Series Containing More Rounded Values of 

Preferred Numbers;also, ANSI Z17.1‐1973: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for Preferred Numbers. See 

Preferred Numbers, Sizes, Inc. website (2000) 

<http://www.sizes.com/numbers/preferred_numbers.htm>(200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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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建專門的標準化機構，制定國家標準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在此後 20 年間，

工業標準化經歷由一家一戶的工廠規模，向全國統一的國家規模的跨越式發

展過程。第二次是在 20 世紀中葉，經歷二次世界大戰短暫經濟的恢復期後，

全球進入了經濟迅猛發展時期。 
 
    工業現代化進程中，由於生產和管理高度現代化、專業化、綜合化，這

就使現代產品或工程、服務具有明確的系統性和社會化。一項產品或工程、

過程和服務，往往涉及幾十個行業和幾萬個組織及許多門的科學技術（例如：

美國「阿波羅計畫」（Project Apollo）28、「曼哈頓計畫」（Manhattan Project））
29，從而使標準化活動更具有現代化特徵。 
 
    隨著經濟全球化不可逆轉地擴散，特別是資訊技術高速發展和市場全球

化的需要，要求標準化擺脫傳統的方式和觀念，不僅要以系統的概念處理問

題，而且要儘快建立與經濟全球化相適應的標準化體系，不僅工業標準化要

適應產品多樣化、中間（半成品）簡單化（標準化），乃至零組件及要素標

準化的認證關係的需求，而且隨著生產全球化、網路化發展，以及資訊全球

化的需要，組合化和接口標準化將成為標準化發展的關鍵環節；標準化的特

色從個體水準評價發展到整體、系統評價；標準化的對象從靜態演變為動態，

從局部聯繫發展到綜合複雜的系統。目前，為因應世界貿易組織《技術性貿

易障礙協定》（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of 1994，簡稱《TBT

                                                       
28  美國於 20 世紀 60 年代至 70 年代初組織實施的載人登月工程﹐或稱「阿波羅計畫」（Project Apollo）。

這一工程的目的是實現載人登入月球飛行和人對月球的實地考察，為載人行星飛行和探測進行技術準

備。它是世界航太史上劃時代的成就。工程開始於 1961 年 5 月，至 1972 年 12 月第 6 次登月成功結

束，歷時約 11 年，耗資 255 億美元。在工程高峰時期，參加工程的有 2 萬家企業、200 多所大學和

80 多個研究機構，總人數超過 30 萬人。整個阿波羅工程包括﹕確定登入月球方案；為登入飛行作準

備的 4 項輔助計畫；研製土星號運載火箭；進行試驗飛行；研製阿波羅號太空船；實現載人登入月球

飛行。參閱阿波羅計畫，中國大百科智慧藏。

<http://wordpedia.pidc.org.tw/Content.asp?ID=34782>(2007/6/25) 
29  1942  年，美國官方正式啟動核武發展計畫，投入 50 億美金的經費，成立曼哈頓計畫（Manhattan 

Project），由 Leslie Groves 將軍領軍，並挑選具領導長才的理論物理學家 J. Robert Oppenheimer 擔任科

學部門的主任，負責設計與建造核子武器。計畫團隊網羅許多頂尖的科學家。實驗室場址選在新墨西

哥州沙漠裡的一處偏僻高地上，稱為洛薩拉摩斯（Los Alamos）實驗室，實驗室規模非常大，工作人

員達數千人，計畫的分工很細，當時工作人員能知道計畫全貌的人寥寥無幾。See Manhanttan Project 

<http://www.atomicmuseum.com/tour/manhattanproject.cfm>(2007/6/26) 



第二章  標準制定組織 

18 
 

協定》）30的要求，加強諸如國家安全、防止欺詐行為、保護人身健康或安全、

保護動植物生命和健康、保護環境等方面，以及能源利用、資訊技術、生物

工程、包裝運輸、企業管理等方面的標準化，為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標

準化支援。 

參、標準自法律角度之分類 

    有學者從法律的角度31，根據標準制定者身分之不同將標準分為兩類： 
（一）法律上標準（de jure standards）32 
  政府標準制定組織（government 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s）或政府授

權的標準制定組織建立的標準，稱之為「法律上的標準」。換言之，法定標

準是指由官方組織、行業組織或學術論壇等正式組織所制定，並有相應歸責

執行的技術或技術組合。它得誕生是一種創設過程。例如歐洲三大標準制定

組織（CEN、CENELEC、ETSI）、與英國政府簽訂備忘錄的英國標準協會

（BSI）、美國聯邦政府體係的國家標準和技術研究機構（NIST）分別以強制

                                                       
30  近年來，由於技術規章及標準之強制規定而導致之貿易摩擦越來越多，其原因除因為非關稅措施

取代了關稅成為貿易保護手段外，更由於產品、製程益趨複雜，且消費者對於健康、安全及環保之要

求亦愈來愈高，因此導致各方對於技術規章與標準之需求逐漸提高，結果使技術性或規制性措施的範

圍亦持續擴大。但此種規格或標準往往亦對進口產品產生不當的限制作用，構成貿易障礙，此即所謂

的「技術性貿易障礙」。WTO《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簡稱 TBT）之目的，即在調和會員間日益多樣

且複雜之技術性貿易障礙問題。惟會員擬採用標準之實質內容如與現行國際標準不同且可能對貿易產

生影響時，則須於該標準生效前之合理期間，透過 WTO 秘書處通知各會員，俾使其他會員可對之提

出建言。TBT 主要有六大原則：（1）不歧視待遇及國民待遇原則：各會員應確保在技術規章及標準

方面，對於來自任何國家境內所輸入之產品，應給予不低於對待本國同類產品及來自任何其他國家同

類產品之待遇。（2）貿易障礙避免原則：各會員在制定、採行和適用其國家之技術規章時，不應以

造成不必要之貿易限制為目的，且應避免產生限制貿易之效果。（3）技術規格調和原則：技術規格

之調和不僅可降低生產者之成本，亦可確保消費者能享有種類更多樣化、價格更合理化之福利，是故

TBT 要求會員應儘可能參與有關產品國際標準之準備工作。（4）技術性法規等同原則：要求各會員

如果認為其他會員就同類之技術規章，能適當地滿足其本身相關法規之目的時，應積極考慮接受該等

規章。（5）符合性評估結果相互承認原則：TBT 鼓勵會員間透過相互承認之方式，進行有關互相接

受符合性評估結果之協議，使產品在進入市場時不必再重複接受評估。（6）透明化原則：TBT 係藉

由設立國家諮詢點及要求通知之義務，以確保會員之技術規章、標準和試驗等程序，符合透明化原則。

參閱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TBT 主要六大原則），經濟部國際貿易局，2003 年。

<http://wwwdoc.trade.gov.tw/BOFT/web/report_detail.jsp?data_base_id=DB008&category_id=CAT1087&r

eport_id=559>(2007/7/4) 
31  Cargill, Carl 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andardization: Theory, Process, and Organizations, Digital Press, 

Bedford MA (1989) <http://www.informika.ru/text/inftech/opensys/3/3‐12/1/cargill.html >(2007/6/26) 
32  de jure（Latin for ''by law''）是拉丁語，係指根據法律的、根據權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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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業界自願採用的方式推行標準化工作。 
 

（二）事實上標準（de facto standards）33 
  事實上標準分為兩種，一類係由單個企業或具有獨占地位的極少數企業

建立的標準，稱之為「形成的標準」。換言之，它是指某種技術產品由於市

場運作的成功而取得支配地位，該類產品受消費者偏愛，從而導致其他技術

競爭者難以進入市場。事實標準不是產生於特定組織的標準制定行為，而是

由於市場運作的成功而自然形成34。事實標準的形成特徵有別於法定標準。

職此，決定能否作為事實標準不是因為它為標準化組織所制定，而是在產業

上被視為標準而廣泛採用及承認。例如 QWERTY 鍵盤配置35及以 Microsoft
公司和Intel公司的市場勢力，形成的電腦市場上Windows作業系統和Intel 中

央處理器共生形成的 Wintel 聯盟。 
   
  另一類係私人標準制定組織（private 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s）建立

的「創設的標準」，該標準的特色係標準的發起人不是一個或極少數的幾個

壟斷企業，而是十幾個或數十個企業或研發機構提起的。這種標準按開放程

度，可以分為開放型和封閉型兩種。「開放型標準」是現在比較常見的，其

特點就是建立後或建立過程中經過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協會（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IEEE）或 W3C（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等

這些正式機構的調整和確認，就可以轉化為事實標準。如 IEEE 1394 工作小

組，就是私人化標準組織在政府授權的官方標準制定組織 IEEE 的派駐機構；

「封閉型標準」的典型代表就是 HAVi 標準和藍牙標準（blue tooth），像 HAVi
標準，建立時就是 8 家公司宣導，並提供標準體系的全部技術方案。此外，

封閉性標準亦可能轉化為開放型標準，如 HAVI 標準，經過發展之後，就轉

化成開放型標準，已經向任何公司開放36。 
 

                                                       
33  de facto（Latin for ''from the fact''）是拉丁語，係指實際的、事實上的。 
34  “A de facto standard is one that achieves industry acceptance without the imprimatur of any official or 

quasi‐official standard‐setting body” See Mueller, Janice M., Patenting Industry Standards, 34 John Marshall 

Re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897, 905 (2001) 

<http://www.law.pitt.edu/library/FacultyMuellerpubs.php>(2007/6/13) 
35  QWERTY 是各國使用的基於拉丁字母的標準的打字機和電腦鍵盤。QWERTY 是鍵盤第一行的前六個

字母。使用 QWERTY 排列的打字機在 1874 年投入批量生產。從此成為應用最廣泛的人機介面。 
36  See HAVi, The A/V Digital Network Revolution, 1999 <http://www.havi.org/pdf/white.pdf>(2007/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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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標準之二分法37 
   類型 
項目 

事實上標準（de facto standards） 法律上標準（de jure standards）

概念 分兩類，一類係由單個企業或具有

獨占地位的極少數企業建立的標

準，稱之為「形成的標準」；另一

類係由十幾或數十個企業或研發

機構等私人標準制定組織建立的

「創設的標準」，該標準按開放程

度，可以分為開放型和封閉型兩

種。 

由政府標準制定組織或政府

授權的標準制定組織建立的

標準。 

特徵 反應市場情況 
提供標準 
獨占市場出現 

正當程序 (due process) 
開放性 
利害關係人之共識決 

挑戰 獨占風險 
缺少透明度 
資訊限制 

制定程序冗長 
非利害關係人之介入風險 

舉例 形成標準：Wintel 聯盟；QWERTY
鍵盤配置 

CEN、CENELEC、ETSI、BSI、
NIST 

創設標準：IEEE；W3C；HAVi  

一、形成的標準：QWERTY 鍵盤配置之事實標準地位形成 

    最早有記錄的打字機發明是在 1714 年。當時英國人 Henry Mill 設計打字

機，並獲得專利權。但是，似乎他並沒有真正製造一台打字機出來。1808 年，

義大利人 Pellegrino Turri 可能製造世界第一台打字機，但他的目的是造福盲

人，讓他們也能寫字。 
 
    1860 年代，打字機剛在美國萌芽之際，尚未有觸打的概念，而假設的打

字速度是每分鐘 30 多個按鍵。但是很多人會不自覺地越打越快，因為當時的

機械設計尚未完備，所以打得快反而造成機械上的失誤（例如，鉛字纏在一

起）。因此在 1867 年發明家 Christopher Sholes 設計 QWERTY 鍵盤配置排序

的方式，主要為了將常用字母隔開，降低打字的速度，以減少打字機在打字

時連動桿之間的擠壓及故障發生率。 
 

                                                       
37  See Kim, Jai Ok, What are Standards and why are they important ? ISO website, 2006 

<http://www.iso.org/.../presentations/wkshps‐seminars/copolco/copdev2006trainingBotswana/31AugInput

1JOkim.PDF >(2007/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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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大量生產打字機的工廠，是美國的 Remington & Sons 公司，以製造

槍械起家，後來生產縫紉機。他們在 1873 年向 Sholes 購賣打字機專利，並

開始量產。這種大量生產的打字機鍵盤擺設，就是 Qwerty。在 1888 年以前，

Remington 是唯一生產打字機的公司。後來逐漸有競爭者加入，而真正成為

市場主流者，是 Underwood 公司在 1893 年出品的 Model 5。Remington 的機

型，打字在紙的背面：打字員不能一邊打字一邊看到打出來的結果；

Underwood 的機型，突破這個技術困難，使得鉛字可以打印在紙的正面。

Underwood 雖然發明了新的打字機，並成功地取代 Remington 打字機，但是

Underwood 卻延用 Remington 的 Qwerty 鍵盤擺設。顯然，當年 Remington 並

沒有將鍵盤擺設申請專利。後來，在一場打字比賽中，一位名叫 Frank 
McGurrin 的法庭記者採用 QWERTY 的打字法，輕鬆擊敗採用另一套系統的

參賽者，並在美國各地巡迴展示他快如閃電的打字功力。此後，QWERTY 鍵

盤的知名度大開。 
 
    從 1920 年初，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育學教授 August Dvorak 投入 12
年研究打字的效率問題，在 1932 年創造所謂的 Dvorak 鍵盤擺設38，並且出

版一本厚達 546 頁的書《Typewriting Behavior》。Dvorak 在 1936 年取得這種

鍵盤擺設的專利權（U.S. Patent 2,040,248），專利的名稱為：《Dvorak Simplified 
Keyboard》39。Dvorak 鍵盤上市後，一台打字機的售價大約 2,000 美金，而

且為了換個按鍵擺設，必須換掉整台打字機。此外，當時（1930 年代）正值

美國著名的經濟大蕭條時期，所以當然要在市場上失敗。Dvorak 臨終的時候，

對於自己的失敗，還是難以釋懷。 
 
    這一段故事，經常被今日的經濟學界拿來當做市場行為的範例。由此可

見，電腦可以將鍵盤上的每個按鍵以 Dvorak 擺設的字母來解釋。因此在計

算機上，只需使用軟體就可以切換 Qwerty 和 Dvorak 擺設。即使容易切換，

                                                       
38  Dvorak 鍵盤擺設之設計原理是希望在已經不需要避免連動桿的擠壓後，重新排列鍵位以提高打字

速度，因此把母音及 5 個最常用的輔音安排在中間一行，以便交換左右手打字的頻率，同時也有設計

左手或右手為重的鍵位。但是因故無法量產，以至於 Dvorak 鍵盤的普及程度不如 QWERTY 鍵盤。參

閱<http://en.wikipedia.org/wiki/Dvorak_Simplified_Keyboard >(2007/6/12)該文對 Dvorak 鍵盤擺設之由

來、應用以及使用者替換 Dvorak 之低落意願有詳細之說明。 
39  See U.S. Patent 2,040,248: Dvorak Simplified Keyboard (DSK) , availble at 

<http://patft.uspto.gov/netacgi/nph‐Parser?Sect1=PTO1&Sect2=HITOFF&d=PALL&p=1&u=%2Fnetahtml%2

FPTO%2Fsrchnum.htm&r=1&f=G&l=50&s1=2040248.PN.&OS=PN/2040248&RS=PN/2040248>(200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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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不見 Dvorak 取代 Qwerty 的趨勢40，可見習慣入人之深！套一句英語俗

話：“Even if millions of people do a silly thing, it's still a silly thing.”41  

二、創設的標準之市場滲透策略：MPEG 標準 

    從競爭的角度考慮，創設的標準由於標準制定人的市場影響未具影響

力，所以在標準領域還存在有效的競爭，只要這些標準能實現技術上的兼容，

就不會在市場上掀起大風波，相容性成為調整標準之間的重要手段42。以 DVD
（Digital Versatile Disc）普通事實標準為例，就有兩派聯盟。一派是 SONY 和

Philips 公司宣導的 DVD 標準（3C 聯盟）43，另一派是 TOSHIBA 
MATSUSHITA 等公司宣導的 DVED 標準（6C 聯盟）44，這兩大聯盟的標準

不互相抵觸，相互借鑒，相互相容，一定程度反映普通事實標準的特點45。 
 
    就目前已知的標準中，形成的事實標準相對少，相對較多的是法定標準

和創設的事實標準。隨標準制定組織力量的加強，法定標準在國際標準中越

來越多，但是，法定標準的制定程序相對複雜，換言之，事實上的標準就利

用法定標準的缺陷，得到快速發展，尤其在新興技術領域46；在這類標準中，

智慧財產權策略得到最大限度的發揮。因此，對這部分標準的智慧財產權策

略研究係非常必要。另一方面，由於發展到一定程度時，許多創設的事實標

                                                       
40  現在有很多 PDA 或行動電話也是採用 QWERTY 鍵盤，例如 palmOne 所推出的 Treo™ 650  多功能智

慧型手機（中文版），將外型小巧的行動電話和電子郵件、掌上型電腦、短信傳送，以及網路存取功

能通通整合；黑莓手機（BlackBerry），是一間加拿大手提無線通信設備品牌，於 1999 年創辦。其特

色是支援推動式電子郵件、手提電話、文字簡訊、網際網路傳真、網頁瀏覽及其他無線資訊服務。較

新的型號亦加入個人數位助理（PDA）功能如電話簿、行事曆等及話音通訊功能。大部份 BlackBerry

設備附設小型但完全的 QWERTY 鍵盤，方便用戶輸入文字。參閱該商品之介紹

<www.palm.com/tw/zh/products/smartphones/treo650/>(2007/6/12); <en.wikipedia.org/wiki/BlackBerry 

>(2007/6/12) 
41    參閱鍵盤擺設 QWERTY v. Dvorak。<http://libai.math.ncu.edu.tw/bcc16/pool/2.03.shtml >(2007/6/11) 
42  See Lemley, Mark A. & McGowan, David, Legal Implications of Network Economic Effects, 86 Cal. L. Rev. 

479 (1998)   
43  3C  聯盟包括：Sony, Pioneer, Philips, LG 
44  6C  聯盟包括：Hitachi, Panasonic, JVC, Mitsubishi, Toshiba, Time Warner, IBM 
45  See Morse, Howard M., Cross‐Licensing and Patent Pools, FTC website (2002) 

<http://www.ftc.gov/opp/intellect/020417mhowardmorse.pdf>(2007/6/26) 
46  See Simcoe, Tim, Delays and de Jure Standards: What Caused the Slowdown in Internet Standards 

Development? , UC Berkeley Haas School of Business (April 2004) 

<http://www.chicagofed.org/news_and_conferences/conferences_and_events/files/simcoe.pdf>(2007/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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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要求轉化為法定標準47，因此，國際標準組織的智慧財產權策略也受著普

通事實標準智慧財產權策略的影響，使二者的智慧財產權政策有許多的相同

點。以下以 MPEG（Motion Picture Experts Group）標準為例進行分析，說明

標準的智慧財產權政策的構建和智慧財產權的管理問題。 
 
    MPEG-4 標準48在建立時就有方向不明的缺點，其中最致命者是沒有一個

完善的關於如何處理與 MPEG-4 標準有關的必要智慧財產權（essential IPR）

政策，此外，MPEG-4 標準在早期既沒有專門的智慧財產權管理機構，亦沒

有專利聯盟（patent pool）計畫49。相較之下，MPEG-2 標準有專利聯盟計畫，

亦有專門負責智慧財產權授權管理工作的專門機構 MPEG-LA（License 
Authority）負責。儘管在較晚的時候 MPEG-LA 介入 MPEG-4 標準分支的智

慧財產權工作，但為時已晚。最終，Web3D（Web 3D Consortium）標準出現

                                                       
47  舉例而言，Web3D 組織（Web 3D Consortium）的目標是使 X3D 與其它的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W3C）規格保持良好的兼容性，並計劃使其與 XML、DOM（Document Object Model）及 SVG（Scalable 

Vector Graphics）等規格實現統一。2002 年 6 月更發佈了 X3D 最終草案，並向國際標準制定組織提出

申請。最後的 X3D 規範草案涉及到娛樂、教育和電子商務等等的協調工作規定，希望能以其兼容擴

充的優勢，成為國際標準，進而能結束網際網路三維標準混亂的局面，為網路三維圖形的發展，提供

開闊的前景。參閱張慈韡、鐘世凱，從 X3D 的發展談網站的三維立體空間呈現，2003 年。

<http://ma.ntua.edu.tw/alab/research/2003paper/MM08.PDF>(2007/6/26) 
48  MPEG 制定 MPEG‐4 標準時，主要是考量理想虛擬世界所需的多媒體資料呈現方式（presentation），

因此許多技術規格非常前瞻，與其說這個標準是以技術為出發點，不如說 MPEG‐4 規格也許不會全部

實現在一種應用上（如 MPEG‐1 用於 VCD 撥放、MPEG‐2 用於 HDTV 與 DVD 上），但它許多單一技術

未來將運用於不同領域。MPEG‐4 格式自 1997 年 11 月第一次提出草案，到 1999 年終將成為國際標

準，這個以技術導向為出發點的國際標準會不會依循它的前輩 MPEG‐1/MPEG‐2 在電腦界再掀高潮，

目前情況未明。 
49  詳見前揭註 47。以 DVD 3C 聯盟為例，依該三公司專利共同授權之內容，Philips 除以其自身名義外，

並得以 Sony 及 Pioneer 之名義，提供三公司專利之包裹授權（package licenses）。被授權人經由 Philips

之授權，得於單一之交易行為中，同時使用 Philips、Sony 及 Pioneer 三公司之專利技術，以使其產品

符合 DVD‐Video 及 DVD‐ROM 之標準規格。美國司法部反托拉斯署認為，DVD 外型上與一般之唱片並

無二致，惟較一般之 CD 雷射唱片（compact disc）多出 7 倍的容量，利用壓縮之技術，可使每片

DVD‐Video 備載 2 小時之影像。而該專利聯盟（patent pool）之設計係透過各唱片公司之技術互補及

共同授權，除可減少取得三公司之必要專利技術所需支出之交易成本費用，進而增進效率外，卻不致

減損競爭之機能。此外，該共同授權之內容明白告知潛在之被授權人，何種專利為包裹授權之組合內

容，非屬包裹授權內之專利組合之技術，被授權人為符合標準規格，仍須自其他技術之專利所有人獲

有授權。因而，該專利聯盟並不生反托拉斯之疑慮。另參閱 Standard Oil Co. v. United States, 283 U.S. 163, 

170‐77 (1931)  該案以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分析專利聯營（patent pool）之法律及經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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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且與 MPEG-4 標準的相容性極好，更使得 MPEG-4 標準日薄西山。 

肆、標準化工作的層級 

    依據《ISO/IEC 第 2 號指南》51（ISO/IEC Guide 2:1996，簡稱《指南 2》）

之規定，標準化的層級係指「從事標準化的地理、政治或經濟區域」。依據

《指南 2》對標準化層級的定義和註解，可以劃分為下列五個層級： 

一、國際標準化 

    國際標準化係「由所有國家的有關機構參與並開展的標準化」。國際標

準化是在 19 世紀後期從計量單位、材料性能與試驗方法和電子電機領域起步

的。20 世紀 50 年代後，國際標準組織（ISO）的成立，使國際標準化隨著社

會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逐步發展，標準範圍也從基礎標準如術語標準、符號

標準、試驗方法標準逐步擴展到產品標準，從技術標準延展到管理標準（例

如 ISO 9000 家族標準）52。1979 年關稅貿易總協定（GATT）東京回合談判

達成的《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TBT 協定》）使國際標準化的權威性得到

空前提高，採用國際標準成為各國標準化的基本政策。 

二、區域標準化 

                                                       
50  Web3D 組織目前的主要工作為改善及模組化其聲稱之新一代 Web3D 標準，X3D。並且密切的與其

他著名的組織機構合作，譬如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的 W3C（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以及 MPEG‐4 的 MPEG（Motion Pictures Experts Group）。  Web3D 組織，為了加速標準化的推行，因

此製定了一個全新的 Extensible 3D（X3D）標準，簡單的說便是使用 XML 作 VRML97 的延伸。到 2000

年春天，Web3D 組織完成 VRML 到 X3D 的轉換。X3D 與 MPEG‐4 和 XML 兼容，並且能提供 VRML97

的全部功能。X3D 被定義為可互動操作，可擴展、跨平臺的網路三維標準。詳見前揭註 49。 

51  See ISO/IEC Guide 2:1996 

<http://www.iso.org/iso/en/CatalogueDetailPage.CatalogueDetail?CSNUMBER=24887&ICS1=1&ICS2=120&I

CS3=>(2007/6/26) 
52  ISO 9000 為品質管理系統架構提供參考標準的通稱。ISO 9000 家族標準於 2000 年 12 月重新修訂。

此標準並不是評估產品的質素，而是評估產品在生產過程中的品質控制，是一個組織管理的標準。認

證是一間企業獲得 ISO 9000 標準的程序。但是，一間公司無須一定要獲得其他機構的認證，也可達

至 ISO 9000 的標準。儘管申請的費用高昂而導致很多公司使用其他標準如 IC 9700 或 IC 9200，ISO 9000

是一個被廣泛接受的標準。最初的 1987 年版本《ISO 9000:1987》，源自英國標準《BS 5750》。1994 年

版本《ISO 9000:1994》，透過防範措施，以達到品質的保證。它需要公司能提出符合品質保證的證明。

不幸地，公司傾向製作大堆的過程文件，使 ISO 標準局的人員陷於重擔之中。2000 年版本《ISO 

9000:2000》  透過過程表現指標，提高效率，以減少過於著重文件證明的弊病。公司可透過清晰的證

明以引證生產過程能運作順利。此修訂亦點明了要有持續的生產過程改進，以及了解顧客的滿意度。

See ISO 9000 FAQ <http://www.tc176.org/faq.asp?Question=9999>(2007/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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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標準化係「僅在世界某一地理，政治或經濟區域內國家的有關機構

參與開展的標準化」。由於世界各地區民族不同，習慣風俗各異，經濟技術

水準不一，為維護與保障某一地理、政治或經濟區域內民族利益，促進該區

域經濟發展、消除區域內貿易技術壁壘，歐洲、亞洲、美洲、非洲和阿拉伯

地區等區域先後成立區域標準化機構。如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53，亞

洲標準委員會（ASAC）54，阿拉伯標準化和計量組織（ASMO）55，非洲地

區標準制定組織（ARSO）56，泛美技術標準委員會（COPANT）57等，協調

各國標準化工作，開展區域標準化活動，亦有組織制定與實施區域標準，如

歐洲標準（CE）等。 

三、國家標準化 

    國家標準化係「發生在某一國家層級的標準化」。國家標準化的主要任

務是依據本國技術，經濟與政治管理需要，制定標準化法律、法規、規章和

方針政策，組織制定與實施國家標準，以建立法律秩序，促進科學技術、經

濟貿易的發展，維護國家和人民權益。由於各國政治、經濟體制不同，各國

標準制定組織性質與活動方式也不同。例如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NSI）係由

致力於標準相關活動的公司、政府及相關機構所組成的私人組織，目標是核

准美國國家標準並謀求美國在國際標準制定組織的影響力。 

四、行業標準化 

    行業標準化是某一國家內行業標準制定組織開展的標準化活動，它既符

合行業管理的需要，又有國家標準化的基礎與補充，並可有效指導該行業的

企業標準化，必要時，亦可參與某一領域的國際標準化或區域標準化的活動，

成為其重要組成部分。例如美國材料試驗協會（ASTM International）制定材

料、產品、系統和服務領域的性能標準、試驗方法和程序標準達 12,000 多項，

美國聯邦條例法典（CFR）引用 ASTM 標準達 900 次。 

五、企業標準化 

    企業標準化是發生在企業層級的標準化，它包括各類企事業單位、公

                                                       
53  See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CEN) website <http://www.cen.eu/>(2007/6/26) 
54  Asian Standards Advisory Committee (ASAC)   

<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05/F2595E/F2595E05.htm>(2007/6/26) 
55  Arab Standardization and Metrology Organization (ASMO)   

<http://www.escwa.org.lb/wsis/conference/documents/C29‐diab.pdf>(2007/6/26) 
56  See African Reg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ARSO) website 

<http://www.arso‐oran.org/>(2007/6/26) 
57  See Comisión Panamericana de Normas Técnicas (COPANT) website <http://www.copant.org/>(2007/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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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工廠及其內部部門、各車間乃至班組的標準化。它是企業科學管理的重

要基礎，也是國際、區域、國家、行業和地方標準化的具體實行單位。 
 

 
【圖 2-1】標準制定組織之體系58 

伍、標準在法律規範中之實踐 

    標準化（standardization）是一個包括制定標準、實施標準和對標準的實

施情況進行監督和檢查的過程59。藉由上述過程，達到有序地組織和管理生

產、控制產品品質、促進貿易和交流、保障健康和安全、合理利用資源和保

護環境、規範市場秩序、促進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等目

的。 
 

標準的實施是標準化活動中最重要的一環，是標準化活動的目的所在。

在標準制定結束後，實施標準成為標準化工作的中心任務，也是標準能否取

                                                       
58  See User perspectives ‐ Who needs standards?(Global standards used locally worldwide), Joint 

INFCO/ITSIG Workshop: Standards in a Post‐Industrial World, 2000 
59  See ISO/IEC Guide 2:1996, definition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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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成效、實現其預定目的的關鍵。T.R.B. Sanders 認為標準化60「僅限於制定

標準的標準化工作是毫無意義的，標準只有在社會上得到廣泛接受，並予以

實施，才能取得效果。」從這一點來看，標準既已出版，若不實施則任何價

值。因此，標準的作用不論如何，不是也不可能是孤立發生的，只有當它與

其他實踐活動相結合時，它的作用才能發揮。 

一、ISO/INFCO 檢驗標準之實施效果 

    如何考證標準是否得到有效實施，對此有不同的解釋。ISO/INFCO（ISO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n 
Standardisation）於 2000 年成立有關標準之市場關聯性（Market relevance of 
standards）特別工作小組61，主要是針對標準的制定是否符合市場的需求，是

否能夠得以廣泛實施而成立的。該小組的研究表明，有三個基本準則可以用

來評價標準是否得到實施：（1）標準是否被技術法規引用，用於支援法律，

促進競爭；（2）標準推動符合性評鑑程序；標準協助研究和開發，降低設計

成本，減少不必要的種類。除此之外，標準的實施效果還體現在很多方面：

諸如最大限度地擴大勞動成果的重複利用，減少勞動耗費；有助於勞動者熟

練程度的提高；有助於提高創新效率等等。以下將從標準被技術法規引用方

面，來討論標準應用程度的高低，並以此表達標準反映市場、經濟和社會需

求程度的高低。 

二、標準在法律規範（技術法規）之實踐 

（一）WTO《TBT 協定》之規定 

    《TBT 協定》從貿易角度對標準的定義：「經公認機構認可並供共同且

重覆使用，但不具強制性之產品或相關製程及生產方法之規則、指南或特性

之文件。該文件亦得包括或僅規定適用於產品、製程或產製方法之專門術語、

                                                       
60  T.R.B. Sanders 在 1972 年發表的《THE AIMS AND PRINCIPLES OF STANDARDIZATION》，將標準定義為：

「經公認的權威機構批准的一個標準化工作成果，它可以採用以下形式：（1）文檔形式，內容是記述

一系列必須達成的要求；（2）規定基本單位元或物理常數，如安培、公尺、絕對零度等。」這個定義

強調標準是標準化工作的成果，要經權威機構批准，由於該書由 ISO 出版，也被廣泛流傳，具有較大

的影響。See Sanders, T.R.B., THE AIMS AND PRINCIPLES OF STANDARDIZATION. Edited by T.R.B. Sanders.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1972) 
61  See Standards in a Post‐Industrial World: A standard in time saves nine, ISO Bulltin (Dec. 2000) , at. 12‐17 

<http://www.iso.ch/iso/en/commcentre/pdf/Infco0012.pdf>(200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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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包裝、標記或標示之規定。」62另外，該協定對技術法規（technical 
regulation)的定義是：「規定產品特性或其相關製程及產製方法，包括適用具

強制性之管理規定之文件。該文件亦得包括或僅規定適用於產品、製程或產

製方法之專門術語、符號、包裝、標記或標示之規定。」63 
 
    《TBT 協定》關於標準的定義強調標準在實施中的自願性，而關於技術

法規的定義進一步強調技術法規實施的強制性；換言之，技術法規和標準的

區別主要在於與其符合的性質。與標準相符是自願性的，與技術法規相符合

是強制性的，因此，它們在國際貿易中的應用是不同的。依據《TBT 協定》

的規定，凡是涉及國家安全、防止欺詐、保護動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護環

境、保護人身健康和安全等正當目標時，可以制定技術法規以規範之。 
 
    技術法規基本上是由國家立法機關按照法律程序制定的，旨在保護本國

的國家利益和社會公共利益；而標準一般是由市場和技術相關組織或個人，

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制定。因此，標準具有廣泛的可接受性，而且標準凝聚

科學、技術和經驗的綜合成果，反映最新的技術水準，對於解決技術問題具

有先進性和合理性。標準所具備之性質，亦為法規制定者所追求的效果，使

標準被法規引用成為可能。 
 
【表 2-3】標準與技術法規之比較 
         標

的            
項目  

標準 技術法規 

定義 經公認機構認可並供共同

且重覆使用，但不具強制性

之產品或相關製程及生產

方法之規則、指南或特性之

文件。 

規定產品特性或其相關製程

及產製方法，包括適用具強制

性之管理規定之文件。 

採行依據 大都為自願採行。 具強制性，適合作為政府執行

                                                       
62  原文為” Document approved by a recognized body, that provides, for common and repeated use, rules, 

guidelines or characteristics for products or related processes and production methods, with which 

compliance is not mandatory. It may also include or deal exclusively with terminology, symbols, packaging, 

marking or labelling requirements as they apply to a product, process or production method. ” 
63  原文為  “Document which lays down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or their related processes and production 

methods, including the applicable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with which compliance is mandatory. It may 

also include or deal exclusively with terminology, symbols, packaging, marking or labelling requirements as 

they apply to a product, process or production meth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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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權力之依據。 
制定過程 由市場和技術相關組織或

個人，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

制定。 
 

由國家立法機關按照法律程

序制定的，旨在保護本國的國

家利益和社會公共利益。 

適用領域 用於商業交易、產品製造之

規格及品質管理者。 
通常用以規範涉及人體及動

植物健康、安全及環境保護

者，並由主管機關強制執行。

 
【表 2-4】技術法規引用標準之模式 
引用模式 說明 
註明日期引用 以此方式引用的標準，通常列出標準代號、順序號和發

佈日期，並將標準定名。 
不註明日期的引用 此方式引用的標準通常僅列出標準代號和順序號，並對

標準定名 
普遍性引用 在法規中指定特定機構或具體領域內所有標準（不逐一

列舉）作為引用標準的一種引用方式。 
 
    目前世界各國和地區制定的技術法規中，直接寫入或引用標準內容的現

象非常普遍，已經成為制定技術法規時慣用的一種模式。然而，標準是否能

被技術法規所採用也反映標準的市場適應性問題。 
 
    理論上，標準的制定應反映最新技術水準，並保護人類的健康和安全。

若無法達到最新的技術水準，且不能減低危險，技術法規中一旦引用標準就

會帶給國家在經濟安全、人身健康、動植物健康帶等方面之不可估量損失。

因此，技術法規制定者對引用標準也是非常慎重的，必須經過一定的審定程

序後方可引用。由此可見，標準是否能被採用編為法律規範，是由標準的先

進性、合理性及其對最新技術現狀等因素綜合反映而決定。 

（二）歐洲標準為實施技術法規的主要方法 

    歐盟在技術法規中引用標準的現象很普遍，但技術法規中引用標準的方

法有很大的不同，這主要依賴於立法機關的政治意願。而歐盟「用協調標準

（Harmonized standards）支援技術法規」64的做法，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創造。 
 
    歐洲共同體理事會在其 1985 年發佈的《技術協調與標準新方法決議》（OJ 

                                                       
64  參閱第二章第三節有關歐盟技術法規體系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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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C136/01）65中明確規定用標準支援技術法規（即《新方法指令》, New 
Approach Directives）的基本原則，即技術法規中只提出保證人類健康和安全

的基本要求，而要保證這些基本安全要求得以實施的具體的技術解決方案是

由歐洲標準化委員會（European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s, ESOs）66負責制

定67。上述作法則是使標準成為實施技術法規的新方法。 
 
                                                       
65《技術協調與標準新方法決議》（Resolution on the New Approach to Technical Harmonis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Council Resolution 85/C136/01 of 7 May 1985）係歐盟意識到國際貿易中技術壁壘，在

1985 年歐洲理事會批准 85/C136/01 關於《技術協調與標準化新方法》的決議。該決議指出，在《新

方法》指令中只規定產品所應達到的衛生和安全方面的基本要求，另外再以制定協調標準來滿足這些

基本要求。協調標準由歐洲標準化組織制定，凡是符合這些標準的產品，可被視為符合歐盟指令的基

本要求。所有新方法指令都規定加貼 CE 標誌（CE marking）的基本要求。這些基本要求對保護公共

利益所必須達到的基本要素，特別是保護用戶，如消費者和工人的衛生和安全，涉及到保護財產或環

境等其他方面的基本要求做出規定。基本要求目的是為用戶提供並確保高標準的保護。這些要求中有

些涉及到與產品有關的某些危險因素，如機械阻力、易燃性、化學性質、生物性質、衛生、放射性和

精確度；或是涉及到產品或其性能，如關於材料、設計、建築、生產過程、製造商編寫說明書的規定；

或是以列表形式規定主要的保護目標；更多的情況是上述幾種方法的結合。如果某一產品存在固有的

危險，製造商有必要進行危險程度分析，以確定適用於其產品的基本要求，這些分析應編寫成文件並

放入技術文件中。基本要求規定了要達到的結果，或涉及到的危險程度，但並不指明或預測技術解決

方案，這種靈活性為製造商提供自由選擇滿足基本要求的方法，這樣可使製造商充分選擇適合技術進

步的材料或產品設計。該指令的基本要求提供技術規範的歐洲標準，是在歐洲委員會一致通過的基礎

上由標準化組織批准的。該標準被稱為「協調標準」，它是滿足指令基本要求的快速跑道（fast track）。

協調標準具有據此推斷符合基本要求的地位，是製造商證明產品符合指令基本要求的一種工具，也就

是說，符合協調標準的產品即可在歐盟市場流通，但實施協調標準仍是自願的。See Industrial Forum on 

Enlargement Working Group 2: “Rules for Electrical Appliances” Annex 1 – Revised Terms of Reference 

<http://ec.europa.eu/enterprise/enlargement/ife_proceedings/wg6_group_rep_annex_1.pdf> (2007/6/10) 
66  歐洲標準化委員會（European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s, ESOs）成立於 1961 年，宗旨在於促進

成員國之間的標準化協作，制定本地區需要的歐洲標準，歐洲標準化委員會 CEN（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與 CENELEC（European Committee for Electrotechnical Standardization）和 ETSI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一起組成資訊技術指導委員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eering Committee,ITSTC），在資訊領域的互連開放系統（OSI），共同制定功能標準。會員

國有：奧地利、比利時、丹麥、芬蘭、法國、德國、希臘、冰島、盧  森堡、義大利、荷蘭、挪威、

波蘭、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國。在業務範圍上，CENELEC 主管電子電機技術的全部領域，而 CEN

則管理其他領域。CEN 會員國與 CENELEC 的相同。除盧森堡外，其他 18 國家均為國際標準化組織（ISO）

的成員國。See ESOs website <http://www.e‐europestandards.org/ESOs.htm> (2007/6/10) 
67  依據歐洲標準化組織的規定，各成員國必須將協調標準轉換成國家標準，並撤銷有悖於協調標準

的國家標準，這一點是強制性的。協調標準在歐洲標準中並沒有單列為一類，其標題、代號等應發佈

在歐盟官方公報（Official Journal, OJ）上，並指明與其相對應的新方法指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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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以實施《燃氣器具指令》（90/396/EEC）68中《EN 30-1-1 1998 家用

燃氣灶具第 1-1 部分：安全性總則》為例，說明歐洲標準是如何為實施燃氣

器具指令的基本要求而制定。 
· 工作研究· 
    《EN 30-1-1 1998》標準的前言指出：「本標準是按照歐盟委員會委託歐

洲標準化委員會（CEN）而編制，本標準支援歐盟燃氣器具指令的基本要求。」

此外，標準前言部分亦指出指令與標準的關係：「請看資料性附錄二，它是

本標準的組成部分。」 
附件二（資料性附錄）： 
「本歐洲標準的條款涉及歐盟燃氣器具指令的基本要求或其他條款。 
  本歐洲標準是按照歐盟委員會委託 CEN 而編制，它支援 90/396/EEC 指令

的基本要求。 
本標準的下列章、條支援 90/396/EEC 指令的要求。符合本標準的條款即表明

符合歐盟相關指令的基本要求。 
……」 
 
    由上文可以看出，歐盟關於「家用燃氣灶具」的標準是實施《燃氣器具

指令》，滿足其基本要求的一種便捷方式（fast track），使製造商通過實施

易於理解的對應標準達到實施技術法規的基本要求，顯然有利於製造商組織

生產。這種方法改變過去先有標準、後在制定的技術法規中引用相關標準的

方法。這種方法使標準更有利於推動技術法規的有效實施，同時又使標準得

到更廣泛的實施。雖然這種用以支援技術法規的標準之採用自願性，但「符

合這種標準就被推定為符合相應的技術法規有關要求」的法律規定，使得這

種標準具有與其他自願性標準完全不同的特殊地位。標準的「特殊地位」使

其得到更加廣泛的實施。因此，這種通過實施標準來實施技術法規的方法是

一種非常先進的方法。 

（三）美國在技術法規中引用標準的方式 

    在立法中利用標準的成果，將標準的內容直接納入技術法規中，包括將

標準的內容寫入法規中，或將標準列入法規中，使之成為法規中的一部分。

                                                       
68  歐盟《90/396/EEC 號指令》規範各類以瓦斯為燃料設備的必要條件，而其中瓦斯所指的是在攝氏溫

度 15°C、壓力 1 bar 時呈現氣體狀態的燃料。所有此類在歐洲市場販售的產品均應符合該瓦斯燃燒設

備指令的基本必要條件。依照該指令，製造商/進口商需聲明產品符合指令規範並於產品上貼附 CE 標

示，同時 CE 標示需加註指定檢測機構（Notified Body）的號碼。  See Council Directive 90/396/EEC of 29 

June 1990 on the approximation of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appliances burning gaseous 

fuels. OJ L 196, 26.7.1990, p. 15–29. 

<http://europa.eu.int/eur‐lex/en/consleg/pdf/1990/en_1990L0396_do_001.pdf >(200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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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美國在其發佈技術法規的《聯邦條例法典》（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中，就將相關的眾多標準收入其中。美國在是否收入有關標準或引用

某一標準時，需要相關行政機構對要引用的標準進行評定的。 
 
    舉例而言，為保護消費者，使其免於遭受消費者產品傷害的不合理風險，

美國國會於 1972 年通過《消費者產品安全法》（Consumer Product Safety Act, 
CPSA）69 ，並依法成立「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CPSC） 70，賦予其制定消費者產品強制性標準的職權，當時CPSA
的條文中沒有任何提及自願性標準的文字。除 CPSA 外，CPSC 所主管的法

律還包括《聯邦危險物質法》（Federal Hazardous Substances Act）71、《毒物預

防包裝法》（Poison Prevention Packaging Act）72、《織物耐燃法》（Flammable 

                                                       
69  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法》（Consumer Product Safety Act, CPSA）（16 C.F.R.1101‐1406.)在 1972 年

頒布，它是 CPSC 的保護條例。它建立了代理機構，闡釋了它的基本權力，並規定當 CPSC 發現任何

與消費產品有關的能夠帶來傷害的過分的危險時，制定能夠減輕或消除這種危險的標準。它還授權

CPSC 對有缺陷的產品發佈召回（除 CPSC 管轄範圍內的產品外）。該法全文請參閱

<http://www.cpsc.gov/businfo/cpsa.html>(2007/6/10) 
70  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CPSC）成立於 1972 年，職則是

保護廣大消費者的利益，通過減少消費品存在的傷害及死亡的危險來維護人身及家庭安全。CPSC 的

主要功能表現為：制定生產者自律標準，對於沒有標準可依的消費品，制定強制性標準或禁令。對具

有潛在危險的產品執行檢查，通過各種渠道包括媒體、州、當地政府、個人團體組織等將意見反饋給

消費者。CPSC 現在負責對超過 15,000 種用於家庭、體育、娛樂及學校的消費品進行監控。但車輛、

輪胎、輪船、武器、酒精、煙草、食品、藥品、化粧品、殺蟲劑及醫療器械等產品不屬於其管轄範圍

內。<http://www.cpsc.gov/about/about.html>(2007/6/10) 
71《聯邦危險物質法》（Federal Hazardous Substances Act, FHSA）（16. C.F.R. 1500）要求有一定危險性的

家用產品在其標簽上標出警告提示，提示消費者這種潛在的危險，並指示他們在這些危險出現時如何

保護自己。任何有毒的、易腐蝕的、易燃的、有刺激的產品以及能夠通過腐爛、加熱或其他原因產生

電的產品都需要在標簽中警示出來。如果產品在正常使用中以及被兒童觸摸時易引起人身的傷害及發

生疾病，也應在標簽中表示。該法全文請參閱<http://www.cpsc.gov/businfo/fhsa.html>(2007/6/10) 
72  《毒物預防包裝法》（Poison Prevention Packaging Act, PPPA）（16 C.F.R. 1700）在 1970 年開始執行，

它要求部分家用電器必須有兒童保護包裝以避免兒童受到傷害。該法要求產品的設計既能防止 5 歲以

下兒童在一定時間內打開產品，又能方便成人正常開啟。由於考慮到老人及殘疾人也可能在打開這類

產品的包裝時有困難，法案允許該產品使用一種非標準尺寸的包裝出現在日雜店的櫃檯上，上面應貼

有警示標誌表明該產品不能在家庭中被兒童輕易拿到。在醫生處方或患者有特殊要求時，法定的處方

藥可以不使用兒童保護包裝。該法全文請參閱<www.cpsc.gov/businfo/pppa.pdf>(200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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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rics Act）73及《冰箱安全法》（Refrigerator Safety Act）74等等，CPSC 依據

其主管法律制定將近 40 種的強制性標準。 
 
    有鑑於民間的標準制定機構，如美國試驗與材料協會（ASTM）、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UL）、國家火災防治協會（NFPI）、美國國家標準

學會（ANSI）等所開發的各類產品安全標準不僅數量龐大，且長久以來已受

到普遍認可，成為國內及國際商品交易的依循規則，CPSC 於 1978 年明文訂

定該會參與民間自願性標準開發的相關規定（Commission Involvement in 
Voluntary Standards）75，以期有效結合強制性與自願性標準，強化產品安全

措施。 
 
    1981 年美國國會修訂 CPSA、FHSA 及 FFA 等 3 項法律，授權 CPSC 引

用自願性標準，並要求該會加強提供對自願性標準制定機構的行政與技術協

助，CPSC 亦據之修訂 CIVS 相關規定，以擴大參與自願性標準的開發與制定。

儘管自願性標準的引用已有法律授權，但由於引用自願性標準需符合 CPSA
的相關條件規定，目前僅有 2 種自願性標準被 CPSC 引用（分別為電鋸及氣

體燃燒加熱器）。 
 
    在實務運作上，儘管 CPSC 對於同一個產品以優先採用自願性標準為原

則，並積極投入自願性標準的開發（自 1990 年至 2004 年間，CPSC 參與開

發的自願性標準有 275 個，制定的強制性標準僅 35 個），但由於 CPSC 引用

的自願性標準具有強制性標準的法定約束力，許多標準機構希望能夠開發出

可以被 CPSC 引用的自願性標準，對於 CPSC 是否應引用更多自願性標準的

議題。 
 
    舉例而言，支持者主要認為：在製造商面臨激烈市場競爭壓力及消費者

自由選擇的情況下，使得自願性標準遠非自願採用，從而帶有「准強制」色

                                                       
73 《織物耐燃法》（Flammable Fabrics Act, FFA）（16 C.F.R. 1602)  美國早在 1953 年通過該法，在 1954、

1967 年幼纖瘦進行修訂，由美國國會頒布，並由 CPSC 強制施行。該法主要包括服裝和是內裝適用紡

織品的耐燃性技術法規，禁止進口、生產和交售具有高度易然性的反之品服裝。該法全文請參閱< 

http://www.cpsc.gov/BUSINFO/ffa.html>(2007/6/10) 
74  《冰箱安全法》（Refrigerator Safety Act, RSA）（16 C.F.R. 1750）在 1956 年施行，它要求在遇到特殊

情況時，產品的機械結構（通常是磁性的碰鎖）能夠保證門能從裏面打開。這種特殊情況會在兒童玩

耍，爬進已廢棄的或沒有小心儲存的冰箱中時出現。該法全文請參閱

<http://www.cpsc.gov/BUSINFO/rsa.html >(2007/6/10) 
75  See 16 C.F.R. 1031”Commission Participation And Commission Employee Involvement In Voluntary 

Standards Activities.” <http://www.access.gpo.gov/nara/cfr/waisidx_07/16cfr1031_07.html >(200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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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而相對於政府制定強制性標準所需耗費的冗長時程及高昂成本，自願性

標準的開發顯然更有效率及效益；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自願性標準的開發

有一種「球員兼裁判」的先天性缺失，使其不易被 CPSC 引用，因此由 CPSC
及其他相關政府機關積極參與及協助自願性標準的開發，才是真正兼顧效率

及效益的方法76。 

（四）中國大陸在技術法規中引用標準的方式 

    以中國為例，相關的法律中經常引用標準，普遍性引用標準的法律，包

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品質法》77、《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78、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79、《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築法》80等等。 
 
    標準在中國大陸法律中之實踐主要在衛生行業、建築行業、環保行業等

方面。早在 1983 年衛生部就制定並頒佈中國大陸的第一部衛生法律《中華

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試行）》81，以後又陸續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

                                                       
76  參閱孫謝雯、李素美，參加國際消費者產品健康與安全組織（ICPHSO）第 13 屆年會報告，行政院

所屬各機關出國人員報告書，2006 年。

<http://open.nat.gov.tw/OpenFront/report/show_file.jsp?sysId=C09502072&fileNo=001>)2007/6/10) 
77《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品質法》在 1993 年由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通過，並在

同年實施。此後，在 2000 年由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修改後施行。該法規範在中國中

國大陸境內之產品生產、銷售等活動。

<http://big5.china.com.cn/economic/txt/2000‐07/31/content_5001895.htm >(2007/6/10) 
78《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在 1989 年由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通過，並在

同年實施。<http://www.sepa.gov.cn/law/law/198912/t19891226_75912.htm >(2007/6/10) 
79《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在 1995 年由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通過，並在

同年實施。<http://www.gov.cn/banshi/2005‐08/31/content_68767.htm >(2007/6/10) 
80《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築法》由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於 1997 年通過，並在 1998

年 3 月 1 日施行。<http://law.cein.gov.cn/2.1/2000031401.htm >(2007/6/10) 
81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試行）》在 1982 年由第六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通

過，並在 1983 年實施。自該法試行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管理條例》即行廢止。過去頒

佈的食品衛生法規與本法抵觸的，以該法為准。<http://www.gxws.gov.cn/2005/5‐20/12004096262.htm 

>(200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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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理法》8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衛生檢疫法》83、《中華人民共和國傳

染病防治法》84、《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法》85、《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

保健法》86、《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87、《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
88、《中華人民共和國放射性污染防治法》89等八部衛生法律。另外，國務院

發佈《公共場所衛生管理條例》90、《塵肺病防治條例》91、《化妝品衛生監

                                                       
82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理法》在 1984 年由第六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通過，並在

同年實施。此後，在 2001 年由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修改後施行。該法規範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藥品的研製、生產、經營、使用和監督管理的單位或個人。

<http://www.sfda.gov.cn/cmsweb/webportal/W68210/A21847.html >(2007/6/10) 
8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衛生檢疫法》在 1986 年由第六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通過，

並在 1987 年實施。1957 年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衛生檢疫條例》同時廢止。

<http://news3.xinhuanet.com/travel/2003‐01/21/content_699520.htm >(2007/6/10) 
84  《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在 1989 年由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通過，並

在同年實施。此後，在 2004 年由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修改後施行。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86441 >(2007/6/10) 
85  《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法》在 1993 年由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通過，並在

同年實施。該法制定以保護人的生命和健康，發揚人道主義精神，促進和平進步事業，保障紅十字會

依法履行職責。<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552 >(2007/6/10) 
86  《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在 1994 年由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通過，並在

同年實施。該法規定國務院衛生行政部門主管全國母嬰保健工作，根據不同地區情況提出分級分類指

導原則，並對全國母嬰保健工作實施監督管理。

<http://www.gov.cn/banshi/2005‐08/01/content_18943.htm >(2007/6/10) 
87 《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在 1997 年由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通過，並在 1998

年實施。該法規定中國實行無償獻血制度。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law.china.cn/law/txt/2007‐03/15/content_1529122.htm >(2007/6/10) 
88  《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在 1998 年由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通過，並在

1999 年實施。該法之規範主體包括依法取得執業醫師資格或執業助理醫師資格，經註冊在醫療、預

防、保健機構中執業的專業醫務人員。<http://www.moh.gov.cn/newshtml/7446.htm >(2007/6/10) 
89 《中華人民共和國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在 2003 年由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通過，

並在同年實施。<http://www.sepa.gov.cn/law/law/200306/t20030628_85556.htm >(2007/6/10) 
90 《公共場所衛生管理條例》在 1987 年由國務院發佈並施行。該條例規定國家對公共場所以及新建、

改建、擴建的公共場所的選址和設計實行「衛生許可證」制度。

<http://www.moh.gov.cn/newshtml/7556.htm >(2007/6/10) 
91  《塵肺病防治條例》在 1987 年由國務院發佈並施行。該條例規定企業、事業單位的負責人，對國

務院的塵肺病防治工作負有直接責任，應採取有效措施使本單位的粉塵作業場所達到國家衛生標準。

<http://www.gov.cn/banshi/2005‐08/01/content_19051.htm >(200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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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條例》92、《學校衛生工作條例》93、《食鹽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理條例》
94等 28 個衛生行政法規，衛生部發佈 400 多個部門規章95。 
 
    上述衛生法律規範涉及衛生標準和衛生技術規範的建設。上述法律法規

分別在其效力範圍內，規定有關保障人體健康安全的各項法律要求及違反這

些要求所要承擔的法律責任。但是，法律規定僅是原則性的要求，若要公正、

公平地嚴格執行各項衛生法律法規的規定，必須有相應的規章、技術規範與

衛生標準作為鑒別、判斷是否合法的客觀依據。因此，在上述衛生法律法規

中都對衛生標準的實施作出具體規定。舉例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

生法》的第 3 章「食品添加劑的衛生」第 11 條規定：「生產經營和使用食品

添加劑，必須符合食品添加劑使用衛生標準和衛生管理辦法的規定；不符合

衛生標準和衛生管理辦法的食品添加劑，不得經營、使用。」第 4 章「食品

容器、包裝材料和食品用工具、設備的衛生」中第 12 條規定：「食品容器、

包裝材料和食品用工具、設備必須符合衛生標準和衛生管理辦法的規定。」 
 
    在環境保護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規定，「國務院環境

保護行政主管部門制定國家環境品質標準。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對

國家環境品質標準中未作規定的專案，可以制定地方環境標準，並報國務院

環境保護行政主管部門備案。」至於如何判定產品缺陷屬於「不合理」，《中

華人民共和國產品品質法》指出：「產品危及人身、他人財產安全的不合理

的危險；產品有保障人體健康，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準、行業標準的，

是指不符合該標準」換句話說，若有上述標準，而產品又不符合該標準，則

必然認定其為「不合理的危險」。在關於「不得摻雜、摻假，不得以假充真、

以次充好，不得以不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的法律規定中指出，判定產品

是或非必須以標準為依據。 
 
    綜上所述，技術標準在建立和維護中國大陸市場秩序上，一方面配合法

律對市場進行調節，另一方面配合法治和行政手段進行必要的干預，以建立

                                                       
92  《化妝品衛生監督條例》在 1989 年由國務院發佈並施行。該條例規定中國實行化妝品衛生監督制

度，凡從事化妝品生產、經營的單位和個人都必須遵守該條例規定。 
93  《中華人民共和國學校衛生工作條例》在 1990 年經國務院批准，在同年由國家教育委員會以及衛

生部共同發佈與施行。該條例規定教育行政部門負責學校衛生工作的行政管理。衛生行政部門負責對

學校衛生工作的監督指導。<http://www.moh.gov.cn/newshtml/18012.htm >(2007/6/10) 
94  《食鹽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理條例》在 1994 年由國務院發佈並施行。該條例規定國家採取長期

供應加碘食鹽為主的綜合防治措施。<http://www.moh.gov.cn/newshtml/7383.htm >(2007/6/10) 
95  參閱劉春青、逄徵虎合著，論標準在法律法規中的實施，世界標準化與質量管理，2005 年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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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競爭、依法（合理）競爭的市場經濟秩序。在中國大陸，法律只規定概

括原則，而標準中規定技術指標，從而有利於法律的實施，並且通過法律的

實施也推動標準的實施。因此，標準與法律之間建立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 

（五）小結 

    綜上所述，標準是否被法律所引用是與標準對立法目標的適用性密切相

關的，標準能否被法律所引用是檢驗標準市場適用性的一個重要工具。若標

準被技術法規所引用，則說明標準適合法律的需求，從而使得技術法規與標

準形成良好的配套機制，不僅使技術法規快捷有效地吸收科學、技術和經驗

的綜合成果，還保障技術法規執行的可操作性。通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

下結論：標準是技術法規得以實施的基礎，同時，技術法規的實施推動標準

的實施。 

陸、標準化之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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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發凸

顯其重要性。在傳統社會中，這項工作主要由政府來承擔，但基於產業協會

等私人組織在人員專業化及資訊方面的優勢，目前許多國家，這項工作已轉

向於產業協會來承擔。由於產業協會存在發展的最大動力，來自於其會員企

業對利益之追求，故而一旦產業協會承擔標準制定及認證工作，那麼該項「公

益性」作業便極有可能成為會員企業限制競爭、不當追逐私利的重要手段，

故當前有所謂「一流的做標準，二流的做技術，三流的做產品」的說法。本

段將討論標準化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一、標準化對社會發展之功能 

    標準化是現代市場競爭重要的構成要素，許多公家機構和私人組織都有

專門的機構來致力於標準的制定和實施，究其根由，在於標準化具有使社會

發展的積極功能。分述如下： 

（一）標準化有助於保障消費者的基本安全健康 

    Adam Smith 在《國富論》一書中提出：「消費是一切生產的唯一目的，

生產者的利益，只有在能促進消費者的利益時，才應加以注意。」96基此，

現代社會提出消費者權利的範疇，強調消費者在生產者、銷售者以及政府市

場干預中的核心地位，並宣導市場經濟一切活動的首要目的，應是滿足消費

者的基本需求，保障消費者的主要權益。 
 
                                                       
96  See Smith, Adam,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Book I ‐ 

Chapter 1。大陸的青少年新世紀讀書計劃指導委員會將郭大力、王亞南翻譯版《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

因的研究》刊登，可在其網頁上取得。<http://www.cnread.net/cnread1/jjzp/s/simi/gmcf/>(200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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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現代社會中，受制於產品的技術性、專業化，消費者與生產者

之間的資訊不對稱以及消費者的「從眾」（conformity）97的局限，消費者在

現實市場經濟生活中實質上是一個「弱者」，其擁有的許多基本權益不時面

臨著生產者和銷售者不同形式的侵犯，而其中最為首要的權益便是消費者的

基本安全和健康權。基此，國家公共機構和部分私人組織便採取行動，以保

障和提高消費者的基本安全和健康，而標準化便是其中的重要舉措之一。這

是囿於消費者知識和資訊的有限性，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性能及安全指標瞭解

甚少，對於某一特定產品原料的組成來源、生產民生必需品需要如何選擇才

能保障消費者的基本安全和健康，僅憑產品標識說明及介紹，消費者是無法

確知和理解，然不能因此而使消費者對產品的安全性完全信賴，則由專業人

士所制定的標準便是一個有效的做法。 
 
    憑藉消費者對專業人士專業能力和職業道德的信任，而獲得消費者的認

同，進而促成消費者憑標準標識，以安心購買能保障其基本安全和健康的產

品。另一方面，相較於一般消費者，該等專業人士具有專業和資訊上的優勢，

由此他們更清楚產品應如何製造才能滿足消費者的基本安全和健康，而作為

他們判斷憑據的標準之制定和施行，便為生產者的活動提供一個客觀的指南

和方向，進而在客觀上也確保符合標準生產的產品對消費者安全和健康的保

障作用。 

（二）標準化有助於便利消費者生活 

    除保障消費者的基本安全和健康外，標準化亦使消費者的生活更為便

利。舉例而言，標準化使同一類型的燈泡插頭口徑大小相同，從而使消費者

不用擔心其所購買的燈泡不能與燈泡配套，進而減少消費者為尋求配套燈泡

而花費的搜尋成本；而另一方面，相同相容的標準的設定及實施，有助於使

消費者減少對某一生產廠家的過度信賴。舉例來說，若消費者不滿意某品牌

的電腦軟體，他亦可購買其它品牌與其電腦相配套的軟體，從而減少消費者

對其電腦品牌廠家的嚴重依賴，進而限制和抵制生產廠家的搭售（tie-in）策

                                                       
97  個人在群體中與他人互動，也免不受群體的影響，而在行為上或思想上有所改變。最早研究從眾

行為是社會心理學家 Asch，自 1951 年起設計了一連串的實驗，觀察個人在群體中，面臨意見與其他

成員相左的狀況時的反應與行為。在實驗之一，他發現約有三分之一的實驗參與者，最後會順從群體

的意見，即使群體的意見顯然是錯誤的。在 Asch 發表的幾篇相關論文中，雖然曾使用”conformity”這

個字，但只是一般性的名詞，Asch 並沒有明確界定 conformity，也就是說，conformity 並未成為一個

專有名詞，Asch 在論文中所提及與 conformity 含意相似的名詞是多數效果（majority effect），其意義

是：當多數人的主張是錯誤時，個人仍可能會遵從多數人意見。See Asch, S. E., Opinions and social 

pressure. Scientific American, (1955) at 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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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98。另外，標準化為消費者提供諸多有用的資訊。譬如，標準的分類以及

等級的排序，為消費者檢測和評價產品質量提供客觀的指標和資訊，減少消

費者因知識的匱乏而招致上當受騙的可能性。 

（三）標準化有助於促進競爭 

    促進競爭功能主要從三個方面予以反映：其一，標準化，特別是品質標

準，有利於消費者易於辨識合格的產品，減輕消費者不信任產品和服務的壓

力，刺激和激發消費者的潛在購買欲望，擴大需求，進而增加供給，市場規

模也因之而強勁增長；其二，標準化使市場競爭者的種類減少，因為它淘汰

無法依據標準生產產品和提供服務的廠商，從而使規模經濟成為可能，並降

低劣質廠商不正當競爭的可能性；其三，由於標準化使市場競爭產生規模經

濟的成本優勢，那麼便增加該市場對市場外投資者的吸引力，於是可能帶動

和引進市場的新競爭者，進而促進該市場競爭的高水準進行。 

（四）標準化有助於廠商提高企業經濟效益 

    標準化促進廠商標準作業程序之建立，從而可延長生產時間，提高機器

設備使用效率，降低勞動成本和投資成本，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此外，標

準化為司法裁決產品品質糾紛，提供一個客觀性依據，於是增加生產者在產

品品質中的責任要求，有助於生產者為自身產品品質嚴格把關。 
 
    標準化有助於促進企業增加資訊收集的管道，提高企業交換技術的可能

性，進而促進該產業產品研發水準之提高和品質之改進。美國聯邦交易委員

                                                       
98  就經濟上意義與目的言之，所謂搭售，即將商品（或服務）搭配銷售之意，為事業促銷技巧之一，

目的在於增加商品（或服務）的銷售，藉由主商品（或服務）的搭配，以增加被搭售商品（或服務）

之銷售。搭售行為之負面評價，乃著眼於主商品（或服務）的市場力延伸（leverage）、主商品（或服

務）的市場力強化（例如，以被搭售商品之收益，補貼為維持獨佔力之掠奪性定價損失）、被搭售商

品（或服務）市場參進障礙之提高或造成水平閉鎖以致於他事業交易機會之實質減少，因此導致被搭

售商品或服務之剩餘需求減少；又如在相對人預算有限之情況下，通常搭售行為之實施，也將對其他

行為事業之競爭者，造成交易機會之剝奪之不公平競爭情形。更有甚者，如果從事搭售之事業為具有

市場力量之事業，可以透過搭售將其市場力延伸及於其他市場，此種情形之搭售通常會亦被認為構成

我國公平法第19  條之濫用（濫用市場優勢地位）。此需特別提及者，乃我國細則雖將搭售行為與其他

垂直交易限制（排他性約定、銷售（流通）方式、使用限制，以及相對人第二個契約締結自由之限制

等通路管理手段）並列，而以市場力做為合理原則考量要素之一，但如參考美國國家檢察長協會

（NAAG）1995  年準則（guide line）之觀點，對於完全無關連性之標的物，進行全有或全無式的搭售

（即相對人不願一併購買被搭售商品或服務時，即拒絕與之交易）時，市場力本身即成為「當然違法」

（per se illegal）之表徵（非此等情形，則仍以合理原則待之）。參閱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二），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2004年，頁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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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曾提出：「成本調查和發展業績集中在

同一紙本，標準便能促進產業間技術傳播，透過該方式，標準就能為投資者

提供有用的資訊。」99標準化亦可促進企業的技術革新，當標準化是由多個

企業聯合開發的過程，在標準化過程中，技術水準得到同步提升，從而提高

企業技術革新的可能性。 

二、由產業協會承擔標準化工作之弊端 

    標準化除為社會帶來上述積極績效外，也在市場經濟引發不良效應，特

別是當標準制定及認證工作是由產業協會等私人組織承擔時，進一步放大其

不良效應和消極後果。具體言之，由產業協會來承擔標準化工作將有可能產

生以下諸多弊端100： 

（一）標準化有可能阻礙技術創新 

    前已述及，標準化的制定過程中，可能透過會員企業的相互合作而促進

各自企業技術的革新和改進；一旦標準制定並頒行以後，它便可能阻礙技術

的革新。這主要基於以下原因： 
 
    首先，標準化有可能從心理上阻礙創新觀念的生存和發展，因為標準一

旦作為被實踐和理論證明是「正確」的而固定以後，一方面它極易在研究者

心理上形成一個成功典範的模式，研發者欲突破該標準的束縛而另闢蹊徑，

需要強大的動力方能克服標準產生的心理障礙；而另一方面，標準得到社會

認同後，在消費者的心理上也會產生影響力，消費者會習慣按照既定標準以

評價和選擇革新產品，而與標準不符者，儘管可能是在技術上更先進的產品，

但由於其不符合標準的要求，也很難取得消費者觀念上的接受和認同。 
 
    其次，標準化增加創新的市場風險。與標準化不同的創新技術生產的產

品或提供的服務上，由於與標準化要求不一致，因而難以取得標準認證機關

的認證，而欠缺這種認證，創新技術便無法或很難取得市場的認同，故而該

項革新技術產品便由此面臨不確定的風險，因無法取得認證和市場認同而難

以形成有效的市場需求，這必然將降低革新技術的預期收益，進而導致企業

研究開發與標準不符的新技術、新材料的積極性大為降低。 
 
    最後，標準化為產品的原料採購和工業化製造過程提供一個成功的模

式，突破既有框架的束縛而另尋他途，將面臨巨大的技術上的不確定性，這

                                                       
99  See Gerla, H.S., Federal Antitrust Law and Trade an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Standards and Certification, 

19 U. Dayton L. Rev. 471 (1994) 
100  有關標準制定組織造成市場競爭影響之個案討論，請參閱第四章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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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增加標準化為革新技術而帶來的技術風險和障礙。 

（二）標準化易於形成價格聯合 

    價格是市場競爭中最重要的競爭手段，也是指導資源最適配置的基礎動

力，因而各國競爭法紛紛將「固定價格」（price-fixing）視為最為嚴重的限

制競爭行為之一。101然而，標準化的過程卻容易形成事實上的「價格聯合」

（price-fixing cartel）102，因為原料的統一性和生產程序一致性，致使競爭者

產品無論在外觀或產品品質趨同，導致生產者之間的區別主要局限於價格差

異。固然，這有可能引發價格競爭，但在產業協會的集體合作下，更可能形

成事實的價格聯合103。在市場經濟體制，價格是生產者之間和生產者與消費

者之間互通資訊的工具，是調節社會生產和需求的最重要機制。一旦產品的

價格被固定，價格的傳遞供求資訊的功能和調節生產的功能就喪失殆盡，其

結果是劣質的企業不能被淘汰，優勢的企業得不到較好的經濟效益。不僅如

此，由於被固定的價格一般都大大超過在有效競爭條件下產品的價格，從而

也會損害消費者的利益。再加上由於這種價格聯合是因標準化而產生的，因

                                                       
101  例如，1992  年美國司法部與聯邦交易委員會聯合發佈的《垂直交易限制準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對於垂直約定價格，採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準則。觀察更早之前的 1984 年版本，

則主要僅是著眼於「非價格」之部分，唯一有關的就是第 2.3 條中，針對事業間「明示的固定價格」

（explicit agreement as to the specific prices）的限制，採取當然違法之考量。又例如，《羅馬條約》第

85 條第 1 項  (a)  款規定：「直接或間接決定採購或銷售之價格，或決定其他交易條件」。以價格或

其他交易條件，為聯合行為之標的者，執委會與歐洲法院恒認定其對競爭秩序有所侵害；尤以水平價

格聯合行為，更被認定本質上當然有限制競爭之效果。亦縱使於國家實施價格管制之場合，凡事業直

接或間接對價格變更之時期、額度等進行協定，且不論其形態係採行固定價格、最低價格、最高價格

或目標價格，均屬違法。此外，就違法之態樣而言，亦不僅限於同業間直接就價格本身進行協議；即

凡一切對價格具有影響效果之間接性協議亦包括之。例如，就生產數量、銷售數量、折扣比例、成本

計算方式等進行協商者，亦足合致水平價格聯合。詳見前揭註 98，頁 27、584。 
102  價格聯合，是指生產或者銷售同類商品的企業相互協議價格的行為，如規定產品的最低限價、最

高限價或者其價格構成。 
103  舉例而言，1927 年美國 United States v. Trenton Potteries Co. (1927)案，該案之事實背景是衛浴設備

之製造商共同形成了一個卡特爾（cartel）協議，進行定價以及限制銷售給指定的承包商，美國最高

法院認為此種協議毫無討論餘地之不合理，因此當然違法。法院的理由是認為任何一個價格固定之協

議結果，便是剷除競爭，故而不需要對案件作進一步分析。United States v. Trenton Potteries Co., 273 U. 

S. 392 (1927) <http://supreme.justia.com/us/273/392/case.html>(200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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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運用「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104來評判事實上的價格聯合，將導致一

些非常隱蔽的價格聯合因而逃脫獨占管制法的指控和制裁。 

（三）標準化限制消費者的選擇 

    選擇是消費者的一項重要權益，它是指消費者根據自己意願自主決定其

所欲購買商品及接受服務的權利，個中蘊意在於是否購買商品？購買何種商

品？應當消費者來決定，而非生產者。在標準化過程中，生產者相互之間透

過標準化的協議，排斥不符合標準的商品和服務進入這一市場，儘管可能是

基於對消費者安全和健康的考量，但也有些是出於產業協會會員企業限制競

爭的需求，這些因為限制競爭的需求而產生的標準化所驅逐的產品和服務，

也許正好滿足部分消費者特殊需求，無疑該標準化便限制消費者行使其本來

應當可以選擇並得到商品和服務的權利，但是，消費者的選擇權卻因標準化

之否定而受到侵害。 

（四）標準化可能誤導消費者 

    由於標準及認證工作主要是由產業協會承擔，產業協會可能基於對利益

考量，而提供一些虛假資訊給消費者，從而誤導消費者的購買行為。一方面，

產業協會標準制定機關可能將一些非關鍵資訊或技術之要求，制定成標準，

並主觀放大該等技術要求之重要性，從而使消費者錯誤判斷產品的品質水準

和性能；另一方面，產業協會可以藉由標準化的制定並宣傳其權威性，讓消

費者對非標準化產品產生排斥。然而，實際上該項不符合標準的創新產品可

能具更加性能和質量上的優勢，更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但標準化的宣傳卻

阻止和誤導消費者對這類非標準產品和服務的使用。 

（五）標準化可能限制競爭 

                                                       
104  針對美國有關競爭者合作之權衡方法，基本上分為兩種，一為「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另一

為「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所謂的當然違法，是指該協議之內容幾乎或常常造成價格上之上

漲或產出之減少的情況。例如，固定價格或產出；圍標（rig bid）；約定顧客、供應者、區域及營業項

目等以劃分市場，均屬於當然為法之範疇。但是，若該協議對於經濟活動效率之提升具有合理之關聯

性時，或其係為促進競爭力所必須者，則適用合理原則進一步加以檢視。當競爭者合作之協議非屬於

當然為法時，合理原則即成為判斷之依據所在。針對合理原則之分析模式而言，著重在比較相關協議

存在與否，對市場競爭之差別為斷。申言之，其概念近似於假想原因協議不存在時，對於現有競爭狀

態有何影響，並輔之以協議存在之現實狀態加以判斷。簡言之，即以有此協議或無此協議為其基本之

分析模式。綜上所述，合理原則本身即是一個極具彈性與靈活動得論理方法，須以協議的本質、市場

狀況等洵依個案斷之。因此，事實調查之充分，重要前提要件。 

Section 1.3 of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 (2000) 

<http://www.ftc.gov/os/2000/04/ftcdojguidelines.pdf>(200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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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化除易形成價格聯合而限制競爭外，還可能透過以下方式限制市場

的自由競爭，包括：以標準化淘汰不符合標準的生產廠商，而該部分廠商的

存在客觀上將增加競爭的活躍性；以標準化為例由，拒絕授予對標準產品具

有強大競爭威脅的創新產品的認證資格，而阻礙市場有效競爭；透過設置標

準而建立市場壁壘，進而不適當地提高市場新進入者的競爭成本，同時也增

加消費者購買標準產品所支付的溢價；通過對一些不必要的技術指標和原料

的標準化設定，提高市場競爭者的生產成本，這不利於中小企業在市場競爭

中的生存和發展，進而減少大企業所面臨的競爭威脅，最終降低市場的充分

競爭程度。 

柒、標準戰爭 

    「標準戰爭」（standards wars）係指標準設定過程中，不同利益方之間

為實現和維護自身利益而採取的競爭、談判、妥協等一系列策略措施的行為
105。標準設定包括兩種過程：第一種是對沒有標準的事物設定標準的過程；

第二種是對同一事物具有的不同標準進行統一的過程。標準化的事物是一定

範圍的社會群體所熟悉和習慣的事物，並被普遍使用，相對於沒有標準化的

事物具有較大的社會成本，包括人們為學習掌握該標準而投入的費用和時

間，因此在一定程度上人們被「鎖定」在已使用的標準中，而不願意轉向另

一種標準。一般而言，第二種標準設定過程較第一種過程相對複雜和困難，

需要克服較大的社會轉移成本，所引發的「標準戰爭」也更激烈。 
 
    「標準戰爭」在中國古代歷史就已經產生，例如秦滅六國，利用軍事和

政治手段對各國不同的標準進行統一，實現「車同軌、書同文」、「統一度

量衡」，促進社會生產力的解放和發展。古代社會的標準化是人類自發的經

濟和社會行為。進入工業社會之後，標準化由自發轉變為人們在社會化大生

產中自覺運用的一種技術手段和進行市場競爭的有力工具。國際貿易的迅速

擴大、智慧財產權制度的建立和健全以及高新技術的飛速發展，催生出大量

不同性質、不同層次和不同地域的標準制定組織，在標準化活動中它們代表

不同利益團體進行更大範圍、更大影響的標準戰爭，20 世紀末跨國公司數量

的快速增長，也使這一問題更加複雜。 

一、不含智慧財產的標準戰爭 

    根據是否含有智慧財產權，工業社會的標準戰爭可以劃分為「不含智慧

財產權的標準戰爭」和「含智慧財產權的標準戰爭」。正式標準制定組織是

                                                       
105  See Eicher, Lawrence D., STANDARDS WAR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an the free market 

rationalize and regulate itself?” ISO website (2001) 

<http://www.iso.org/iso/en/commcentre/presentations/secgen/2001/NIST‐2001‐03‐07.html >(200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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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被各國政府、產業界認可的從事標準的制修訂和實施的非營利組織，包括

各種技術和商業協會以及一些國家中主管標準化工作的政府部門，它代表的

是一定區域內某一產業界的利益，制修訂標準一般堅持公開、透明、平衡和

法定程式等原則。 
 
    正式標準制定組織制定的絕大部分標準不含智慧財產權，只有少量標準

中含有必要專利要求，即制定標準時繞不開的專利要求。因此，正式標準制

定組織所進行的標準戰爭一般為不含智慧財產權的標準戰爭，戰爭的結果對

於某一個產業或者消費者的利益具有重要影響，具有很強的社會效益。 

（一）消防栓和消防水龍帶的螺釘緊固件標準 

    消防栓和消防水龍帶（fire hydrants and hoses）的螺釘緊固件（screw 
fasteners）戰爭，開始於 1904 年的美國巴爾的摩大火106。火災來勢兇猛，迅

速向整個城市蔓延，而當距巴爾的摩市 100 英里的消防公司趕到現場時，發

現他們的水龍帶介面與消防栓不匹配，連接不到消防栓上，因為沒有統一標

準的水龍帶介面，消防員只能無助地看著巴爾的摩被大火吞噬。這場災難促

使美國國家防火協會（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 NFPA）和美國機械

工程師協會（ASME）在 20 世紀 30 年代早期制定統一的消防水龍帶介面標

準、螺紋標準和其他機械標準107。國際上的螺紋標準戰爭開始於 1947 年，

為維護自身的利益各成員國爭執不下，為此 ISO 創建螺紋技術委員會

（ISO/TC1: Screw Threads）108。經過近 40 年的艱苦的工作，ISO 最終於 1973
年公佈第一個國際 ISO 螺紋標準109。目前，ISO/TC 1 累積公佈 18 個國際標

準。 

（二）鍋爐和壓力容器標準 

    今天仍在進行的戰爭是鍋爐和壓力容器標準。很早以前人們對蒸汽動力

                                                       
106  Id. 
107  有關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之運作及標準制定相關資訊，詳見本章第四節之介紹。Achsah Nesmith,   

A Long, Arduous March Toward Standardization, Smithsonian Magazine with Permission (1985) 

<http://www.asme.org/Communities/History/Resources/Long_Arduous_March_Toward.cfm >(2007/6/20) 
108  See ISO‐TC 1 website   

<http://195.141.59.67/iso/en/stdsdevelopment/tc/tclist/TechnicalCommitteeDetailPage.TechnicalCommitte

eDetail?COMMID=178>2007/6/20) 
109  ISO 263:1973 ISO inch screw threads ‐‐ General plan and selection for screws, bolts and nuts ‐‐ Diameter 

range 0.06 to 6 in 

<http://195.141.59.67/iso/en/stdsdevelopment/tc/tclist/TechnicalCommitteeStandardsListPage.TechnicalCo

mmitteeStandardsList?COMMID=178&INCLUDESC=YES>(200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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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性的控制缺乏足夠應對措施，經常造成大量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例如

僅 1884 年大約就有 10,000 個鍋爐爆炸和失效。在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

（ASME）制定並實施鍋爐和壓力容器規範之後的 1974 年至 1984 年期間，

美國沒有一個鍋爐爆炸。 
 
    在鍋爐壓力容器技術委員會（ISO/TC11: Boilers and pressure vessels）110建

立時，許多國家已經制定鍋爐和壓力容器國家標準，同時，這些設備也要遵

守相關的國家和地方安全法規，這使建立國際統一標準的情況更加複雜化。

參加 ISO/TC11 的各國家代表團堅持自身利益毫不讓步，制定國際標準的行

動成為沒有任何希望的僵局。1997 年，技術委員會恢復活動，準備制定壓力

設備總規範，詳細說明壓力設備規範和標準的性能要求。2005 年，ISO/TC 11
達到第一次共識，批准 2 個標準111《ISO/FDIS 16528-1：鍋爐壓力容器──規

範和標準促進國際承認的註冊 -- 第 1 篇：性能要求》(Boilers and pressure 
vessels -- Part 1: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和《ISO/FDIS 16528-2：鍋爐壓力

容器──規範和標準促進國際承認的註冊第 2 篇：滿足第 1 篇要求的標準》

(Boilers and pressure vessels -- Part 2: Procedures for fulfilling the requirements of 
ISO 16528-1)。 

二、包含智慧財產權的標準戰爭 

    資通訊技術是資訊時代發展最快、相容性最強的技術，其技術標準中專

利的數量也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是標準戰爭集中的領域。技術標準一旦

被產業界接受，標準制定者就獲得市場優勢，產品在市場中的占有率可預期

期將大幅提升。 
 
    智慧財產權是一種具有私人財產特徵的無形財產，在市場上發揮作用的

大小依賴於被市場接受的程度。在專利技術被寫入標準後，企業可透過設定

種種智慧財產權授權條款影響相關標準的實施，亦可透過標準的實施促進智

慧財產權發揮更大的作用，因此，在資通訊產業領域標準與智慧財產權戰略

已成為企業經營戰略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發動含智慧財產權的標準戰爭是

為保持技術上的優勢，獲取更大的市場佔有率，進而促進企業的發展。 

                                                       
110  See ISO‐TC 11 website 

<http://www.iso.ch/iso/en/stdsdevelopment/tc/tclist/TechnicalCommitteeDetailPage.TechnicalCommitteeD

etail?COMMID=519>(2007/6/20) 
111  ISO/TS 16528:2002 Boilers and pressure vessels ‐‐ Registration of Codes and Standard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http://www.iso.ch/iso/en/stdsdevelopment/tc/tclist/TechnicalCommitteeStandardsListPage.TechnicalCom

mitteeStandardsList?COMMID=519 >(200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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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乙太網路成為網核心技術 

1970 年代並沒有區域網路（Local Area Network）的標準，而是由各家廠

商提供專屬的網路設備，因此在網路的推廣上遭遇很大的阻力。1973 年，Bob 
Metcalfe 在全錄公司（Xerox Corp.）的帕洛奧圖研究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RAPC）開發全球最普及的網路核心科技──乙太網路（Ethernet），目

的是用 Xerox 設計的雷射印表機高速傳輸大量資料，Xerox 為乙太網路申請

專利。1979 年離開 PARC 後，Metcalfe 創建 3Com Corporation（3Com），

致力於網路產品的開發與經營。 
 
    為避開 Xerox 的專利壁壘，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Dgital）請 3Com
開發另一套新的高速網路標準，用以聯結自己的工作站。考慮到創建另一套

標準需要大量資金，Metcalfe 建議 Digital 和 Xerox 磋商，爭取 Xerox 能夠以

恰當的條款授予專利權。Xerox 也認識到，若要想讓電腦製造商在印表機上

採用乙太網路標準，就必須提供一個開放的網路標準，且互相連接的印表機

數量越多越好。於是，Digital、Intel 和 Xerox 組成 DIX Group，首次提出乙

太網路（Ethernet）的標準規格，這個規格也稱為 DIX 標準，分別是三家公

司名稱的字首所組成。 
 
    1982 年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協會（IEEE）組成一個委員會定義區域網路

的標準，該委員會稱為 Project 802.，其中的 802.3 這個子委員會則致力於產

生一個國際標準。DIX Group 說服 IEEE 以「公平合理」的授權條款採用乙太

網路標準；同時，Xerox 同意以 1,000 美元的象徵性費率，對乙太網路專利

進行授權，此舉使乙太網路成為工業標準，直至今日 IEEE 802.3 和乙太網路

意義是一樣的。數年後，全球第一大資訊業者 IBM 將其研發的 Token Ring
以相似條件開放，但是乙太網路標準已經佔據市場的絕對優勢地位，Token 
Ring 失去發展的最好機會。 

三、小結：標準戰爭的基本前提 

（一） 正確認識標準戰爭 

    自從 6C 聯盟（日立、松下等）利用標準向我國 DVD 業者收取高額專利

授權金以來，標準戰爭日益受到國內重視，並將標準中缺乏自主專利技術視

為目前不利狀況的最重要原因，簡單地將標準戰爭等同於含專利的標準戰

爭，忽略同樣甚至更加重要的不含專利的標準戰爭112。 
 

                                                       
112  參閱薛學通，”標準戰爭”與知識產權，WTO 經濟導刊，2006  年第 8 期，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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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因為長期以來沒有打好不含專利的標準戰爭，導致我國在國際標準

化活動中缺乏影響力，只跟隨和被動接受他人制定的遊戲規則，沒及時發現

在 80 年代早期就已經存在的含專利的標準戰爭，致使國內產業界在沒有任何

準備的情況下遭受到嚴重打擊。所以，目前最重要的應該是建立妥適的標準

化管理體制，充分發揮協會、企業和技術專家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為參與國際標準化活動打下基礎。 

（二）我國標準制定組織應該打好不含專利的標準戰爭 

    不含專利的標準戰爭一般涉及基礎性和公共性的正式標準，它代表國內

相關行業和消費者的利益。這種戰爭所需大量工作，包括標準制定組織內部

及其相互之間的溝通、協調和平衡，而且要遵守現行的國際規則，所以要加

強對國內標準制定組織和相關專家的培訓，培養高素質跨領域人才，在國際

不含專利的標準戰爭中，最大程度地維護國內相關產業和消費者的利益。同

時，國家標準化主管部門應轉變為自律的非政府、非營利組織，讓更多的協

會、企業和專家參與國際標準化活動，適切提供我國經濟和社會的需要。此

外，標準制定組織應堅持公平、透明、協商一致和法定程序等原則，不過多

地干涉應由市場裁決的含專利的標準戰爭。 

（三）業界應成為握有專利的標準戰爭主體 

    企業通過運用開放標準、選擇加入不同的標準制定組織、組建聯盟、設

定不同的智慧財產權授權條款等策略，將標準與智慧財產權納入到整個企業

的經營戰略中，從而降低成本、佔領市場和賺取利潤，增強企業的創新能力

和市場競爭力，促進企業健康持續的發展。 
 
    在轉變職能的前提下，政府應該為企業運用標準與智慧財產權戰略創造

良好的政策和法規環境，發揮好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管理職能，為企業經

營提供及時高效的服務，不應干涉標準具體的制修訂和實施工作。 

第二節  事實標準之智慧財產權策略及問題研究 

壹、形成的標準之智慧財產權策略及問題研究 

  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和我國企業參與經濟全球化的程度日益加深，我國

公司與外國公司之間爭奪利益的碰撞和衝突會越來越激烈。這種競爭的手段

逐漸從傳統競爭手法轉變到運用資訊優勢、智慧財產權和技術標準等策略手

段上。例如 Microsoft、IBM、Intel、Cisco、HP 等美國高科技公司將專利、

著作權以及 know-how 等無形資產作為他們競爭優勢的關鍵來源，智慧財產

權無疑是他們收回研發投資和謀取高額利潤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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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智慧財產權是私有協定（proprietary protocol）113和標準內容的基礎，

廠商私有協定和標準化競爭的智慧財產權策略，直接影響他們對私有協定或

標準的控制權和權利金追索權。私有協定或標準引起產品市場進入障礙，給

廠商未來利潤造成巨大的風險，因此，私有協定和標準化成為廠商最關切的

問題。 

一、由經濟角度解析事實標準地位之形成 

  在資通訊產業（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硬體設備

沒有軟體就毫無用處；沒有應用程式，作業系統也就沒用。ICT 產品只有與

其配套產品組合成一個系統才能夠發揮功能，否則，單個互不匹配的產品就

沒有使用價值。在資訊技術系統中，產品對消費者的使用價值經常取決於與

其他產品互補或相容的狀況，具有互補性的商品或服務即具有生產或消費的

外部性，即個人或廠商的行為直接影響到他人，卻沒有給予支付對價或獲得

補償114。 

（一）網路效應結合相容性形成之事實標準地位 

  當每個用戶得益於其他使用者使用同樣的技術產品時，在需求方面就產

生「直接網路外部性」（direct network externality）。由於網路外部性，產品

成本和價值可能取決於其他已經使用或裝備和構成網路的使用者數量，例

如，一個電話的價值隨其所能夠通話的其他電話數量呈指數增長。直接網路

外部性的產生，是當消費者在一個產品上的使用價值取決於其他消費者的消

費選擇，尤其是取決於有多少人消費這種產品時。當一個商品對用戶越是有

價值，越多的用戶會採用同樣的相容商品時，這就產生正的網路外部性115。

消費者對一個網路產品的需求會隨此產品其他用戶的數量增加而遞增。在一

個系統平臺上使用者數量越大，系統對每個使用者的價值越多，產生網路效

                                                       
113  私有協議（Proprietary Protocol）是指由單一私人組織或個人所擁有非官方標準的格式或語言程

式。<www.techweb.com/encyclopedia/defineterm.jhtml?term=proprietary+protocol>(2007/6/4) 
114  See Schmidt , Susanne K. &Raymund Werle, COORDINATING TECHNOLOGY : STUD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S. MI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8) 
115  See Tirole, J.,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MIT Pres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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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network effects）116，這種正回饋是電話、電子郵件和網路會議等通信網

路的一個共同特徵。 
 

在一個系統有多個產品構成的情況下，如果這些產品能夠容易地在一起

配套或匹配運行，這些產品就是相互相容的，他們同時具有互補性

（complementarity）和相容性（compatibility）。當這個系統由多個部分組成，

這些部分模組化（modularization）分工生產，卻要放在一起使用，例如，電

腦操作系統和應用軟體；移動通信設備和行動電話；數位電視發射設備和數

位電視接收機；銀行信用卡和接受卡的機器等，互補使用也能夠產生網路效

應。生產、消費和供應系統的各個分工部分之間具有間接的網路效應，系統

的一部分可能會影響另一部分的經濟價值。 
 

當開發、生產和行銷產品或服務中具有規模經濟時，使用這種產品或服

務的使用者越多，成本下降或品質提高就越多，在供給方面就存在間接網路

外部性（indirect network externality）。間接網路外部性起因於網路使用者提

高生產與這種網路產品相容配套的產品的動機。這種間接網路效應則是系統

效應，對一個產品的需求會隨此產品的互補產品或服務數量的增加而遞增。

由於這種間接網路外部性，廠商掌握和製造與互補產品的介面技術和私有產

品，從而保持對互補產品的控制，就可以獲取間接外部性的利益。於是，不

同廠商就會為市場而競爭，一場各個私有協定試圖爭奪事實標準地位的戰爭

就要發生。 
 

Katz and Shapiro（1985）117和 Farrell and Saloner（1986）118 係較早研究

具有網路外部性情況下產品之間的相容性和標準化之學者。若兩項技術組合

                                                       
116  網路效應意指一項產品對個別使用者的價值取決於總使用人數，亦即在市場上佔有優勢地位，並

且建立技術標準之具有領導地位的高科技產品，所製造出來的效果，經濟學稱之為「網路效應」。網

路效應來自於網路外部性，也就是說，一項產品對個別使用者的價值取決於總使用人數。學者指出網

路的價值隨著成員數目而呈等比級數增加，提升後的價值又會吸引更多成員加入，反覆循環，形成大

者恆大，弱者愈弱的情境。也就是，上網的價值在於上網人數的多寡，也可以說，愈多人加入此一  網

路，網路愈大，網路愈有價值，對使用者的價值也愈高。網路外部效應具有正面與負面兩種，正面的

外部性以「網路經濟」為最佳例子，通訊技術是最明顯具有網路效應特質的產業，包括電子郵件、網

際網路，甚至大家熟悉的電話、傳真機及數據機等，網路效應會導向需求面的規模經濟與正反饋循環。

See Shapiro, C. & H. R. Varian, RECOGNIZING LOCK‐IN INFORMATION RULES: A STRATEGIC GUIDE TO THE 

NETWORK ECONOM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8) 
117  Katz, M. L. & C. Shapiro, Network Externalities , Competition , and Compati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t 424 ‐ 440 (1985) 
118  Farrell , J . & G. Saloner, Standardization and Variety, Economics Letters, Vol.20 ,at 71 – 74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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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來產生正的網路外部性，則這兩項技術就具有相容性，他們一起構成一項

標準。例如，網際網路和電話通信網是兩類不相容的技術產品體系，這兩個

網路之間的橋樑（modems、gateways、routers）使使用者能夠從這些網路的

互聯互通使用中獲得益處，聯結不同技術產品或網路從需求方面，為使用者

創造正的網路外部性。顧客消費和廠商生產都願意選擇其他人廣泛選擇的系

統或標準，明智的廠商就會開發和生產與大眾選擇一致的系統或標準化產

品，因而，私有協定或標準持有者具有相對其對手的競爭優勢，這種優勢來

自於網路效應。 
 

儘管如此，具有網路效應和相容性產品的消費者要承受將來的轉換成本

（switch costs）。雖然用戶在最初投資時具有選擇系統介面或標準的自由，

但是一旦他們已經投資某一特定的系統或標準產品，他們會發現轉換到另一

種系統或標準上的代價非常高昂。由於互補的 IT 商品價值在於共同使用，使

用者必須投資去購買互補的產品才能夠有效使用，他們經常發現被套住或鎖

定（locked-In），有種被牽著鼻子走的感覺。在具有網路效應的產業裡，技

術不斷創新和升級經常傷害那些在新技術接受為標準之前已經購買和培訓過

的廣大用戶。 

（二）標準化之經濟效益 

    正式標準化在更大成分上是由於市場失靈的結果，減少與資訊有關的交

易成本和網路外部性，決定正式標準化產生的經濟原因。為打破網路外部性

帶給私人協定所賦予的獨占，有必要制定正式標準化。正式標準化推動各組

成部分之間的相容性，降低開發和運營複雜技術系統的成本，具有相當明顯

的成本節約優勢。 
 
    標準化使一個複雜的系統產品可以分工由不同廠商開發和制造，比由單

個廠商開發和製造整個系統產品具有許多優勢；標準化為廠商創造一個更加

容易進入新產品領域的富有彈性的平臺，説明大量廠商進入市場，提高競爭，

避免效率損失，有助於一個產業內的交流，也有助於實現規模經濟和重複經

濟；標準化促進產品分工和創新競爭，提高更加專業化的產品開發和製造水

準，市場上供應的標準化產品品質和品種都會提升。 
 
    標準的資訊功能可以減少交易成本和搜索成本，可以縮小風險和不確定

性，增加資訊流向使用者的效率。在銷售市場上，標準化有助於消費者區分

商品的品質高低，避免「劣幣驅逐良幣」的現象。然而，標準化減少經濟活

動的多樣性，減少同樣功能的產品品種，從而不利於創新和動態效率。標準

既可能是創新和發明的推動者，當然也可能是創新的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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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有協定或標準雖有其經濟合理性，但網路外部性可能給私有協定或標

準所有者過分龐大的利益。否則，可能導致另一種市場沒有標準化的低效率。

公開的正式標準則能夠使廠商供應與公共標準相容的產品或設備，使用者也

能夠在供給競爭和充分相容的一體化網路中受益。可是，當標準或介面協定

成為私有的話，市場結構可能從完全競爭或獨占競爭變成獨占，為獨占利益

而發生的私有協定或標準化戰爭難以避免。例如，Microsoft 與 Netscape 為主

宰網際網路標準展開激烈的競爭，Sony/ Philips 與 Toshiba/ Time Warner 展

開多媒體光碟 DVD 的主導準競爭。隨著標準價值的日益龐大，各國公司利

用智慧財產權作為策略工具來試圖控制標準的動機隨之膨脹，各國廠商乃至

政府為標準而發生的戰爭時刻上演。 

（三）小結 

  綜上所述，事實標準的確通過取決於產品的市場佔有率，當使用該技術

的產品擁有足夠大的市場份額時，該技術就形成事實標準。同一產品亦可能

存在多個事實標準。事實標準的確立還需考慮到尋找替代性技術的可能性，

當沒有一個組織能夠單方面改變這種現況時，事實標準無疑得以確立。 
 
  事實標準在部分技術擴散型市場大量存在。從經濟學角度觀之，事實標

準常存在於具有外部性的市場，換言之，沒有從貨幣或市場交易中反映。事

實標準涉及的是正外部性。外部性理論顯示，若既定技術標準被廣泛採納，

其價值也將隨之擴大。該市場對廠商而言具有吸引力，因為它能在市場上將

其私有技術作為技術標準推廣，從而借助指在矯正外部性的智慧財產法而獲

得最大利益。 
 
  事實標準亦產生於法定標準過度延遲的產業。儘管業界試圖加速標準化

的制定程序，但法定標準由於制定程序的公開性或一制性等問題往往難以在

較短時間內產生。法定標準的制定周期平均在四年左右，有學者估計平均五

年左右119。事實上，法定標準的滯延性也難以完全克服。由於產品兼容性、

公共健康與衛生、全球競爭等等因素產生對標準的需求，在過分延遲發佈法

定標準得產業中通常可見事實標準的形成。 

二、市場選擇私有協定及其智慧財產權策略 

    由於私有協定是單個廠商自己內部開發、設置和使用的技術規制，廠商

掌握著私有協定的智慧財產權，未經授權，其他廠商無權生產、銷售和使用

該協定的產品。私有協定產品只在廠商自己所生產的設備之間實現相容及聯

                                                       
119  以上數據及資料均引自 Farrell, Joseph & Simcoe, Tim, Choosing the Rules for Formal Standardization, 

(2007) <http://www.rotman.utoronto.ca/timothy.simcoe/papers/formal.pdf >(2007/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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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私有協定的設備一旦廣泛採用，其他的通信網路設備也必須與其相容，

升級和更新設備都必須採用這種私有協定的產品，才能夠實現互聯互通。否

則，若採用其他設備，則私有協定的產品就排斥其他廠商的競爭，達到獨占

市場的目的。 
 
    最初，市場上許多廠商建立的私有協定都是私人商品，在這些廠商的私

有協定競賽中，由誰最終勝出很大程度上受到智慧財產權策略的影響。在具

有網路效應的市場上，廠商私有協定成功的智慧財產權策略一般採取「養、

套、殺」的策略120。 

（一）「養、套、殺」的策略 

    由於事實標準之建立取決於其商業價值、開發週期和智慧財產權策略。

初期，私有協議若過分強調智慧財產權保護，可能會阻礙其成為事實的標準。

在較弱的智慧財產權保護下，市場上競爭對手會模仿成功的技術，且生產相

容的或相同的產品，私有標準內的競爭實際上會強化這種私有標準，並且增

加更多對手參與這種標準勢頭的動機121。相反地，若智慧財產權保護較強，

保護阻止相容性競爭，對手只能開發非相容的產品，結果強智慧財產權保護

毀壞現有的私有標準、網路利益和市場細分格局。如果一項技術的所有者宣

佈放棄一些智慧財產權，或採取較弱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策略，把技術公開（例

如，Linux）或廣泛授權，這樣私人技術就很可能會在市場競爭中贏得用戶成

為一項事實的私有標準。 
 
    私有協定在沒有巨大市場占有率前，會採取較為寬鬆的智慧財產權策

略。在第一階段博弈中，廠商常常以低於成本定價既可以贏得大規模消費者，

又可以趕走一切競爭者，建立龐大的使用者基礎，這是對網路外部性消費者

的投資階段（investing phase）。在第一階段競爭中，廠商支持相容性是為緩

和競爭。相容性所能帶來的好處，就是他在第二階段競爭中通過建立一個已

裝備的客戶基礎阻止其他廠商來增強競爭力。 
 
    假設市場上競爭的技術產品均由私人創制，則長期卓越的技術會贏得「花

                                                       
120  參閱外國成功的智慧財產商品化經驗，廠商須能掌握智慧財產來源的產業基礎事實及運用的整體

經營機能，方能在知識經濟時代致勝，其中關鍵之一係「智慧財產的商品化」，即廠商必須把管理能

力擺中間；而經營者的眼光、管理方法、承擔風險的意願，是一項技術商品化是否成功的關鍵。找出

客戶的需要、創造新的營運模式，乃至以「養、套、殺」的策略壯大市場、克制競爭對手。參閱周延

鵬，虎與狐的智慧力：智慧資源規劃 9 把金鑰，天下文化，2006 年。 
121  See Farrell, Joseph, Standardiz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 30 Jurimetrics Journal 35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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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效應」（bandwagon competition）122。市場選擇私有標準的過程就是一種花

車效應標準化過程。當某使用者選擇一種技術規制的產品，其他人以為不僅

這個用戶使用這個標準，其他用戶也會隨之採用，這種預期的相容性好處令

其他用戶趕風潮般採用該標準，這樣就形成聲勢浩大的同一私有標準產品的

市場使用者群，如此形成事實的私人技術標準。從供應商市場份額角度來說，

如果某一供應商佔有壓倒性市場份額，雖然原則上其他供應商可以自由選擇

不同的解決方案，但是實際上他們大多數都會隨從市場領導者的私有技術標

準以保持相容性，大市場份額決定市場上私有標準的選擇。 
 
    舉例而言，大陸廠商開發出 EVD 標準產品的命運在於製造花車效應。只

有自己投資拍出有影響力的 EVD 格式影片，製造花車效應，引導美國影視片

商採用 EVD 格式壓縮影片，提高 EVD 產品的市場認知度，這樣 EVD 才能

夠逐漸培養市場而成為得勢產品，才能夠把私有標準變成為事實標準。 
 
    在第二階段的博弈中，一旦市場領導者的私有協定建立起來，該透過市

場競爭選擇的私人標準化過程會給予或擴大市場領導者的市場獨占力量123。

一旦大規模消費者被鎖定，廠商就可以不斷升級版本，讓用戶不斷購買更新

的版本。當用戶購買新供應商的轉換成本相當高時，一般難以另起爐灶。供

應商在爭奪新用戶基礎上可能會激烈競爭以爭取新的用戶，成功獲得較大客

戶基礎的供應商獲得比對手更大的優勢，由於轉換成本的限制，在隨後產品

不斷升級中索取更高價格而不至於失去客戶。這樣私有協定使得使用者被鎖

定，創造一定限度的事後獨占。 
 
    當一個強大廠商想保持私有標準的市場獨占，而一些新崛起的小廠商想

與這種私有標準互聯情況下，大廠商可能採用強硬的智慧財產權策略保護私

有產權的標準。同時，大廠商還可能經常改變其技術，把追隨者甩在後面。

市場領導者對標準作微小的修改，市場領導者就能夠具有相對競爭對手的巨

大優勢，甚至具有掠奪行為的機會124。經常的技術升級可以使用戶的裝備很

                                                       
122  Harvey Leibenstein  在 1950  年提出「花車效果」（或有稱「跟風/骨牌效應」、「得勢效用」）（Bandwagon 

Effect）這個概念，指對一種商品需求的程度由於其他消費者也消費同樣的商品而提高。它表示人們

想買同樣的商品來顯示自己跟隨潮流，來與其想要加入的人群保持一致，表明自己的時尚風格，表現

出自己是時尚人群的一員。換句話說，「跟風」、一窩蜂、隨大流的行為（Herd Behavior）。See Leibenstein, 

Harvey, Bandwagon, Snob, and Veblen Effects in the Theory of Consumer’s Demand, 64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64, at 183 (1950) 
123  詳見前揭註 121。 
124  Adams & Brock , Integrated Monopoly and Market Power : System Selling , Compatibility Standards , and 

Market Control.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Vol.22, at29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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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過時。例如，微軟等 IT 大公司就是在不斷銷售新的版本中收割（harvesting）

先前的投資和成本，獲得豐厚的超額獨占利潤。 
 
    在最後階段的市場收割中，廠商會一改先前的寬鬆策略而採取非常強硬

的智慧財產權策略，展開一系列威脅、攻擊、侵權訴訟活動。利用私有協定

獨占市場的例子有很多，其中比較典型的例子是美國的微軟和 Intel 公司。 

（二）微軟 Windows 作業系統稱霸全球 

微軟的 Windows 作業系統、思科的路由器以及英特爾的晶片都是成功的

封閉私有協議。這些主宰廠商都努力建立自己的私有協定或標準體系，它們

不願意對外相容互聯。有學者很早即開始分析公司從不相容轉向標準化產品

的動機中，發現假如主宰廠商產品成為兼容的會增加其競爭對手產品消費者

的價值，他會遭受巨大的市場份額損失，因此，主宰廠商可能選擇保持與對

手系統不相容的策略125。微軟 Internet Explorer 起初只占很小份額的瀏覽器市

場，之後借助其操作系統擁有的市場力量採用排他協議的做法使其對

Netscape（網景公司）126構成競爭威脅，迅速提高市場份額127。微軟和網景雖

然都採取網路瀏覽器智慧財產權開放策略吸引用戶，但是微軟卻以排他協定

和低價承諾的強勢策略，贏得顧客和事實上私有標準地位。換言之，微軟以

虧本的低價提供產品，把瀏覽器免費給予，使價格定得低於成本，把競爭對

手從市場上趕走，這樣排除異己，從而有助於自己進行市場獨占。 
 

微軟把作業系統和瀏覽器捆綁(bundling) 128，微軟把瀏覽器看做作業系統

                                                       
125  詳見前揭註 117。 
126  網景（Netscape）是網景通訊公司（Netscape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1994 年 4 月 4 日—2003

年 7 月 5 日）的常用簡稱。網景是美國電腦服務公司，以其生產的同名網頁瀏覽器而聞名。就市場佔

有率來說，網景的網頁瀏覽器曾佔首位，但在「第一次瀏覽器大戰」中被微軟的 Internet Explorer 所

擊敗。現時網景各版本的網頁瀏覽器的使用率的總和不足 1%。1998 年 11 月，網景被美國線上（AOL）

收購，而美國線上之後又成為時代華納的一部分。美國在線現時依然使用網景這品牌。除了網頁瀏覽

器之外，以網景為名的還包括它的廉價網際網路服務和社區新聞網站。See Netscape website 

<http://www.netscape.com/ >(2007/6/4) 
127  以經濟學觀點論之，排他協定和交易安排可能會使雙方福利變好，而使協力廠商福利變壞，這種

不完全市場競爭不能夠促進效率，最終卻損害消費者利益。也有些排他做法可以把市場份額轉移給有

效率的廠商，讓具有特定關係的投資方進行交易，這種情形的排他做法也授權以促進創新，增加效率。 
128  綑綁（bundling）：捆綁銷售指這樣一種市場行銷手段：出售兩種產品的廠商要求購買其中的一種

商品的客戶也要購買另一種產品。在軟體商品行銷上常見手法。See Bakos, Yannis & Brynjolfsson, Erik, 

Bundling Information Goods: Pricing, Profits and Efficiency (April 1998).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11488> (200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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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在作業系統上不斷增加功能和改進產品，這樣捆綁可以降低分銷的

交易成本，以提高產品吸引力，雖在短期內免費的瀏覽器有利於消費者，但

是作業系統的市場力量增強在長期內不會降低作業系統的價格，損害消費者

在多個瀏覽器和作業系統之間選擇的權利，這樣就妨礙 Netscape Navigator 成

長為平臺競爭者，以便鞏固微軟的作業系統獨占地位。微軟與電腦製造商和

網路服務商的共同增加喜愛 Navigator 瀏覽器消費者的成本，減小 Netscape
和 Java 成為平臺競爭者的機率，從長期趨勢觀之，消費者利益可能受到巨大

的損害。微軟作為具有市場力量的技術領導者，從智慧財產權上獲得盡可能

多的權利金，投資研發以改良產品或開發下一代產品、與客戶簽署長期契約、

捆綁或搭售、變更與互補產品的相容性、與潛在競爭者進行交叉授權技術交

易、以及展開掠奪性定價129等活動，以維持其領導地位。在技術領導者的排

他交易下，結果競爭者不得不減少競爭行動，減少投資或退出市場。 
 

微軟不斷升級其視窗作業系統，新升級的作業系統對 CPU 等硬體設備

的要求不斷提高，而 Intel 公司則不斷升級該公司的 CPU 以支援微軟的作業

系統，使使用者疲於升級。微軟與 Intel 公司將間接網路外部性、私有協定與

創新升級完美地結合起來形成一個牢不可破的獨占聯盟，產業界簡稱之為

「Wintel 聯盟」130。由於視窗作業系統對應用程式的介面是私有的，在微軟

作業系統上使用的應用程式無法被其他作業系統支援，而且使用者無法拋棄

以前在應用程式上的巨大投資，結果兩家公司私有協定產品的網路效應產生

強勢獨占地位。用戶轉換成本很高，幾乎別無選擇，被鎖定的使用者只能採

用這兩家公司的產品。兩家廠商卻在不斷升級，無止盡地收割全世界的市場

                                                       
129  「掠奪性定價」是指行為人企圖以較低價格排除其他競爭對手或潛在對手，待取得穩固的市場地

位後，再行奪取獨占利益。欲為此行者，必須先擁有相當的市場力，否則不足以承受前階段削價掠奪

的行為。惟對於掠奪性訂價規範之困難，在於如何認定何謂掠奪性的低價。以 1985 年 AKZO 案（Case 

298/83: [1985] ECR 1105）為例，歐洲法院原則上以成本計算原則做為判斷標準。當事業之訂價低於平

均變動成本，並意圖排除特定競爭對手時，則構成符合濫用的掠奪性訂價。但對於訂價高於平均變動

成本，但低於平均成本時，爰依成本理論不認定為掠奪性訂價。惟歐洲法院認為若此訂價係以排除特

定對手為目的，仍應視為掠奪性的濫用。另在 1988 年 British Sugar 案（[1988] O. J. L284/41, [1988] 4 

CMLR），歐洲執委會則認定 British Sugar 一系列行為係意圖打壓其唯一的競爭對手，構成濫用。參閱，

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一），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2003 年，頁 162‐163。 
130  Wintel 是微軟公司的 Windows 作業系統與個人電腦微處理機主要製造商 Intel 的縮寫，它並不是

一個實際的組織，但是許多電腦評論家將這兩個名詞放在一起，因為全世界大多數的個人電腦使用

Intel 公司所生產的微處理機，而大多數的個人電腦也使用微軟的 Windows 系列作業系統，所以 Wintel

這個單字旨在於說明這兩個硬體與軟體的結合獨占一方的局面，或指以 Intel CPU 配合 Windows 作業

系統的電腦系統。<http://www.webopedia.com/TERM/W/Wintel.html >(200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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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131。 

（三）思科之網路通信協定發展策略 

    在一個服從技術進步的網路市場裡，競爭可能採取創新方式，以實現產

品相互替代升級的一系列暫時獨占形式，吾人稱之為「熊彼德式競爭」

（Schumpeterian competition）132。不斷升級的暫時獨占就構成長期獨占，對

廠商來說，這是商業成功的最佳模式。即使沒有直接網路外部性，市場也可

能選擇出單一的私有協議或平臺系統，產生一個獨占廠商。透過內部化遞增

規模收益甜頭的廠商，就能夠以低於成本的價格來定價，採取掠奪策略掃除

對手。 
 
    思科公司（Cisco）隨著網際網路的迅猛發展而得到飛速的成長。由於網

路效應和使用者已經對思科產品進行很大的投資，不願意更換新的路由器和

交換機作業系統，被鎖定的客戶們仍然重視與思科的商業關係，從而思科在

業界建立牢固的獨占地位。思科公司利用其在市場上的獨占地位，推廣其私

有協定產品，並且將其私有協定在網際網路工程專案小組（Internet 

                                                       
131  競爭法對多角化結合之管制理由，著重於大型企業進行多角化結合後，可能產生之反競爭效果，

而其主要關切點乃在於該等大型企業結合之聚合力（conglomerate power）效果。所謂聚合力效果，

係指多角化廠商在其所經營之各個市場之市場力加總後，其相對於各個市場之其他廠商 

具有優勢之市場地位，因此其可能利用此優勢將產品之價格提高，甚至獨占以獲取利益。此外，經濟

力雄厚者亦可能利用交叉補貼（cross‐subsidization）或互惠交易（reciprocal buying）之方式，排除被

取得事業之競爭者，或削弱其競爭力量。此外，倘結合事業為增加其市場之支配優勢，而採取掠奪性

訂價（predatory pricing）或搭售（tie‐in sales）等侵略性之商業競爭行為，亦將無可避免造成社會福

利之損失。從而可知，多角化結合同樣無法排除事業結合所導致之反競爭效果，有以競爭法予以規範

或監督之必要。See Hill, C.W.L., Diversified Growth and Competition: The Experience of Twelve Large UK 

Firms, Applied Economics, Vol. 17, at 827‐47 (1985); Felton, J. R. (1971), Conglomerate Mergers, 

Concentration and Competi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30, No.3, at 225‐42. 

(1971) 
132  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認為企業間的競爭確實會造成一些獨占問題的存在。熊彼德認為，

當市場因競爭產生新的獨占出現時，會促使其他的企業作創新、改良，以期能參與競爭、爭取市場；

相對地，原有的廠商也會不斷地做很多創新、發明的活動以繼續保持優勢，而此結果會使技術與知識

快速  地往外延伸、快速地進步，有利於人類的文明。在這個快速而不斷創新與發明的過程中，中產

階級與勞工階級都能因此得到好處，這是熊彼德認為市場即使在獨占的結構下仍有其貢獻之緣由。參

閱莊春發主持，經濟理論的競爭觀在執行反托拉斯管制上的定位與應用，公平交易委員會研究計畫，

2002 年，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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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133確立為實際的國際標準。 
 
    思科公司在成長過程中一路斬殺所有與其競爭的對手，其中堂而皇之的

手段之一就是智慧財產權保護。例如，2003 年初思科公司在美國宣稱大陸華

為公司（Huawei）侵犯其路由器等產品私有協定的智慧財產權，迫使華為公

司從美國市場撤出有關產品，就是以侵犯網路通訊技術「私有協定」這類事

實標準的智慧財產權的訴訟紛爭。該「私有協議」係指在國際標準組織為實

現通信網路的互通而建立相關標準和規範協定之前，某公司由於先期進入市

場，而自己形成的一套標準134。思科公司的「私有協議」實際上就是企業標

準，但由於思科在網路設備上的獨占地位，其私有協議事實上已逐漸演化為

行業標準和國際標準。 

（四）小結 

    私有協定在產業市場之內是站穩獨占地位，無論在國內或在國際市場

上。而且，如果把私有協議產業和機構標準化，則進一步強化獨占的程度，

用標準可以把持市場進入，收取客戶採用標準技術的高額獨占租金。廠商都

試圖把自己掌握智慧財產權的私人協議，變成為產業標準，擴展獨占勢力範

圍，獨佔這個產業的國內甚至整個世界市場。這樣廠商就利用內在的智慧財

產權鍛造相對于競爭對手的最鋒利的競爭優勢。從上述之微軟和思科案子，

都是將智慧財產權策略與市場手段有效結合使得私有協定成功獨占世界市場

的典型例子。 
 
    資訊技術變化日新月異，資訊和通信技術產品的短暫市場週期，不適合

許多廠商達成多數一致意見集中於一個標準之上來分享市場，那種產業和機

構標準化難以適應當今資訊技術迅速變化的要求。然而，單個廠商的私人協

議卻具有很強的市場適應力，在知識密集而迅速變化的 ICT 市場裡，市場選

擇的結果常常是具有優勢的私有協定主宰市場。在存在網路效應情況下，廠

商會採取市場和智慧財產權等方面的策略行動來影響消費者的選擇，市場力

                                                       
133  網際網路工程專案小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於 1989 年成立，開放獨立的標準設

立機構，是由一群關心網路架構（network architecture）的演進與順暢運作的國際社團組成。IETF 決

定網際網路的各項標準，其流程涉及供應商、感興趣的組織或個人，經由他們提案，經過認可或與其

他提案結合後，形成一般所採用的新標準。IETF 一年聚會 3 次，是一個大型開放的國際社群，包括網

路（Network）設計人員、操作人員、系統業者、設備廠商和研發人員，目標是協調網際網路作業、

管理和演進，並且解決中小型範圍的通訊協定和架構問題。IETF 是通訊協定標準提案的主要來源，並

將提案遞交給網際網路架構委員會做最後的決議。See IETF website <http://www.ietf.org/ >(2007/6/5) 
134  參閱丘慧慧、李明順，思科訴華為斡旋庭外和解──私有協議引發爭論，21 世紀經濟報導，2003

年 2 月 13 日。<http://tech.sina.com.cn/it/e/2003‐02‐21/1622167180.shtml >(2007/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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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選擇出一種私有協定作為事實標準，因此，成功的私有協定是市場選擇的

結果。 

三、事實標準涉及的智慧財產權問題 

（一）事實標準與智慧財產權之關係 

  智慧財產權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在事實標準的形成過程，所有形式的智

慧財產權都可能涉及。一般而言，事實標準是由私人起草，因此包含在事實

標準中的智慧財產權歸屬於權利人，不能因為智慧財產權人得產品成為某技

術標準而導致期進入公有領域。 
 
  首先，智慧財產權的目的在於促進科學和技術的進步。從經濟學觀點，

知識是公共產品，與首次製造相比，重製是即為便宜且容易，如果缺少對智

力創造成果得排它保護，則將導致缺乏足夠的激勵動機促進民眾從事創新。

智慧財產權是藉由公共產品私有化的方式來解決其外部性的問題，含有智慧

財產權的技術被成功推廣而視為產業標準，並不影響其智慧財產權之專屬權

利地位。事實標準通常還有一項發明及其他智慧財產權，這說明它有助於標

準之可行性；換言之，當市場選擇一項內涵智慧財產權的標準本身，就說明

該項智慧財產權最佳滿足標準化的目標。標準化的目的包括產品兼容、公共

衛生與健康以及促進全球競爭等等，而事實標準可能主要涉及產品兼容和促

進競爭等目的具有重要地位。 
 
  此外，產業標準常含有私有技術，包括已授權或正在申請的專利等含有

智慧財產權的技術，這來自於民眾期望產業標準建立在新穎、非顯而易見之

技術的進步上，而非僅僅因位處於供有領域。高新技術產業的標準必須基於

最具有領導力的技術，消費者不願因其來自於公有領域而購買次佳的產品
135。事實標準得以確立在於其市場地位之確立，而博得消費者的信賴與喜好。

市場領導者其技術之先進以及智慧財產權的策略應用所帶來的競爭優勢，促

成其事實標準技術勝過同類競爭者。當技術標準的研發非常複雜或費用高

昂，技術的質量和可獲得性則取決於能否獲得智慧財產權的獨占保護136。若

沒有法律周全保護，則領導優勢將不足在該複雜技術的市場上激勵高品質的

創新活動產出。 
 

                                                       
135  See Friedman, David, Standards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 Economic Approach, 19 University of Dayton 

Law Review 1109, (1994)   
136  Janice Mueller, “Patent Misuse Through the Capture of Industry Standards,” 17 Berkeley Tech. L.J. 623, 

637 (2002) (discussing hold‐up conc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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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市場尚缺乏正式標準或正式標準被延滯時，特定產品或技術因受市場

偏愛以及產業大部分參與者採納而成為事實標準。若產品無法受專利或其他

形式之智慧財產權排他保護而被自由重製，則開發技術的公司將無法收回其

先期投入之研發成本，亦難以從其對產業之貢獻而獲利。職此，利益誘因的

動機下降，創新產品以吸引市場關注以爭取成為事實標準的激勵效果亦將同

步下降，而嚴重影響科學及技術之進步，有害於人類全體利益。 

（二）事實標準中的智慧財產授權 

  市場選擇某項技術作為事實標準，可能僅是某種聯合營為使技術利益最

大化的結果，以適用標準的目的，例如產品兼容性等等，從而使技術研究或

標準研究的成本最低化。職是，一項技術之所以成為標準的一部分，很可能

不是因為他對標準化目標有特殊貢獻，而是它提供更多或是最差也不低於現

況的技術利益，或比替代標準更具可取得姓。此外，民眾亦可能基於許多理

由從事創新，智慧財產權亦非所有創新活動的根源，智慧財產權在不同的產

業有影響力亦各異，它仰賴於創新本質和成本、產業成熟度、可專利的發明

以及市場化產品間之關係等等137。因此，談到事實標準的授權金，吾人應當

注意以下因素： 
１、計算使用事實標準授權金之方法 

若產品價值的增加純粹來自於採用標準化之成本節省，則務必確定事實

標準中的智慧財產權人獲得合理的報酬。這裡所彰顯的問題是，報酬能否依

據法院在評估專利等智慧財產權因侵害所造成所損之計算方法？一般認為，

事實標準中的智慧財產權價值主要在製造優勢上實現，而不能將全體產品價

值的增加部分亦納入權利人的授權金中。成本節省的價值通常可由技術替代

的方式計算而得。替代性技術應由事實標準的採納者提供，不論該項技術的

智慧財產權利是否屬於它138。 
 
２、區別所創造價值之來源  

其次，要考慮事實標準中的智慧財產權由技術進步所創造之價值。儘管

在許多情況下，區別價值來源是由成本節省或技術進步的結果具有相當困難

性，然而，即使有時智慧財產權和事實標準是同一標的，使用人還是有能力

區分對智慧財產權或是對標準的需求，其方法就是產品價值的市場條件是存

在於標準採納之前或其後。 
 

                                                       
137  Allison, John R. and Lemley, Mark A., The Growing Complex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System. 82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77 (2002) 
138  梁志文、李衛軍，鋼絲繩上的平衡──論事實標準和知識產權，電子知識產權，2004 年 1 月，頁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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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兼容性之考量 
產品價值之增加亦可能源自於產品兼容的結果。這時則須要區別單純之

一般標準所具有的功能，與事實標準中智慧財產權對促進產品兼容的作用，

後者所創造的價值則可以計入授權新之中。 
 
  綜上所述，在確定授權金的情況，既要考慮到保護智慧財產權人的利益，

亦同時要防止技術壟斷所帶來的弊端，達到合理、公正且妥當的平衡。 

（三）事實標準中智慧財產權人的訊息揭露義務 

  事實標準作為形成的標準，其產生無法參照法定標準具有正式的標準製

定程序，因此很難準確界定智慧財產權人的訊息揭露義務。事實標準的確立

是一個市場佔有的過程。在界定技術是否成為事實標準問題上，往往難以精

確計算。若事實標準的提供者自始至終確有推廣其技術作為產業標準的意

圖，則要求揭露關於智慧財產權以及其授權許可策略的義務即為合理139。 
 
  但是，當成為事實標準的提供者在市場推廣過程中，一直如思科公司般

採取「私有協定」的方式140，其訊息揭露義務就相對難解。若智慧財產權相

關資訊能普遍被事實標準的跟從者所獲得，又或事實標準的替代性標準已經

被採納，則智慧財產權人的資訊揭露義務是否關鍵，應該由被指控的標準使

用者舉證。否則，在其他情況下，要求事實標準中的智慧財產權人履行訊息

揭露義務就屬合理。例如，對於某一特殊問題的解決方法廣泛採用，有時是

市場參予者的促進行為使其技術被採納為事實標準，智慧財產權人參與與法

                                                       
139  以王安公司（Wang Laboratories）為利，其憑恃其兩件「單一同線排列記憶體模組」（Single In‐Line 

Memory Module, SIMM）專利，在 1991 年就控告 NEC 和東芝專利侵害。因兩家日本大廠的確曾經製

造、使用、及銷售過大量的「傳統」SIMM（指佈置成一條線的九顆記憶體的三十腳位組合），故於

1995 年，美聯邦地方法庭（Federal District Court）終於判決 NEC 和東芝侵害，亦鑑定賠償金額高達四

百五十萬美元。被告 NEC 和東芝，依據「專利審查記錄禁反言論」（file wrapper estoppel），要求聯邦

巡迴上訴法庭（CAFC）縮小請求權範圍，而 CAFC 判決，依據禁反言論，王安的 SIMM 專利請求權範

圍必須限制於單一線九顆記憶體組合的三十腳位結構（即所謂"classic SIMM"）。除基於純專利法的抗

辯之外，王安的 SIMM 權利伸張亦涉及不公平競爭議題（unfair competition）。日本巨商三菱，受到王

安的專利侵害警告信函之後，反控王安在「聯合電子裝置協會」（Joint Electronic Device Engineering 

Council, JEDEC）提倡 SIMM 為工業標準時，並未曾告知協會其擁 SIMM 專利的事實及其伸張權利的計

畫。SIMM 標準，經王安的積極推動之後，獲得業者的支持，嚴然被定為工業標準。不料未久，王安

居然基於 SIMM 專利向同業逐一發函要求權利金。在三菱一案仍未結案之際，王安宣告破產；其後復

活為系統軟體公司，竟蒙上非公平交易官司的陰影。參閱陳歆，各國專利權伸張情勢，專利商品化網

站，2003 年。<http://www.tipo.gov.tw/PCM/pro_show.asp?sn=48 >(2007/6/11) 
140  詳細分析請參閱張平、馬驍發表在《科技與法律》2003 年第 1、2 期之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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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標準相似的制定過程，即使該程序並非正式，甚至僅是藉由市場推廣而形

成。智慧財產權人的資訊揭露義務如同法定標準制定之要求，旨在充分告知

標準的潛在跟隨者，其採納該標準技術將被要求支付授權金。 
 
  以微軟公司為例，其促銷 Hailstorm 做為產業之事實標準時141，微軟在最

初的文件中揭露其可能採用的智慧財產權，有論者指出，儘管如此，微軟仍

有義務揭露具體的智慧財產權，該一般性的揭露不足，不利於使用者評估使

用該微軟產品的成本或尋找替代物的利益。在缺乏智慧財產權相關資訊以及

其實用性進行較為具體的特別揭露情況下，若微軟想從被採納為標準的產品

中獲得報酬，它必須表明在其作為產品標準時已經履行資訊揭露義務142。 

（四）事實標準策略運用產生之智慧財產權問題 

1、強制授權制度 

                                                       
141  微軟公司在 2001 年發表一系列軟體元件，以代號 HailStorm 統稱之，協助落實微軟把軟體當服務

經營的策略。伴隨HailSotrm推出的是更新的Hotmail電子郵件服務、MSN即時傳訊服務，以及 Passport

認證服務。微軟希望以 HailStorm 吸引軟體開發人員建構以延伸標示語言（XML）為本的網路服務，

讓各式個人電腦、掌上型裝置和上網器的使用者皆能上線取用。按微軟構想，HailStorm 將作為消費

者與企業客戶存取所屬資料的一種便捷方式，可隨時隨地透過任一種可上網的裝置，存取行事曆、電

話號碼簿、通訊錄等資料。這種功能類似 AOL 既有的服務，AOL 會員可透過個人電腦、掌上電腦或

電視機上隨選視訊盒叫出他們的私人資料。分析師認為，HailStorm 的用意是把各種應用與 Passport

認證授權服務結合起來，協助開發人員建置各種網路服務，一來可擴大微軟用戶基礎的規模並提升忠

誠度，二來可增進第三方開發商對.Net 平台的支持度。 

參閱微軟發表 HailStorm  挑戰 AOL，CNET 新聞專區，2001 年 3 月 20 日。

<http://www.zdnet.com.tw/news/hardware/0,2000085676,20000459,00.htm >(2007/6/11) 
142  詳見前揭註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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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授權制度（compusory licensing）143在一定程度上足以控制事實標準

所有人濫用智慧財產權所賦予權能之行為。強制授權制度主要實踐在專利

法，例如《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第 31 條144之規定，在

某些情況下可以未經專利權人授權而使用其專利，但必須符合法定條件145，

                                                       
143  我國專利法所稱之「特許實施」，在英美法以及一般學理上又稱為強制授權（compusory licensing）。

此種制度之目的，乃在於防止專利權人濫用其專利，並緩和專利權人所享有之獨占權利與地位，以增

進公益，促進國家社會之發展。因此，連 TRIPS 也在其原則規定中，承認各國得對智慧財產權人之權

利加以適當之限制。例如，TRIPS 第 8 條第 2 項即規定，「為防止權利人對智慧財產權之  濫用，並防

止權利人運用限制貿易或影響國際科技轉讓之實施行為，締約國可以採取適當之措施，惟其所採之措

施應與本協定之規定一致。」由此亦可得知特許實施與專利權獨佔地位間的關係。又，著作權法則採

一般名詞稱之為「強制授權」，其規定原見於著作權法第 3 節（著作財產權）第 5 款（著作利用之強

制授權）的相關規定，其類型包括翻譯之強制授權（第 67 條、68 條）以及音樂著作之強制授權（第

69 條）。但是由於翻譯的強制授權在 TRIPS 中乃係保留給開發中國家之權利，而我國卻係以已開發國

家的身分申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因此我國於 87 年修正著作權法時，已經將翻譯的強制授權規定刪

除，僅保留對音樂的強制授權規定（第 69 條至 71 條）。參閱馮震宇，論實施專利權的相關問題與其

限制，專利商品化網站，2003 年。<http://www.tipo.gov.tw/Pcm/pro_show.asp?sn=51 >(2007/6/11) 
144  TRIPS第31條為規定專利權得不經權利人授權之其他使用的基本規定，所謂「其他使用（other use）」

所指為何，於第 31 條本身並未明確規範，但由 TRIPS 條文協商之歷史及各國實施之實證結果發現，

所謂其他使用包括強制授權（compulsory licence）與政府使用（government use）兩種型態。TRIPS 第

31 條本身對於其他使用之准許要件限制相當寬鬆，但對於其他使用之使用條件則有相當限制：依據

TRIPS 第 31 條第 a 項規定，其他使用應基於個案考量，亦即不得以法規命令或一般處分之方式，對某

種技術領域或特別行業之發明專利為全面性之「其他使用」；第 b 項規定事先協商之義務（Prior 

negotiation），而此義務在「國家緊急危難（national emergency）」、「其他緊急情況（other circumstances 

of extreme urgency）」及「基於公益之非營利使用（public non‐commercial use）」等三種情況下可以免

除。參閱喬建中，TRIPS 協定與公共衛生之相關問題分析，專利商品化網站，2006 年。 

<http://www.tipo.gov.tw/Pcm/pro_show.asp?sn=210 >(2007/6/11) 
145  TRIPS 第 31 條對於其他使用之使用條件限制規定在第 c 項至第 k 項，其中與公共衛生問題有關者

係第 f 項與第 h 項，此 2 項亦為杜哈部長宣言〈杜哈部長會議於 2001 年 11 月 14 日，通過「TRIPS 協

定和公共衛生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TRIPS Agreement and Public Health）」，簡稱為杜哈部長宣言〉

第 6 段所欲排除，並責令 TRIPS 理事會據以修正 TRIPS 協定之條文。TRIPS 第 31 條第 f 項規定：「任何

其他使用應以供應授權該實施之會員國內市場需要為主」，此即”predominantly domestic use”原則。此

處用 predominantly，即指其他使用不論係強制授權或政府使用，均不限於授權該實施之會員國內市

場使用，惟其境外之使用量不能超過國內使用量。TRIPS 第 31 條第 h 項規定：「在考慮特許實施的經

濟價值下，應針對各別情況給付相當報酬予權利人。」惟在特許實施之目的在出口醫藥品以援助製藥

能力不足或無製藥能力之國家時，此處所指之「經濟價值」係指進口國或出口國？又如何避免進口國

與出口國同時對同一專利強制授權時，依本項規定均應支付補償金，造成雙重補償之不合理現象。同

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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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專利法亦有相應規定146。然而，強制授權主要針對專利權人不行使或不

充分實施專利147、利用專利進行不正當競爭等情況，其適用受嚴格限制148。 

 
    強制許可制度對事實標準所有人濫用智慧財產權權利行為之抑制效果有

限，得以應用的情形主要表現在以下兩種情形：（一）若事實標準所有人在推

廣其標準產品或技術時沒有履行訊息揭露義務，有或者是進行虛假陳述，事

實標準採納者有權基於信賴亦亦在事實標準所有人不能以合理條件給與授權

許可時，向專利主管當局申請強制授權；（二）事實標準所有人對產品兼容方

面的接口或其他設施提起侵權訴訟時，事實標準的競爭者有權根據其新進技

術之實施有賴先前專利之施行，而申請專利強制授權。可能的情況有以下兩

種149：（1）再發明專利權人與原發明專利權人協議授權不成；（2）製造方法

                                                       
146  參閱我國專利法第 78 條，特許實施之意義，乃係政府為因應國家緊急情況，或增進公益之目的，

於受理人民之申請後，根據法定程序與要件，強制專利權人同意申請人得於支付適當金額之補償後，

即可在專利專責機關的核准下實施其專利權。此外，我國專利法所規定之特許實施，並不以第 78 條

之特許實施為限，還包括第 80 條以及第 7 條和第 8 條之特許實施。事故，狹義之特許實施，似以專

利法第 78 條之特許實施係以發明專利為限，但廣義之特許實施，則可包括專利法第 80 條第 3 項，以

及第 7 條第 3 項與第 8 條第 1 項之情形。此點，可參閱專利法第 7 條第 3 項、第 8 條第 1 項、第 105

條、第 122 條等條文之規定。詳見前揭註 143。 
147  參閱行政法院 72 年判字第 359 號判決。該判決指出，按核准專利滿 4 年，無適當理由未在國內實

施或未適當實施其發明者，專利局得依關係人之請求，特許其實施，特許實施人對專利權人應予以補

償金。又專利權人以其發明全部或大部分在國外製造輸入國內者，應認為未適當實施，分別為專利法

第 67 條第 1 項、及第 68 條第 1 款所規定。本件原告於 60 年取得第 13780 號專利權後，至今多年，

仍在籌備階段，對於專利產品之製造，尚未適當實施……被告機關以被授權實施之台灣庵原公司，多

年來未在國內製造，僅完成該專利權產品籌備工作，並無實施專利權製品之實績，自應認其專利權未

適當實施，亦無適當理由，以阻卻上揭法條之適用，從而被告機關核准關係人之請求，特許其實施第

13780 號專利權，並命關係人給予原告補償金，揆諸首開法條，並無違誤。新法將舊法(民國 83 年以

前之專利法)之「核准專利滿 4 年，無適當理由未在國內實施或未適當實施其發明」等條件完全刪除，

改依 TRIPS 第 31 條規定訂定特許實施之要件。同前註。 
148  由於特許實施的諸多限制，因此從專利法 83 年修正以來，國內業者利用特許實施規定者幾乎趨近

於零，例如在 LCD 的生產技術方面，雖然經過多年的努力，但是日本業者並未同意授權我國，業者

也一直未考慮使用強制授權之規定，一直等到 87 年才獲得授權。而在 87 年專利法修正，並於 80 條

再度增加特許實施的限制後，未來特許實施的機會將會受到更進一步的限制。因此，如何透過談判以

獲得授權或是透過技術移轉自行研發的方式取得相關技術，都是業者必須嚴肅考慮的問題。又由於我

國係以外銷為導向的產業結構，因此大部分的產品均以外銷為主，若經過多方努力獲得特許實施後，

卻只能以供應國內需求為主，而不准外銷，實在無法達到經濟規模，這也是造成國內業者不熱衷申請

特許實施的原因之一。同前註。 
14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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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權人與物品專利權人協議授權不成。 
 
    首先，針對再發明專利權人與原發明專利權人協議授權不成的情況，再

發明專利權人若未經原專利權人同意，原則上不得實施原專利權人之發明（專

利法第 80 條第 1 項），惟在協議交互授權實施不成之場合，專利法乃例外的

准許再發明專利權人申請特許實施（第 80 條第 3 項）。由於根據此種理由進

行特許實施將必然會侵害到原發明專利權人之益，故 TRIPS 第 31 條第 l 款特

別規定，若後專利權人欲特許實施前專利，除需具備特許實施之原因外，後

發明所表現之技術，尚須較前發明具有顯著之進步性及實質之經濟效益才

可。因此，參酌 TRIPS 的規定，我國已經在 87 年修改專利法時，增列 80 條

第 4 項規定，明文規定若協議不成時，再發明專利權人與原發明專利權人或

製造方法發明所表現之技術，須較原發明或物品發明具相當經濟意義之重要

技術改良者，再發明或製造方法專利權人始得申請特許實施。  
 
    其次，針對製造方法專利權人與物品專利權人協議授權不成的情況，根

據我國專利法第 80 條第 2 項，製造方法專利權人依其製造方法製成之物品為

他人專利者，未經該他人同意，不得實施其發明。但製造方法專利權人與物

品專利權人得協議交互授權實施，協議不成時，則可依第 78 條第 1 項申請特

許實施（第 80 條第 3 項）。不過，若專利專責機關准許其特許實施，必然會

對原物品專利權人之權益造成影響，而與 TRIPS 第 31 條第 l 款之規定有悖，

因此，專利法 87 年修正時增加第 80 條第 4 項規定，限制製造方法專利權人

申請特許實施原發明專利時，前後發明間應具備有顯著之進步性及實質之經

濟效益之特定關係。 
 
    這裡有一爭議待解決，根據 TRIPs 第 31 條第 h 款的規定，會員國的法律

可以規定強制授權，但應根據個案情況考慮授權的經濟價值向權利人支付充

分的補償金150。因此，若對事實標準中的智慧財產權給予強制許可，該主管

當局必須確立專利權人獲得補償的授權金結構以及其計算方法。若允許專利

權人以其理想的計價標準收取權利金，則實際上就是默許事實標準所有人對

事實標準採用者拒絕專利授權，而採用專利強制授權之途徑，以獲取專利發

                                                       
150  由於專利權人根據專利法可享有之獨占權利，是故為衡平社會整體利益與專利權人之私益，世界

各國之專利法與國際公約中，都有類似之規定，並使特許實施人能避免侵害專利之責任，誠為專利權

效力之另一種限制。例如美國專利法第 208 條、209 條，英國專利法第 48 條，德國專利法第 85 條，

法國工業財產權法第 613‐11 條，日本特許法第 83 條，大陸專利法第 51 條等等，都有強制授權之明

文。此外保護工業財產權巴黎公約第 5 之 1 條第 2 項，成立世界貿易組織協定附件一所涵蓋之 TRIPS

第 8 條第 2 項、第 31 條均有類似之規定。請參閱林維新，對專利特許實施之探討，工業財產權與標

準月刊，1995 年 2 月號，頁 59 至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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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151之使用權能152。職此，充分的補償應當做多方面的思考。例如，我國在

2004 年修正前153的《專利法施行細則》第 44 條規定報酬及補償金的評估方

式包括：產業上利用價值、技術價值、商業價值、實際需要程度、專利權實

施年限及地域、曾經授權買賣之價值、替大技術的可能性等七種因素。如前

之說明，在事實標準智慧財產權的授權金方面，還要考慮到成本節省、技術

進步性以及產品兼容性等等實際情況。 

2、獨占禁止原則 

獨占禁止原則之立法意旨是藉由反對試圖提高價格、減少產量、或市場

上只存在唯一廠商而排斥競爭，或部分廠商聯合協調價格和產量等行為，以

達保護市場競爭之有效性。事實標準的提供者可能試圖壟斷市場或因獨占而

違反競爭法。儘管如此，智慧財產權作為一種法定的獨占權利，在某種程度

上智慧財產權人擁有獨占的豁免權154。在美國法中，除被告因明知故意的虛

假陳述而獲取智慧財產權利、或藉由侵權訴訟來掩飾權利人實質上企圖直接

                                                       
151  各國准許得為特許實施之標的，則僅限於屬於高度創作之發明專利，對於新型與新式樣專利則無

特許實施之適用，我國亦同。故特許實施申請人僅得就發明專利向專利專責機關申請特許實施，經專

利專責機關核定後，方得實施此種性質上屬於非專屬授權之強制授權。同前註。 
152  特許實施在性質上係屬於非專屬授權之性質，此點可由 TRIPS 第 31 條第 d 款，以及專利法第 78

條第 4 項「特許實施權，不妨礙他人就同一發明專利權再取得實施權」之規定即可得知。由於特許實

施之非專屬性，因此，得申請特許實施之人不限於一人，且專利權人在專利專責機關核定他人所申請

的特許實施之後，仍得自行實施或授權他人實施該專利。特許實施權既為非專屬授權，則根據專利法

第 88 條第 2 項，特許實施權人就無法取得專利法第 88 條第 1 項專利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所專有之

請求權（亦即損害賠償請求權、排除侵害請求權、以及防止侵害請求權），亦無法依專利法第 89 條第

2 項請求業務信譽損害之賠償。由於特許實施權人無訴訟上請求之適格與權能，因此，特許實施權之

效力仍與專利權之效力有別。同前註。 
153  2004 年專利法施行細則以有關報酬金及補償金金額之計算宜依個案具體情形認定之的理由，將之

刪除。 
154  Spectrum Sports, Inc., et al. v. Mcquillan et vir, dba Sorboturf Enterprises (Spectrum Sports v. McQuillan), 

506 U.S. 447, 456, 122 L. Ed. 2d 247, 113 S. Ct. 884 (1993)  該案法院作出的強制要求 IMS 公司授權競爭對

手使用其智慧財產權之決定。<http://www.law.cornell.edu/supct/html/91‐10.ZS.html >(2007/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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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其競爭者的商業關係外155，獨占禁止原則豁免智慧財產權人因實施其權

利所承擔之獨占責任。因此，事實標準所有人濫用其優勢地位將違反競爭法。

由於我國對獨占禁止之審查標準缺乏實務經驗，在制約事實標準所有人的智

慧財產濫用之成效仍為有限。 

3、權利濫用禁止原則 

智慧財產權權利濫用禁止原則與獨占禁止原則有不同的政策性依據。前

者主要制約智慧財產權人超出法定權利範圍的行為，儘管同一行為可能同時

購成權利濫用以與壟斷，但後者之構成要件則較嚴格。權利濫用禁止原則具

有限制智慧財產權實施過程的反競爭行為效果，儘管該原則事實上適用於範

圍相當狹窄的特定行為或智慧財產權實施特別是關於專利授權的情形，利用

其優勢地位不當地限制交易或採取不公平的交易方法等行為。 
 
    首先，被控侵權者主張權利濫用禁者無須證明其自身受到智慧財產權人

之侵害程度及範圍，因此，事實標準所有人不能利用其優勢地位阻礙市場新

進入者，後者在侵權訴訟中無庸證明其自身所受損害。其次，權利濫用禁止

原則主要基於公共利益等政策性目標。有學者指出，「公共政策指出授予獨占

權利的發明，實質上排除所有不包含在發明中的其他事務，同樣它亦禁止專

利使用在未被專利主管當局授予的非排他或有限獨占方面，否則將與授權的

公共政策相違背。」156因此，事實標準產品的使用者、採納者或是競爭者皆

可基於公益原因而對之予以制約。第三、若智慧財產權人權利濫用之行為確

立，其法律效果是智慧財產權將不具有可執行性。假若事實標準「私有協議」

                                                       
155  濫用訴權已經被公認為一項濫用智慧財產權的行為。例如在美國 In re Independent Service 

Organizations Antitrust Litigation (CSU, L.L.C. v. Xerox Corp.), 203 F.3d 1322, 1326 (Fed. Cir. 2000) ,cert. 

denied, 121 S. Ct. 1077 (2001)中，聯邦上訴法院明確表示主張藉由詐欺獲得的專利權、提起毫無理由的

專利侵權訴訟（又稱幌子訴訟）、或者專利權人將專利許可或者專利產品銷售與無專利產品的銷售掛

鉤（又稱搭售案）等行為屬於對專利權的濫用。TRIPS 也專門規定了對濫用智慧財產權、以訴訟相威

脅或者騷擾的行為的救濟措施。

<pirate.shu.edu/~jenninju/InternetLaw/11_Antitrust/XeroxISOFedCir2000.doc>(2007/6/11) 
156  對專利權濫用的法律規制，絕大多數的國家做法是以競爭法規制，而美國是從兩個層面上加以規

制的，一是專利法自身，二是競爭法。美國通過法院判例發展出  較為成熟、合理的“專利權濫用抗辯”

（Defense of Patent Misuse）原則，在專利法框架內以此作為制衡社會公共利益和專利權人個人利益

的手段。美國最高法院在 Morton Salt Co. v. G.S.Suppiger Co.（1942）一案中明確解釋：「與其他那些為

了實現公共利益而獲得排他許可的權利人一樣，如果法院發現一個專利權人是為了破壞公共利益而行

使法律賦予的上述排他權利的話，那麼這個專利權人的保護請求將不會得到法院的支持。」專利權濫

用抗辯制度正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來的，至今已有 60 多年的歷史，而它從一開始，就與美國聯邦反

壟斷法有著密切聯繫。Morton Salt Co. v. G.S.Suppiger Co., 314 U.S.488, 52 USPQ 30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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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智慧財產權條款構成權利濫用，則將導致該條款無效。 

（五）結論 

  事實標準作為市場競爭的產物，該提供者承擔市場開發風險，理論上應

獲得市場之合理報酬。事實標準之效果如同法律標準一般，在產品兼容性、

公共衛生與健康、促進競爭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其主要部分仍然表現在技

術進步方面，主要是指對智慧財產權的控制。為激勵創新，事實標準中的智

慧財產權應得到充分的保護。但如同法律標準，事實標準存在限制競爭和損

害使用者權利等問題，故利益平衡作為一項基本法律原則，要發揮在保護智

慧財產權激勵創新與保護公共利益促進社會持續發展之間協調作用，綜上所

述，該機制主要實現包括強制授權制度、反壟斷原則以及權利濫用禁者原則

等等。這有待吾人以足夠的智慧來處理。 

貳、標準制定組織之智慧財產權策略研究 

  現在經濟中標準無處不在，私人標準制定組織是產業標準的主要制定

者，而智慧財產權是私人標準制定組織面臨的主要問題。大部分標準制定組

織都有其智慧財產權策略，其所規範的智慧財產權主要是專利授權問題，在

一些軟體產業等領域，著作權亦為其主要的管理對象。在其策略制定過程中，

一般均規定智慧財產權人的資訊揭露義務，除極少數標準制定組織外，均允

許會員擁有標準所包含的智慧財產權，但一般皆要求智慧財產權人將其權利

以合理和非歧視性等原則授權給標準的使用者。 
 
    研究標準制定組織的智慧財產權策略，有助於我國企業在標準策略包圍

下提出正確執行的策略。智慧財產權是知識經濟時代財富的主要表現形式，

標準制定組織在制定標準時，不可避免地涉及智慧財產權。然而，這方面的

研究在我國仍處於起步階段，本文試圖從實證角度表示標準制定組織的智慧

財產權策略，以期引起吾人之重視。 

一、標準制定組織及其智慧財產策略地位：兩個基本前提 

    現代經濟中，標準無處不在，是因為標準化具有使社會發展的積極功能，

三種因素推動標準制定活動的增加， 即產品兼容、公共健康與衛生、全球競

爭。而標準制定是由標準制定組織擔當主要推動力，職此，本文的分析是基

於下列兩個前提： 

（一）私人標準制定組織是產業標準的主要制定者 

  標準化存在不同的組織形式，由政府或由政府主導的組織來承擔標準制

定，係傳統社會普遍作法，諸如涉及產品的消費者健康與安全等領域，它仍

然是主要的組織者，其標準具有法定約束力，是為「法定標準」。然而，伴



第二章  標準制定組織 

68 
 

隨著產品技術性和專門化的提高，產品標準及其認證工作已逐步轉向行業協

會等私人組織，其標準的主要功能在於實現產品兼容，其方法通常是私人組

織向採納該標準的所有公司公開，若該標準制定組織會員的市場佔有率達到

一定比例時，該標準就會推廣而被該行業中的其他公司所採納。 
 
  實現標準制定這種趨勢在於：網路標準的制定者由官方轉入半官方直至

私有化。私人組織中產生的標準主要實現為兩類，一類是「創設的標準」，

它一般由行業協會或組織集團所制定。一類是「形成的標準」，它產生於市

場運作之中，如果消費者非常偏愛某種產品而拒絕該產品競爭者進入，「事

實標準」便形成，它存在於網路效應特別大的市場之中。例如，微軟公司的

作業系統很明顯是一事實標準，因為沒有任何標準制定組織採納或由官方認

可，明顯是市場選擇它作為標準競爭的勝利者。 
 
  本節研究之標準係前者， 即「創設的標準」，或稱為「團體標準」（group 
standards） 157，它是標準制定組織的主要任務。一般而言，事實標準是私人

所擁有，產生於特定的市場之中；法定標準在私人競爭領域將越來越多地由

私人部門所取代，因此，私人標準制定組織是標準的主要制定者。 

（二）智慧財產權是私人標準制定組織之挑戰  

  在現代經濟生活，標準制定組織在不同的領域中制定的產品標準，有助

於保障消費者利益和促進競爭。鑒於標準所實現的經濟價值，標準制定組織

所面臨越來越多的問題係：它所建議的標準被一些公司指控包含其私有的智

慧財產權。標準制定組織如何應對，具有多重意義，闡述如下。 
 
  首先，標準制定組織決定標準制定組織所提出的標準是公開或是封閉標

準，即集體標準所包含的智慧財產權，決定能否銷售這些產品，以及市場上

所採納的標準的提供者是誰158。 
 
  其次，智慧財產權將繼續影響著標準的發展。標準是隨技術演進而發展，

標準之管理策略，尤其是智慧財產權策略和全球技術授權策略亦隨技術的發

                                                       
157  學者 Mark Lemley  提出集體標準為事實標準的替代選擇，並認為集體標準之製定模式將勝過事實

標準化之形成，因為集體標準允許製造符合標準規格的產品，以進行市場競爭。See Lemley, Mark 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 90 California Law Review 1889 (2002)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310122>(2007/6/13)；另參閱我國《標準法》（1997 年）第 3

條將 group standard  稱為「團體標準」，並定義為：「由相關協會、公會等專業團體制定或採用之標準。」

如美國材料試驗協會 ASTM 標準。 
158  同前註，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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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不斷作出調整。 
 
  第三，智慧財產權問題能決定標準制定組織會員之間創設利益分配機

制。為協調各個利益主體的立場，標準制定組織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制度安

排，減少智慧財產權人對所採納的標準的控制，確保市場不因智慧財產權人

干擾而扭曲。如制定控制智慧財產權的共有機制和共同應訴協定等規定159。 

１、網路標準制定組織智慧財產策略之例子 

    舉例而言，目前網路與網站標準制定是由兩個組織所統籌，分別為網際

網路工程工作特別小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160與全球資訊

網協會（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W3C）。從 80 年代開始，在網際網路技

術發展的前 10 年，網際網路技術不似電信技術領域，因為沒有什麼專利技術

對該領域有影響，相關的網際網路標準（包括前期的模糊標准）是開放標準。

但到網際網路技術發展的第二個 10 年，由於軟體技術、電信技術和網際網路

技術的緊密結合，使得網際網路相關標準在建立時不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專利

技術，因此迫使該等網際網路標準制定組織都不得不考慮調整政策，借鑒其

他標準制定組織的經驗，重新建立自己的智慧財產權政策161。 
 
  兩組織之前都沒有規定廠商將智慧財產送交標準設定程序時，應該開放

為免授權金（Royalty Free）使用，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一般提供標準的廠

商都有共識，這些產品必須當作免權利金使用，否則網路發展前景會非常困

難。事實上，任何協定只要成為網路基礎建設的核心，且尚未以免權利金模

式對外開放者，其智慧財產所有人得以這些協定向網路用戶索取授權金。因

此，網際網路是由一套公開、非私有化的規則運行，奠基於一項長期穩定的

                                                       
159  詳見前揭註 157。 
160  網際網路工程工作特別小組（IETF）是一個大型的開放性國際社群，會員包括對網路網路架構進

化和平順運作有興趣的網路設計者、營運商、代理商和研究人員。而且它也對所有有興趣的個人開放。

IETF 實際上的技術工作是由一個個的工作群組來達成，每個工作群組是由特定領域的主題構成，像是

路由、傳輸、安全性等。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使用郵件群組（mailing lists）來協調，並且每年定期開三

次會議。See Overview of the IETF <http://www.ietf.org/overview.html>(2007/6/13) 
161  以 IETF 為例，IETF 原來在標準化工作中對專利技術的觀點是：「儘量採用非專利技術的優秀技術，

因為 IETF 的目的是使其制定的標準廣為適用，若涉及專利權問題，標準的適用將引發專利權的授權

問題，從而影響人們採用該標準的興趣」。但現在 IETF 已經完全改變，因為部分專利技術是標準技術

方案不可或缺部分，若無該部分專利，標準方案就不完備。於是 IETF 調整政策，新的專利策略規定

於 IETF《BCP 97》文件中。See BCP 97 <http://www.rfcsearch.org/rfcview/BCP/0097.html>(2007/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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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不允許採納私有化標準162。例如 W3C 的 XML 協定工作群組章程在智

慧財產權部分有下列文字：「任何與本會通過的規格有關的智慧財產，應以免

授權金方式授權公眾使用。」 
 
  但這項君子協定並非人人都樂於遵守，過去數年來屢屢有人想打破此一

慣例163。例如 2002 年，有兩家公司，亦即 WebMethods 和 Epicentric，自稱他

們擁有的專利權涵蓋 SOAP 1.2 版標準中使用的若干技術。雖然這未必構成問

題，但兩家公司已表明，只會在「合理和無差別對待」（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RAND）的條件下，授權使用該技術。換言之，他們將保

留索取 SOAP 1.2 標準權利金的權利。該做法便是無視 IETF 所訂之規章：所

有用於 SOAP 1.2 標準的技術免交權利金即可使用。 
 
  W3C 最近卻考慮改變其策略以求標準的發展164，換言之，便是從「免權

利金」（RF）策略轉變為「合理和無差別對待」（RAND）策略。而 IETF 受

到 W3C 發展策略之影響，亦組建一個 IPR 工作小組165，以闡明他們目前關

於智慧財產權的策略，表示將來標準的制定過程中將傾向使用更多的專利技

術，該工作小組將負責解決如何充分考慮專利權、著作權權以及商標權的影

響，以開發新的標準，希望在 2003 年 1 月制頒一項關於使用專利技術及商

                                                       
162  See “XML Protocol Working Group Charter” 

<http://www.w3.org/2000/09/XML‐Protocol‐Charter.html>(2007/6/13) 
163  See “W3C close to ratifying SOAP 1.2” (Nov. 1, 2002) 

<www.infoworld.com/articles/hn/xml/02/11/01/021101hnsoap12.html>(2007/6/13) 
164  2001 年，W3C 提出較完整的 W3C 工作指南草案（W3C Patent Policy Framework），向全球徵求意見，

其中就涉及前面提及的智慧財產權策略，尤其是專利技術的揭露規則，以及專利權人向 W3C 提供願

意進行專利技術授權的聲明要求。在這之中，W3C 將專利權人承諾願意在合理和非歧視狀況下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RAND），對願意獲得技術授權一方進行授權，稱之為「RAND 授

權」。W3C 另將專利權人承諾願意在免費的狀況下（Royalty‐free），對願意獲得技術許可一方進行的授

權。2002 年初，W3C 修改過去之策略，允許在標準中加入含有專利之軟體，但只允許加入已被公開

之專利產品。這作法顯示該等標準組織已經遇上了幾個障礙，涉及到在他們的標準裡如何選擇專利產

品，或者是如何組合這些專利產品。See W3c Patent Policy Framwork, W3C Working Draft Aug.16, 2001 

<http://www.w3.org/TR/2001/WD‐patent‐policy‐20010816/>(2007/6/26);see also Lisa M. Bowman, Industry 

group hones patent standards, CNET News.com, August 2, 2002. 

<http://news.com.com/2100‐1023‐948206.html?tag=cd_mh>(2007/6/13) 
165  該工作小組是對 IETF 目前的策略上的一些局限性進行澄清，而不是要限制使用 RAND「合理和無

差別對待」技術。一般認為，RAND 收費架構對廠商較有利，因為他們可選擇是否要對使用相關智慧

財產權的內容開發商與網路使用者收費。See Description of Working Group, IETF. 

<http://www.ietf.org/html.charters/ipr‐charter.html>(2007/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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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策略。例如，IBM 和微軟公司的專利組合中就包含網路標準的 XML 和  

SOAP 技術166。然而，在 2003 年 4 月，IETF 工作小組針對改變 IETF 智慧財

產權策略，顯然沒有達成共識，因此，將不改變 IETF 之專利策略，IPR 小組

將完成有關 3 個智慧財產權策略文件，該等文件主要與 IETF 會員必須如何揭

露專利提供者有關，文件完成後 IPR 小組就解散。儘管如此，在 IETF 標準

中採用專利技術的問題還沒有結束，因為若智慧財產權擁有者不能透過向

IETF 提供技術得到利益，他們就不會提供技術。而 RAND 授權證策略對開

放原始碼軟體開發者也將產生影響，因此需要找出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167。 

（三）小結 

  智慧財產權作為標準制定組織面臨之主要問題，在於它是知識經濟時代

財富的主要實現。「在法律制度史上，智慧財產權法本身即是私權領域財產

非物質化革命的結果，是對傳統物化財產結構進行創新與變革的產物。」168在

傳統工業經濟時代，鋼鐵、汽車、電力等實體財產結構支撐起工業經濟時代

的財產權體系；在現今知識經濟時代，智慧財產權在財產權體系中日趨重要。

據一則資料表明，美國公司中以廠房、設備、地產等實體資產占整個資產的

比重約為 62 %，而現在則下降到不足 30 %。絕大多數大公司擁有大量的智

慧財產權財產。擁有大量能夠帶來資本價值的智慧財產權的公司逐漸增加，

據統計，世界 500 強中的「無形資本」市場價值，已基本等同於 25 年前這些

公司的淨帳面價值的總和169。可見，現代經濟實體的價值絕大部分來自智慧

財產權是知識經濟時代的一種必然。 
 
    在知識經濟時代，顯然「規則類知識」成為現代經濟競爭的主要優勢，

意即追逐標準的控制權，是標準制定組織面臨的主要問題。職此，我們可以

說，研究標準制定組織的智慧財產權策略具有重要意義。參照下圖170說明在

                                                       
166  SOAP、WSDL 與 UDDI 這類網路服務（Web services）協定未來將會與現今網路標準協定（如 TCP/IP

與 HTTP）一樣重要，而前者有許多專利權及智慧財產權恰巧又都握在 IBM 與微軟手上。若這些協定

成為標準之後，不管是因為公正機構的認證，或者出於「實質上」之共識，掌握這些智慧財產權的 IBM

或微軟當然可以名正言順的開徵網路稅。同時，兩家公司也無意在未來標準化之後釋出 IP 權利。網

站上的文件也顯示兩家公司目前有意保留權益以便朝「合理和無差別對待」（RAND）的授權架構前進，

而不採用免權利金的架構。See David Berlind, IBM, Microsoft patents pose dangers, (Apr. 11, 2002) ZDNet. 

<http://techupdate.zdnet.com/techupdate/stories/main/0,14179,2861123,00.html>(2007/6/13) 
167  See A Template for IETF Patent Disclosures and Licensing Declarations  （RFC 3905） 

<http://www.ietf.org/rfc/rfc3905.txt >(2007/6/13) 
168  參閱吳漢東，走向知識經濟時代的知識產權法，法律出版社，2001  年，序言。 
169  以上資料轉引自梁志文，智慧財產權法在吸引外資中的作用，電子智慧財產權，2002 年第 5 期。 
170  See The ETSI IPR Policy: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ETSI Seminar, June 2007 



第二章  標準制定組織 

72 
 

標準制定過程中，各方利益之挑戰。 
 

 
【圖 2-2】標準制定組織在標準制定過程中之利益權衡 

二、標準制定組織智慧財產權策略之分析 

（一）智慧財產權策略問題之提出 

    標準制定組織的智慧財產權規則實現它因應智慧財產權問題的對策。因

此，首先的問題是：標準制定組織是否有關於智慧財產權的一些規則或章程？

它所指的智慧財產權權主要包括哪些？其次，標準制定組織會員是否有智慧

財產權相關揭露義務？揭露的範圍又是如何？第三，標準制定組織是怎樣對

待會員的智慧財產權？它又是如何解決這些智慧財產權的授權問題？ 

（二）標準制定組織之採樣 

    上述內容構成標準制定組織智慧財產權策略的基本體系。由於有較大影

響且數量上占絕大多數的標準制定組織均有各自的智慧財產權策略，因此，

以下參閱美國學者 Mark Lemley 在《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2002）一文之舉例，僅分析其中 25 個標準制

定組織有關智慧財產權的規則和章程171，分別是：ANSI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TM Forum（ATM 論壇）、ATSC
（Advanced Television Systems Committee，美國先進電視系統委員會）、BSI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英國標準協會）、CEN（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歐洲標準化委員會）/ CENELEC（European Committee for 
Electrotechnical Standardization，歐洲電工標準化委員會）、CWTS（China 
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Association，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DMTE
（Distributed Management Task Force，分散式管理任務小組）、ETSI（European 

                                                       
171  詳見前揭註 157。此外，上述標準制定組織智慧財產權策略主要來源於網路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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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歐洲電信標準協會）、Frame Relay 
Forum （訊框傳送論壇）、HAVi（Home Audio / Video Interoperability，家庭視

訊音頻協同運作技術）、PCI-SIG（PCI Express Special Interest Group，PCI 特

殊利益團體）、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 Inc.，美國

電子電機工程師協會）、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網際網路工程

專案小組）、IS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國際標準組

織）、ITU（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國際通訊聯盟）、JEITA（Japan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ies Association，日本電子資訊技

術產業協會）、M4 IF（The MPEG-4 Industry Forum，MPEG-4 產業聯盟）、

MWIF（Mobile Wireless Internet Forum，行動無線網路論壇）、NIST（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中心）、OMG（Object 
Management Group，物件標準組織）、Open Group、RN （RosettaNet）、W3C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全球資訊網聯盟）、WAP Forum（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 Forum，無線通訊應用協定論壇）、WfM（Wired for 
Management）等等。 
 
    為避免引文的繁長，在附錄一另整理上述 25 個標準制定組織之介紹與說

明，基本上是本文在網路上檢索各標準制定組織的網頁資料。 
 
【表 2-5】標準制定組織的智慧財產權策略之比較 
標準制定

組織 
IPR 範圍 揭露義務 檢索義務 標準能否

包含 IP 
授權條款 

ANSI P 有 無 可能① RAND；審查所有不合理主

張。 

ATM 
Forum 

P；TM；C 有，但只

包括已公

佈之申請

無 能② C：RF； 
P：RAND 或明文否定 RAND

ATSC P 有 不清楚 能 P 須放棄；或 RF；或 RAND，

須書面聲明。 

BSI P 無 無 能 將權利授權使用者，英國專

利局處理術語之爭議。③ 

CEN/ 
CENELEC 

P 有 無 可能 對所有使用者採 RAND；或

取消標準 

CCSA P 有 無 能 RAND（不可撤銷）；CCSA
擁有著作權，以及在某些情

況下其他 IPR；會員可免費使

用。 

DMTF P 無 無 能 RAND 或標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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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SI P；新型、

新式樣 
有 有條件⑤ 可能⑥ RAND，及專利人拒絕授權可

能能被採納。 

Frame 
Relay 
Forum 

P 有，因不

得揭露將

導致標準

廢除。 

合理檢索 能 RAND 

HAVi P；TM；C 有 不清楚 能 固定費用（營利與非營利會

員收被不同） 

PCI-SIG P；TM 無 無 能（但要

免費授

權） 

RF 

IEEE P 有 無 能 RAND 條款須特別說明 

IETF P；C 有 無 能⑦ RAND（所有用戶、條款須特

別說明） 

ISO P；TM；C 有 無 TM、C，

但不包含

P 

專利須放棄；或要求

RAND；授予 ISO 普通著作

權授權；無 TM 規定。 

ITU P 有 無 能 RAND 

JEIFA 發 展 中 

M4IF P 有 不清楚 能 RAND（所有使用者） 

MWIF 所有 IP 有 無 能 RF 或自動 RAND 

NIST P 有 有 能 併入 ANSI 規則 

OMG 所有 IP 有 無 能 RAND 

Open 
Group  

P；C 有 依事實而

定⑧ 

能 C：RF；P：RAND 

RN P；C 無 無 不能⑨ 專利權讓給 RN 

W3C P；TM；C 有 無 能 RAND（要求而非必要） 

WAP 
Forum 

P 有，包括

部分未申

請專利⑩

無 不清楚 RAND，可能進入公共領域 

WfM P 無 無 能（但要

求免費使

用） 

RF（僅要求是”必要專利”）

【註 1】P 表專利；TM 表商標權；C 表著作權；IPR 表智慧財產權；RAND
表合理且非歧視授權；RF 表免費授權。 
【註 2】說明： 
① 只要該種方法具有技術合理性，ANSI 就允許標準中包含有專利。 
② 若建議性標準中含有專利，專利人拒絕以 RAND 授權其專利，則需要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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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來決定是否通過標準。如果標準已經發佈，問題可能更複雜，1/ 3 以上

的會員同意可以撤銷標準。 
③ 英國專利法（1977 年）第 46 條的規定。 
④ 除非特殊情況，標準才能包括專利技術。 
⑤ 除非標準制定組織決定自己檢索，其策略是要求專利所有人進行檢索。 
⑥ 若專利權人拒絕 RAND 條款，則不允許。 
⑦ 指非專利技術。專利技術只能是最佳技術且能以合理條款獲得時，專利才

允許包含在智慧財產權之內。 
⑧ 並不要求進行檢索。但是，在標準制定過程中，若沒有揭露其智慧財產權，

它就要求權利人同意，不因專利而起訴採納該標準使用者。 
⑨ 包含在標準內的所有智慧財產權都是 RosettaNet 的財產。 
⑩ 當提交的申請涉及標準的一部分時，必須通知 WAP，但只要標準中的智

慧財產權處於公共領域且不可能隨後授予專利，就不需要通知。其策略

是：一方面允許標準包含有處於公共領域的智慧財產權，另一方面卻規定

RAND 條款。 

（三）分析結果 

藉由上表比較，本文之分析如下： 

１、智慧財產權的範圍 

  智慧財產權有廣義和狹義兩種。狹義的智慧財產權是指著作權、專利權

和商標權。廣義的智慧財產權，按照《TRIPS》劃定的範圍172，主要包括著

作權、發明專利、新型專利、新式樣專利、商標權、積體電路佈局圖設計、

產地標示、營業秘密和不正當競爭等。所有標準制定組織的智慧財產權策略

都規定專利的內容，其次是商標（7 個）和著作權（9 個），但包括所有形態

智慧財產權的較少（2 個） 。 
 
  上述現象說明，在標準中，專利技術佔有重要的地位。首先，專利權相

比著作權等其他智慧財產權而言，是一種強勢保護，它具有更多的獨占權利

和市場力量，對產品影響很大。其次，在標準的發展過程中，技術的進步使

標準不斷得到充實和變化，而技術進步常常表現在專利方面，它集中技術含

量高、經濟效益好的新技術。此外，標準技術的全球技術授權，能給標準的

擁有者帶來可觀的經濟收入，因此，專利技術常常作為某些大公司標準策略

的一部分，標準制定組織智慧財產權策略的重點自然是專利。由於電腦程式

                                                       
172  See Art.8‐40, PartII:Standards concerning the availability, scope and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1994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rips_e/t_agm3_e.htm>(200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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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受著作權保護的，而在如電腦、網路等數位經濟173產業中具有重要價

值因而也受到較多規制。 

２、標準制定組織會員的智慧財產權義務 

（１）揭露義務 

  這主要實現為兩個方面，一是智慧財產權揭露義務。共有 20 家標準制定

組織明文或暗示會員對其明知的智慧財產權有義務進行揭露；有些標準制定

組織則在符合其他條件情況下，不要求會員的揭露義務，例如 PIC-SIG 和

RosettaNet 以及 Wired for Management 等，這些條件包括權利人免費授權，

或將其權利轉讓給標準制定組織後由會員免費使用。若標準制定組織的會員

在標準制定過程中不履行揭露義務，根據「禁反言原則」（estoppel）174將禁

止實施其專利權。該揭露之範圍包括認知問題和時間問題，分述如下： 
 
  「認知問題」係指標準制定組織會員對揭露客體的主觀狀態，一般的要

求「知道」，包括明知和可得而知兩種情形。在 Dell 案中175，Dell 公司在標

準的制定過程中違反誠信原則和標準制定組織的規章，沒有揭露有關專利技

術，卻在事後主張其智慧財產權的行為是一種誤導行為。在該案中，Dell 公

司之代表兩次寫下標準提案沒有侵犯其任何專利的保證。 
 
  「時間問題」係指資訊揭露是在標準制定過程中。可能規避情況是，揭

                                                       
173  所謂的數位經濟（digital economy），意旨強調對電腦化的討論與網路的溝通技巧，及上述這些因

素造成資訊和技術的流通，和所有關於電子商務和大組織的變化。現今的公共政策能不足以對這些問

題的潛在性做適當的回應。其研究議題包含：（1）隱私；（2）有關數位經濟中的創新（innovating）

問題；（3）標準、規格；（4）數位的分配（digital divide）等等。數位經濟在今天愈來愈是主要的經

濟和社會發展的方式，因此吾人更需要去了解它的運作情形，與對我等實際生活造成之影響。 
174  所謂禁反言（estoppel），牛津法律手冊《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之定義為:「一種排除一造

於法律程序中主張或證明與境遇顯示不同之事實之原則。」（The principle which precludes a party from 

alleging or proving in legal proceedings that a fact is otherwise than it appears to be from the 

Circumstance）。而其更進一步將之分為三種情形，即檔案之禁反言（estoppel of record），亦即同造於

一件由司法認定之事實，而於另案中引致；契約或行為禁反言（estoppel by deed），亦即於一契約中

所陳述之事實，經由兩造簽署，則任何一造於案件中不得否定其曾聲稱者；以及親近者之禁反言

（estoppel by pais）。舉例而言，所謂檔案之禁反言，係如專利訴訟中之「申請過程之禁反言」（file 

wrapper Estoppel）；而背叛之禁反言，最常出現在「雙方代理」。這些明顯之惡行，均可導致不得主

張，且所為之陳述形同廢話陳述（senseless statement）。禁反言原則，或許可勉強對應於本國之法律

術語之「誠信原則」。本文提到之禁反言是指第二類型的「契約或行為禁反言」。 
175  In re Dell Computer Corp.,File No.931‐0097,1995 FTC LEXIS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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露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先承諾免費使用，之後再索取權利金176。這裡涉及到

的是標準制定組織會員免費使用契約的撤銷問題。根據契約法的「信賴利益

理論」，為保障標準使用人的信賴利益，並根據前文所提之禁反言原則，撤

銷應為無效。但若標準制定組織之章程中沒有明文規定何種授權方式，而會

員是以默示方式授權免費使用時，問題便顯複雜。 

（２）資訊揭露的內容和程序 

標準制定組織會員的智慧財產權義務，另一實現在資訊揭露的內容和程

序方面。對於專利揭露而言，大多數標準制定組織只要求揭露所授權的專利；

另有數個標準制定組織還考慮到尚未核准之專利申請案，但不要求揭露它，

因其一般仍處於未公開之保密狀態。例如，ITU 便要求揭露所有的授權專利

和尚未核准之專利申請案。另有兩個標準制定組織似在兩者之間：ATM 
Forum 要求揭露已公開的專利申請，但不需要揭露未公開的專利申請，WAP 
Forum 只要求支持建議標準的會員，揭露包括未公開的專利申請案之所有情

形。 
 

為保證資訊揭露的全面性，部分標準制定組織要求從其自己的文件或更

多的文獻中檢索與智慧財產權相關的資訊，例如 FRF、Open Group 和 NIST 
等。ETSI 的要求拋棄權利。但絕大多數標準制定組織沒有這項要求，因為資

訊揭露義務的主觀要件是「明知或可得而知。 

３、標準制定組織會員的智慧財產權及其限制 

（１）針對會員擁有標準所包含的智慧財產權 

  儘管標準制定組織不鼓勵其會員擁有標準所包括的智慧財產權，但絕大

多數並沒有禁止會員擁有其智慧財產權。只有一家標準制定組織要求其會

員，將其智慧財產權轉讓給組織，而明顯禁止私人當事者享有智慧財產權。

有兩家標準制定組織認為，只要會員將其權利免費授權給其他會員，就允許

其擁有智慧財產權。實質上，這是標準制定組織保留智慧財產權，以向使用

標準的非會員收取高額費用之手段。ISO 要求會員放棄專利權，但並不包括

其他智慧財產權。ETSI 認為若其標準受制於智慧財產權時，則要考慮是否發

佈標準。ATM Forum 要求大多數會員同意包含智慧財產權的標準，當其發現

標準包含部分智慧財產權時，很容易就達成取消標準的決定。另外，幾個組

織不鼓勵擁有標準中的智慧財產權，但在例外的情況下允許。 

（２）RAND 授權條款 

                                                       
176  詳見前揭註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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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大多數標準制定組織允許其會員擁有標準中的專利權等智慧財產

權，但它一般都對使用這些智慧財產權提出要求，都對智慧財產權人進行權

利限制。這種最典型的限制是「合理和無差別對待」（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RAND）授權條款的限制。大多數標準制定組織訂有

RAND 條款（18 家）。有 3 家要求將其權利轉讓或採用免費授權方式。此外，

也有標準制定組織要求較為寬鬆，需要但並強制會員以 RAND 條款授權其權

利（3 家） 。 
 
  RAND 條款明顯是絕大多數標準制定組織的智慧財產權規則，但很少針

對 RAND 條款的含義以及授權合約爭議的解決辦法予以解釋。有些標準制定

組織規定 RAND 條款適用於所有採納該標準的使用者，而不僅是針對其成員

（2 家）。有些標準制定組織的規則中列舉「合理」的含義或解決授權合約

術語和授權費用爭端的機制（4 家）。有些標準制定組織不僅要求權利授權

是「合理的、非歧視性的」，還要求其不能構成專利權濫用。 
 
  綜上所述，儘管從抽象角度看，RAND 條款是明文規定，但在實踐中，

它的含義卻不那麼清晰。因此，解決標準制定組織中 RAND 條款的含義，是

司法實踐中迫切問題。而 RAND 條款的核心在於其授權費的確定。鑒於標準

化中專利權等智慧財產權授權費的確定很複雜，因此，吾人確定合理的授權

費時應考慮多種情形，如成本節約、技術進步、性能或兼容性的直接影響等。 

４、結論：對我國的借鑒 

  在絕大部分標準制定組織中，都有其智慧財產權策略，其所規範的智慧

財產權主要是專利，另在軟體產業等領域中，著作權也是其主要的管理對象。

在其策略制定過程中，一般均規定智慧財產權人的資訊揭露義務，除極少數

標準制定組織外，均允許會員擁有標準所包含的智慧財產權，但一般要求智

慧財產權人將其權利以合理和無差別對待原則授權給標準的使用者。 
 
  研究標準制定組織的智慧財產權策略，對我國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首先，

它有助於我國企業在標準策略包圍下應對策略的正確執行。自從 6C 集團和

3C 集團對我國 DVD 廠商收費事件以來，人們普遍關注在外國標準策略包圍

下我國企業的生存狀況。對競爭者而言，標準最終是要轉化為競爭力，而廠

商控制標準和利用標準的武器就是智慧財產權，如上述「DVD 事件」，6C
向我國企業宣佈「DVD 專利授權激勵計畫」以及隨後的一系列措施，均是在

以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含義下進行，那麼，廠商應如何應對？本文建議如下： 

（１）應積極參與標準競爭以建立競爭性的多元標準體系 

「若在一項產品上的標準有多元系統，而且標準的制定及認識又是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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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則該標準設計便可兼容各種各樣的產品，從而降低標準對創新的阻礙

作用。177」以 DVD 市場為例，關鍵是應形成自己的標準，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在該行業，九成以上的技術都具有智慧財產權，關鍵在於研發核心技術

專利。 

（２）重視對標準制定組織的智慧財產權策略分析 

若在建立多元標準無法實現的情況下，則只能主動謀求合作，充分利用

標準制定組織的智慧財產權策略。如上文所分析，標準制定組織均規定其會

員負有智慧財產權資訊揭露義務，若擁有智慧財產權的會員違反這一規定，

則不能要求授權費。此外，RAND 條款、或免費授權條款，亦為充分保障自

身利益的主要制度。 
 
然而，一般的標準制定組織之規章對組織會員與非會員的約束力不同，

所以在不具備建立自己標準的情況下，參加標準制定組織，以便尋找一個有

利的突破屬可行作法。分析標準化的智慧財產權策略，亦涉及標準所包含的

智慧財產權之分析。例如，專利的時間分佈分析、主要專利權人分析、專利

引證率分析和專利的技術領域分析，如果在智慧財產權分析中，能夠找出權

利失效或權利無效等證據，那麼將大大減少其授權費用。 

（３）在標準策略中應充分調動各種資源 

標準之爭的實質是巨大的商業利潤，標準的採用有時亦取決於非技術性

因素，包括資訊、經濟甚至是政治等因素。例如中國的 3G 標準 TD-SCDMA
標準，即是在中國政府的強硬表態後才被國際電信聯盟（ITU）最後採納的
178。其次，加強對標準制定組織智慧財產權策略的獨占審查。標準制定組織

的智慧財產權策略有可能用來限制競爭，例如在相容產品市場上，相容的一

些技術可能獲得智慧財產權保護，標準制定組織將這些技術納入標準之中，

就可能涉及獨占問題，對標準化中的限制競爭問題各國大都以「合理原則」

（rule of reason）179來分析，吾人應當運用該項原則以檢視標準制定組織的市

場支配力、標準的目的、標準的制定過程、標準實施的結果等，以確定其智

慧財產權策略是否構成獨占等不正競爭行為。 

第三節  各層級標準制定組織之運作及其著作權保護政策 
    承上一節討論之形成的標準其策略運用以及相應而生的智慧財產權問

題，本節將繼續討論另一類型的事實標準：創造的標準。本節將依標準之提

                                                       
177  參閱魯籬，標準化與反壟斷問題研究，中國法學，2003  年第 1  期。頁 178。 
178  詳見前揭註 139。 
179  針對標準制定組織所涉及的獨占等競爭問題，參閱第四章第一節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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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分層級討論，分別論述國際性標準、區域性標準以及國家級標準之制定過

程以及其著作權保護策略之運籌，以下分別針對國際標準組織（ISO）、歐洲

三大標準制定組織（包括CEN、CENELEC以及ETSI）以及英國標準學會（BSI）
之運作作論述。 

壹、國際標準組織（ISO）標準著作權保護政策的產生及發展 

一、國際標準組織（ISO）標準著作權保護策略之產生 

    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前身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izing Associations（ISA）創立於

1926 年，著重在機械工程領域。ISA 在 1946 年改組，並宣告 ISO 正式成立，

其目的是促進國際合作和工業標準的統一，總部設在日內瓦，以英語、法語

和俄語為正式語言，共 25 個國家為該組織的創始會員。 
 
    ISO 標準著作權保護歷史悠久。自 1951 年制定和出版其第一個「建議：

工業長度測量用標準參考溫度」（Recommendation:Standard Reference 
Temperature for Industrial Length Measurement）180時，ISO 就聲明其標準及 ISO
建議歸 ISO 會員所有；1972 年，ISO 決定將建議改為「國際標準」（International 
Standard），該建議將通過會員國審議，逐漸轉換為標準。這些轉換後的標準

聲明 ISO 係著作權的擁有者，且著作權使用權自動地轉移予 ISO 會員國以制

定該國國內標準，並規定 ISO 會員有義務在其國內採取一切必要措施以保護

ISO 智慧財產權；同時，ISO 開始在 ISO 標準和標準草案（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 DIS）上分別附有著作權公告181。 

（一） 創新技術對著作權策略之影響 

  伴隨新技術的發展，書面文字傳播的速度加快，著作權的問題、複製權

問題和知識產權保護的問題出現新挑戰。技術進步引導新工業的出現，也為

文件的複製和傳播提供新方法。從影印機的普及大大改變人們的工作條件，

到其後光纖技術、網際網路等新技術發展無疑大幅影響工作環境，吾人在家

裡就可以發送或接收資料、文本、聲音和圖像。這種變化向作者也向其他一

些組織例如 ISO 等標準化機構提出新的挑戰。 
 

                                                       
180  See Temperature plays a key role in controlling thermal variations of products, publised on ISO website, 

2002. <http://www.iso.org/iso/en/commcentre/news/archives/2002/iso1.html >(2007/6/12) 
181  See Tarja Koskinen‐Olsson , The right in copyright, ISO Bulletin: Bulletin 10/97: Spotlight. ISO website 

<http://isotc.iso.org/livelink/livelink.exe/4230282/copyright_info.pdf?func=doc.Fetch&nodeid=4230282> 

(200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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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技術不斷創新發展，標準的出版發行普遍採用電子技術，標準的版

式亦由紙本過度到電子檔案。ISO 中央秘書處（Central Secretariat, CS）自 1997
年 7 月 1 日起，國際標準編輯、印刷、出版和發行均採用電子形式。標準的

智慧財產權保護將自然擴大到電子版本的出版物，因為標準化工作的經費來

源182和相當大一部分收入，是依靠技術文件的銷售和著作權的使用183。參照

下圖 2-3 有關 ISO 自 1990-2000 年之技術文件銷售收入之說明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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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國際標準組織（ISO）自 1990-2000 年之技術文件銷售收入 

（二）國際標準組織（ISO）財務狀況 

在 ISO 的 158 個成員團體中，雖然發展中國家的數量占三分之二的比例
185，但是工業發達國家在會費繳納比例上，以及在技術管理上都佔有絕對的

優勢。對 ISO 而言，來自出版物和著作權方面的收入更是涉及其經濟命脈的

大事。參見以下之統計數據，以說明 ISO 之財務體系： 
 
                                                       
182  根據 2006 年 12 月 31 日之統計資料，ISO 每年花費 1.2 億瑞士法郎(CHF, 1 EUR = 1,6513 CHF on (24. 

May 2007)作為其下技術小組（Technical committees, TS）以及其分組技術小組（subcommittees, SC）之

營運費用；3,000 萬瑞士法郎作為中央秘書處之營運費用。因此，估計 ISO 每年之營運費用成本為 1.5

億瑞士法郎，相當於 9,000 萬歐元。See ISO in figures for the year 2006. ISO website 

  <http://www.iso.org/iso/en/aboutiso/isoinfigures/January2007‐p1.html> (2007/6/12) 
183  根據 2006 年 12 月 31 日之統計資料，ISO 之中央秘書處經費來源 60%是由會員繳交的會員費，其

餘 40%來自於出版物銷售以及其他服務之提供。同前註。 
184  See ISO Report, Evento COPANT Lima, 2000 
185  根據 2006年 12 月 31日之統計資料，ISO共有 158位來自各國家的標準制定單位。See ISO Members 

of 2006, ISO website   

<http://www.iso.org/iso/en/aboutiso/isomembers/MemberList.MemberSummary?MEMBERCODE=10>(20

07/6/12) 

KCHF 

紙本銷售收入 

著作權 

銷售總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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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國際標準組織（ISO）財務資料186 
                       年度 
項目 

1997 年 2006 年 

總經費 1.5 億 CHF① n/a 
ISO
收入  
      

會員費② 
對總經費之貢獻度 

1.2 億 CHF 
80% 

n/a 

出版物之銷售 
 

3,000 萬 CHF 
21.5% 

n/a 

ISO
費用 

中央秘書處（CS）營運費

用 
佔總經費之比例 

3,000 萬 CHF 
20% 

3,000 萬 CHF 
20% 

TC/ SC 營運費用③ 
佔總經費之比例 

5,475 萬 CHF 
36.5% 

1.2 億 CHF 
80% 

其他活動④ 6,525 萬 CHF 
42% 

CS 
收入 

會員費之比例 65% 60% 
出版物之銷售比例 35% 40% 

【註】說明 
① CHF 表瑞士法郎 
② 會員費收入是指由擔任技術小組（Technical Committees, TC）/ 其分組技

術小組（Subcommittees, SC）秘書處的會員國所支付。 
③ ISO 所有 TC/ SC 會議均在會員國召開，ISO 中央秘書處一般不召集 TC 會

議，而 ISO 之會議場數，在年度之平均每工作日，以 2006 年為例，共有 821
場 ISO 技術會議在 28 個國家召開，包括 TC 會議 105 場、SC 會議 272 場，

以及 444 場工作小組或特定目的小組會議。東道國要支付大量的人力財力以

主持、組織該等會議。 
④ 其他活動例如登記和分類工作所需費用。 

二、國際標準組織（ISO）標準著作權保護策略之發展 

  標準之智慧財產權保護是一個特殊的課題，除自身法律性質外，含很強

的政策性和實踐性。舉例而言，中國大陸國家新聞出版署和國家技術監督局

於 1997 年聯合發佈《標準出版管理辦法》187，規定標準只能由國務院行政部

                                                       
186  1997 年之數據來源，參閱郭力生，國際標準的知識產權保護，水利技術監督第 6 卷 1998  年第 3 

期，頁 33‐35；2006 年資料來自 ISO website 
187  為加強標準出版活動的管理,保護智慧財產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中華人民共和

國標準化法實施條例》、《出版管理條例》和國家有關出版管理規定，制定《標準出版管理辦法》。該

法規定標準必須由國務院出版行政部門批准的正式出版單位出版，所稱標準出版活動，包括標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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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批准的正式出版社出版，目的是以行政立法的手段禁止標準濫發、濫印等

違法行為。ISO（也包括 IEC）為保障占營收之三分之一之銷售收入，自 1992 
年起，開始制定一系列有關著作權方面的規章制度。目前已經發佈的文件及

其內容，分述如下 

（一）1993 年《ISO/IEC 共同著作權、文本使用權和銷售政策》 

  1992 年 ISO 與 IEC（國際電子電機委員會）共同制定適用於兩大組織

的《ISO/IEC 共同著作權、文本使用權和銷售政策》（ISO/IEC/POCOSA 
Common IEC and ISO copyright, text exploitation rights and sales policies,
《ISO/IEC POCOSA》）188商業政策，宣示各會員國有責任在其國內分發和

銷售 ISO/IEC 出版物中所應採取的保護措施。《ISO/IEC POCOSA》的原則

分別為：在世界上最大限度地傳播國際標準；國際標準的文本使用權屬於

ISO；各成員團體要保護 ISO 國際標準的著作權的完整性；各成員團體有義

務預防非法複印和（或）非法銷售現象的發生；著作權糾紛根據瑞士法律在

ISO 總部所在地解決。其特色如下： 
１、針對會員翻譯 ISO 文件之相關規定 
  若翻譯國際標準或技術文件以外的 ISO 出版物適用於內部使用者，為無

                                                                                                                                                           
物（包括紙質文本、電子文本）的出版、印製（印刷或複製）、發行，所稱標準，包括國家標準、行

業標準及地方標準。此外，規定任何單位或個人以經營為目的，以各種形式複製標準的任何部分，或

將標準的任何部分存入電子資訊網路用於傳播，或出版單位出版標準彙編時，皆必須事先征得享有專

有出版權單位的書面同意。相較之下，我國之《標準法》並無類似規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針對國家

標準資料可否逕行翻印散發之問題，在網頁上之發表：「國家標準資料歡迎使用，但標準因應產業水

準的提升，須不斷地修正，為避免誤用過期之資料，且尊重著作權法之精神，不宜逕行翻印，仍請直

接向標準檢驗局設於各地之資料室洽購，或上網購買最新版次之標準，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僅酌收

工本費。如確有需要翻印國家標準資料，應事先徵得標準檢驗局同意。」參閱 1997 年大陸《標準出

版管理辦法》<http://news3.xinhuanet.com/newmedia/2003‐05/27/content_889147.htm >(2007/7/5)；以及

標準業務：問題與回答，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http://www.bsmi.gov.tw/page/pagetype8_sub.jsp?no=14&pageno=167&type_no=1&groupid=5 

>(2007/7/5) 
188  POCOSA: the document “ISO/IEC/POCOSA Common IEC And ISO Copyright, Text Exploitation Rights And 

Sales Policies”  於 1993 年 1 月 1 日生效，會員國之義務自此而生。該文件包括多國家間著作權使用契

約之談判程序附錄（Negotiating procedures for multinational copyright exploitation agreements –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Granting ISO Copyright Exploitation Rights To An External Organization For Use In Two 

Or More Countries），該附錄於 1995 年 2 月 1 日施行。See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ISO'sIntellectual Property, ISO/GEN 9:1997, at 2 

<http://isotc.iso.org/livelink/livelink.exe/4230281/Guidelines_and_policies_for_the_protection_of_ISO_s_in

tellectual_property_ISO_GEN_09.pdf?func=doc.Fetch&nodeid=4230281>(200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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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使用；若用於銷售目的，應將淨收入百分之二十的費用上交 ISO 中央秘書

處。若翻譯國際標準和技術報告，以作為將來採納為國家標準者，為無償使

用；用於制定 ISO 標準或技術報告者，亦同；用於銷售目的的，應將淨收入

的百分之二十上交 ISO 中央秘書處。 
 
２、針對會員銷售國際標準之相關規定 
  在本國銷售 ISO 標準是會員之基本義務。ISO 須與會員協商後，才可以

指定一個第三方團體作為在該國的發行單位。ISO 中央秘書處可以直接接受

來自用戶之定單，惟前提條件是：（1）確定文件的價格；（2）將按照價格

表收取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分成給所在國的 ISO 成員；並且（3）ISO 成員團

體不反對上述直接銷售。 
 
３、針對會員複印文件之相關規定 
  ISO 允許其會員國以將國際標準採內為國家標準之目的下進行複印。若

複印是為了將國際標準使用於銷售目的者，則依下列規定收費：（1）按每頁

225 瑞士法郎收取複印費；（2）向 ISO 中央秘書處提交淨收入的百分之四十。

以銷售之目的，複印國際標準草案者，應將淨收入之百分之三十提交給 ISO
中央秘書處；以銷售之目的複印 TC/ SC 工作文件者，應將收入之百分之十提

交 ISO 中央秘書處。 
 
４、針對協力廠商複印文件之規定 
  協力廠商（third parties）應遵循的原則是：（1）須由 ISO 中央秘書處進

行談判；（2）須徵得 ISO 成員團體的同意；（3）如複雜 ISO 技術刊物、雜

誌和標準的摘要，內容不超過百分之十者，須得到 ISO 中央秘書處的同意；

（4）若超過百分之十者，須簽訂《多國著作權使用協議》（MCEA）。 
 
５、關於電子文件之規定 
  由於電子版本的國際標準的大量進入市場，POCOSA 已經於 1997 年出

版補充本，內容增加 ISO 標準電子版本的處理辦法，該文件堅持 POCOSA
的原有原則，但更加強著作權保護的具體措施。 

（二）1995 年《多國著作權使用協議》 

  《向外部組織授權使用著作權和紙本使用權，用於兩個或多個國家的規

則和程序》（Multinational Copyright Exploitation Agreement, MCEA）（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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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著作權使用協議》）189係對《ISO/IEC POCOSA》政策之補充，於 1995
年 2 月開始生效。有規作業程序之規定，該政策分為三個級別：第一級，須

通知相關會員團體；第二級，向有關會員諮詢；第三級、任命一個高級別的

談判小組。其具體程序如下： 
１、ISO 中央秘書處從協力廠商接受使用 ISO 文本的要求； 
２、該協力廠商需填寫一份徵求意見表； 
３、ISO 需與資訊及情報委員會（INFCO）190主席進行磋商； 
４、ISO 起草一份通函分發各有關會員提出意見； 
５、起草一份協議書送該協力廠商審核； 
６、ISO 中央秘書處理與該協力廠商簽署協定並賦予執行； 
７、ISO 中央秘書處與會員以五十對五十比例，提取著作權所得收入。 

（三）1996 年《ISO 智慧財產權保護指南和政策》 

  隨著電子技術的快速發展，著作權問題變得越來越複雜，為此，ISO 於  

1996 年發佈《ISO 智慧財產權保護指南和政策》（Guidelines and Polici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ISO's Intellectual Property）191，為 ISO 紙本和電子版標準著作權

保護提供指南。該指南這是由資訊及情報委員會（INFCO）市場行銷小組所

編制之文件，理事會於 1996 年批准。該指南之宗旨是為更有效地保護 ISO 的

智慧財產權，從而亦保護 ISO 會員團體的智慧財產權而制定的一系列文件。 
 
                                                       
189 《多國著作權使用協議》（MCEA）全名為Negotiating procedures for multinational copyright exploitation 

agreements –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granting ISO copyright exploitation rights to an external organization 

for use in two or more countries, in force on Feb.1, 1995 
190  資訊及情報委員會（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services, INFCO）於 2000 年已解散。2000

年，按照 ISO 理事會第 26 號決議，INFCO 於 2000 年 12 月 31 日正式解散，其工作完全轉交給 ISO 中

央秘書處（Centra1 Secretariat）［ISO/CS），其中包括 ISONET 工作。轉交後的 ISONET 工作目的及其性

質未發生任何變化，其幫助 ISO 成員國尋找 ISO 標準資訊及其他正在各國實施的成千上萬的標準資訊

的目標依然如故。2001 年 ISO 完成了對 1999 年版《國際標準分類法》的修訂，2004 年又完成了對

2001 年版的《國際標準分類法》的修訂。在 1999 年完成了《ISONET 手冊》編寫後，為了使其得到

更好的實施，2001 年 ISO/CS 又完成了對《ISONET 手冊開發資料庫指南》的編寫工作。2002 年 ISO/CS

完成了對《對內部使用 ISO 電子版標準授予版權使用權的規則》等許多檔的編制工作。ISO/CS 還在對

《WSSN 設置指南》、《ISONET 手冊》和《ISONET 指南》及 ISO 有關版權的檔進行修改，並將相繼出

臺許多相關的新政策。 
191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ISO'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O/GEN 9:1997）, approved 

under Council resolution 42/1996 

<http://isotc.iso.org/livelink/livelink.exe/fetch/2000/2122/3146825/4229629/4230270/Guidelines_and_polici

es_for_the_protection_of_ISO_s_intellectual_property_ISO_GEN_09.pdf?nodeid=4230281&vernum=0>(20

0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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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主要內容包括：（1）政策宣傳，即 ISO 的出版物是受著作權保護的

文件，並規定保護 ISO 出版物不受侵犯的方法，包括：採取浮水印、採取彩

色邊線法；（2）為處理複印情況制定明確的作業程序，包括：必須簽訂一項

複印協議；凡是複印的文件應有授權單位的蓋章；並針對違法者實行制裁。 

（四）有關 ISO 國際標準制定過程個階段工作文件之著作權保護 

  有關 ISO 標準（Internationals Standards）、最終國際標準草案（Fianl 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DIS）、國際標準草案（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 
DIS）、工作文件（Working Draft, WD）和委員會草案（Committee Draft, CD）

等標準制定各階段工作文件之著作權保護192，最先是由 INFCO 市場行銷小組

提出。提出這個建議的背景是，根據《TBT 協定》之原則，標準化工作應當

加強其透明性，使得本來處於內部制定程式中的國際標準草案不得不公佈於

眾，導致的影響係 ISO 國際標準的銷售量。另一個原因，是國際標準的制定

從準備階段，就要採用電子化工具或進入 Web 伺服器。所以 ISO 有必要制定

上述文件，以保護其創作心血。 

（五）歷年 ISO/IEC POCOSA 之補充 

  隨著資訊化的快速發展，為出版及發行 ISO/IEC 所制定的國際標準電子

版，鑑於原有的 POCOSA 政策主要針對國際標準的紙本，並無針對電子文

件作具體論述，ISO 先後數次修訂其著作權權保護政策，使之更具有實用性

和指導性。 
 
  1999 年，ISO 對 POCOSA 進行首次重大修訂，這次修訂 IEC 沒有參加。

因此修訂後的名稱改為《ISO 關於 ISO 出版物著作權、著作權使用權和銷售

的政策和程序》（ISO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for copyrigth, copyright exploitation 
rights and sales of ISO publications，《ISO POCOSA:1999》）193；2000 年，ISO 
對 1999 年版的 ISO POCOSA 進行第二次修訂，修訂內容只涉及著作權權利

金問題。2005 年，ISO 針對資訊技術（IT）在標準制修訂和傳遞中的應用，

第三次對 2000 年版進行重大修訂（簡稱《ISO POCOSA:2005》）194，它將

之前發佈的《協力廠商使用書本式 ISO 標準的著作權使用權授權指南》和

                                                       
192  Working Draft（WD）, Committee Draft（CD）, 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DIS）,  以及 Final 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FDIS）是指由 TCs, SCs, WGs 等單位所起草的紙本或電子檔草案文件，為不同標

準制定階段之文件，即準備階段、會議階段、諮詢階段以及核可階段。As defined in the ISO/IEC Directives, 

Part 1 
193  See ISO Council Resolution 11/1998 
194  See ISO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for copyright, copyright exploitation right and sales of ISO publicatios 

(ISO POCOSA 2005), ISO:GEN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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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標準電子版內部使用的著作權使用權授權規則》等文件放入附件中，

並作相應的修訂，使該文件更具有綜合性和全面性195。 
 
  在補充本中，電子版標準分為兩類：一類是可更改版式國際標準，即可

以由用戶使用Word6或SGML格式在其文字處理機或電子出版系統上進行修

改；另一類是不可更改版式國際標準，即只能用電子形式進行閱讀和複製（例

如 pdf 格式），不能對文件的資料和內容進行任何變更。 
 
  可更改式電子版國際標準，將由 ISO 及 IEC 中央秘書處提供會員，以便

採納為國家標準或使用；不可更改式電子版國際標準，則藉由會員作為發行

和銷售管道，以對最終用戶對推廣。為此目的各成員國應指定位在該國的銷

售機構，並根據需要指定這些機構的地方，設立分支機構。若跨國公司需要

電子版國際標準時，應根據 ISO/IEC 之要求，進行談判並簽署有關契約。 

（六）其他有關著作權保護之策略 

  包括：1997 年發佈之《關於通過 Internet 和其他電腦網路分發 ISO 文件

的建議》(Recommendation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SO Documents via Internet 
and Other Computer Networks)196，為會員國提供標準服務提出建議；1999 年

發佈之《協力廠商使用書本式 ISO 標準之著作權使用權授權指南》197，針對

培訓機構、公司和書商等協力廠商銷售和使用 ISO 出版物，做出著作權保護

的具體規定。2000 年發佈之《ISO 標準電子版本內部使用的著作權使用權授

權規則》198，針對內部使用 ISO 電子版標準，提出授予著作權使用權的具體

規定。 

（七）小結 

  目前 ISO 已形成以《ISO 智慧財產權保護指南和政策》、《ISO 出版物

著作權使用權和銷售的政策和程序》和《藉由 Internet 和其他電腦網路分發

                                                       
195  See Javier GARCIA DIAZ, Editing, Translation, Copyright & Distribution of Standards, 2006. 

<http://www.tse.org.tr/Turkish/ab/speaker28042006/04GARCIA%2028%20April06_editing_translation.pdf>(

2007/6/12) 
196  Recommendation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SO Documents via Internet and Other Computer Networks, 

ISO/GEN 10:1997. 

<www.iso.org/iso/en/commcentre/presentations/wkshps‐seminars/infco/infcoitsig1998/infco1998‐11.pdf 

>(2007/6/12) 
197  See ISO Council resolution 13/1998 <http://www.itscj.ipsj.or.jp/sc29/open/29view/29n24781.pdf 

>(2007/6/12) 
198  參閱劉春青、黃夏，解讀 ISO 標準版權保護政策，中國標準化，2006 年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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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文件的建議》等法律文件，建構完整的標準著作權保護政策。為使標準

著作權保護政策得到有效實施，ISO 於 1999 年發佈的《ISO 體系基本原則》

（List of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ISO System）199中規定各會員國在著作

權保護中的職責。ISO 於 2004 年發佈之《ISO 道德規範》(ISO Code of Ethics)200

再一次將標準著作權保護的原則放入其中，將標準著作權保護列入道德規範

的範疇。 

三、國際標準組織（ISO）標準著作權保護政策分析 

（一）著作權保護政策的基本原則 

  國際標準組織（ISO）標準著作權保護的基本原則係：「ISO 出版物的

著作權歸 ISO 所有，使用權授予 ISO 會員。」各會員國有權在該國國家標

準中採用 ISO 標準，但也有義務按照 ISO 標準著作權保護政策保護 ISO 出

版物。具體言之： 
１、標準著作權歸 ISO 標準組織所有 
  《ISO POCOSA: 2005》規定：「所有 ISO 出版物的使用權全部賦予 ISO。

每一 ISO 出版物都在一個適當位置，標示國際認可的著作權符號和資料。」 
 
２、會員承擔保護標準著作權之義務 
  《ISO POCOSA: 2005》指出：「ISO 每一會員應根據其本國法律採取行

動，保護 ISO 任何出版物的文本或其他內容，防止其被非法複製。」 
 
３、非商業性使用標準免費 

ISO 鼓勵廣泛地免費散布制定標準所需的工作文件，包括內部使用文本

和會員國為制定國家標準而使用國際標準文件。ISO 藉由該原則，達到鼓勵

各會員國將 ISO 標準採用為國家標準的目的。因此，凡是將標準採納為國家

標準的任何行為，「ISO 會員可以散佈和銷售 ISO 標準的國家採用版本，無

需向 ISO 或其任何其他會員支付權利金。」但若 ISO 會員銷售未被採用為國

家標準的 ISO 出版物，則要求其按照理事會確定的規則向 ISO 支付權利金或

複製費用。非商業性使用標準亦包括 ISO 會員可以免費複制 ISO 標準以供其

國家標準館收藏，且供專家制定以後的 ISO 標準之用等內容。 
 
４、商業性使用標準必須按有關規定支付權利金 

                                                       
199  See ISO Council Resolution 25/1999. 

<committees.api.org/standards/isotc28/sc6ndocs/docs/28‐6n328.pdf >(2007/6/12) 
200  See ISO Code of Ethics (2004) 

<www.iso.ch/iso/en/prods‐services/otherpubs/pdf/codeethics_2004‐en.pdf >(200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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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POCOSA: 2005》允許會員國向 ISO 體系外銷售其出版物，以確保

ISO 及其會員在財政方面有穩定的收入。但依其規定，凡是商業性複製、銷

售和翻譯出版等行為都要按照規定向 ISO 繳納權利金。ISO 在《ISO 道德規

範》指出，「每個會員應採取適當行動，防止以任何形式非法銷售 ISO 出版

物。」 

（二）著作權保護政策之評析 

１、關於 1996 年《ISO 智慧財產權保護指南和政策》 

  1996 年《ISO 智慧財產權保護指南和政策》的發佈為 ISO 出版物的著作

權保護提供政策方向，從而有助於 ISO 出版物的有效保護。該文件是由一個

核心文件和四個附件構成201。核心文件針對紙本和電子形式標準的著作權保

護做出規定。 
（１）針對紙本標準的著作權保護 
  其具體措施包括：建議在每件標準的封面和草案上注明著作權公告；要

求採用諸如浮水印、或在文件的頁面邊緣使用彩線、或其他明顯彩色標識等

措施，保護標準免受侵害；明確指出複製需遵循的程式。由於非法複印是造

成 ISO 及其會員損失財源的主要原因，因此，ISO 建議各會員採取諸如與圖

書館簽署複製協定，採用區分合法和非法影本的方法；在影本上蓋章及與圖

書館達成協議等措施保護標準著作權；針對商業交易，ISO 除利用著作權法

的規定保護其自身利益外，還積極尋求利用商務契約之約定條款以保護其出

版物著作權。 
 
（２）針對電子版標準的保護 
  電子標準具有易於傳遞、易於複製等特點，因此 ISO 對電子版標準的保

護作出如下規定，包括：簽署複製協定。協定中規定，不允許電子產品的使

用者進行商業性再銷售；簽署入網協定。鑒於電子產品還可用在諸如局域網、

都會區網路和廣域網路，因此 ISO 對在電子網路環境中使用 ISO 電子產品作

出規定；警告文件。該文件中規定，每個電子產品中要包括「Readme」文件。

這個檔中包括著作權公告全文，並提出有關複印成紙本文件之可能性和使用

條件的全部說明；保密措施。為加強對電子產品的著作權保護，ISO 提出 10

                                                       
201  四部附件分別是：ANNEX 1 – “Instructions to ISO TC and SC secretariats on Rules for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ISO standards, FDIS and DIS, and of WDs and CDs”; ANNEX 2 – “Policy concerning the 

distribution of ISO documents electronically for the preparation of standards”; ANNEX 3 – “Description of 

reproduction rights organizations”; ANNEX 4 – “Checklist of the elements forming part of any agreement 

designed for the reproductions of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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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可供保護軟體和資料庫的保密措施202。該文件中的附件 4 已被 ISO 
POCOSA 附件 3 所替代，其餘三個附件分別對 ISO 標準、WD、CD、DIS
和 FDIS 的著作權公告作出規定203；對獲取電子版檔或網絡分發的方式以及

要求複製權組織確保對受著作權保護的資料的複製進行集體著作權管理作出

規定。 

２、關於《ISO POCOSA:2005》 

  《ISO POCOSA:2005》是 ISO 主要針對商業用途之法律文件，針對 ISO
會員應實施的保護 ISO 著作權，及在著作權使用權、分發、銷售 ISO 出版物

中的責任作出明確規定。該文件包括一個核心文件和九個附件。核心文件為

ISO 中央秘書處及 ISO 會員提出標準著作權保護總政策。核心文件規定，藉

由 ISO 中央秘書處、ISO 成員、及其指定的商業發行商三個管道分發 ISO 出

版物，並規定在銷售和複製以及翻譯銷售 ISO 出版物中的責任。 
 
  《ISO POCOSA:2005》以九個附件作為補充，每個附件分別對核心文件

的規定做詳細闡述，是核心文件所參照的具體政策。九個附件分別對「受著

作權保護的出版物類型」；「ISO 關於實施數位權管理系統（DRM）以保護

ISO 出版物的政策」；「複製拷貝或電子版 ISO 標準的協定中所應包括的要

素」；「同跨國銷售發行商談判多國著作權使用協定時採用的程式」；「在

ISO 會員國銷售 ISO 出版物時 ISO 中央秘書處向 ISO 返還的費用」；「ISO
出版物提供給 ISO 會員進行商業活動的權利金和折扣」；「授予著作權使用

權供內部使用電子版 ISO 標準的規則」；「協力廠商用於內部網路分發目的

的 ISO 標準複製規定」以及「關於銷售 ISO 標準及其國家採用標準的報告」

等等內容做出具體規定204。ISO 將可更改要素放入附件中的好處係，若 ISO 需

要更新其著作權規定時，只需對附件進行修訂，核心文件則不必變動，是一

個具有穩定和彈性結構法律架構，易於理解和易於實施。《ISO POCOSA:2005》

之重要規定分述如下。 
 

                                                       
202  10  種可供保護軟體和資料庫的保密措施，即「在初始螢幕上提示醒目警告」、「在螢幕上嵌入使

用者識別標誌」、「在資料庫嵌入指紋」、「有效的產品管理系統一退貨政策」、「口令系統」、「日

期驅動的允許操作裝置和禁止操作裝置」、「門衛軟體」、「EDI  型系統」、「加密」和「Dongle‐  驗

證口令、加密等的硬體」等等。 
203  Working Draft（WD）, Committee Draft（CD）, 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DIS）,  以及 Final 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FDIS）是指由 TCs, SCs, WGs  等單位所起草的紙本或電子檔草案文件，為不同

標準制定階段之文件，即準備階段、會議階段、諮詢階段以及核可階段。As defined in the ISO/IEC 

Directives, Part 1 
204  參閱劉春青、黃夏，解讀 ISO 標準版權保護政策，中國標準化，2006 年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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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受著作權保護的 ISO 出版物，包括 ISO 標準、ISO 衍生品及成套

產品、ISO 中央秘書處產品和 ISO 期刊以及合作出版物等四類。其次，由於

數位權利管理系統（DRM）是適用於數位產品著作權保護的技術方法，亦為

數位產品在生產、傳播、銷售和使用過程中智慧財產權保護與管理的技術工

具，因此規定採用 DRM 保護其數位產品的著作權。再次，ISO 會員授予協

力廠商複製 ISO 標準時所應包括的內容，分別針對紙本及電子檔，在其簽署

的有關協議中應包括諸如支付的價格、付款條件、時效、終止日期和實施協

議所依據的法律等要素。第四、關於複製、銷售和翻譯 ISO 出版物時所應繳

納之權利金的問題，該文件規定，為向最終用戶再銷售而複製 ISO 標準，ISO
會員應向 ISO 提交 ISO 標準目錄價格之三成；為向最終用戶再銷售而複製 ISO
草案（包括 DIS、FDIS、CD 和 WD）應向 ISO 提交淨銷售收入的三成；銷

售 ISO 出版物翻譯文應向 ISO 中央秘書處提交 ISO 目錄價的兩成等等。最後，

《ISO POCOSA:2005》針對公司內部使用電子版 ISO 標準應繳納的版稅作出

具體的規定，並對計算著作權費時所應考慮的諸如用戶的數量、地點的數量

和相關 ISO 標準的數量作出規定。另外，亦針對協力廠商複製 ISO 標準供內

部使用和商業目的使用，所應支付權利金作出具體的規定。 

３、關於《藉由網際網路和其他電腦網路分發 ISO 文件的建議》 

  該建議之目的在於允許會員國為其市場需求提供服務。ISO 鼓勵各會員

國在制定標準和發佈標準中採用「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205。該文

件提出希望「標準化團體採用 ISO 提供的指南製作網頁」，該文件亦針對電

子傳遞標準和草案（即 FDIS 和 DIS）提出要求，即防止非法使用標準及其草

案；通過公共網路分發的標準要符合《ISO 智慧財產權保護指南和政策》等

規定。 

（三）小結 

  ISO 有關著作權保護規定的兩項國際性基礎係《伯恩公約》（Berne 

                                                       
205 「全球資訊網組識」（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W3C）專利政策工作小組（PPWG, Patent Policy 

Working Group）的任務，在發展保障網際網路智慧財產權等專利的機制。目前 W3C 與 ISO 或 OASIS

等標準發展組織，共同審視並擬定權利保障與管理相關標準的規格。目前已提出兩種相關政策，西元

2003 年五月的「W3C 專利政策」（W3C Patent Policy），與同年三月提出的「權利金豁免專利政策」

（Royalty‐Free Patent Policy）工作草案，W3C 專利政策適用於全球資訊網標準制定過程的管理，並明

確地鼓勵開放標準的開發。See Patent Policy Working Group Public Home Page 

<http://www.w3.org/2004/pp/>(200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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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cy and Artistic Works of 1886）206以及《世

                                                       
206  《伯恩公約》（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cy and Artistic Works of 1886）係關於保

護文學、科學和藝術作品著作權的國際公約。1886 年在瑞士伯恩簽訂，係最早產生的國際著作權公

約。18 世紀初以後，歐美各國陸續制定著作權法。隨著傳播技術的發展和文化交流的擴大，一國作

者的作品在其他多個國家被使用的情況越來越多，因此有必要在已有雙邊著作權保護的基礎上實行更

廣泛和更統一的國際保護。1878 年由法國著名作家雨果等發起成立的「國際文學藝術協會」為此進

行積極努力。1883 年，國際文學藝術協會提出一項保護文學藝術作品的國際公約的草案。1886 年在

瑞士政府主持下，由法、英等 10 個國家正式簽署，1887 年生效。《伯恩公約》代表國際著作權保護

體系的初步形成。公約歷經 5 次修訂，最新版本為 1971 年在巴黎修訂的文本。《伯恩公約》受大陸法

系影響較深。一般認為其規定較嚴密，對作者的保護程度較高。公約從結構上分本文和附件兩部分，

從內容上分實質性條款和組織管理性條款兩部分。正文共 38 條，其中前 21 條和附件為實質性條款，

本文後 17 條為組織管理性條款。《伯恩公約》主要特色是﹕以作品的創作者為保護主體﹔對作品和作

者權利規定得較詳細﹔文學藝術作品的保護期為作者有生之年加 50 年，攝影和實用藝術作品的保護

期為作品完成之日起 25 年﹔享有和行使著作權權利不需要履行任何程序；保護作者的不依賴於經濟

權利的精神權利﹔對公約生效時保護期未滿的作品給予保護，即有追溯力；允許締約國對某些條款有

保留﹔公約成員國組成伯恩聯盟，其行政工作由國際知識產權局負責；伯恩聯盟有自己的預算，締約

國須繳納會費。公約附件為關於發展中國家的特別條款，它規定：發展中國家出於教育和科學研究的

需要，可在公約規定的限制範圍內，按照公約規定的程序，授予翻譯或複製有著作權作品的強制許可。

特別條款係 1971 年修訂公約時因發展中國家強烈要求而增加的。《伯恩公約》的管理，最初由伯恩聯

盟國際局負責，後由保護知識產權聯合國際局負責，1967 年起由世界知識產權組織負責。See 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cy and Artistic Works of 1886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ip/berne/index.html>(2007/7/5) 



標準制定組織之智慧財產保護政策 
及競爭法問題探討 

93 
 

界著作權公約》（Universal Copyright Convention of 1952）207。二百多年以來，

著作權方面的法律為保護智慧財產權提供強大的支援，為創作之動力來源、

保護作者和讀者的利益、傳播人類的知識、增進各國文化和技術的交流以及

人們的相互理解、保護工業界的投資、促進標準的應用和保護標準化機構的

正常運轉起著不可缺少的重要作用。正是認識到著作權保護的如此重要性，

ISO 高層決策機構才以十分敏感的嗅覺、敏銳的洞察力、長遠的眼光和緊跟

時代的步驟制定出這一系列重要規範，對指導各成員國的工作發揮推動作用。 

貳、區域性標準：三大歐洲標準制定組織之運作及其著作權保護策略 

                                                       
207 《世界著作權公約》（Universal Copyright Convention of 1952）係關於保護文學、科學和藝術作品的

國際著作權公約之一。1952 年在瑞士的日內瓦簽訂。19 世紀末《伯恩公約》簽訂後，美國等美洲國

家於 1889 年締結《美洲國家間著作權公約》，長期獨立於《伯恩公約》外。由於美國是西方最重要的

圖書市場，《伯恩公約》會員國力圖使她參加統一的國際著作權保護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

經濟實力加強，科學技術和文化發展顯著，作品輸出增多，也希望擴大美國作品受保護的範圍以保護

其市場。但考慮到美國等國在著作權保護方面的做法難於與《伯恩公約》統一，從 1947 年，由聯合

國教科文組織出面籌備新的國際版權公約。1952 年，討論通過，成為《世界著作權公約》，包括美國

和一些《伯恩公約》成員國在內的 40 餘個國家簽屬。1955 年正式生效。《世界著作權公約》為更多

國家參加統一國際作權保護提供機會，加強國際版權保護體系。《世界著作權公約》於 1971 年在巴黎

修訂﹐該修訂本為公約最新文本。公約由正文和附件兩部分組成。本文共 21 條，前 7 條為實質性條

款；後 14 條為組織管理性條款。公約遵循國民待遇原則，例如給應保護的他國作者以同本國作者相

同的保護，以所作規定為最低保護標準。由於內容較簡短，規定原則化而不具體，因此較之《伯恩公

約》更為寬鬆和具有靈活性。《世界版權公約》受英美法系影響較多，其內容主要特點有﹕主張「充

分而有效的保護」而不強調一致性；以作者和其他版權所有者為同等保護主體﹔對作品和作者權利的

規定較籠統﹔文學藝術作品的保護期為作者有生之年加 25 年，攝影和實用美術作品的保護期為 10

年﹔規定作品獲得著作權的最低程序要求，允許成員國立法規定更多程序規定﹔無保護作者精神權利

的條款﹔不保護公約生效時已在有關國家永久進入公有領域的作品，即無追溯力，不允許成員國對公

約條款有保留﹔公約行政工作由「政府間委員會」負責。《世界版權公約》1971 年修訂時﹐在本文部

分增加關於發展中國家的特別條款，規定發展中國家出於教育和科學研究的需要，可以在公約規定的

限制範圍內，按照公約規定的程序，授予翻譯或複製有著作權作品的強制許可。附件為巴黎修訂本關

於擴大公約適應範圍的兩個議定書。公約的實施管理由聯合國教科文組織負責。See The Universal 

Copyright Convention of 1952 

<http://ipmall.info/hosted_resources/lipa/copyrights/The%20Universal%20Copyright%20Convention%20_G

eneva%20Text‐‐September.pdf>(200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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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標準化委員會（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CEN）208、

歐洲電工標準化委員會（European Committee for Electro-technical 
Standardization, CENELEC）209和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ETSI）210是法律所承認的三大歐洲標準

化組織（European Standards Organizations, ESOs）。CENELEC 主要負責電工

電子工程領域的標準化工作；ETSI 負責電信技術與工程領域的標準化工作；

其他領域的標準化工作則由 CEN 承擔。它們分別制定不同的標準，係互為補

充的三個獨立的標準化機構。截至 2006 年底，CEN 已制定超過 10,712 項歐

                                                       
208  歐洲標準化委員會（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CEN）成立於 1961 年，目的是建立歐

洲內部商品與服務市場之統一標準，並促進各領域不同於電子技術和電信業的產品和服務的一體化，

CEN 亦生產與標準化有關的產品。CEN 以提供歐盟以及歐洲共同體自願性的技術標準（EN standards) 

方式，推動自由貿易、工作安全、消費者保護、網路兼容性、環境保護、研發成果商業化以及政府採

購之目標。CEN 與私人或官方組織合作，特別是與 ISO 合作發展。參閱 CEN 之網頁介紹。

<http://www.cen.eu/cenorm/homepage.htm>(2007/6/12) 
209  歐洲電工標準化委員會（European Committee for Electro‐technical Standardization, CENELEC），依據

比利時法律設立，成立於 1973 年，負責歐洲電子設備相關之電磁干擾與電磁幅射的安規制定，並訂

定電器產品測試規範。CENELEC 與歐盟合作密切，但並非歐盟之機構。參閱 CENELCE 之網頁介紹。

<http://www.cenelec.org/Cenelec/About+CENELEC/default.htm>(2007/6/12) 
210  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ETSI），成立於 1988 年，ETSI

目前擁有 688 個會員，來自 55 個國家，其中包含了製造業者、網路業者、電信服務業者、電信管理

機構、研究機構、和一般用戶，共同參與這個組織。手機使用之 GSM 通訊標準、無線電廣播之 TETRA

通訊標準就是其成果。ETSI是經由歐盟執委會正式承認的機構，以制定歐洲的 ICT產業（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相關標準為職責。ETSI 在 2005 年之編製預算超過 2,000 萬歐元，其收入

來源包括會員費、銷售文件出版物、針對 IPv6 產品進行測試、商務契約以即其協作夥伴之贊助等等

商業活動，收入之 40%提供營運所需，其餘部分提供競爭中心以及特殊專案之使用。參閱 ETSI 之網

頁介紹；See Directive 981341 EEC <http://www.etsi.org/about_etsi/5_minutes/home.htm>(200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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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標準211（European Standard, EN）212，CENELEC 制定 5,128 項歐洲標準213，

ETSI 制定 4,097 項歐洲標準214。上述標準為歐洲的經濟發展和消除內部技術

性貿易障礙發揮重要作用。 
 

以下將分別說明歐洲地區由技術法規、歐洲標準及符合性評鑑所建構的

技術性貿易措施，以理解歐盟地區的技術法規架構；其次，再分別針對三大

歐洲標準制定組織的組織架構及其制定歐洲標準之程序，以瞭解所謂「區域

標準」之概念與運作模式；最後，針對該三組織之歐洲標準註作權保護政策

作分析，以釐清各方利益之平衡過程。 

一、歐盟的技術性貿易措施體系 

    技術法規、標準與符合性評鑑程序是世界貿易組織（WTO）《TBT 協定》

所管轄的技術性貿易措施，是任何一個經濟體在構建其技術性貿易措施體系

時不可或缺的三要素。針對貨物貿易中的不同物件，基於各經濟體不同的貿

易政策和經濟、技術發展水準，三要素的作用非並重，而是各有其側重。自

建立歐洲經濟共同體、創立歐洲單一市場始，到現在建成政治、經濟一體化

的歐洲聯盟的過程中，歐盟已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技術性貿易措施體系，其

中三要素具有協同作用的典型特徵。 
 
    在建立歐洲共同體（簡稱共同體）初期，各成員出於維護本國經濟利益

的目的，自行制定符合該國經濟利益和科技發展水準的技術法規和標準，使

得共同體內部缺乏協調一致的技術法規、標準與符合性評鑑程序，導致共同

體成員之間貿易的種種不便，阻礙單一市場的建立。為建立協調一致的技術

                                                       
211  歐洲標準（European Standard, EN）係指具有法律拘束力的技術規定，會員國有義務須將之採納並

轉換為國內法規並施行，以及修改與該標準衝突之任何國內技術規定。See CEN/CENELEC Internal 

Regulations, Part 2: Common Rules for Standards Work. 

<www.cen.eu/.../cen‐cenelec+internal+regulations+‐+part+2/4+‐+internal+and+external+relations.asp>(2007

/6/13) 
212  到 2006 年年底，CEN 制定 10,712 項歐洲標準，詳細之商用標準分類，參閱 

CEN: a success story, 2007   

<http://www.cen.eu/cenorm/aboutus/generalities/how+we+work/introduction.pdf>(2007/7/2) 
213  到 2006 年年底，CENELCE 制定的現行歐洲標準（含 EN 與 HD）共計 5,128 項。See Facts and Figures 

as of January 2007, CENELCE 

<http://www.cenelec.org/Cenelec/CENELEC+in+action/News+Centre/CENELEC+in+figures/Default.htm>(20

07/7/2) 
214  See What is ETSI?, published at the ETSI Seminar, June 2007, 

<http://www.etsi.org/about_etsi/30_minutes/home.htm>(200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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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標準與符合性評鑑程序體系，從而在共同體內部建構統一的市場，促

使貿易便捷化一直是共同體努力的方向。從 60 年代初起，共同體就開始協調

技術法規、標準及符合性評鑑的制定工作，從舊方法指令到新方法指令，輔

之以歐洲協調標準以及使符合性評鑑模式 規範化的全球方法的制定，在歐盟

內部已經初步形成較為系統、協調化、涵蓋技術法規體系、標準體系與符合

性評鑑程序體系的技術性貿易措施體系。  

（一）歐盟的技術法規體系  

在歐盟（European Union）215，歐盟執行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215  歐洲聯盟（European Union，簡稱歐盟、EU）是由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ies)  發展而來

的，是一個集政治實體和經濟實體於一身、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區域一體化組織。1991 年 12 月，

歐洲共同體首長會議通過《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又稱《歐洲聯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European）。該條約除提出歐盟的三大支柱外，並成立經濟與貨幣同盟（EMU），為發行單一貨

幣及由經濟統合邁向政治同盟的終極目標做準備。1993 年 11 月 1 日，該條約正式生效，歐盟正式誕

生。總部設在比利時首都布魯塞爾。2007 年 1 月，羅馬尼亞和保加利亞兩國加入歐盟，歐盟經歷 6

次擴大，成為一個涵蓋 27 個國家總人口超過 4.8 億、國民生產總值高達 12 萬億美元  的當今世界上

經濟實力最強、一體化程度最高的國家聯合體。See History of European Union, Europa. 

<http://europa.eu/abc/history/index_en.htm >(2007/6/10) 



標準制定組織之智慧財產保護政策 
及競爭法問題探討 

97 
 

216、歐盟理事會（European Council）217和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218

分享歐盟的立法權，而歐盟理事會享有決定性的權力。  
 
  歐盟技術法規主要是歐盟理事會和歐盟委員會依據四部基礎條約219制定

的各種規範性法律文件。概括而言，依據次要法源220或歐盟各機構立法程序

                                                       
216  歐盟執行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為歐盟的常設執行機構及行政機關，於各會員國之外獨

立運作，總部設於布魯塞爾，有歐盟條約的守護者之稱。其職權在於執行歐盟的各項條約、部長理事

會的決  策、向部長理事會和歐洲議會提出報告與立法提案、處理歐盟日常行政事務、代表歐盟進行

對外聯繫，以及進行貿易等方面的談判。<http://ec.europa.eu/index_en.htm >(2007/6/10) 
217  歐盟理事會（或稱歐洲高峰會）（European Council），由會員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長及歐盟委員

會主席組成；負責討論歐洲聯盟的內部建設、重要的對外關係及重大的國際問題。每年至少舉行兩次

會議。歐洲理事會主席由各會員國輪流擔任，任期半年。現任歐盟輪值主席國為德國，任期為 2007

年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部長理事會下的常任代表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COREPER）則負責日常的行政業務。歐盟理事會是歐盟的最高權力機構，在決策過程

中採取一致決（unanimity）。歐盟理事會為歐盟主要的常設決策機構，擁有歐盟絕大部分的立法權。

部分的立法權與與歐洲議會共同審理，部長理事會並代表歐盟進行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與國家或國

際組織締結條約。歐洲理事會雖然不是歐盟體制內的組織，亦不直接管理歐盟轄下組織的活動，但由

於出席者皆為各會員國的國家元首會議達成之宣言、結論，對於歐盟整體的發展策略具有重要的政治

意涵。<http://www.consilium.europa.eu/cms3_fo/showPage.asp?id=242&lang=EN&mode=g>(2007/6/10) 
218  自 1979 年起，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之議員由各會員國直接普選產生，為歐盟的監督、

諮詢機構，並擁有部份預算決定權，得以三分之二的支持票彈劾執委會迫其總辭。歐洲議會設於法國

斯特拉斯堡。歐洲議會議員由會員國直接普選產生，任期 5 年。現任議長來自德國，2007 年 1 月當

選。目前歐盟 25 國共有 732 位歐洲議會議員，包括歐洲人民黨團、歐洲社會黨團、歐洲自由黨團等

共六個跨國黨團成員，每個會員國所能選出的議員人數，依會員國人口多寡決定，從 5 位到 99 位不

等。歐洲議會在歐盟的對外經貿政策方面，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程度的角色，主要原因在於其擁有國際

協定締結的諮詢權和否決權。此外，歐洲議會也可以對執委會和理事會的活動提出質詢，其決議對於

歐盟對外經貿政策的影響程度也與日俱增。See Overview of European Parliament. 

<http://www.europarl.europa.eu/parliament/public.do?language=en>(2007/6/10) 
219  四部基礎條約分別是 1951 年《巴黎條約》（Treaty of Paris），設立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1957 年《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1957

年《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Euratom）（《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

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合稱 1957 年《成立歐洲共同體條約/羅馬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以及 1991 年《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又稱《歐洲聯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European）。參閱歐洲聯盟簡史。

<http://www.lib.tku.edu.tw/eudoc/euhist.shtml>(2007/6/10) 
220  歐盟的次要法源係指以主要法源為基礎所制定的法律，包括歐洲聯盟各機構的立法、法律的原則、

歐洲法院的判例、歐洲法院的解釋等。相對概念是四部基礎條約之主要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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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的政策，有五種不同的法律效果，也就是有五種不同的形式，包括：

規則 （regulation）、指令（directive）、決定（decision）、建議（recommendation）

和意見（opinion）等，正式批准的法律文件頒佈在每個工作日出刊的《歐盟

官方公報》（Official Journal, OJ）221上：  
第一層、規則（Regulations） 

規則適用於全體歐盟成員國，不須再於各成員國內進行立法，其效力優

於國內法。換言之，規則具有整體性，成員國不得立法或以行政措施改變規

則的內容或實施的方法，也不能與第三國簽訂有違規則的國際協定。規則具

有基礎條約實施細則的性質，它相當於議會通過的法令。須經歐洲議會和歐

盟理事會三讀批准後方能頒佈實行，條例公佈生效後各會員國必須執行，無

需轉化成本國立法。  
 
第二層、指令（Directives） 

指定是要求歐盟各會員國把有關立法納入共同體法律的條文，它只能對

特定會員國發佈，是對會員國具有約束力的共同體法律。指令的實施方法可

自行選擇，一般給會員國一定的期限使其轉化為國內法律，會員國在實施指

令的同時必須修訂或廢除與指令有悖的國內法律，允許成員國依照本身國內

條件來制定符合所需的法律。 
 
第三層、決定（Decisions） 

決定是有明確針對物件的有約束力的法律文件，它可針對特定會員國或

所有會員國發佈，也可以針對特定的企業或個人發佈，還可針對進口自歐盟

之外經濟體的具體產品。它與規則有類似的效力，但是適用的範圍不同。決

定具有完整的法律效力，不同的是決定僅適用於特定的成員國，而規則則適

                                                       
221  歐洲共同體出版局（The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是負責發行歐盟

公共機構和其他行政組織出版品的出版社，此單位的主要工作，運用各種方式出版和發送以不同媒體

類型呈現的歐盟出版品。該局在 1969 年正式成為一個獨立的機構。依據條文之規定，出版品的特定

書名或標題是一項法律義務，例如歐洲共同體公報（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2003

年 1 月 1 日尼斯條約生效後，此公報改名為歐洲聯盟公報），或歐洲聯盟年度報告（General 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等等。其他出版品的標題則被視為歐盟和其政策發展中不可或缺

的要素，而有些出版品的功用，主要是作為一般民眾或專業學者的資訊傳播管道。隨著歐洲聯盟的擴

大，出版品將增加新會員國和其他候選國的語言版本，2004 年 5 月 1 日第一批新會員國入盟後，歐

洲共同體出版局每天將需要發行 20 種語言版本。歐洲共同體出版局協助歐盟機構提高立法程序和政

策的透明度，讓歐盟法律和相關資訊內容的取得更為容易，其目的是要讓歐盟民眾能更瞭解歐盟。上

述資訊皆刊載於公報 C 系列（資訊和公告）。歐洲共同體出版局也會在公報中刊登公共工程或公共服

務承包契約的招標、招標前公告、得標公告等資訊，讓採購招標商能夠獲得最大的效益。

<http://publications.europa.eu/about_us/index_en.htm >(200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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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全體歐盟成員國。 
 
第四層及第五層、建議（recommendation）和意見（opinion） 

建議和意見是由歐盟各機構提出，對個別成員國沒有法律的拘束力。例

如歐洲法院提出法律見解提供成員國參考。 

（二）歐盟技術協調指令的制定類型 

  在歐盟技術法規體系中，指令（Directives）占主導地位。歐盟絕大多數

產品的技術立法都是以指令的形式發佈，只有很少部分是以規則或決定等形

式出現。歐盟技術協調指令的制定有兩種不同的方式，因此其技術協調指令

也分為兩種類型。  

１、舊方法指令（Old Approach Directives） 

  1985 年前的技術協調指令通常對產品的規格和技術要求做出詳細規定，

要求會員國完全施行。按照這種方法制定的歐盟指令，主要集中在藥物、農

藥、食品添加劑和機動車輛等領域。該立法方式，可認為「規定性技術法規」

（Prescriptive Technical Regulations)222。規定性技術法規是指確定達到特定結

果方法的一類技術法規，它確定要達到特定結果的方法，其焦點集中在達到

目標的惟一途徑。因此，規定型技術法規的最大特點是其具有方法上的確定

性。  

２、《關於技術協調與標準的新方法的決議》（New Approach Directives） 

  1985 年共同體理事會頒佈《關於技術協調與標準的新方法的決議》（New 
Approach to Technical Harmon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1985）223，建立以

新方法指令為主體的較完善的技術法規體系。新方法指令的特點是只在安

全、健康、環保等方面制定基本的、強制性的要求，達到指令目標要求的途

徑是多方面的、有選擇餘地的，而對指令要求的符合程度則由相應的符合性

評鑑程序予以判定。該立法方式，可視為「功能導向型技術法規」

（performance-based technical regulations）。功能導向型技術法規係以精確的

術語規定要達到的目標，但允許各會員國通過對實體本身進行調控，以確定

                                                       
222  APEC 根據技術法規的描述特性將其分為兩類：即規定性技術法規（Prescriptive Technical Regulations, 

which specify the means for attaining the specified outcome）和功能導向型技術法規（Performance‐Based 

Technical Regulations, which specify the desired objective in precise terms but allow the regulated entity to 

determine their own technique for achieving the outcome）。See APEC Information Notes On Good Practice 

For Technical Regulations, 2000. <http://www.jisc.go.jp/eng/apec‐asem/pdf/grp_info.pdf>(2007/6/10) 
223  《關於技術協調與標準的新方法的決議》係依據歐盟條約第 95 條之規定，可在歐洲官方公報 C

或 L 系列上找到。See New Approach to Technical Harmon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J 85/C1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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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達到結果之措施。 
 
    此後，1989 年共同體理事會通過《有觀測試、認證與符合性評鑑之全球

方法決議》（The Global Approach to Testing, Certification and Conformity 
Assessment of 1989）係對《新方法指令》補充，提供建立符合性評鑑程序的

調和措施，以符合《新方法指令》之要求，以便將產品上附加 CE 標示224。 
 
    最有名的例子係 1973 年制定的《低電壓指令》（Low Voltage Directive of 
1973, LVD）225，較《新方法指令》制定早 20 年，被認為是新方案概念的前

身。LVD 的目標為確保低電壓設備在使用時的安全性。低電壓設備的定義為

額定電壓為交流電時 50 到 1,000 伏特間，直流電時 75 到 1,500 伏特的電氣設

備。廣義而言，低電壓設備包含消費性產品及設計為在此電壓範圍內運作的

設備。包含家用電器、手工具、照明設備、電線、電纜及管線，以及配線設

備等。該指令包含此設備的所有安全規則，包括防護因機械原因造成的危險。

LVD 指定歐盟會員國必須採取適當的方法，確保在國內市場中銷售的電氣設

備不致危害人民安全，也不會危及國內動物或財產。因此必須做到：（1）設

備必須依照安全守則，以良好方式進行設計；（2）設備必須正確裝設及維護；

且（3）設備必須依設計目的使用之要求。若設備符合所有會員國認可的特定

安全規定者，亦即符合這些條款。在不影響其他形式證明下，可藉由參考規

定良好設計方式的協同標準，證明其符合性。根據《93/68/EEC 指令》，製造

廠商或歐盟內的授權代表可擬定一份符合性宣告，在產品上附加 CE 標示，

標示其符合 LVD 及相關規定。 

（三）歐盟的標準體系  

  歐盟標準體系的特點是與其技術法規緊密相連。歐盟技術法規的制定僅

限於產品在歐盟統一大市場中流通時所必須符合的保證安全、健康、消費者

保護與環境保護的基本要求，並不對符合要求的具體途徑做出強制性規定。

只有完全符合這些基本要求的產品才能在歐盟境內銷售和使用，至於如何使

產品符合指令中的基本要求的，並沒有列出具體的技術細節，而是通過發佈

「協調標準」（HS: Harmonized Standard）226的方式為製造商和進口商提供指

                                                       
224  See New Approach & Global Approach, conformity assessment,legislation& standardisation,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ec.europa.eu/enterprise/newapproach/index_en.htm >(2007/7/2) 
225  《低電壓指令》全名為 COUNCIL DIRECTIVE 73/23/EEC of 19 February 1973 on the harmonization of the 

laws of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Electrical Equipment designed for use within certain voltage limits。其歐

盟指令的編號已從 73/23/EEC，改為 2006/95EC。See Electrical Safety: Low Voltage Directive (LVD),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ec.europa.eu/enterprise/electr_equipment/lv/index.htm >(2007/7/2) 
226  協調標準具有「據此推斷符合基本要求」的地位，是製造商證明產品符合指令要求的一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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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歐盟委員會授權區域標準化組織，包含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歐

洲電工標準化委員會（CENELEC）和歐洲電信標準學會（ETSI）等三組織

擔任技術標準的制定工作。歐盟指定領域的協調標準之起草，通常由這三個

歐洲標準化組織完成，它們為歐盟會員國及其統一市場的貿易利益提供技術

支援。  
 
  目前，依據新方法指令的基本要求制定的協調標準（HS）達 2,000 餘項，

OJ 不定期地公佈與相關指令相適應的協調標準。然而，這些協調標準在新方

法指令中仍然保留其自願採用的性質，它為製造業實施新方法指令提供更多

的選擇機會。但是，指令往往又賦予協調標準特殊的地位，也就是凡符合協

調標準的產品，就可被推定為符合指令的基本要求，為歐盟以功能導向型為

主的技術法規的有效實施搭建平臺。藉由協調標準，歐盟技術法規達到其既

定目標。這種符合性推斷，使得歐盟各會員國的製造商和擬向歐盟出口產品

的其他國家的生產商採用歐洲協調標準，以達歐盟相關指令之要求。以

CENELEC 制定的歐洲標準為例，協調標準（HS）便有逐年增加的趨勢227， 
 
【表 2-4】歷年歐洲電工標準化委員會（CENCLEC）制定歐洲標準類型比例 
年度 2001 2002 2004 2005 2006 
歐洲標準總計 4,004 4,377 4,951 5,127 5,128 
歐洲標準（EN） 3,184 3,945 4,580 4,766 4,804 
協調標準（HD） n/a 432 371 261 234 
現行且經協調之標準（HS） 
% 

820 
20.5% 

857 
19.6% 

1,494 
30.1% 

1,543 
30.1% 

1,431 
27.9% 

（四）歐盟的符合性評鑑體系  

  為使其技術法規得到有效的實施，共同體理事會於 1989 年通過《關於符

合性評鑑全球方法的決議》（90/C10/01）228，該決議提出符合性評鑑的總體

政策和基本框架，規定在技術協調指令中採用的符合性評鑑程序，用以確定

產品對技術法規和協調標準要求的符合性，保證並提高市場產品品質。1993
年共同體理事會又通過《關於符合性評鑑程序各階段的模式和 CE 合格標誌

                                                       
227  See Facts and Figures of 2002,2003,2005, 2006CENELEC 

<http://www.cenelec.org/Cenelec/CENELEC+in+action/News+Centre/CENELEC+in+figures/Default.htm>(20

07/7/2) 
228 《關於符合性評鑑全球方法的決議》（Council Resolution On The Global Approach To Certification And 

Testing）（OJ 90/C10/01）

<forum.europa.eu.int/irc/enterprise/tcam/info/data/guide_to_the_implementation_of_directives/chapter_

1.doc >(200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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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貼附及其使用規則的決定》（93/465/EEC）229，該決定對《關於符合性評

鑑全球方法決議》進行補充，規定新方法指令將要使用的符合性評鑑的指導

原則和具體程序，同時還對加貼和使用 CE 標誌的規則做出規定。  
 
  歐盟的符合性評鑑程序細分為 8 種基本模式和 8 種衍生模式。這些模式

依據產品生產的不同階段（例如設計、定型、完全生產等）、有關評定的類

型（例如文檔審查、型式批准、品質保證等）和承擔評定的主體（製造商或

指定機構）而有所不同。依據這些模式，符合性評鑑活動以第一方（製造商）

或者協力廠商（歐盟認可的符合性評鑑機構，因在 OJ 上向各成員通報其名錄

而被稱為 NB 機構（notified body）為基礎進行。  
 
  歐盟在每一項新方法指令中都規定對所涵蓋產品的符合性評鑑程序，並

依據產品的危險程度，要求採用不同的符合性評鑑方法。指令中提供的符合

性評鑑模式為製造商提供一定的選擇空間。NB 機構依據每個相關指令中規

定的符合性評鑑程序進行符合性評鑑，以保證產品投放市場前符合該指令的

基本要求。  

二、歐盟技術性貿易措施體系中三要素的關係  

（一）三要素的主要區別  

  歐盟技術性貿易措施體系中三要素：技術法規、標者以及符合性評鑑的

區別可由以下七觀點檢視： 

１、制定主體 

  「技術法規」是由立法機構、政府部門或其授權的其他機構制定。歐盟

的技術法規，是由歐盟理事會和歐盟委員會依據基礎條約授權而制定的各種

規範性法律文件。「標準」是由非政府部門的標準機構制定。歐盟的標準是

由 CEN 和 CENELEC 等歐洲標準化組織制定的技術文件。「符合性評鑑程序」

是評判產品是否符合技術法規和標準要求的程序文件，一方面評定產品對標

準之符合性，另一方面評定對技術法規之符合性。對技術法規符合性評鑑程

序的制定部門，往往與技術法規的制定部門具有相同的層次。在歐盟及其各

成員制定的技術法規中往往既規定對產品的要求，又規定產品如何符合這些

要求，成為技術法規與符合性評鑑程序的混合體，歐盟的新方法指令就是這

                                                       
229 《關於符合性評鑑程序各階段的模式和 CE 合格標誌的貼附及其使用規則的決定》（Council Decision 

93/465/EEC Of 22 July 1993 Concerning The Modules For The Various Phases Of The Conformity Assessment 

Procedures And The Rules For The Affixing And Use Of The CE Conformity Marking） 

<http://europa.eu/scadplus/leg/en/lvb/l21013.htm >(200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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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因此，歐盟在新方法指令中的符合性評鑑程序亦由歐盟理事會制定。  

２、強制性與自願性 

  技術法規和標準在法律效力上不同，技術法規是強制執行，而標準則是

自願遵守，這是兩者的本質區別。技術法規是規定強制執行的法律、法規或

其他形式的文件，技術法規管轄範圍內的產品都必須符合技術法規的相關要

求。歐盟的技術法規主要以歐盟委員會和歐盟理事會頒佈的指令形式出現。

相對地，標準是自願遵守的技術文件，標準管轄範圍內的產品供生產企業自

願執行該產品的相關要求。根據歐盟《98/34/EC 號指令》230中的定義，歐洲

標準（European standard）是「歐洲標準化組織為滿足非強制性重複或持續運

用目的而採用的技術規範」231，說明歐洲標準的自願性質。 
   
  另外，符合性評鑑係依據符合性評鑑程序進行的符合性評定活動。符合

性評鑑程序的功能是，確定產品是否符合技術法規或標準相應要求的操作程

序，既可是強制性，亦可為自願性，這取決於其所評定的物件和技術法規及

標準中對相應物件的要求。符合性評鑑程序以技術法規形式出現的就是強制

性，例如強制性產品認證；以標準形式出現的就是自願性，例如標準化的檢

驗測試方法。合格標誌則是產品對技術法規和標準要求的符合性證明。  

３、呈現形式  

技術法規是有法律約束力的強制性技術文件的總稱，具有多種表現形

式。在歐盟的技術法規體系中既包括歐盟層次的法律、規則、指令、決定等，

也包括歐盟各會員國的技術法規。標準係提供反復使用的非強制性技術文

件。在歐盟包括歐洲標準、新方法指令中的協調標準，也包括歐盟各會員國

的國家標準，以及其他歐盟內標準機構制定的標準。歐盟在其新方法指令中

的符合性評鑑程序表現為符合性評鑑的 8 種基本模式和 8 種衍生模式以及它

們的組合。 

４、約束範圍  

                                                       
230  該指令之全名為“Directive 98/34/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June 1998.” 

（OJ No L 217, 5.8.1998, p.18）

<ec.europa.eu/enterprise/standards_policy/vademecum/doc/98_34_ec_consolidated_version.pdf 

>(2007/6/10) 
231  Directive 98/34/EC Art.1（6）對標準之定義為” standard: a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approved by a 

recognised standardisation body for repeated or continuous application, with which compliance is not 

compulsory and which is one of the following:”…”European standard: a standard adopted by a European 

standardisation body and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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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法規和標準都是對產品的特性、加工過程和生產方法進行約束，也

可對術語、符號、包裝、標誌或標籤進行約束。但與標準相比，技術法規除

上述約束之外還對適用的管理規定進行約束。技術法規和標準規定對產品的

要求，而符合性評鑑程序則規定如何確定產品符合這種要求。符合性評鑑程

序是對檢查產品是否符合技術法規和標準的具體操作方法進行約束。  

５、對貿易的影響 

技術法規、標準與符合性評鑑程序對國際貿易的影響程度不同。與標準

相比，技術法規以及強制性符合性評鑑程序由於其具有強制性和法律約束

力，使其對國際貿易的影響更大、更直接，是最重要的技術性貿易措施。舉

例而言，未通過強制性符合性評鑑的進口產品不得入境；不符合技術法規要

求的產品禁止在市場上銷售；而與標準不一致的產品則允許在市場上銷售，

只是由於與當地的標準不符，可能影響其在市場中佔據的銷售份額。  

６、透明度要求  

WTO《TBT 協定》對技術法規與符合性評鑑程序的透明度要求相同，而

對標準的透明度要求有所不同。擬議中的技術法規與符合性評鑑程序需在其

正式批准與實施前向 WTO 秘書處通報；而對於標準，《TBT 協定》只是要

求標準化機構應至少每 6 個月公佈一次工作計畫，包括其名稱和地址、正在

制定的標準及前一時期已採納的標準。 為履行《TBT 協定》的透明度義務，

設在歐盟執委會「企業及產業總署」（DG Enterprise and Industry）232的「歐盟

-TBT 查詢單位」（EC-TBT Enquiry Point)233負責向 WTO 秘書處通報歐盟境

內的技術法規草案與符合性評鑑程序草案的基本情況；而歐洲標準化組織負

責向 ISO/IEC 資訊中心（ISO/IEC Information Centre)234通報歐洲標準的制、

                                                       
232  歐盟執委會「企業及產業總署」（European Commission's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Enterprise and 

Industry) <http://ec.europa.eu/enterprise/index_en.htm >（2007/6/10) 
233  透明化的要求為《TBT 協定》中相當重視的問題。《TBT 協定》要求各會員國將已經通過的技術規

章公佈，並使公眾得以獲得其內容，以便利害關係人及其他會員國得以熟習，會員國並且設置一定詢

問站（enquiry point），供他國出口商查詢。此外，除有緊急情況之外，會員國應在技術規章公告後與

生效前，設定合理的緩衝期間，使他國的產品製造者得以及時調整產品或生產方法，以符合新設立之

技術規章。  

  <http://ec.europa.eu/enterprise/tbt/index.cfm?fuseaction=mailing.infoMailing&dspLang=EN>(2007/6/10) 
234  ISO/IEC 資訊中心（ISO/IEC Information Centre）係由 ISO 以及 IEC 共同經營的單位，主要提供相關

人是有關標準化、標準以及相關等資訊。<http://www.standardsinfo.net/>(200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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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工作計畫235。 

７、可協調性  

標準具有相對統一、固定的特性，理論上具有協調可能性，實踐上也能

達到一定程度的一致，例如歐洲協調標準、國際標準化機構和區域標準化機

構的標準都是在協調一致的基礎上產生。而技術法規缺乏這種統一的、固定

的特性，常常因國家與文化特性的差異而不同，而且涉及國家主權問題，因

而是不可協調的。符合性評鑑程序亦因國家與文化特徵的不同而存在差異，

這種差異是不可協調的。然而，《TBT 協定》鼓勵各成員之間通過簽署相互

承認協定（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 MRA）承認對方的符合性評鑑程序

結果，以避免重複檢驗，從實際意義觀之，對於雙方的符合性評鑑程序具有

協調作用。 
 
例如，歐盟執委會貿易總署（DG Trade）於 2006 年 2 月 13 日首度發行

《歐盟與第三國簽署之相互承認協定》簡訊（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 
Newsletter n°1）236，敘明歐盟先後與美國、加拿大、日本、瑞士、澳洲、紐

西蘭等 6 個國家簽署之 MRA、與以色列簽署之《化學品優良實驗室規範協定》

（the Agreement on Chemical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with Israel）、以及與美

國簽署之《船用設備協定》（the Agreement with the US on Marine Equipment）
等，另敘及歐盟與其睦鄰政策國家有關《工業產品符合性評鑑相互承認協定》

（Agreements on Conformity Assessment and Acceptance of Industrial 
Products）。 

（二）三要素的主要聯繫  

  歐盟技術性貿易措施體系中三要素：技術法規、標者以及符合性評鑑的

                                                       
235  「茲同意依設立世界貿易組織協定附件  1A  之《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成立

之技術性貿易障礙委員會，應依前開協定之規定，於不影響有關諮商及爭端處理規定之情況下，針對

國際標準組織與國際電子電機委員會（ISO/IEC）資訊中心之出版品每年至少檢討一次（此出版品係依

前開協定附件  3「標準之準備、採行及適用作業規範」所發行），  俾能提供機會供會員討論該作業規

範之運作情況。為有助於前開討論，秘書處應提供名冊列舉各會員業已採行作業規範之標準化機構，

及並提供名冊列舉自前次檢討後採行或放棄該作業規範之標準化機構。秘書處於收到 ISO/IEC 資訊中

心之通知後，應立即將副本轉達各會員。」參閱技術性貿易障礙委員會相關資訊 ，國際貿易局，2002

年。

<http://wwwdoc.trade.gov.tw/BOFT/web/report_detail.jsp?data_base_id=DB008&category_id=CAT1090&r

eport_id=601>(2007/6/10) 
236  《歐盟與第三國簽署之相互承認協定》簡訊（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 Newsletter n°1）之全

文可參閱以下<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november/tradoc_127482.pdf >(2007/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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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可由以下三觀點檢視： 

１、內容上的相關性  

  技術性貿易措施體系的三要素以產品為基礎聯繫在一起。就內容而言，

技術法規和標準二者都是對產品的特性、過程和生產方法做的規定，也可包

括術語、符號、包裝、標誌或標籤要求。而符合性評鑑程序的內容包括抽樣、

檢測和檢驗程序；符合性的評價、驗證和保證程序；註冊、認可和批准程序

以及它們的組合。但是，符合性評鑑程序的實施是有針對性，在實施符合性

評鑑的過程中，必然與技術法規和標準的具體內容發生直接的聯繫。 

２、措施制定的原因 

  制定措施如果是出於相同的理由，即出於安全、健康或環保等原因，則

《WTO/TBT 協定》規定，WTO 各成員有權針對產品，制定強制性的技術法

規或自願性的標準，以及確定是否符合這些技術法規和標準的符合性評鑑程

序。《TBT 協定》鼓勵各成員使用國際標準作為技術法規的基礎，亦鼓勵使

用國際標準作為符合性評鑑程序的基礎。因此，國際標準是制定技術法規與

符合性評鑑程序等技術性貿易措施的技術基礎。 

３、措施的作用  

  技術法規、標準與符合性評鑑程序都是技術性貿易措施的一種形式，技

術性貿易措施具有推動經濟發展、加速科技成果轉化成現實生產力、提升產

業技術水準、保證產品品質、保護環境和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等積極作用，但

當其被用作國際貿易中的保護主義工具時，則對貿易產生壁壘作用。出於保

護國內市場和產業利益的目的，上述技術性貿易措施有時會變成不合理的貿

易壁壘的工具，例如歧視性技術法規、過於苛刻的標準、過於煩瑣的符合性

評鑑程序等，都會給國際貿易帶來不必要的障礙。 

（三）小結 

  從歐盟之分析可以看出，在一個有效的技術性貿易措施體系中，技術法

規、標準與符合性評鑑程序三要素相互關聯，協同構成一個綜合、立體的技

術性貿易措施體系。但是，WTO 各成員由於經濟技術發展水準的不平衡，政

治、歷史、文化傳承方面的差異，很多成員尚未形成完整的技術性貿易措施

體系，或是在構建的過程中沒有達到各要素的相互配合、協調發展。而歐盟

的技術法規體系以其結構上的完整性、發展上的成熟性、各要素間的協調性

等特徵，為 WTO 各成員構建自己的技術性貿易措施體系，帶來良好示範作

用。 

三、三大歐洲標準制定組織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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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洲標準之概念 

  為滿足社會經濟發展之需求，歐盟各會員國均制定有各自的國家標準，

從而使產品在進入不同國家時，增加適應不同標準的費用，降低產品競爭力。

為建立和維護統一大市場的利益，1990 年 8 月，共同體執委會發佈《關於發

展歐洲標準化的綠皮書》（Commission Green Paper on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Standardization） 237，宣示將制定保障人體健康、人身安全、環境保

護和消費者利益的歐洲標準（European Standard (EN) 或 Harmonization 
Document (HD) for CENELEC)）238，以協調統一各會員國的國家標準。執委

會要求，每項歐洲標準正式發佈後，各會員國必須在 6 個月內，對該內容和

結構不做任何改動地採納為國家標準，並撤銷與該標準相抵觸的國家標準。 
 
  在制定歐洲標準的過程中，當無法避免需要變更歐洲標準時，得採用國

家偏差（National Deviation 或 A-deviation）239的形式調整。每項協調文件必

須在國家階層採用，或採用為國家標準，或向公眾通告協調文件的編號和標

題。無論採用何者，各會員國必須撤銷與此協調文件相抵觸之既有標準。換

言之，針對 CENELEC 之協調標準（HD），即便是符合《新方式指令》，但

在歐盟會員國領域亦不容許 A-deviation 的調整形式；但在非歐盟會員國領

域，A-deviation 形式的國家標準基本上是有效存在，直到另有其它立法將之

撤銷。相對地，針對歐洲標準（EN），不論是否符合指令之規定，A-deviation
形式的國家標準基本上是有效存在，直到另有其它立法將之撤銷240。 
 

                                                       
237  See Commission Green Paper on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Standardization: Action for Faster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in Europe. COM (90) 456 final, 8 October 1990   
238  CENELEC 所發佈之歐洲標準包括歐洲標準（EN:European Standard）與協調標準（HD: Harmonized 

Document）兩種。區分上，前者（HD）要求會員國必須全盤接受，逐字地轉化為該國之國家標準；

而後者（HD）即是依據《新方法指令》規定，只需針對技術內容部分轉化為該國之國家標準，因此

在不同國家間規範密度將有差異。See Primer on Standards, CENELEC publication of 2002, pp21‐23 

<http://www.cenelec.org/Cenelec/CENELEC+in+action/News+Centre/Primer+on+standards/Default.htm>(2

007/7/2) 
239. A‐deviation:” national deviation from an EN (and HD for CENELEC) due to regulations the alteration of 

which is for the time being outside the competence of the CEN/CENELEC national member.” See   

3.14.5 of Internal Regulations, Part 3:Rules for the structure and drafting of CEN/CENELEC Publications 

(ISO/IEC Directives – Part 2, modified), 2006 

<http://www.cen.eu/boss/supporting/reference+documents/2006cencenelecirp3defcorrected.pdf>(2007/7/

2) ” 
240  詳見前揭註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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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兩種形式外，在技術發展迅速或急需標準的領域，亦可以制定暫

行標準（B-deviation）241。各會員國對暫行標準同樣應採用為國家標準，但

在暫行標準轉化為正式標準之前，各會員國可以暫時保留與其相抵觸的標

準，而不必撤銷。 
 
  目前，歐洲統一標準在歐盟各會員國國家標準中所占比例已高達 80%以

上242。儘管歐洲統一標準雖然提高歐盟內部貿易的自由化程度，但對歐盟地

區以外的國家而言，顯然是擴大技術性貿易壁壘的範圍。 
 
  統一的歐洲標準不屬於立法範疇。依據共同體《83/189/EEC 號指令》243，

歐洲統一標準的制定工作主要係由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歐洲電工標

準化委員會（CENELEC）和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三個標準化組織負

責完成，以下將分別介紹該三組織之組織架構及各系統內之歐洲標準制定過

程。 

（二）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 

  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在 1961 年成立於法國巴黎，其宗旨是促進會

員國之間的標準化合作，制定歐洲統一標準，實施符合性評鑑制度，消除技

術性貿易壁壘。 

１、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組織架構 

  CEN 的組織體系由全體大會（General Assembly）、行政管理局

（Administrative Board）、技術管理局（Technical Board）、對外政策諮詢委

                                                       
241  Id. B‐Deviation:” national deviation from an HD due to particular technical requirements, permitted for a 

specified transitional period” See 3.14.6 of Internal Regulations, Part 3:Rules for the structure and drafting of 

CEN/CENELEC Publications (ISO/IEC Directives – Part 2, modified), 2006 
242  See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SI website 

<http://www.standardslearn.org/lessons.aspx?key=43>(2007/7/2) 
243  為便於證明符合保護要求，以建立歐共體擁有協調標準（harmonized standards），即只要產品符合

協調標準，即可視為符合相應的保護要求，又鑒於該等歐洲標準係由民間團體所制定，且屬無約束性

條款，因此，歐洲共同體執行委員會、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和歐洲電工標準化委員會（CENELEC）

於 1984 年 11 月簽署一般合作指令，以正式承認 CEN 或 CENELEC 為各該指令所屬範圍內制定協調標

準之權力機構。根據 1983 年《83/189/EEC 指令》（修訂版本為《88/182/EEC 指令》）中的「提供有關技

術標準和規範方面的資訊的規定」的條款，並遵照上述的一般合作指南，就各該指令而言，一項歐洲

標準（或協調標準）就是一份被 CEN（或 CENELCE）採用的技術規範。See 83/189/EEC: Council Directive 

of 28 March 1983 laying down a procedure for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OJ L 43, 15.2.1989, p. 56–56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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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r External Policy）、財務諮詢委員會

（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r Financial Affairs）等機構組成。全體大會負責財

務預算、會員管理以及部門管理人員的任命；行政管理局係全體大會的執行

機構，指導 CEN 運作，籌備預算並處理會員申請；技術管理局負責標準化專

案的全面管理，督促技術委員會等的標準化工作進程；技術委員會則負責具

體標準的制定和修訂工作，各技術委員會的秘書處工作由 CEN 各會員國分別

承擔244。參見下圖 2-4 以理解 CEN 之組織架構。 

 
【圖 2-4】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組織架構圖及標準制定流程 

２、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制定歐洲標準之程序 

  CEN 制定歐洲標準的一般程序說明如下： 
（1）提出需求 

制定標準的需求有兩種來源途徑：一是正式成員提出建議，二是歐洲執

                                                       
244  See The CEN Structure, CEN website   

<http://www.cen.eu/cenorm/aboutus/structure+/index.asp>(20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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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或歐洲自由貿易協會（European Fair Trade Association, EFTA）245秘書處

（EFTA Secretariat）246向 CEN 下達委託書，提出制定標準的要求 
（2）確定專案：由技術管理局確定標準化專案。 
（3）制定草案（drafting） 

制定方式有三種：一是直接採用現有標準，例如國際標準組織（ISO）制

定的國際標準；二是根據《維也納協定》（Agreement on techn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ISO and CEN, Vienna Agreement of 1991）247，在某一領域還沒有國際

標準時，向 ISO 提出制定標準的計畫，並與 ISO 展開技術合作，使歐洲標準

盡可能成為國際標準，以擁有更廣闊的市場248；三是設立新的技術委員會，

負責完成標準草案的制定工作。草案制定完成後，由技術委員會秘書處將其

轉交技術管理局，為標準編號，該文件稱為標準草案（prEN: draft European 
Standard 或 prHD: draft Harmonization Document）。CEN 與 ISO 合作之標準

制定模式及程序，參見下圖 2-5 之說明。 
（4）徵詢意見（draft ready for inquiry） 

標準草案須經過各會員國的公開評論，評論時間持續 5 個月。評論結束

後，技術委員會將評論意見集中收集，並對原標準草案進行修改（draft ready 
for vote），形成最終草案（FprEN: Draft European Standard for Formal Vote）。 
（5）正式投票（vote） 

最終草案送交 CEN 正式成員進行投票。自 2004 年 1 月 1 日起，CEN 和

CENELEC 實行新的加權投票制度（weighted voting）。根據國家的大小和經

濟實力，各會員國享有不同數額的票數。以 2007 年為例，CEN 有 30 個正式

成員，其中，德國、法國、英國、義大利 4 國各擁有 29 票；西班牙和波蘭為

                                                       
245  「歐洲自由貿易協會」（European Fair Trade Association, EFTA）成立於 1960 年，目前會員國雖僅剩

挪威、冰島、列支登斯敦及瑞士 4 國，惟其以整體組織之身分推動與全球各地區簽署雙邊自由貿易協

定之努力未嘗稍懈。瑞士經濟型態係以出口為導向，對於國外市場之依賴至深。與其近鄰之歐盟雖為

瑞士最重要之齒唇相依貿易伙伴，惟在當前全球化潮流下，大力拓展歐洲領域以外之海外市場，仍係

其中、長期經濟政策之一大重點。故身為 EFTA 之一員，瑞士至為重視並隨時願意自告奮勇出面代表

該組織廣與世界各地區洽簽雙邊自由貿易協定。See European Fair Trade Association website < 

http://www.efta.int/>(2007/7/2) 
246  See Council Decision 90/518/EEC   
247  See Agreement on techn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ISO and CEN（Vienna Agreement）of 1991 

<http://www.cen.eu/boss/supporting/reference+documents/vienna+agreement/vienna+agreement.asp>(2

007/7/2) 
248  See Vienna Convention: CEN as an International Partner, CEN, 

2007<http://www.cen.eu/cenorm/news/events/va.pdf>(20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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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票，其他國家享有票數從 14 票到 3 票不等249。投票時間為 4 個月，有 71%
以上票數贊成，即可批准該標準草案為正式標準（EN: European Standard）。

成為正式的歐洲標準並發佈（publication）後，歐盟會員國將在 6 個月內將其

採用（adoption）為本國國家標準，並撤銷與其相抵觸的原有標準

（implementation）250。 
（6）編號存檔（numbering） 

歐洲統一標準的編號方式為：「標準代號 + 數位順序號 + 發佈年代」，

標準代號與數字順序號間空一格，發佈年代與數位順序號間以「：」相隔，

例如：EN 50225:1996；HD 1004:1992。CEN、CENCLEC 和 ETSI 有各自的

數位順序號範圍。 

                                                       
249  See Annex D ‐ Weightings allocated to CEN/CENELEC national members in case of weighted voting, 

situation as of January 2007, of CEN/CENELEC Internal Regulations ‐ Part 2: Common Rules for Standards 

Work   

<http://www.cen.eu/boss/supporting/reference+documents/cen‐cenelec+internal+regulations+‐+part+2/an

nex+d+‐+weightings+allocated+to+the+cen‐cenelec+national+members+in+case+of+weighted+voting.asp>(

2007/7/2) 
250  See 6. Voting Policy of CEN/CENELEC Internal Regulations ‐ Part 2: Common Rules for Standards Work of 

2002 

<http://www.cen.eu/boss/supporting/reference+documents/cen‐cenelec+internal+regulations+‐+part+2/6+

‐+voting+policy.asp>(20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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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與 ISO 平行的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標準制定程序 

（三）歐洲電工標準化委員會（CENCLEC） 

  歐洲電工標準化委員會（CENELEC）是 1973 年由兩個早期的機構歐洲

電工標準協調委員會共同市場小組（CENELECOM）251和歐洲電工標準協調

委員會（CENEL）252合併而成，總部設在布魯塞爾，其宗旨是協調各會員國

的電工電子標準，消除貿易中的技術障礙。在業務範圍上，CENELEC 主管

電工電子領域的標準化，而 CEN 則管理其他領域，如食物、日用品、體育用

品及娛樂設施、衛生保健、燃氣用具、機械工程等。 

１、歐洲電工標準化委員會（CENCLEC）組織架構 

  CENELEC 的組織體系由全體大會（General Assembly）、管理委員會

（Administrative Board）、技術管理局（Technology Board）、技術委員會

（Technology committees）、中央秘書處（Central Secretariat）等組成。全體

                                                       
251  CENELECCOM, the European Committe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Electrical Standards in the Common 

Market Countries of 1963 
252  CNEEL, the European Committe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Electrical Standards of 1960 

國際標準組織（ISO） 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 

起草 

完成供徵詢意見之草案 

徵詢意見 

徵詢意見之結果 

匯集意見後之決議 

供表決之標準草案 

投票結果 

發佈、採用、轉化為國家標準

徵詢意見 

徵詢意見之結果 

投票結果 

發佈、採用、轉化為國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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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是 CENELEC 的決策機構；行政管理局監管 CENELEC 的日常運作並確

定政策方向；技術管理局協調各技術單位，組建技術委員會和工作小組，並

監控標準化工作進程；技術委員會由各會員國指派的代表組成，負責完成各

自領域內的具體標準的制定任務；中央秘書處係由約 30 名工作人員組成，承

擔全體大會、行政管理局和技術管理局下達的所有任務，是一個執行機構，

負責處理日常事務，協調各單位工作253。截至 2006 年底，CENELEC 之技術

委員會、分組技術委員會、工作小組等技術單位累計共 317 個254。 

２、歐洲電工標準化委員會（CENCLEC）制定歐洲標準之程序 

  CENELEC 制定歐洲標準的一般程序如下255： 
（1）確立專案。標準專案的來源有四種：一是來自國際電子電機委員會

（IEC），約占總數的 80%；二是由 CENELEC 技術單位起草；三是 CENELEC
的合作夥伴委託，包括歐盟執委會下屬的有關電子技術方面的委員會；四是

來自會員國的電子技術委員會。 
（2）制定草案。標準草案的制定工作主要由技術委員會和分組技術委員會承

擔。 
（3）徵求意見。草案擬定完成後，送交各會員國徵求意見，這一過程需要 6
個月時間。擬定草案的技術單位對徵求上來的意見充分研究後，根據其中的

合理成分進行修改，形成最終草案。 
（4）投票表決。投票耗時 3 個月。根據各會員國的國家大小分配加權票數。

德國、法國、義大利和英國 4 個大國各擁有 10 票，小國如冰島和馬爾他則只

有 1 或 2 票。標準草案被通過至少 71%之贊成票數，並經過技術管理局之批

准後，成為歐洲標準，會員國有義務將之轉化為該國國家標準。 
（5）編號存檔。編號方式與 CEN 相同。 

（四）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 

  1988 年 3 月，根據歐洲共同體執委會的建議，成立 ETSI 總部設在法國

南部的尼斯，其任務是研究制定電信標準。由於 ETSI 與 CENELEC 在工作

                                                       
253  See CENELEC Structure, CENELEC website 

<http://www.cenelec.org/Cenelec/About+CENELEC/Our+organization/Structure+and+operation/CENELEC+

Structure.htm>(2007/7/2) 
254  See Facts and Figures as of January 2007, CENELCE website   

<http://www.cenelec.org/Cenelec/CENELEC+in+action/News+Centre/CENELEC+in+figures/Default.htm>(20

07/7/2) 
255  See How a stabdard is made, CENCLEC website 

<http://www.cenelec.org/Cenelec/About+CENELEC/Our+work/How+a+standard+is+made/default.htm>(20

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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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域上有所交集，因此兩機構作分工合作。CENELEC 主管下列領域之標準：

安全、環境條件、電磁相容、設備工程、無線電保護、電子元器件、無線電

廣播接收系統及接收機。ETSI 則主管：無線電領域的電磁相容

（telecommunications ）、私人用遠距離通信系統（radiocommunications ）、

整體寬頻網路（包括有線電視）（broadcasting）。 
 
  關於 ETSI 之定位，ETSI 並非 ETSI 並非歐盟委員會的下屬單位，亦非歐

洲郵電主管會議（CEPT, European Conference of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dministrations）的下級單位，但與二者保持密切合作；ETSI 並非頻譜分配

單位，但彙集、統籌以及分配頻譜提供給有需求的資通訊業者；ETSI 並非認

證單位，但亦提供技術規範或其他工具以協助認證程序；ETSI 並非管制單

位，但提供技術規範以助規範制定。 

１、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組織架構 

  ETSI 的組織體系由全體大會（General assembly）、ETSI 總局（ETSI 
Board）、ETSI 秘書處（ETSI Secretariat）、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

產業專業團隊（Industry Specification Group）、技術委員會（Technical 
committees）、ETSI 專案小組（ETSI projects）、ETSI 合作專案小組（ETSI 
partnership projects）以及專家工作小組（Specialist Task Force）所組成。全體

大會負責財務預算、年度彙報、制度決議、人員任命以及會員管理等。ETSI
總局負責申請財務資金，監控標準化執行進程，組建或終止技術委員會、ETSI
專案小組以及特別委員會。ETSI 秘書處在 2007 年進行改組，有大約 100 名

工作人員，除既有的法律事務、行政管理支援、人力資源以及策略計畫外，

依業務性質分設 7 個團隊，共 15 個單位，為各運作單位提供支援256。產業專

業團隊顧名思義，係依 ETSI 四個以上會員請求執行長針對特殊技術領域設立

的組織，有自行專案管理系統與日程安排。技術標準的制定工作由技術團隊

（Technical body）負責，係由 200 多個技術委員會、專案小組、ETSI 合作專

案小組所組成。其中，技術委員會及其分組術委員會負責各自領域的技術標

準工作項目組根據市場需求而組建，主要是為在一定期限內完成某個要求明

確的項目；ETSI 合作專案小組則是應市場需求，為在一定期限內與外部單位

合作完成某個專案而組建。必要時，還可以設立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s）。

專家工作小組非常設單位，係與各領域專家建立契約關係，設立目的為加速

有市場需求特殊技術之標準制定工作，以增加 ETSI 競爭優勢。根據 2006 年

之編組，共計 151 人，參加 47 個團隊，完成 ETSI 出版工作之 13%257。參考

                                                       
256  See Secretariat service of ETSI <http://www.etsi.org/about_etsi/30_minutes/home.htm>(2007/7/3) 
257  See Special Task Forces (STFs) of ETSI, 2007 

<http://www.etsi.org/about_etsi/30_minutes/home.htm>(200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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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 2-6 之說明 ETSI 之組織架構258，以及下圖 2-7 有關專家工作小組在標準

制定過程中扮演之角色。 

 
【圖 2-6】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之組織架構圖 

 

 
                                                       
258  See What is ETSI ?, ETSI,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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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專家工作小組（Specialist Task Force）在標準制定工作之角色 

２、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制定歐洲標準之程序 

  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制定歐洲標準之一般程序為： 
（1）確立專案並起草。每項標準提案至少需得到 4 名成員支援，具體的技術

標準制定工作由相應的技術機構（包括技術委員會、ETSI 專案小組或 ETSI
合作專案小組）負責完成。 
（2）公開徵求意見（public enquiry）。技術機構將擬定的草案交至 ETSI 秘書

處，由秘書處在 30 天內將草案發送至各會員國的國家標準機構，後者在 120
天內向公眾徵求意見，並將評論結果回饋給秘書處。秘書處對收集到的意見

予以考慮，若只是編輯問題者，則秘書處在 15 天內形成最終草案；若確實是

技術問題，草案將被返回技術機構，後者在 60 天內對草案進行修改，並將修

改後的草案再次送交秘書處；如有重大改動，技術機構可以要求進行第二輪

徵求意見程式。 
（3）投票表決（public vote）。召開全體大會（提前 30 天通知），由正式會

員和准會員（Associate member）259對草案進行投票，若取得 71%的贊成票，

則該標準通過，並在 15 天內作為歐洲標準發佈。投票亦可以採取另一種方

式，即：秘書處在形成最終草案後 30 天內，將草案送交各成員國的國家標準

機構，各國按照加權票數進行投票，並在 60 天內將投票結果通知秘書處。秘

書處統計票數並在 15 天內將投票結果送交技術機構、成員國的國家標準機

構、ETSI 會員等。如果獲得 71%贊成票，則該標準通過。 
（4）編號存檔。編號方式同 CEN。 
 
  ETSI 除制定歐洲標準（European Standard, EN）外，亦制定其他標準，

例如 ETSI 標準（ETSI Standard, ES）、ETSI 技術規範（ETSI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TS）等。為滿足電信技術迅速發展的需求，當技術團隊提出之

草案無反對意見前提下，可將現有 ETSI 標準（ES）或相當成熟的 ETSI 出版

物（TS），不作實質性修改直接轉換為歐洲標準（EN）。在此種情況下，徵求

意見和投票表決可同時進行，以加快標準制定過程260。參照下表 2-8 以瞭解

ETSI 之兩種歐洲標準（EN）制定過程。 
 
 
 
 
                                                       
259  二者的主要差別在於是否在歐盟地區設立營業據點，而是否參加歐洲郵電主管會議（CEPT, 

European Conference of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dministrations）。 
260  See Approving Your Darft, ETSI Seminar, June 2007 

< http://www.etsi.org/about_etsi/30_minutes/home.htm>(200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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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歐洲標準（EN）制定流程及時間對照 
類型 
步驟 

兩階段批准程序 一階段批准程序 
階段及說明 時間 程序及說明 時間 

1 由技術團隊（technical 
body）起草 

 由技術團隊（technical 
body）起草 

 

2 ETSI 處理程序，包括：

經技術團隊批准，且草

案提交秘書處，供公眾

評論。 

1 月 ETSI 處理程序，包括： 
經技術團隊批准，且草

案提交秘書處，供公眾

評論。 

1 月 

3 公開徵求意見 4 - 5 月 結合公開徵求意見及

會員表決程序。 
4-5 月 

4 ETSI 審查公共建議 2 週  
5 技術團隊審核 2 月  
6 ETSI 程序處理 1 月  
7 ETSI 會員進行表決 2 - 2.5 月  
8 ETSI 評審是否採用 2 週 ETSI 評審是否採用 2 週 
9 採用後標準發佈 2 週 採用後標準發佈 2 週 
共計  11.5 - 

12.5 個月

 6-7 月 

四、歐洲標準制定組織之著作權保護策略 

（一）電子標準之著作權保護問題 

  自 80 年代起，由於個人電腦的出現、資訊儲存媒體的改進以及電腦圖形

使用者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s, GUIs）的產生，電子資訊大量湧現，

重要性也不斷提升，尤其是資料庫形式的產品。90 年代資訊技術持續發展，

包括電腦與周邊設備能力的不斷增強、多媒體資訊處理技術的改進以及網路

的形成與發展等，資訊革命推陳出新，其中最令人矚目的莫過於網際網路

（Internet）的迅速發展與普及，帶給人類社會相當大的衝擊與影響，尤其是

資訊傳播形態的演變。網站上的資訊更以各種不同的形式儲存及展現，包括

文字、圖片、聲音、影像等。對資訊經營業者而言，網站的重要應用之一就

是提供資料庫的檢索利用，不需要再將資料庫放在大型電腦上或購買磁帶或

光碟資料庫。與昔日的光碟資料庫相比，網路上的資源既不需要光碟機等設

備和操作維護人力的投入，使用方便，內容更新又快，因此備受歡迎。除此

之外，資訊經營業者亦引進各種不同形態的電子出版品，並善用網路上豐富

的各類資訊資源，同時也積極吸收新技術與新方法，加強電子資源的組織管

理與資訊加值，讓使用者能在浩瀚電子資源中遊刃有餘。 
 

數位化、網路化技術的發展，推動 CEN、CENELEC 和 ETSI 採取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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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制定和實施標準。然而，由於電子版本之標準具有易於傳遞和易於複

製等特點，因此，標準之著作權保護問題，也就成為三個組織及其各成員國

標準團體共同面對的主要問題。 
 
【表 2-9】傳統與數位時代之資訊組織方式261 
    分隔點 
項目 

傳統之資訊組織方式 數位時代之資訊組織方式 

工作重心 印刷出版品為主 不以印刷出版品為主，工作多

元化。 
提供資訊之

形式 
著重資訊形式之建構 除 metadata*外，亦提供全文

文件之取用。 
資訊管理方

式 
藉由資訊媒體的形式與主題

詞的分析，從事資訊之管理。

著重對資訊媒體知識內容之

管理。 
檢索方式 實體物件無法被檢索，必須透

過替代的書目紀錄，並經由書

目紀錄獲得實體物件之所在。

文字型電子物件可供檢索，且

電子物件須依賴實體物件之

架構加以組織，才能以瀏覽方

式提供查詢。 
【註】medadata 是指有關資料背景與關聯性、資料內涵以及資料控制等相關

資訊。 

（二）歐洲標準之運作方式 

  根據歐洲標準化組織的相關規定，CEN、CENELEC 和 ETSI 這三個組織

制定的標準，不具有獨立自治的地位，而是需要將該等標準作為國家標準發

佈並施行。舉例而言，歐洲標準作為國家標準發佈時必須採用雙編號，如

BS/EN262，這表明是由英國標準學會（BSI）發佈的歐洲標準，同時也是英國

國家標準。儘管這三個歐洲標準化組織並不出版標準，但它們仍對其所制定

的標準擁有著作權，包括對技術委員會草案、處於徵詢階段的標準草案和正

式生效的標準都擁有著作權。但是，其使用權通過轉移制度和著作權政策給

予各國家標準團體，從而使各國標準團體從使用和銷售轉化為國家標準的歐

洲標準中受益。 
 

                                                       
261  參閱張慧銖，圖書館電子資訊之組織與整理，2005 年。

<http://www.sinica.edu.tw/~pqdd/announce/2005‐3.pdf>(2007/6/13) 
262  舉例而言，英國玩具及製造商協會 BTHA 為確保產品安全，所有 BTHA 的會員皆須盡力使其產品符

合 BS EN‐71 及電子、電動玩具專用的 HD 271/BS EN50088 等相關規定，而 BTHA 也應對那些違反規範

的案例作出強而有力的說明，使會員信服 BTHA 所作的安全記錄及處罰。參閱

<http://www.bsi‐global.com/>(200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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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以 ETSI 之電信標準制定程序為例，分為七個步驟，並參照下圖 2-8
之流程說明。 
第一、 提出需求。由個人、公司或一國的國家標準組織（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s, NSO）提出制定的需求，然後由相關的技術委員會送交

技術管理委員會審核是否可行，若通過則至步驟二。 
第二、 草擬標準。由相關的技術委員會委派合格的專家起草標準，並經該相

關委員會認可後交由秘書處負責整個制定步驟。 
第三、 公開徵求意見：透過各國的國家標準組織將草案分送給有興趣的機構

（包括會員及非會員）並回覆意見。 
第四、 處理回收意見：由 ETSI 秘書處負責整理意見並送交相關的技術委員

會，各國的國家標準組織及各會員必須達到 50%回覆率，以確定草案

的正確性；其後的 8 週，ETSI 則處理回收結果，並評估是否改變標準

的型態（例如 ETSI Standard）。 
第五、 正式投票：各國的國家標準組織投票表決對此標準之看法。 
第六、 審核正式投票結果：將投票的結果再交由各國的國家標準組織評估，

若有 71%審核為肯定的反應，即可成為 ETSI 的正式標準；反之，若

沒有達到該百分比，就再交由歐體的會員評估，若超過 71%的結果為

肯定，則成為歐體內部的標準。 
第七、 通知各國採用：秘書處通知各國國家標準組織此項標準，而各國國家

標準組織必須準備宣佈採用此項標準的時間表，並修改與此標準抵觸

的條文。 

 
【圖 2-8】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之標準制定程序以及其出版物 

（三）歐洲標準化組織之標準著作權轉移制度分析 

專案引進及確定

由技術委員會、ETSI 專案小組或

特殊工作小組完成起草 

由技術團隊審核標準草案 

公開徵求意見 

& 進行表決 
ETSI 會員表決 直接發佈： 

Technnical specification  

or Technical Report 90 天後發佈： 

ETSI 標準 or ETSI Guide6-12 個月後發佈：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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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標準化組織的標準著作權是採用轉移制度，但三個組織的著作權轉

移制度各不相同，分述如下。 

１、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之著作權移轉模式 

  CEN 的著作權轉移方式是依據《關於 CEN 標準著作權保護指南》

（CERN/CENLEC 2001 Standardiz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ies, 
Guidance 8:Copyright）263進行的。該指南規定「制定標準的專家須將其工作

的使用權轉讓給 CEN」264，使用權轉讓聲明（Exploitation Rights License 
Agreement）被列入「參加者簽到名單」（Attendance List）265。CEN 標準所

涉及的各個階段，如委員會草案、徵詢階段的標準和最終階段的標準都涉及

著作權問題。技術委員會成員和專家在每次參加的會議上，都藉由簡單的簽

到，將其個人的權利直接轉讓給 CEN。由此可見，CEN 的所有成員和專家

在其參加每次會議時簽署會議聲明，聲明將其擁有的著作權轉移給 CEN，

CEN 的國家成員將 CEN 標準作為國家標準發佈，從而 CEN 又將其擁有的著

作權轉移給其成員組織，如 BSI、DIN 和 AFNOR 等，可認為這是種著作權

直接轉移的體系。 

２、歐洲電工標準化委員會（CENCLEC）之著作權移轉模式 

  CENELEC 標準著作權轉移方式不同於 CEN。CENELEC 在其標準制定

的各個階段都擁有著作權。參與起草標準各個階段的技術委員會成員和專

家，根據各國家標準團體的章程，將其權利轉移給其所代表的國家標準團體。

例如，英國標準學會（BSI）中，代表英國參加標準制定的專家將其著作權讓

與 BSI。各會員和國家委員會根據各團體之章程同意將其所有的這些權利讓

與 CENELEC，CENELEC 再藉由各國家委員會，將其標準作為國家標準發

佈，而將著作權轉移給各國標準化團體。 

３、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之著作權移轉模式 

  ETSI 標準著作權的轉移方式又不同於 CEN 和 CENELEC。《ETSI 的智慧

財產權政策》（Annex 6: ETSI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olicy, ETSI Rules of 

                                                       
263  《關於 CEN 標準著作權保護指南》（CERN/CENLEC 2001 Standardiz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ies, Guidance 8:Copyright）之全文可參閱以下 CEN 網頁之說明。

<http://www.cen.eu/boss/supporting/guidance+documents/gd002+‐+copyright/index.asp >(2007/6/12) 
264  同前註。See “Assignment of Exploitation Rights from delegates in CEN, TCs, SCs and WGs to CEN” CEN 

Resolution CA 31/1997 regarding Report of BT WG94 entitl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EN Workshop 

Agreement（CWA）and process for its development"  （N 1025 Rev）   
265  上述兩份文件可在前註之連接中取得。 



標準制定組織之智慧財產保護政策 
及競爭法問題探討 

121 
 

Procedure, 2006）266規定：「ETSI 成員提交之建議一旦被納入標準文獻中並

用於出版，其著作權就轉移給 ETSI，從而著作權歸 ETSI 所有」267。該政策

亦規定技術委員會主席應保證將其所在的技術委員會所批准之建議記錄在會

議紀要中，同時還要記錄其使用建議的限制條件，並將這些內容上報 ETSI
秘書處268。上述規定是為了確保自該標準或技術規格出版之日起，將關於技

術標準或技術規格之建議對 ETSI 以及其會員公開。 

（四）歐洲標準著作權保護政策分析 

１、CEN/CENELEC 標準著作權保護政策分析 

  CEN、CENELEC 及 ETSI 為保護其標準著作權，分別制定不同的標準著

作權保護政策。CEN 和 CENELEC 最初是以簽署《分發和銷售

CEN/CENELEC 出版物備忘錄》（CEN/CENELEC Memoranda by 
CEN/CENELEC Guides with the corresponding document number）269形式對標

準著作權作出規定。2001 年，CEN 和 CENELEC 共同制定《CEN/CENELEC
指南 10：關於分發和銷售 CEN/CENELEC 出版物》（CEN/CENELEC Guide 10: 
Policy for the distribution and sales of CEN/CENELEC publications，簡稱《指南

10》）270，以此替代早期簽署的備忘錄，基本上規範文字沒有再做變更，目的

旨在使各會員國藉由銷售轉化為國家標準的歐洲標準，以實現歐洲共同標準

                                                       
266  《ETSI 的智慧財產權政策》（Annex 6: ETSI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olicy, ETSI Rules of Procedure, 

2006)之全文可參閱以下 ETSI 之說明。<http://www.etsi.org/legal/documents/ETSI_IPRPolicy.pdf 

>(2007/6/12) 
267  Id.See 9.1 ETSI Ownership of IPRs “The ownership of the copyright in STANDARDS and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documentation and reports created by ETSI or any of its COMMITTEES shall vest in ETSI but 

due acknowledgement shall be given to copyrights owned by third parties that are identifiable in ETSI 

copyrighted works.”   
268  Id. See 10 Confidentiality ”The proceedings of a COMMITTEE shall be regarded as non‐confidential 

except as expressly provided below and all information submitted to a COMMITTEE shall be treated as if 

non‐confidential and shall be available for public inspection unless:   

● the information is in written or other tangible form; and   

● the information is identified in writing, when submitted, as confidential; and   

● the information is first submitted to, and accepted by,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as confidential. ” 
269  See Resolution CEN/CA 18/2001 
270  《CEN/CENELEC  指南 10：關於分發和銷售 CEN/CENELEC  出版物》（CEN/CENELEC Guide 10: Policy 

for the distribution and sales of CEN/CENELEC publications)之全文請參閱以下連結。 

（http://www.cen.eu/BOSS/supporting/guidance+documents/gd052+‐+cwa+and+cen+workshop+guideline

s/cclcgd010.pdf>(200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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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良好運作。 
 
《指南 10》共有九個條文，分別針對以下事項規範：範圍；語言的考慮；

使用權；CEN/CENELEC 成員的銷售政策；協力廠商（Third Parties）複製；

向最終使用者的電子形式分發；代理商和分銷商（Agents and 
sub-distributors）；第三國標準團體銷售 CEN/CENELEC 出版物的政策；

CEN/CENELEC 關聯機構（affiliates）的銷售政策等。《指南 10》需特別注

意的內容包括： 

（１）關於「使用權」 

  承上所述，由於歐洲標準不具有獨立自治的地位，亦無法要求被視為國

家標準實施，而 CEN 和 CENELEC 仍主張對其擁有著作權。因此《指南 10》

指出，「CEN/CENELEC 成員和國家委員會有權在其自己的領土內分發、再

分發、調整、翻譯、出租、租用、從複製和出租中獲得收益、全部或部分地、

摘要地或附有意見地向公眾傳送，轉讓所有使用授權證和授予所有的再授權

證以及以其他方式，使用 CEN/CENELEC 出版物及其國家採用的標準。」271

由此可見，CEN 和 CENELEC 將其使用權完全賦予國家標準團體。 

（２）關於「銷售政策」 

  為保護各國標準團體的利益，《指南 10》聲明：「CEN/CENELEC 會

員和國家委員會應採用一種方式來保護其他成員和國家委員會利益，承認

CEN/CENELEC 出版物的智慧財產權價值，以及 CEN/CENELEC 體系需要建

立和維護費用，以便行使使用權中規定的權利。」272為此，《指南 10》規定，

CEN/CENELEC 會員和國家委員會不應將其出版物或其他國家採用的標準，

置於其 CEN/CENELEC 會員或國家委員會開放的領土市場上銷售，尤其不應

從事專門針對這些領土的宣傳廣告活動。273 
   
  綜上所述，《指南 10》作出的該項規定的理由在於，各會員國標準團體

                                                       
271  Id. See 3 Exploitation Rights, Para. 1“The CEN/CENELEC members and National Committees have, within 

their own territory, the right to distribute, sub‐distribute, adjust, translate, rent, lend, derive revenue from 

duplication and loan, communicate to the public in total or in part, in summary or with comments, transfer 

all exploitation licenses and authorise all sub‐licenses and otherwise exploit the CEN/CENELEC publications 

and their national adoptions.” 
272  Id. See 4.1 
273  Id. See 4.2 para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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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的標準價格有很大的差別274。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各國標準價目表並

不能實際反映大多數消費者實際付出的真實價格。國家標準制定團體的商業

策略，往往包括對消費者具體目錄的折扣率。例如，AFNOR 的消費者訂購

紙本標準只付 80% 的目錄價，購買手冊只付 20%，訂購 CD-ROM 時折扣率

更低。據估計，所有這些折扣率相當於法國標準營業額的一半以上275。綜上

所述，《指南 10》中的銷售政策規定，旨在使各會員國標準團體藉由正常銷

售標準實現創作收入，從而保證其他國家標準團體正常運作。 

（３）鼓勵歐洲以外國家採用歐洲標準 

  在《指南 10》為鼓勵歐洲以外國家採用歐洲標準之目標，特別規定第三

國的國家標準團體銷售 CEN/CENELEC 出版物的政策。所謂「第三國」（third 
parties）指的是 CEN/CENELEC 範圍以外的國家。「若某第三國的國家標準

團體希望將 CEN/CENELEC 出版物採納為國家標準，應予以鼓勵，並且鼓勵

其在國內銷售該標準。不過，協力廠商權利和 CEN/CENELEC 法規的實施必

須得到遵守，以及智慧財產權的價值必須得到保護」276。此外，「若國家標

準團體為本國採用，而將歐洲標準（EN）翻譯為 CEN/CENELEC 所有會員

或聯繫機構不使用的一種語言時，它可以自由地在全世界行銷其國家採用的

歐洲標準，但必須向 CEN 管理中心或 CENELEC 秘書處支付在其領土外銷售

的傭金。」277該規定說明，CEN 和 CENELEC 原則上鼓勵第三國在其國內銷

售翻譯成本國語言的歐洲標準。例如，土耳其為採用歐洲標準而將其翻譯成

本國語言，在本國領土內銷售不需支付傭金，但在其領土外銷售則需向 CEN
或 CENELEC 支付很高的傭金。 

２、 ETSI 的標準著作權保護政策分析 

    根據《ETSI 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第 9 條規定，ETSI 擁有其出版物的

全部著作權（包括與其相關的軟體代碼）。然而，與 CEN 和 CENELEC 政策

不同在於，註冊會員凡是非商業性使用標準都可以免費提供。該項決定在1998
年 9 月開始施行，此後，單件 ETSI 出版物可以在網際網路上搜尋和免費下載

                                                       
274  舉例而言，歐洲標準《EN294：1992  機械安全──上肢避免接觸危險區域之安全距離規範》（EN294 : 

1992 Safety of machinery ‐Safety distances to prevent danger zones being reached by the upper limbs），根

據 1999  年 1  月所選各國標準價目表顯示，轉換為國家標準的歐洲標準的價格如下：愛爾蘭 22.9  歐

元；挪威 23.8  歐元；丹麥 28.2 歐元；義大利 36.2  歐元；奧地利 37.1  歐元；荷蘭 40.8  歐元；法國

47.3  歐元；英國 50.6  歐元。See EN294: 1992（ISO DIS 13852) 
275  上述舉例與數據，參閱劉春青，淺析歐洲標準著作權保護政策，中國標準化，2006 年 6 月第 6 期。 
276  Supranote 269, Sec 8.1, para 1 
277  Id. 8.1 par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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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但是，ETSI 規定，下載的文件嚴格規定只限於私人使用，且未經 ETSI
和其他著作權持有人同意，不得對其進行修改、重新分發、銷售或作任何形

式的重新包裝。該項服務包括 ETSI 出版物的全部範圍，包括：電信系列歐洲

標準（European Standards, EN）、歐洲電信標準（ETSI Standards, ES）、技

術報告（Technical Reports, TR）、ETSI 技術規格（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TS）

等。ETSI 出版之技術標準文件類型參照下表 2-10 之說明279。 
 
【表 2-10】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出版之技術標準文件類型 
類型 說明 性質 
European 
Standard （EN）

電信系列  

歐盟範圍內具有法律拘束力的技術規定，

會員國有義務須將之採納並轉換為國內法

規並施行，以及修改與該標準衝突之任何

國內技術規定。 

規範性文

件 
normative 
 

ETSI Technical 
Specification（TS）

可在較短時間之內完成制定程序，以供市

場需由，之後可轉換為 ES 或 EN。 
規範性文

件 
ETSI Standard
（TS） 

需經過全體 ETSI 全體會員之批准，之後可

轉換為 EN。 
規範性文

件 
ETSI Technical 
Report（TR） 

經技術團隊批准後，可直接發佈。 資訊類文

件 
informative

ETSI Guide（EG） 處理技術標準制定活動之指導規範 資訊類文

件 
ETSI Special 
Report 

針對公益或多數 ETSI 會員之規定，係 ETSI
網頁上軟體應用所得之資訊結果。 

資訊類文

件 
 

ETSI 制定該項政策之目的，是為提高人們對歐洲標準化工作的興趣，盡

可能地讓使用者相信藉由 ETSI 會員直接參與標準化過程和發揮影響所帶來

的好處，而心悅誠服地向 ETSI 文獻服務中心（ETSI Documentation Service, 
EDS）訂購280。EDS 提供收藏的全部 ETSI 出版物（包括草案），以及每三

個月更新一次的 CD-ROM 檢索工具，訂購價也比較合適。自啟用電子館藏

（Electronic Collections）281以來，ETSI 標準的使用率急劇地提高。從 1998

                                                       
278  See “ETSI Publications Download Area”< http://pda.etsi.org/pda/queryform.asp>(2007/6/13) 
279  See Annex E of ETSI Technical Working Procedures, 2006 
280  SeeETSI e‐Shop, ESTI website <http://etsi‐eshop.etsi.org/ecommerce/ListArticle.asp>(2007/6/13) 
281  電子館藏（Electronic Collections)來源可分為三種：一是購買現成的電子出版品，二是將館藏資料

予以數位化，三是運用網路上的免費資源。購買現成的電子資源是目前電子館藏發展的主要方式，圖

書館透過選擇購買資料庫廠商的產品，此類出版品的質量是由廠商決定，主要是根據館藏發展政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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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1 月至 1999 年 5 月主要的 20 件下載文件有將近 16,000 次下載，而從 1994 
年至 1998 年底，同樣文件的紙本銷售不足 2,000 份。 
 

然而，根據《ETSI 的智慧財產權政策》，任何以商業為目的使用和銷售

ETSI 出版物都要得到許可，針對不同的分銷機構採用不同的協定。針對獨立

的銷售機構，ETSI 將與其簽署《著作權授權合約》，內容包括協議條款、終

止條款和需繳納的版稅條款。而針對非標準組織機構，ETSI 需與其簽署《銷

售協議》，並需要向 ETSI 繳納不同的版稅。版稅的多少由雙方協商。 

３、綜合分析 

  綜上分析發現，歐洲三個標準化組織的標準著作權轉移制度有很大的不

同，這主要是由於其制定的標準領域不同、範圍不同和文化不同所致。 
   
  CEN 與 CENELEC 的標準制定過程完全相同，因此這兩個組織可以通過

制定共同的 CEN/CENELEC《指南 10》，以達其保護標準著作權的目標。該

「銷售政策」藉由「使用權」以實踐國家標準團體的基本利益。如前面所述，

由於所有的歐洲標準是作為具有相同內容的國家標準來實施，CEN 及

CENELEC 之標準透過各會員標準團體以雙編號形式發佈，從而達到其標準

在歐洲各國實施的目的。然而，要使該項工作持續有效的開展，就要保護國

家標準制定團體的利益，因為歐洲國家標準團體（NSBs）大部分收入都是依

賴於國家標準的銷售，國家標準團體是歐洲標準的惟一銷售商。若沒有這筆

收入，國家標準團體將無法履行其職責。因此，《指南 10》對於國家標準團

體積極銷售標準，從而促進標準的實施具有很大的推動力。與此同時，標準

的銷售為國家標準化體系提供資金，以利標準化組織保持其中立性和獨立

性。而成立於 1988 年的 ETSI 由於涉及的領域不同於 CEN 和 CENELEC，而

且其成員主要來自國家標準團體和國家行政管理機構、網路人員、製造商、

用戶、研究機構和諮詢機構，因此，其對著作權的要求不同於 CEN 和

CENELEC。   
 

                                                                                                                                                           
以選擇、辨識和判斷，選購和該館收藏範圍相關度較高、內容品質較好的產品。至於自行建立數位化

館藏和運用網路上的資源，目前只是對電子館藏的一種補充加強方式。自行建立數位化館藏是由廠商

根據自身需要，建立一些專門主題或具特色的資料庫，由於技術難度高，加上人力與財力的限制，所

建立的此類電子館藏質量參差不齊，潛藏許多值得注意的問題。再者，網路上雖然資源充斥，但一般

認為缺乏適當的品質管制與維護機制，如果把網際網路比喻為一個出版媒體，它可以源源不絕產生各

式各樣的出版品，在這龐大的資源當中選擇具有參考價值的資料納入館藏範圍，提供讀者利用，是建

立圖書館電子館藏的另一種方式，而且花費的代價很小。參閱詹麗萍，電子資源圖書館新寶藏，書香

遠傳第 31 期，20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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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數位化和網路化的發展，歐洲各國標準團體都面臨著標準銷售量的

減少，但隨著標準在國際貿易和國家經濟中作用的不斷提升，標準的影響力

大大提高。這對歐洲各國標準團體的生存提出巨大的挑戰，因為國家標準團

體是不能靠標準的影響力生存的。為不斷地服務其使用者，歐洲標準化組織

和歐洲各國的國家標準團體正採取積極的應對措施，對此吾人必須給予高度

關注。 

參、國家標準制定組織：英國標準協會（BSI）之運作及其發展策略 

  英國標準協會（BSI）成立於 1901 年，當時稱為「英國工程標準委員會」。

經過 100 多年的發展，BSI 現已成為舉世聞名之國際標準服務提供者，包括

標準研發（sectors & service）、標準技術資訊提供（standards & publications）、

產品測試（product testing）、體系認證（assessment &certification）和商業服

務（training & conferences）五大互補性業務。BSI 目前在世界 110 個國家和

地區設有辦事處或辦公室，擁有員工 2,274 人，其中 50.5%在英國以外地區工

作282。 
 
  作為全球權威的標準研發和國際認證評審服務提供者，BSI 宣導並制定

世界上流行的 ISO 9000 系列管理標準，在全球 110 多個國家擁有註冊客戶，

註冊標準涵蓋品質、環境、健康和安全、資訊安全、電信和食品安全等領域。

在正式的國際標準組織中，BSI 代表英國，擔任國際標準組織（ISO）、國際

電子電機委員會（IEC）、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所有高級管理委員會

的常任會員。 
 
  BSI 係非營利機構，成本之外的盈餘必須投資於業務的發展，不得用於

分紅，因此，促成公共事業和商務活動相互進展，以標準和與標準相關的業

務（例如：測試、認證等），形成幾乎不需政府投資的良性發展模式。例如

2006 年的營業額高達 1.63 億英鎊，而政府僅提供 300 多萬英鎊的經費，主要

用於資助 BSI 代表英國參加國際活動。有此可知，BSI 係通過測試、認證、

標準技術資訊服務等具有商業性質的活動收入，再投資於標準研發的模式，

實現標準體系的科學化、市場化和國際化。 

一、英國國家標準制定機構：BSI 英國國家標準部 

  BSI 共有五大業務部門，其中的「英國國家標準部」（UK National Standards 

                                                       
282  See BSI’s Annual Review & Summary Financial Statement of 2006 , BSI website 

<http://www.bsi‐global.com/upload/Corporate%20Marketing/Financial%20Performance/AnnualReview200

6.pdf>(2007/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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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NSB）可謂 BSI 的標準核心業務機構283。NSB 對內代表英國國家標準

機構，通過與股東合作，制定標準和應用創新標準化解決方案，滿足公司和

社會需求；對外，在正式國際組織中代表英國，確保英國對研發歐洲和國際

正式標準的最大影響。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國家標準組織，BSI 管理超過 2.5
萬個現行的英國標準、1,700 個技術標準委員會，參加標準委員會的會員達

7,300 多名，BSI 正在進行著 6,000 多項標準項目之研發284。 
 
  BSI 承擔英國國家標準制定機構的職責包括：服務公共政策利益，是英

國經濟基礎結構的組成部分285；兼顧工業、政府和消費者等各方的不同利益；

促進英國國家標準、歐洲標準和國際標準的研發；提供延伸的非正式產品和

服務；作為國際標準化、歐洲標準化的重要橋樑。 
 
  BSI 制定標準的業務領域專注於優勢領域，傳統優勢領域為：健康、電

工、工程、材料、化學、消費品與服務、資訊技術；同時，在交通、建築、

風險業、環境可持續發展、電子商務、資訊安全、質量管理等領域不斷開拓。 

二、英國國家標準制定準則及程序 

  BSI 在長期標準研發實踐中，制定一整套適應市場規律、科學性的判斷

基準和工作程序。一個完整的標準項目研發過程如下圖所示286： 
 

 
【圖 2-9】英國標準協會（BSI）標準制定程序 

 

                                                       
283  See British Standards' role as the UK's National Standards Body, BSI website   

<http://www.bsi‐global.com/en/Standards‐and‐Publications/About‐British‐Standards/Our‐role‐as‐an‐NSB/>(

2007/6/26) 
284  Surpanote 281 
285  例如，BSI 標準每年推估為英國經濟累積貢獻超過 25 億英鎊。See About British Standard, BSI website 

<http://www.bsi‐global.com/en/Standards‐and‐Publications/About‐British‐Standards/>(2007/6/26) 
286  See The Process of Full Consensus Standards, BSI website 

<http://www.bsi‐global.com/en/Standards‐and‐Publications/About‐standards/How‐are‐standards‐made/W

hat‐is‐the‐development‐process/>(2007/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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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標準協會（BSI）在接受一項新專案提議前，必須考量的因素如下287： 
（1） 效益：對企業界和其他利害關係人之利益？ 
（2） 成本：需要多少人力、工時和成本？ 
（3） 技能：需要何種技能？該技能能否得到？ 
（4） 資金來源：該專案是透過銷售回收成本，或是獲得基金的支持？ 
（5） 交付時間：何時需要交付？ 
（6） 創新性：該專案是否與新技術、新市場和新商業模式有關？ 
（7） 變化性：該項目的引進是否對現有商業模式引起重大的轉變，或幫助

企業適應變化的市場？ 
（8） 國際競爭性：該專案是否有助於企業開拓海外市場？ 
（9） 國際影響力：該專案是否能在海外促進社會進步和價值提升？ 
（10） 技能和知識庫：該專案是否有助於理解技術（包括技術和知識轉

移）、商業實踐、標準的應用或自身的標準化？ 
（11） 教育：該專案是否支持一項或多項正規的教育大綱？ 
（12） 產品和服務採購：該專案是否促進產品或服務的採購？ 
（13） 公共採購：該專案是否促進政府採購活動？ 
（14） 消費者利益：該專案是否促進為消費者提供更好的產品或服務？ 
（15） 可持續性：該專案是否促進產品或服務的可持續性生產和使用？ 
（16） 商業效率：該專案是否促進商業經濟、效率和管理？ 
（17） 相容性：該專案是否確保在商業、工藝、產品和服務間相容？ 
（18） 法規：該專案是否支持新的或現有的英國和歐洲法律法規？是否促

進健康、安全、環境或其他法律法規的執行？ 
（19） 公共政策：該專案是否支持新的或現有的英國、歐洲或國際公共政

策，或促進公共政策執行？ 
（20） 與中小企業相關的問題：該項目是否含有中小企業生產、使用或銷

售的產品或服務？該項目對小企業的執行成本影響有多大？ 

三、BSI 技術標準組織架構 

  英國標準學會（BSI）的技術組織係由不同層級的標準政策與策略委員會

（Standards Policy and Strategy Committee, SPSC）（OC/13）、專業政策與策

略委員會（Sector Policy and Strategy Committee）、技術委員會（Technology 
committee）、分組技術委員會（sub-committee）、工作小組（panel）所構成，

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一）標準政策和策略委員會（SPSC） 

                                                       
287  See Part 1: Development of standards: Specification of A standard forstandards, BSI website, 2005 

<http://www.bsi‐global.com/upload/Standards%20&%20Publications/NSB/BS0‐1.pdf>(2007/7/1) 



標準制定組織之智慧財產保護政策 
及競爭法問題探討 

129 
 

  BSI 執行委員會（BSI Board）係 BSI 領導單位。按照《皇家憲章》等相

關規定， BSI Board 設立標準政策和策略委員會（SPSC）288，並授權 SPSC
建立專業政策和策略委員會、技術委員會。SPSC 接受 BSI Board 指示，並向

BSI Board 提報工作進程。SPSC 在以下方面向 BSI 提出建議：統籌 BSI 的標

準化策略方向，以滿足利害關係人和標準使用者的需求；及時創新相關標準

化產品（或服務），並提高該等些產品（或服務）對英國商業貿易和社會的

價值。 
 
  SPSC 具體職責包括：集結與英國標準相關的各方意見；確保所有利益相

關方能參與技術委員會，並與之保持良好的聯繫；針對標準的優先專案和開

發資源提供建議；調查標準在產品和服務的開發中的使用程度，並為提高這

種使用程度提供建議；管理英國標準的政策和計畫的執行情況以及資源的使

用情況；追蹤英國商界貿易和社會中揭示之英國標準的角色和性質的變化；

以及解決標準制定中產生的技術上爭議。 
 
  SPSC 目前在綜合政策方面建立 4 個政策委員會，即符合性評鑑政策委員

會（Comformity assessment policy committee）、消費者政策委員會（Consumer 
policy committee）、地方政府政策委員會（Local Government policy 
committee）、中小企業政策委員會（SME policy committee）；此外，SPSC
另設置 3 個協調組群（coorfination groups）：建築物協調小組（Building and 
constrution）、資訊和通信技術協調小組（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管理體系協調小組（Management systems）。參見下圖 2-10
以瞭解 SPSC 之架構。 
 

                                                       
288  See Working with British Standards of The BSI guide to standardization, BSI website, 2005 

<http://www.bsi‐global.com/upload/Standards%20&%20Publications/NSB/WorkingwithBS2.pdf>(20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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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英國標準學會（BSI）標準政策和策略委員會（SPSC）組織架構 
     
    SPSC（OC/13）得接受 BSI Board 之委託設立專業政策和策略委員會以

及技術委員會，專業政策和策略委員會有權另設立所需之技術委員會289。BSI
大部分技術委員會都是透過該程序而建立。當需要成立跨兩個以上專業政策

和策略委員會的技術委員會時，須提交 SPSC 處理。目前，SPSC 設立的專

業政策和策略委員會包括：建築與土木工程政策和策略委員會（Building & 
Civil Engineering）；工程政策和策略委員會（Engineering）；健康與環境政

策和策略委員會（Health & Environment）；材料與化學政策和策略委員會

（Meterials & Chemicals）；電工政策和策略委員會（Electrotechnical）；管

理體系政策和策略委員會（Management System）；消費者產品與服務政策和

策略委員會（Consumer Products & Service）；資訊技術與資訊管理政策和策

略委員會（Delivering Information Solutions to Customers, DISC）。參見下圖

2-11 說明 BSI 最高層之技術委員會架構290。 

                                                       
289  See Part 2: Structure and drafting: Requirements and guidance of A standard for standards, BSI website 

<http://www.bsi‐global.com/upload/Standards%20&%20Publications/NSB/BS0‐2.pdf>(2007/7/1) 
290  See Part 4: Guide for MOD representatives on BSI committees of Standard for defense, BSI website   

<http://www.dstan.mod.uk/data/00/000/04000300.pdf>(20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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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英國標準學會（BSI）最高層技術委員會組織結構 

（二）技術委員會 

  平均每個專業政策和策略委員會設立 80 個技術委員會，加上不屬於上述

任何一個專業政策和策略委員會的十幾個技術委員會，共計 654 個技術委員

會，各技術委員會各自設立的分組技術委員會，共計 637 個。目前，BSI 的

技術委員會和分組技術委員會共計 1,291 個。除此之外，技術委員會和分組

技術委員會設立的工作小組共計 417 個291。 
 
  技術委員會對其工作專案享有高度自治權能，可依其需求另設立分組技

術委員會。技術委員會和分組技術委員會可針對具體專案建立工作小組，工

作小組有義務向所屬技術委員會彙報工作進展。參見下圖 2-12 說明技術委員

會的組織架構292。 

                                                       
291  參閱逢徵虎、王益誼、白殿一，英國標準學會（BSI）技術組之的體系結構，世界標準化與質量管

理，2007 年 1 月第 1 期，頁 60‐61。 
292  詳見前揭註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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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英國標準學會（BSI）技術委員會組織架構 

 
    此外，BSI 極重視參與國際標準組織的活動。BSI 的技術委員會和分組

技術委員會參加 ISO 的技術委員會及分組技術委員會共計超過 750 個；參加

IEC 的技術委員會及分組技術委員會超過 170 個。針對 ISO 和 IEC 的技術委

員會及分組技術委員會，BSI 皆設置相應的委員會，以處理相關之標準制定

工作及策略擬定。為了便於理解 BSI 的技術委員會結構，以健康與環境政策

和策略委員會設立的火災監測和警報系統技術委員會（Fire Detection and 
Alarm）的組織結構為例，參見下圖 2-13 之說明293。 
 

                                                       
293  詳見前揭註 290。 

標準政策和策略委員會（SPSC） 

協調組群（針對部分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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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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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英國標準學會 FSH/12 火災監測和警報系統技術委員會組織圖 

【註】層級上，H/-表專業政策和策略委員會；FSH/12 表技術委員會；FSH/12/1 
表  分組技術委員會；FSH/12/1/1、FSH/12/-/3 表工作小組。 
 
    綜上所述，可見 BSI 技術組織結構層次之完整。在政策和策略方面，SPSC
統籌全面政策和策略的規劃，並設置四個領域的政策委員會，從事具體之研

擬及劃策。同時，SPSC 設立專業政策和策略委員會，針對各專業領域標準化

發展提出策略規劃。在技術操作方面，主要係專業政策和策略委員會根據整

體政策與策略以及市場、產業、技術發展需求而設立的技術委員會擔當要角，

輔以技術委員會設立的分組技術委員會和工作小組之配合。透過這一套架

構，BSI 之政策與策略得以落實；其分工和層次化的管理，亦提高組織效率。 

（三）英國標準學會（BSI）以歐洲標準和國際標準為重心 

  在 WTO 框架下，世界各國為自身利益，圍繞標準的制定，為占領國際

市場展開激烈競爭。發達國家皆視國際標準競爭、控制國際標準的主導權為

經濟競爭追求的最高目標，BSI 就是典型代表。參見下圖 2-14 說明英國標準

學會（BSI）重心之轉變294。 

                                                       
294  See User perspectives ‐ Who needs standards?(Global standards used locally worldwide), Joint 

INFCO/ITSIG Workshop:Standards in a Post‐Industrial World,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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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H/12/1 

安裝服務 

FSH/12/2 

火災監測 

FSH/12/3 

控制和指示

FSH/12/4 

自動化 

FSH/12/5 

火災安全

CEN/TC72 
火災監測和警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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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英國標準學會（BSI）標準制定重心之轉變 
 

NSB 的工作重心在歐洲標準和國際標準。長期以來，BSI 憑藉著世界對

其歷史的認同、廣泛的基礎、雄厚的實力和信譽，成為國際標準組織秘書處

（ISO Secretary-General）五大所在地之一（其他四者分別為：美國 ANSI295、

日本 JISC296、德國 DIN297和法國 AFNOR298），共有 231 個國際和歐洲標準

組織秘書處設在 BSI299，是名副其實的英國通往國際標準和歐洲標準的主要

渠道。BSI 在國際和歐洲標準組織的地位，確保英國之國際影響力。 

四、英國標準學會（BSI）與政府的關係 

  英國貿易暨產業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DTI）之標準政策委

員會（Standards Policy Committee, SPC）係制定標準、測試和認證政策的政

府主管單位，但僅負責政策層面的管理。具體的標準、測試和認證管理職能

分別賦予兩個機構：標準管理職能由 BSI 實施；測試和認證資格管理職能由

英國認證服務局（United Kingdom Accreditation Service, UKAS）300負責。 
 

                                                       
295  See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 website 

< http://www.ansi.org/>(2007/6/26) 
296  See Japanese Industrial Standards Committee (JISC) website   

<http://www.jisc.go.jp/eng/index.html>(2007/6/26) 
297  See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Normung (DIN) website 

<http://www.din.de/cmd?level=tpl‐home&contextid=din>(2007/6/26) 
298  See 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 normalisation (AFNOR) website 

<http://www.afnor.org/portail.asp>(2007/6/26) 
299  詳見前揭註 290。以 2006 年為例，BSI 代表英國參與國際組織旗下委員會的數據分別為：UK 

secretariats of ISO technical/subcommittees: 89; UK secretariats of IEC technical/subcommittees: 26; UK 

secretariats of CEN technical committees: 77; UK secretariats of CENELEC committees: 26 
300  See United Kingdom Accreditation Service (UKAS) website <http://www.ukas.com/>(2007/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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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所述，BSI 共有標準研發、標準技術資訊提供、產品測試、體系認

證和商業服務五大業務。BSI 僅僅在標準研發這一業務上承擔英國國家標準

機構（National Standards Body）職能301；而其他業務，諸如產品測試、體系

認證等，與社會上其他認證公司一樣，必須通過英國認證服務局的資格認證，

才有資格從事該等業務302。參見下圖 2-15 說明 BSI 之組織架構303。 
 

 
【圖 2-15】英國標準學會（BSI）組織架構圖（依業務區分） 

 
    英國政府認為，標準的自願性質決定標準類文件應由非政府機構直接管

理。政府應管理涉及國家安全、人類健康等應由政府強制執行的法規類文件，

涉及技術問題的自願性標準應由協會來管理，因此，英國政府以簽訂備忘錄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的形式確定與 BSI 的法律關係304。 

（一）英國標準學會（BSI）的皇家憲章 

                                                       
301  See Funding of BSI and Standards Development, DTI website 

<http://www.dti.gov.uk/innovation/strd/activity/page10714.html>(2007/6/26) 
302  See Conformity assessment policy in the United Kingdom, URN 07/594, January 2007 

<http://www.dti.gov.uk/files/file36861.pdf>(2007/6/26) 
303  詳見前揭註 290。 
304  Se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Government and 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in respect of its activities as the United Kingdom's national standards body, 2002 

<http://www.dti.gov.uk/files/file11950.pdf>(2007/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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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I《皇家憲章》（the Royal Charter）305主要規定 BSI 的獨立法人地位、

業務範圍、董事會和會員的組成等。此外，亦特別規定，BSI 的運營收入若

有盈餘，其盈餘必須用於業務再投入，不得用於分紅。規定的業務範圍包括：

研發、銷售和推廣標準，登記、批准和使用標準商標，從事系統評價服務、

產品材料檢驗、測試和認證，以及培訓等業務。 

（二）英國標準學會（BSI）與英國政府簽署的備忘錄 

  在 BSI 行使國家標準機構（NSB）的職能上，英國政府採取簽署備忘錄

的形式承認 BSI 的英國國家標準機構地位。雙方本著平等、獨立和服務於公

共利益的原則，在備忘錄中規定 BSI 作為英國國家標準機構的責任和權利的

同時，亦規定政府應盡責任，例如經費支援等。實踐證明，英國政府的管理

模式取得相當成效。例如，2002 和 2003 年 BSI 標準部的收入占集團收入 17%
以上306。 

（三）政府代表參與英國標準學會（BSI）標準制定 

  英國政府之部（deaprtment）級單位得派代表參加 BSI 委員會之標準制定

活動。為協助各部會的參與，英國貿易暨產業部（DTI）在 1984 年頒布的行

政規則307，各部設置一名標準協調官員（Standards Co-ordination Officer）作

為與 BSI 聯系的單一窗口。以英國國防部（Ministry of Defense, MOD）為例，

該部會與 BSI 的協調官職稱係 MOD/BSI Liaison Officer，設置在 UK Defence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DStan）308之下。BSI 之標準政策與策略委員會

（OC/13）以及專業政策與策略委員會的回饋意見可作為提供 MOD 標準政策

的參考，任何與 MOD 代表有關變更標準政策的建議，需透過 MOD/BSI 
Liaison Officer 傳達。同時，MOD 代表亦需向 MOD/BSI Liaison Officer 呈報

在 BSI 會議中的任何指導意見。部會與 BSI 之政策資訊流動，參考下圖 2-16
之說明309。 

                                                       
305  See the Royal Charter Statement of BSI 

<http://www.bsi‐uk.com/Brand+Identity/Basic+Elements/RoyalCharter.xalter>(2007/6/26) 
306  英國標準協會和英國標準戰略框架，王朋，政策與管理，2005 年第 1 期，頁 23‐26。 
307  See Guidelines for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on BSI Committees of 1984     

<http://www.bsi‐global.com/en/Standards‐and‐Publications/How‐we‐can‐help‐you/Government/Guideline

s‐for‐Government‐Representatives‐on‐BSI‐committees/>(2007/7/2) 
308  See UK Defence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 (Dstan) website <http://www.dstan.mod.uk/>(2007/7/2) 
309  詳見前揭註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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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英國政府部門與英國標準學會（BSI）之政策資訊流動圖 

五、英國標準學會（BSI）其他業務 

    英國標準學會（BSI）除英國國家標準制定外，其餘的商業性業務包括： 
（一）商務資訊服務。BSI 專注於提供標準資訊和動態服務，包括智慧財產

權管理、個性化標準服務。商務資訊諮詢、研討會與培訓、電子化產品的開

發、國際技術援助項目等。 
（二）管理體系認證服務，包括：ISO9001 品質管制系列標準310、ISO14001 
環境管理標準311、ISO 27001 資訊安全標準的認證、評價和培訓312、OHSAS 
18001 職業安全衛生系統驗證標準313以及 PAS 99 統一管理體系之策劃、實施

與績效評估等314。BSI 在 110 個國家擁有 5.4 萬個註冊用戶（Business locations 
registered by BSI），是世界上最大的管理系統登記機構。 
（三）產品服務業務。主要提供產品測試服務，擁有在通訊、安全、消費品、

                                                       
310  See ISO 9001 Quality Management   

<http://www.bsi‐entropy.com/solutions/by‐standards/quality‐management/index.html>(2007/6/26) 
311  See ISO 14001 Environment Management 

<http://www.bsi‐entropy.com/solutions/by‐standards/environmental‐management/index.html>(2007/6/26) 
312  See ISO 27001 Information Security 

<http://www.bsi‐entropy.com/solutions/by‐standards/information‐security/index.html>(2007/6/26) 
313  OHSAS 18001Occupational Health & Safety 

<http://www.bsi‐entropy.com/solutions/by‐standards/occupational‐health‐safety/>(2007/6/26) 
314  PAS 99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http://www.bsi‐entropy.com/solutions/by‐standards/pas_99/>(2007/6/26) 

DStan

BSI 各專業委員會

DTI（Standards Policy Committee） 

BSI（OC/13） BSI 各技術委員會

MOD 代表

政府政策 

決策&管理
政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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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和照明領域的產品測試實驗室。通過政策與管理測試，授予 Kitemark®
商標315或 CE 認證（CE marking）316等證明標章。 
（四）驗證檢驗服務。為全球商品市場和行業提供獨立、綜合的驗證服務，

包括檢驗、抽樣、測試和認證等服務。 

六、英國國家標準化戰略框架 

（一）制定國家標準化戰略框架之緣由 

  儘管英國在標準和標準化方面一向立於世界前列，但正如英國政府在

2004 年發佈的《十年科學與創新投入框架》（Science & innovation investment 
framework 2004-2014，簡稱《框架》）317，便指出若英國要在高度激烈競爭

的全球化經濟中立於不敗之地，只有保持強大的高技術和知識能力，吸引最

優秀的人才和企業，將國家潛力通過創新轉變成商業機會。圍繞英國總體科

技戰略（即一方面使英國成為全球經濟的關鍵知識樞紐，同時亦成為將知識

轉換成新產品和服務的世界領先者）的要求，作為國家創新體系重要組成部

分的標準，在實現這個總體戰略過程中必將產生重大影響。 

（二）國家標準化戰略框架的主要內容 

  國家標準化戰略框架由貿易暨產業部（DTI）、標準協會和工業聯合會

共同制定，經過 2002 年公眾參與討論並不斷修正後，於 2003 年正頒布。《框

架》包括戰略方向和實施框架兩大部分，係英國未來標準化行動的指南。《框

架》規定英國國家標準化總體戰略目標和戰略任務，並進一步分解，從政府、

企業界、國際化、創新和宣傳五方面，細述各戰略方向、戰略任務和主要工

作，並提出成功與否的衡量標準。又，《框架》之實施分成三個階段，分述

如下。 

１、國家標準化總體戰略目標和任務 

  總體戰略目標係確保對標準和標準化的理解和使用方面具有實質性的進

                                                       
315  See About Kitemark®, BSI website 

<http://www.bsi‐global.com/en/Assessment‐and‐certification‐services/Kitemark/>(2007/6/27) 
316  包裝或產品上附有 CE 字樣的產品，表示該產品已經符合歐洲聯盟有關產品類別當時所須符合  的

所有《CE Marking  法例指令》(CE Marking Directives)  的最低要求。由於該指令係強制性的法例，因此，

輸往歐盟的產品如果沒有「CE  認證」標記便不能進入歐盟的市場。換言之，「CE  認證」標記就如一

本進入歐盟市場的貿易護照。See About CE Marking, BSI website   

<http://www.bsi‐global.com/en/ProductServices/About‐CE‐Marking/>(2007/6/27) 
317  See Science & innovation investment framework 2004‐2014 

<http://news.bbc.co.uk/nol/shared/bsp/hi/pdfs/science_innovation_120704.pdf >(200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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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以造福於英國企業界、政府和社會。而詳細的戰略任務包括：一方面使

英國企業界透過戰略性利用標準，增強競爭優勢，推廣最佳經驗，打進新興

市場、促進企業創新；另一方面使英國政府透過有效使用標準，滿足公共政

策、法律法規和社會目標的需要，以建立一個和諧、有效和滿足所有標準使

用者不同需求的基礎支撐體系。 

２、各方的戰略目標和任務 

《框架》針對不同部門，揭示個字的目標與任務，分述如下： 

（１）針對企業界 

  《框架》目標係提高英國企業界對標準的認識和使用率。將標準作為幹，

在技術層面提高競爭力和生產力；甄選和確定能為英國企業界創造機遇的優

先技術、市場和工業領域；使用標準開拓國際市場，提高生產力，加快進入

市場速度，提升競爭優勢，鼓勵創新，減少法規制定成本；考慮產業和市場

結構的不同、生產服務類型的差異、技術發展速度不一、產品生命週期的長

短及其所處階段的不同需求，應有足夠的空間讓企業界選擇適當的正式標準

或非正式標準，滿足企業界的不同需求。 

（２）針對政府 

  為提高英國商業競爭力並支撐社會公共利益，在政策、法規和政府採購

等方面促進公共機構更加有效地使用標準；提升政府標準化工作的協調性，

降低標準制定成本，保衛公共健康和安全，滿足消費者需求，保障標準的有

效實施；將標準化工作與創新、可持續發展等關鍵政策的制定緊密結合；在

政府採購工作中最大限度地使用標準，提高採購效率，增加中小企業在政府

採購的市場機會。 

（３）針對國際化 

  以標準為手段，謀求更加開放的國際市場，減少貿易技術障礙；跟蹤主

要貿易國標準工作動向，評估對英國的影響，使英國能有效應對競爭威脅和

貿易障礙；提高歐洲和國際標準化工作的效率；宣傳英國和歐洲標準政策與

準則；充分利用英國政府的駐外機構，透過標準提升英國的國際影響力；為

優先國家提供目標明確的技術支持，包括對發展中國家的適當支持。透過知

識和技術轉讓，加強英國與該等國家的友好關係；積極影響歐洲和國際標準，

改進市場進入條款，減少對英國產品和服務的貿易技術壁壘。 

（４）針對創新 

  促進技術創新，提高標準對新技術、新工藝、新方法的擴散能力，透過

創新生命週期，有效管理智慧財產權和獲得市場的認證；正確地應用標準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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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領域，鼓勵創新人員參與標準化工作；通過協調使用專利、授權、標準

及其其他智慧財產權管理工具，最大限度地獲取創新所帶來的商業利益；利

用標準促進新技術、新工藝和新方法的商業化。 

（５）針對宣傳 

  建立標準宣傳體系，使社會瞭解標準和標準的作用。開發有效使用標準

的實用技術，將標準化工作深植於科技基礎；加強標準和標準化的宣傳工作，

使企業界和政府進一步將標準作為戰略工具，令決策者充分瞭解標準的作用

和效益，以及如何使用標準；提高目前和未來標準使用者參加標準化工作的

參與度。建立標準需求第一連絡人制度，減少重疊工作；將標準知識納入商

業基礎技能政策體系；將標準化的概念納入正規教育大綱，保障下一代標準

開發和使用者對標準的認識達到適當的水平。 

３、國家標準化戰略框架成功與否之衡量標準 

  戰略框架的成功與否主要透過上述五方面主要目標的進展情況來衡量。

量化衡量標準可藉由以下指標進行衡量，例如：企業界參與標準化的程度、

所制定標準的市場關聯度、新興領域標準化工作水準、標準化創造的新的商

業機會的價值、標準資源的可獲得性和可理解性、政府在政策法規和採購工

作中使用標準的程度等。而各項具體衡量指標因各領域的不同而有所不同，

有待補充。 

４、國家標準戰略框架實施的三個階段 

  國家標準戰略框架的實施分成三個階段，每一階段都有不同的側重目

標，但沒有列出時間表，分述如下： 

（１）建立基礎階段 

  具體而言，包括：開發兩項宏觀和微觀（商用）標準經濟模型；建立並

維護企業界聯絡網，確保英國和國際標準化工作的優先領域和專業領域擁有

英國企業界的戰略意見；建立和管理專門針對中小企業的標準化工作，處理

中小企業關心議題，例如：煩瑣的公務程序、實施成本、代表權等，並提出

解決方案；及時研發標準，並保障用戶能夠獲得；對如何結合專利、標準和

其他智慧財產權管理工具，最大限度地實現創新所帶來的商業價值提出政策

指南；為貫穿產品整個生命週期的創新工作提供幫助；通過英國駐外使領館，

建立國際聯絡網，提高英國影響力，保障英國的商貿利益。 

（２）提升階段 

  面對企業界、政府宣傳標準化工作的好處，印發標準指南材料，為企業

界各層面、政府各級官員應用標準提供支援；建立英國標準評價、優先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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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定、各種資源的應用以及監測與管理的高效協作機制；建立英國標準化

基礎體系長期可持續發展基金，促進標準化工作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和標準化

創造價值之認識；提高國家標準體系的能力和透明度，使標準工作真正涵蓋

包括非正式標準在內的所有標準解決方案；透過國際標準體系，以優先市場

和國家為重點，最大限度的運用英國標準和貿易的影響；剖析標準化工作的

典型案例，處理企業與政府的關係，加強與消費者的聯繫；激發企業界、政

府和社會各界使用標準和參與標準研發的動力；研發教學工具和指導材料，

尋求將標準納入正規教學大綱的途徑；提高社會各界對標準及其應用的認

知；提供使用標準和標準化工作的培訓機會。 

（３）成效階段 

  各企業把標準納入其戰略規劃，將標準當作是提高競爭力和生產力的工

具；政府瞭解標準可應用的公共領域，如何應用，分辨更有效應用標準的途

徑和最佳方式；透過更有效的英國國家標準組織和政府機構的互動，建立並

協調系列標準選擇方案，為政策和法規的實施中使用標準提供支援；促進政

府採購工作；透過標準的使用，提高採購效率，增加供應商和政府機構的透

明度，並為中小企業提供更多的商業機會；以英國國家標準組織確定的優先

領域為基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幫助；從標準化角度，不斷追蹤有益於新產

業、新技術、新工藝和新商業方式的切入點，並鑒別具體機會。 

第四節  美國標準制定體系 
  承上一節討論之各層級之創設標準之運作、發展以及著作權保護策略之

運籌，本節將以一國境之內的標準化發展體係為重心，並驗證本章所討論過

與標準制定之相關議題。鑑於美國是世界上標準化事業最早發展的國家之

一，且資料較其他體系完整，以下將透過對美國的標準化發展、標準體系、

技術法規體系、標準化管理體制、研究體制、運行機制、符合性評鑑機制、

服務體系、資源體系、國家標準化戰略、對待國際標準化活動政策進行探討

和研究，整理美國標準化體系特點和特徵，以作為我國發展標準化體系以及

參與國際標準化制定工作之重要參考。 

壹、美國標準化的歷史沿革 

  美國是世界上標準化事業最早發展的國家之一。早在 1898 年，美國試驗

材料協會（ASTM）即已成立，係世界上最早的標準制定組織。該協會是私

營的非盈利性材料和試驗方法領域的團體標準制定和管理機構。1901 年，成

立國家標準技術研究院（NIST），隸屬於商務部技術管理局（Commerce 
Department's Technology Administration）的從事標準與技術研究非管理性的美

國聯邦機構。1904 年，在密蘇裡州的聖路易士市（St. Louis, Missouri）召開

由首席科學家和優秀實業家的國際大會，為 1906 年世上第一個國際標準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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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國際電子電機委員會」（IEC）之成立作準備。 
 

  1916 年，由美國電氣工程師學會（現在的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

（IEEE））發起，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ASME），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

（ASCE），美國採礦和冶金工程師學會（AIMME）和美國試驗與材料協會

（ASTM）加盟，成立一個國家機構，以協調標準的制定，同時作為標準制

定機構進行資訊交流的場所。兩年後，即 1918 年成立美國國家標準學會

（ANSI）的前身美國工程標準委員會（AESC），作為一個國家協調機構以

統一協調標準制定方法，以及作為一個公平的組織以審批國家協商標準和驗

證標準制定組織。後來，美國陸軍、海軍和商務部皆加入 ANSI。1919 年，

AESC 制定第一個管線螺紋標準。1920 年，開始協調制定，1921 年，發佈美

國第一部安全標準規範，現在美國有 1,200 多個 ANSI 批准的安全標準，用

於保護勞動者，消費者和公共福利。成立後第一個十年，AESC 亦批准採礦

電氣，機械工程建築以及高速公路交通等方面的美國國家標準。 
 
    ASCE 在早期促進國際合作工作就很活躍。1926 年，以東道主名義召開

國際標準協會（ISA）的成立大會，該協會一直工作到第二次世界大戰。1928
年，ASCE 確認為美國標準協會（ASA）。1931 年，IEC 美國國家委員會成

為美國標準協會（ASA）的分支機構 ASA 電工委員會。在後來的 20 多年，

ASA 由一個單純的國家協調機構，成為國家和國際均衡發展的標準化組織。

1941 年，美國參加第二次世界大戰，ASA 制定軍用標準制定程式，建立特殊

委員會，促進軍事工業的發展。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6 年，ASA 與 25
個國家的國家標準化機構一起成立國際標準組織（ISO）。自那時起，ASA
成美國參加 ISO 和 IEC（透過 IEC 美國國家委員會）兩大國際標準組織標準

化活動的美國的代表機構和組織者。 
 
    50 和 60 年代，ASA 在核能、資訊技術、材料處理和電工等領域為企業

和政府提供標準的需要。50 年代，ASA 召開第二次 ISO 大會和 IEC 的 50 周

年大慶，進一步提高在國際標準化舞臺上威信。1966 年，ASA 以美國標準學

會（USASI） 的名義進行重新組織，其職責有三：統一標準制定和批准的協

商一致原則；制定自願性標準體系以更加滿足用戶的需求；加強美國在國際

標準化領域的主導地位。1969 年，採用現在的名字美國國家標準學會

（ANSI）。儘管進行多次改組和改名，但是學會的任務仍然是協調國家標準

化與國際標準化活動，審批自願性國家標準（現在稱為國家標準）。國內標

準計畫始終在不斷擴大和變化，以滿足行業，政府和各個領域不斷變化的需

求。1970 年，ANSI 成立批准標準的 ANSI 標準評審委員會，建立公開評審

程式，這是 ANSI 歷史上最具有意義的改革之一。對審批標準提出新要求，

從而提高各行業、政府和公眾對美國國家標準的可信度。 



標準制定組織之智慧財產保護政策 
及競爭法問題探討 

143 
 

 
    橫跨 70 年代，ANSI 一直在追求提高標準體系的方法。1970 年，ANSI
協助商務部推行公制制度，ANSI 成立美國國家公制委員會，以實施公制計

畫。自從聯邦政府機構參加 5 個協會投資後，ANSI 與聯邦政府各部門之間有

合作關係。標準在聯邦政府的管理法規中的應用史無前例的增加，ANSI 貢獻

顯著。1976 年，ANSI 與職業安全與衛生管理局（OSHA）成立聯合協調委員

會，在工作場所安全與衛生方面的自願性標準化活動進行密切的合作。1982
年，與消費產品安全委員會（CPSC）成立類似的聯合協調委員會，在消費產

品標準化活動方面進行很好的合作。 
 
  ANSI 在 80 年代加強國際標準化工作。企業和貿易集團認識到標準化是

開拓世界市場的鑰匙，美國標準體系能滿足他們的要求。整個 80 年代 ANSI
在保持國家標準化活動論壇同時，大幅加強國際標準化活動的參與。1987 年，

ANSI 承擔在國際標準化中影響最大、制定國際標準最多、同時又體現改革力

度最大的 ISO/IEC/JTC 1 資訊技術委員會的工作。統一的歐洲市場建立後，

ANSI 與歐洲夥伴進行建設性的合作對話。在布魯塞爾建立辦事處，能更加

及時地提供歐洲標準化活動資訊。ANSI 亦開始與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

和歐洲電工標準化委員會（CENELEC）進行一系列的重要討論會，促進相互

合作，對歐洲標準化方法進一步有瞭解。自從 1989 年以來，ANSI 又進一步

加強與東歐國家，遠東地區，環太平洋國家以及中南美國家之間的國際關係。

1991 年，ANSI 會員與墨西哥，加拿大進行三邊會談，補充政府間關於北美

自由貿易協定的協議。 
 
  90 年代，由於經濟的全球化，標準化進入一個光輝燦爛時期，標準化受

空前重視。企業不僅將標準視為開發產品、提高品質、改進環境的關鍵，而

且認為是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成功的重要保證。在這十年中，品質認證、產品

認證和符合性評鑑是企業獲得成功的三大基礎。2000 年，ANSI 發佈美國國

家標準戰略（National Standards Strategy for the United States, NSS），成為制定

以市場為導向的標準的指導文件。證實美國在國內和國際上所進行的自願性

標準化活動，係符合市場經濟秩序。 
 
  21 世紀，從事標準制定工作的標準化人員認知全球性相關標準以及符合

性評鑑機制的需求不斷增長。「市場力量」，例如全球貿易和競爭；社會問

題例如安全、衛生和環境；消費力的增長、私人企業與公共企業之間的相互

影響，大幅促進標準化以及符合性評鑑的發展。標準本身亦超越其自身，不

僅限於產品技術條件，且擴展到使用性能、工藝、體系以及人員範疇。2002
年，ANSI頒布國家符合性評鑑原則（National Conformity Assessment Principles, 
NCAP），令通過該評鑑程序之民間標準制定組織所起草之標準，成為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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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標準（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ANSs）。 
 
  綜上所述之 100 多年發展史，美國自願性標準體系（Voluntary Consensus 
Standards）可以被視為世界上最有效最完備的標準體系之一。截至 2007 年，

經 ANSI 批准的國家標準已達 10, 500 項318。隨著美國經濟的復蘇和發展，該

標準體系將不斷擴大，並適應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競爭，同時管理該標準

體系的美國標準化機構亦將會在全球標準化領域裡發揮重要影響。目前，美

國全國大約有 600 多個機構在制定各自的標準319，其中包括政府機構，也包

括非政府機構。美國聯邦政府目前共累計超過 44,000 項獨立之法規、技術規

則以及採購規格等，提供廠商自行選取最適用之準據，目前趨勢顯示，越來

越多的自願性共識決標準為美國政府機關所採用。另一方面，美國私部門提

供超過 50,000 項之私人起草標準，累積將近 10 萬項標準，後者係由近 600
個民間標準制定組織（private-sector standard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SDOs）所制定與維護，其中有超過 200 家機構通過 ANSI 之驗證過程，提供

超過 10,000 項之美國國家標準，可稱之為美國國家標準之制定者320。據 ANSI
統計，大約 20 家 SDOs 制定近九成之民間標準321。 

貳、標準化體系 

  美國標準體系實際上包括自願性標準以及政府（採購） 標準和法規兩個

部分，兩部分各成體系，即「自願性標準體系」和「強制性技術法規（政府

（採購） 標準和法規） 體系」。以下所謂標準體系係指自願性標準體系。

技術法規體系將在下面第三部分敘述。 

一、美國自願性標準體系 

美國自願性標準體系包括國家標準、協（學） 會標準、聯盟標準和企業（公

司） 標準。聯盟標準實際上是某種範圍的協會標準或擴大的企業標準。因此，

美國自願性標準由國家標準、協會標準和企業標準三個層次組成，參見下表

2-11 之說明。 
 
                                                       
318  See ANSI –an History Overview, ANSI website 

<http://www.ansi.org/about_ansi/introduction/history.aspx?menuid=1>(2007/6/28) 
319  See Standards & Competitiveness: Coordinating for Results,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May 2004)   

<http://www.technology.gov/reports/NIST/2004/trade_barriers.pdf >(2007/6/29) 
320  See Overview of the U.S. Standardization System: Understanding the U.S. Voluntary Consensus 

Standardization and Conformity Assessment Infrastructure, ANSI website (July 2005)   

<http://publicaa.ansi.org/sites/apdl/Documents/News%20and%20Publications/Other%20Documents/US‐St

dzn‐System‐FINAL.pdf>(2007/6/29)   
321  Supranote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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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美國自願性標準體系依層級分類 
標準層級 說明 
國家標準 由政府委託民間組織美國國家標準學會（ANSI） 組織協調，由

其驗證的標準制定組織（行業協會） 和委員會制定的標準。 
協會標準 由各種協（學） 會組織、所有感興趣的生產者、用戶、消費者

以及政府和學術界的代表參加，透過協商程式而制定出來的標

準。 
企業標準 企業本身按照市場需要和使用者要求制定的公司標準。 
 
    美國標準體系亦可按聯邦政府標準體系和非聯邦政府標準體系分類，「聯

邦政府體系」的標準數量約 4. 4 萬項，「非聯邦政府體系」即各種行業協會

和學會的專業標準體系約有標準近 5 萬項。此外，所謂之自願性標準的特徵

是自願性參加制定，自願性採用。又，依據標準呈現之形式，自願性標準亦

可分為標準與臨時標準兩類，分類依據參見下表 2-12。 
 
【表 2-12】美國自願性標準呈現形式之區別 
呈現形式 標準 臨時標準 
說明 按照標準協商一致原

則，透過批准的公正程

式和規則制定之檔。 

為滿足緊急情況，受規章限制，

或其它特殊情況之需求，在有限

的時間內出版之檔。該臨時標準

只透過分組委員會，沒有經過充

分協商。 
分 
類 
依 
據 

分類法 
Classification 

按起源、組成、性質或使用相類似的特徵，將材料、產品、

體系或服務劃成若干小組。 
指南 
Guidance 

係指非推薦為具體措施的資訊或一系列甄選方式的概要。

標準慣例 
Standard 
Practice 

提供一個或多個具體操作或實施所作的明確的說明，但被

規範的操作或實施方式不需得出試驗結果。 
實施例包括：設備、組裝、清洗、收集、淨化、檢查、安

裝、製備、取樣、篩選等。 
技術條件 材料、產品、體系或服務滿足的一系列明確要求。例如，

物理、力學、化學性質、安全、品質、使用性能的要求。

術語 
Terminology

包含名詞定義，符號、縮寫或簡稱的解釋文件。 

試驗方法 
Test Method 

係指能得出試驗結果的明確的程式。 

二、技術法規體系（強制性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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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技術法規，即強制性標準，包括政府採購標準（例如軍用標準） 和

法規，由美國政府部門及機構制定和管理322。 

（一）技術法規的制定與管理 

  美國係聯邦制國家，除全國性的技術法規外，各州都有自己的技術法規。

全國性的技術法規，由美國政府機構根據國會在法律中賦予的行政職責範圍

分別制定，國會的相關專業委員會和國家管理與預算辦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323統一協調，然後由相應的政府機構或部門

頒布實施324。美國聯邦政府規定政府標準應按照《美國聯邦條例法典》（CFR）

第 5 篇行政程式325的規定制定。美國軍用標準屬於美國政府標準，但是鑒於

軍事的特殊性，規定軍用標準按照《美國聯邦法典》（USC）第 10 篇第 145
章《編目與標準化法》（Cataloging and Standardization）326和美國國防部《標

準化管理條例》（Defense Cataloging and Standardization Act of 1952）327進行

制定。 
 
    技術法規和政府標準制定部門和機構，包括：商業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國家標準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 Technology, 
NIST）、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

勞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交通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聯邦

航空總署（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 EPA）、科學技術局（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國

家航太航空管理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

                                                       
322  以下資料整理自 Federal Use of Standards,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website 

<http://www.whitehouse.gov/omb/fedreg/a119rev.html>(2007/6/27)；以及 Functions of the Standards 

Executive Office within Federal Agencies, NIST website (2003) 

<http://ts.nist.gov/Standards/Conformity/upload/dhs‐stdsexecs‐role.pdf>(2007/6/27) 
323  由於美國聯邦政府各統計機構及業務極為分散，為加強各機構之間的協調及避免統計調查的重

複，於西元 1930 年代成立預算管理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該局隸屬總統辦公

室（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雖主要負責美國聯邦政府之預算編製。 
324  Se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 Circular A‐119, "Federal Particip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Voluntary Consensus Standards and in Conformity Assessment Activities." Public Law 104‐113 

(15 U.S.C. 272) , 1998 <http://sw‐eng.falls‐church.va.us/circular‐a119.html>(2007/6/27) 
325  C.F.R Title 5: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326  U.S.C Title 10: Armed Forces (including the Uniform Code of Military Justice); Chapter 145, Cataloging 

and Standardization; Section 2,541 Defense supply management 

<http://www4.law.cornell.edu/uscode/html/uscode10/usc_sec_10_00002451‐‐‐‐000‐.html>(2007/6/27) 
327  See Defense Cataloging and Standardization Act of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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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食品與藥品管理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聯邦總務署（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GSA）328、美國網路法律代表機構 THOMAS 美國網路委員會
329。美國政府標準數量約 4. 4 萬個。此外，職業安全與健康管理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CPSC）、聯邦交易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聯邦能源管理委員會（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等都各自頒布法規。 
 
  美國技術法規由美國國家檔案管理局（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330所屬聯邦註冊辦公室（Office of Federal Registries）統一管

理331。技術法規載入《美國聯邦法規法典》中，在全部 50 篇 20l 冊篇幅中，

涉及技術法規條款約有 20 篇、95 冊、l0,000 多條332。 

（二）進口法規 

                                                       
328  美國聯邦總務署（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GSA）係美國政府機關之業務經理人及採購代理

人，代理採購的機關包括行政、立法、司法部門及美國政府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機構，總部位於美國華

府，GSA 原轄下之三個主要採購單位負責，分別為聯邦供應司（the Federal Supply Service, FSS）負責

產品及服務採購；聯邦科技司（the Federal Technology Service, FTS）負責資訊設備採購；公共建築物

管理司（the Public Buildings Service, PBS）負責工程採購。GSA 每年採購金額達數十億美元，而大部分

的採購原由 GSA 轄下之三個主要採購單位負責，現已於 1995 年 10 月將 FSS 與 FTS 重組成有 6 家區域

辦公室的 FAS the Federal Acquisition Service (FAS)。為能提供效率化及符合經濟利益的服務，GSA 透過

其在華府總部及在美國主要城市的 11 個地區辦事處，進行全國性及地區性採購。參閱聯邦總務署之

採購介紹，2007 年。

<http://open.nat.gov.tw/OpenFront/report/show_file.jsp?sysId=C09600417&fileNo=001 >(2007/6/27) 
329  See Library of Congress, Thomas Home website <http://thomas.loc.gov/>(2007/6/27) 
330  美國在 1934 年成立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所有的館務運作直接對國會負責，其後於 1949

年改隸聯邦政府總務署，1984 年再改為今日的國家檔案及文件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署長由總統任命，參議院驗證，並直接向總統負責。NARA 藉由監督聯邦檔案

之管理，以助於保存美國的歷史。其任務在於確保美國公民均能接近並使用其所能掌握有關政府之公

務運作、國家經驗之紀錄或資訊。參閱葉俊榮等，美國國家檔案管理制度考察報告，公務出國報告，

2004 年。 
331  美國檔案管理制度中，聯邦與各州並無隸屬及監督關係。中央與地方檔案管理事權分離，且各州

檔案制度各有不同。NARA 美國國家檔案館係於 1934 年設立，其間於 1984 年改組為國家檔案與文件

總署，其立法案中並明定設置國家歷史出版委員會（National Historical Publication Commission），於 1984

年配合改組為國家歷史出版及檔委員會（National Historical Publication and Record Commission），由美

國國家檔案局局長為主席，負責各項與美國歷史有關之資料保存、出版及使用等各項業務計畫。 
332  參閱李鳳雲，美國標準化調研報告（上），冶金標準化與質量，2004 年第 2 期，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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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要求進口商品滿足 ISO 9000 系列標準外，附加許多進口商品的管制

條例，利用安全、衛生檢疫及各種包裝、標籤規定對進口商品進行嚴格檢查。

例如，關於藥品方面，美國食品與藥物管理局（FDA）制定相應的法規，該

法規對各種藥物的認證，包裝、標識及檢測試驗的方法等都逐一進行規定，

就連非處方銷售的藥品和器具上的警告詞句亦做具體規定；對電子產品的進

口限制規定主要有《控制放射性的健康與安全法》（Radiation Control for Health 
and Safety Act of 1968）333；針對植物檢疫相關之聯邦法律有《植物檢疫法》

（Plant Quarantine Act of 1912）334、《聯邦植物蟲害法》（Federal Plant Pest Act 

                                                       
333  See Radiation Control for Health and Safety Act of 1968 

<http://www.fda.gov/cdrh/osel/programareas/radiologicalhealth.html>(2007/6/27) 
334  See Plant Quarantine Act of 1912 (7 U.S.C 151‐167) 

<http://ipl.unm.edu/cwl/fedbook/plantqua.html>(200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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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1957）335、《動物福利法》（Animal Welfare Act as Amended ）336。 
 

                                                       
335  美國農業部（USDA）的動植物健康檢查署（APHIS）負責確保健康植物和植物產品能輸入美國。

APHIS 內的植物保護檢疫部門（PPQ）官員在進口植物和植物產品未放行進入美國前，執行檢查有無

國外疫病和害蟲。由於 PPQ 審慎查驗確保進口農產品是健康的，美國人才能持續享受來自全球各地

多樣化的農產品，地方雜貨店的貨架也能擺置存放各國進口產品。PPQ 官員會告知進口商有關植物檢

疫，植物健康和各項限制，並提供他們想進口的農產品相關訊息（包括法規，政策，和程式）。例如：

如果進口商想要自荷蘭輸入切花，PPQ 官員可事先提供美國植物檢疫規定，以便花卉能快速通關進入

美國。See Federal Plant Pest Act of 1957 (7 U.S.C. 42) 

<http://ipl.unm.edu/cwl/fedbook/fedpest.html>(2007/6/27) 
336  《動物福利法》(Animal Welfare Act as Amended, 7 U.S.C. 2131‐2156)  在 1996 年簽署成為法律，目

的係管理實驗室裡動物的照料與使用，它成為美國唯一一條管理動物在實驗、展示、運送與販賣時應

如何對待的聯邦法律。其他的法律、政策與準則也許包括了涵蓋另外的物種，或是關於動物照料與使

用的說明，但是所有的法律都援用動物福利法作為最低限度可接受的標準。動物福利法歷經四次修正

(1970、1976、1985、1990)。該法由美國農業部，動植物健檢局(APHIS)，動物照料組織(AC)所執行。

動物照料組織研擬出詮釋該法及其每一修正版的規定。其提出的規則在聯邦記錄(Federal Register)中刊

出，供社會大眾評論。在分析了評論之後，動物照料組織研擬出最後的規則，這些規則也在聯邦記錄

中刊出。最後的規則包括了有關公評的描述與農業部對此的反應，接著是新規則當如何制定為規定。

動物福利法的規定實際上是一本如何遵守該法的手冊。它們每年都在《聯邦管理法》第 9 章第 1 條 a

小節動物福利中刊出，這一小節一般稱做”9CFR”。這些規定被區分成 4 個部分：定義、規定、標準與

管理動物福利法之下處理辦法細則。定義部分描述在法律條文中所使用詞彙的精確意義。這一部分非

常重要，因為法律定義包括了與該字一般用法不同的例外情形。至於規定這一部份則包括了底下這些

細目：執照核發、註冊登記、研究設施、看護的獸醫、充份的獸醫照顧、失竊的動物、記錄，遵守標

準  與持有時期，另外還有各式各樣的題目，像是沒收及銷毀動物，取得並檢查記錄與財產。大部分

小章其內容是為特定物種或是物種群提供標準的第 3 節，其中包括了貓狗，白老鼠與倉鼠，兔子，非

人類之靈長動物，海洋哺乳類以及其他溫血動物的一般類別的章節。標準則包括了設施與運作，健康

與豢養系統以及運輸的標準。最後一節提出可適用於動物福利法第 19 節之下宣告行政程式之做法準

則。參閱動物福利法簡介，行政院農委會對物保護資訊網，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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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例如，美國食品與藥物管理局（FDA）337制定《聯方食品、藥品、化妝品

法》（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of 1938）338、《公共衛生法》（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 of 1944）339、《公平包裝和標簽法》（Fair Packaging and 

                                                       
337  FDA 之任務係確保藥品、動物用藥、生物製劑、醫療器材、食品、化粧品、輻射性電器品等安全

及功效，達到維護公共衛生之目的。FDA 隸屬於聯邦政府衛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處理進出口及跨州流通之產品；至於州政府衛生局，則隸屬於州政府，處理州內流通之產

品。FDA 之組織，包括六個業務中心，其在全國則分佈有 5 個區域辦公室，21 個地區辦公室，140

個稽查駐點，及 13 個地方實驗室；人力達 11,000 名以上；其 2005 會計年度之預算總金額為

1,845,000,000 美元。FDA 局長辦公室下設專門辦公室，處理緊急危機事件回應及媒體聯絡事宜，並設

有資深消費者事務顧問。平時各中心均有專人處理消費者保護業務，於政策制定過程中，強調風險溝

通，與消費者團體積極互動；各區域辦公室亦設有專門辦公室執行風險溝通，協助落實政策。對於違

規產品之處理，則強調儘快將其與消費者阻隔，並以要求業者發起回收為優先處方式。依危害程度，

回收可分為三級，各級回收資訊，均即時公佈於 FDA 網站，而第一級回收並立即發佈新聞，俾於第

一時間告知消費者避免接觸。Se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website 

<http://www.fda.gov/>(2007/6/27) 
338  《聯方食品、藥品、化妝品法》係美國關於食品和藥品的基本法。經過無數次修改後，該法已成

為世界同類法中最全面的一部法律。美國的許多州的這類立法與此法相似：有些州規定將此法的任何

新要求自動加入州立法律中。該法及其修正案對食品（包括食品添加劑）、色素添加劑、人用和獸用

藥品（包括加入藥品的動物飼料）、醫療器械和化妝品作出規定。該法授予 FDA 管理者，僅只於在州

與州之間交易的以上產品。肉類和家禽基本上是由美國農業部實施的另一個法令所管理。該法禁止在

美國銷售或進口偽劣或牌號錯誤的食品、藥品和化妝品。關於偽劣或牌號錯誤的詳細定義在該法中己

有說明，並且許多法庭對此均有解釋。該法還禁止銷售需經 FDA 批准而未獲得批准的物品，以及未

獲得相應報告的物品和拒絕對規定設施進行檢查的廠家生產的產品。See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of 1938 (abbreviated as FFDCA, FDCA, or FD&C)( 21 U.S.C. 301‐392) 

<http://www.fda.gov/oc/history/historyoffda/section2.html>(2007/6/27) 
339  《公眾健康服務法》中有三個部分是由 FDA 實施：（一）42 U.S.C. 262‐263─—諸如疫苗、血清和

血液等生物製品的州與州之間銷售由這一法律管理。這些產品必須是安全、純正和有效的。血庫以及

疫苗、血清和抗毒素的生產企業必須經 FDA 特許。對特許的其他要求係該產品必須符合由 FDA 建立

的生產和產品檢驗標準。生物製品也可以按《FD&C》定義為藥品或醫療器械，並能使用《FD&C》的

制裁條款（如查扣、刑事訴訟或禁令）。（二）42 U.S.C.264——FDA 保證消毒過的牛奶和貝殼類海鮮的

安全；食品服務業的衛生；以及用於州與州之間的船、火車、飛機和公共汽車上旅行者的食品、水和

衛生設備的衛生。（三）42 U.S.C. 263b‐263n——《健康和安全的輻射控制法》（Radiation Control for Health 

and Safety Act）（1968 年本法修正案）。此部分保護公眾免受諸如彩色電視機、微波爐和 X 光機等電子

產品的不必要的射線輻射。FDA 對這些及類似產品設置性能標準，以保證產品符合 FDA 標準的要求。

如果產品有缺陷，該法律規定生產者必須修理、更換或退款。在放射線產品還是醫療器械的情況下，

該產品既要符合《FD&C》，也要符合《輻射控制法》的要求。See 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 of 1944 (42 U.S.C 

201) <http://www.fda.gov/opacom/laws/phsvcact/phsvcact.htm>(200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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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ing Act of 1966）340、《營養標示和教育法》（Nutrition Labeling and 
Education Act of 1990）341等法規。對進口食品的管理除市場抽樣外，主要在

海岸檢驗，包括查驗進口貨物是否貼上規定之特殊標誌或標籤342，該貼標誌

或標籤的方法是否符合海關要求，是否符合政府其他有關部門法律條例規定

的特殊要求等等343。不合要求者，將被扣留，然後以改進、退回或銷毀三種

方式處理344。FDA 歷年之執行成效參見下表 2-13345。 
 
 
 
                                                       
340 《公平包裝和標簽法》規定包裝上需要內容之放置問題。該法要求產品標識應是誠實和資料性的，

以便消費者知道他們購買的是什麼以及如何正確使用。標識還必須寫明生產者或銷售者的名稱和位

址，聯邦交易委員會（FTC）對除食品、藥品、醫療器械和化妝品之外的所有產品實施該法。處方藥

標識由《FD&C》管理。See Fair Packaging and Labeling Act of 1966 (39 U.S.C 1451) 

<http://www.fda.gov/opacom/laws/fplact.htm>(2007/6/27) 
341  《營養標籤和教育法》對食品標記作了很大的改變，主要是關於營養成分的標記，營養成分含量

和對健康的說明。若要向美國出口食品，仍需購買"CFR Title21"和其它一些關於食品加工、採樣、分

析、包裝、安全裝運等其它各類合格文件。See Nutrition Labeling and Education Act of 1990 (21 C.F.R. 

101)<http://www.fda.gov/ora/inspect_ref/igs/nleatxt.html>(2007/6/27) 
342 《FD&C》規定，FDA 的檢查員和審查員對仍在美國海關總署（U.S. Customs Service）管制的進口商

品實行檢查。如果違法行為能被糾正（例如，對食品進行重新加工），這些商品可能被允許進入美國。 
343  除大部分肉和家禽外，所有儀器、藥品、生物製品、化妝品、醫藥器械、有放射性的電子產品以

及《FD&C》及相關法律中規定的產品均需在進口時、或供出口美國時接受 FDA 的檢查。所有進口產

品必須符合與國內產品相同的標準。進口食品必須純淨、完整並且食用安全，在衛生條件下生產；藥

品和器械必須安全有效；化妝品必須安全並含經過審批的成分；放射性器械必須符合確定的標準；並

且所育產品均必須有英文說明資料和可信的標記。例如，《聯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規定如果食

品、藥品、化妝品和有些醫療器械中含有未經 FDA 證明的某些特殊用途所需安全性的顏色添加劑時，

此類產品即為偽劣產品。顏色添加劑指染料、顏料或其它物質，不管是合成的還是從蔬菜、動物、礦

物、或其它方面獲取的，在加入或作用在食品、藥品、化妝品或人體上時會產生顏色的這些產品 
344 《FD&C》禁止的違法行為一般分為兩類：摻假（adulteration）和錯誤標識（misbranding）。此外，

該法禁止違反新藥條例和對某些食品的緊急許可控制。對違法行為，《FD&C》提出三種主要的法定制

裁：（一）查扣違法物品是一種控制措施；一個產品的所有批號都可以交由美國法院查封、扣押以將

其從市場上清除。（二）FDA 還可以建議對違法的責任人或（和）責任單位進行刑事訴訟。（三）該法

提供的第三種主要控制是禁令權，聯邦地區法院依此禁止或阻止違法產品裝運進行州與州之間的貿

易。此命令可應用於已發現的一個工廠生產的有礙健康的或其他不符合品質要求的所有產品。禁止令

或限制令可以是預備的、暫時的或永久的。詳見前揭註 337。 
345  表 2‐13 之資料整理自：Enforcement Story 2006，  FDA 2007 年出版 

< http://www.fda.gov/ora/about/enf_story/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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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美國食品與藥物管理局（FDA）各年度違規產品處理情形 
（單位：件） 

     年度 
處理情形 

FY06 FY05 FY04 FY03 FY02 

Surveillance 
Activity 
(管制行動) 

17,641 19,803 21,805 22,543 18,572 

Arrests 
(刑事調查逮捕) 

341 535 383 345 372 

Conviction  
(法院判決有罪) 

279 275 196 206 317 

Import Refusal 
(禁止進口) 

77,260 54,577 48,425 31,609 23,687 

Recalls  
(回收) 

4,266 5,335 4,670 4,627 5,025 

Warning Letter 
(警告信) 

538 535 725 582 755 

 
    此外，美國亦利用推行國內生產加工方法及其他標準設置技術障礙。例

如，美國為保護國內的汽車工業，在《空氣淨化法》（Clean Air Act Amendments 
of 1990）346中明確規定，所有進口汽車都必須安裝防污染裝置，並制定十分

嚴格的技術標準347，從而使得排氣量過大的汽車等被擋在美國市場外348。根

                                                       
346  1990 年的《清潔空氣法》修正案（CAAA）在 1990 年通過。主要特色是實施大型煤動力及石油動

力的電力企業的 SO2 (酸雨的主要成分)  排汙許可證的交易  (CAAA  第 IV 章)。1990 年制定的法規涉及

第一階段  (1995 年～1999 年)  和第二階段  (2000 年至今)。在第一階段，263  家大型企業受到影響。

在第二階段，所有電力企業受到影響。在任一年度，所有企業都必須獲得排汙許可證，否則將會受到

處罰。未來 30 年內，每年發行的許可證數量並不確定，平均超過 2，000 份。許可證的存在進一步減

少污染物的排放。根據規章，每個新建和已建的電力廠商有權分配排汙權。美國環保署每年大約保留

2.8%  的排汙許可證進行拍賣，所得收益用來獎勵發電商。拍賣的許可證包括本年度和未來 7 年內的

許可證。美國環境保護署拍賣的許可證的另一個來源是私人持有者提供的許可證。拍賣是通過競價拍

賣來進行的，大多數交易是在場外進行的雙邊交易。See Clean Air Act Amendments of 1990 (CAAA) 

<http://www.epa.gov/eogapti1/module7/caa/caa.htm>(2007/6/27) 
347  美國污染法規乃由環境保護署（EPA）制定，銷售前需取得 EPA（聯邦）及 ARB（加州）之污染認

證，屬於政府認證之制度。根據 CFR Title 40，針對申請認證之每一引擎族，製造商需準備符合法規需

求之車輛，完成 160,000km 污染性能確認，及執行符合性測試（污染/油耗，蒸發污染），然後向 EPA

提出認證申請、提送測試結果及該引擎族相關資料。在某些情況下，EPA 從製造商的申請資料判斷而

選定車輛來要求製造商提供，以在 EPA 自有實驗室進行確認測試（Confirmatory test），並從測試結果



標準制定組織之智慧財產保護政策 
及競爭法問題探討 

153 
 

據這項法律，美國政府以豐田公司和本田公司在美國的分公司所安裝的廢氣

控制裝置未達標準和有缺陷為由，分別要求兩家公司拿出 2.67 億美元和 5.5
億美元進行修換，使兩家公司蒙受巨大損失349。另外，美國之《國家交通、

車輛及公路安全法案》（National Traffic and Motor Vehicle Safety Act of 1966）
350中要求必須安裝輪胎氣壓警報系統，也對國外廠家形成約束。 
 
                                                                                                                                                           
來驗證其符合性及決定其油耗狀況。在加州販售的車輛要依據 AC（Administration Code）Title 13 來確

認其符合該州特有之技術法規，該法規甚至比 EPA 還嚴苛。參閱許志成，車輛法規調和發展及論壇現

況。

<http://www.artc.org.tw/chinese/upload/monthly/title/20%E6%9C%9F%E6%96%87%E7%AB%A0%E4%B8%

89‐%20%E8%BB%8A%E8%BC%9B%E6%B3%95%E8%A6%8F%E8%AA%BF%E5%92%8C%E7%99%BC%E5%B1

%95%E5%8F%8A%E8%AB%96%E5%A3%87%E7%8F%BE%E6%B3%81.doc>(2007/6/27) 
348  日前，針對由美國 12 個州以及 13 個環保團體提出，要求法院裁定二氧化碳是否應被視為污染物，

從而受到《空氣淨化法》(CAAA)管制之訴訟，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在 2007 年 4 月 2 日作出最終裁決，

指出美國政府聲稱無權限管制新下限汽車和貨車的廢氣排放並不正確。判決中聲稱，環境保護署未能

提供合理解釋說明為何拒絕管制汽車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有害氣體。最高法院的 9 名大法官以 5

票對 4 票裁定聯邦政府敗訴。原告一方認為，政府在 1970 年通過的空氣淨化法之下，有法定義務管

制溫室氣體的排放；而聯邦環保署則辯稱，空氣淨化法沒有把二氧化碳列為污染物，因此他們無權監

管。溫室氣體在自然環境中天然存在，不過汽車尾氣也會排放溫室氣體。科學家們相信溫室氣體造成

全球加速變暖。最高法院的判決書指出，除非環保署能證明二氧化碳與全球變暖問題無關，否則就得

予以監管。然而，有論者指出，判決本身並不代表布希政府會相應改變其氣候變化政策，布希政府一

直拒絕限制溫室氣體排放，並稱這將對商業活動構成不良影響。最高法院的裁決得到美國環保團體的

歡迎，不過汽車製造商以及在部分經濟上依賴汽車製造業的州則表示強烈反對。據統計，美國的溫室

氣體排放量，佔全球總量的 25%。See Environmental Defense, et al. v. Duke Energy Corp. 549 U. S. ____ 

(2007) <http://www.supremecourtus.gov/opinions/06pdf/05‐848.pdf>(2007/6/27) 
349  See Alan Pilkington & Romano Dyerson, Innovation in disruptive regulatory environments: A patent 

study of electric vehicl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Volume 9 

Number 1 2006 pp. 79‐91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Insight/ViewContentServlet?Filename=Published/EmeraldFullTextArticle/

Articles/2200090105.html>(2007/6/27) 
350 《國家交通、車輛及公路安全法案》在1966年通過，授權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NHTSA，隸屬於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負責發展及公告新機動車輛及車輛裝備（Equipment）

之車輛安全與性能技術法規。NHTSA 採用自我認證，製造者必須在銷售之前確認其產品符合 NHTSA

之技術法規，而 NHTSA 會執行符合性測試來監督，若測試結果顯示出車輛或裝備有明顯之與相關技

術法規不符，則要求製造者提出其當初驗證該產品符合技術法規之根據。若實際上不符合者，製造商

必須通知供應商該不符合性之事實，且免費更正該不符合性。如此一來，除非製造商提出說明其已在

產品製造過程中及確保符合性的方法上投入了「合理的關注」，否則將受到民事罰金處分。See National 

Traffic and Motor Vehicle Safety Act of 1966 <http://uscode.house.gov/download/pls/49C301.txt>(200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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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口法規 

  美國的出口法規奠基於美國的外交政策，在外交政策上產生很大影響。

美國的出口政策可以追溯到獨立戰爭前 1774 年。當時，為對抗大英帝國與

美洲新大陸之間的不平等貿易關係，第一次大陸會議（Continental Congress of 
1774）宣佈英國進口貨物為非法351；同年 10 月，另將出口英國的貨物視為不

合法352。200 多年來，美國因應各種不同情境，以立法手段管制出口，並因

各個時期外交政策的變化而修改和擴充出口法規。 
 
  美國出口管制制度353之法源來自國會通過之《出口管理法》(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EAA)，根據該法案美國商務部訂定出口管理法規（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EAR）354，此為美國出口管制制度之主要依據。其

他與武器出口管制有關之法律，包括 1954 年訂定之《原子能法》（Atomic 
Energy Act）及 1976 年制定之《武器輸出管制法》（Arms Export Control Act）。

除了上述 3 項法源依據外，美國政府不斷視環境變動訂定新法案來強化出口

管制。一般而言，出口法規基於下列原因對出口商品進行管制：國家安全、

外交政策、反核武擴散、短缺物資、反恐怖主義、犯罪控制、高速電腦資訊、

地區域穩定等等。 
 

                                                       
351  美國獨立前(1765 1775)，殖民地人民向英國施加經濟壓力，迫使她承認殖民地人們的政治權利的

一種措施。為抗議《印花稅條例》(1765)和《湯森條例》(Townshend Acts of 1767)，殖民地自由之子社

(Sons of Liberty)和輝格黨商人組織各種協會抵制英國商品，促使蒙受損失的英國商人和廠主向國會提

出抗議。1774 年，英國頒布不可容忍法令時，第一屆大陸會議立即成立抵制進出口委員會。但由於

英國已在歐洲開闢新市場，未能產生預期的效果。於是，殖民地人民放棄這一和平手段，開始進行武

裝抗爭。See US History Chapter 5 Study Guide, 2006 

<http://eshowl.info/openNB/show.php?pid=85>(2007/6/27) 
352  1774 年 10 月，大陸會議請求英國政府補償 1763 年以來殖民地蒙受的損失，同時為了施加壓力，

號召殖民地人民一致抵制英貨，逐步停止向英國或英屬西印度群島出口美洲的物產(稻米除外)。同前

註。 
353   美國執行出口管制之主管機關為其商業部，該部設有產業與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綜理一切出口管制之業務，並與其國務院等單位密切協調與合作。美國高科技輸出管制的組織

架構相當完備，商務部具有對軍商兩用貨品或技術管制出口清單的裁決權，但基於外交政策或國家安

全考量，也尊重其他部門限制某些特定項目之出口裁決權。參閱全球性出口管制制度之發展趨勢與因

應做法，2006 年。

<http://open.nat.gov.tw/OpenFront/report/show_file.jsp?sysId=C09501572&fileNo=001>(2007/6/27) 
354  See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15 C.F.R. 730‐744 

<http://www.gpo.gov/bis/ear/ear_data.html>(200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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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術法規與自願性標準之關係 

  標準係設計者、廠商及使用者之共同指令，扮演製造者和使用者溝通之

橋樑，在法規上不具有強制性之效力，為自願採納性質。惟當作為一商業契

約或為法規指定適用者，才變成有強制性。法規是政府機關訂定，具有強制

力的。職此，技術法規制定體制與國家標準制定體制係緊密聯繫。ANSI 協助

政府部門或機構制定技術法規，而政府部門或機構可以派官員參加國家標準

制定活動。為避免重複勞動，政府立法規定盡可能少制定政府標準，可以直

接採用已經制定好的國家標準。 

（一）1996 年《國家技術移轉與升級法》 

  1996 年，美國總統簽署《國家技術移轉與升級法》（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Advancement Act of 1995）355，新法規定政府在制定技術法規時

使用共識技術標準的原則（Utilization of Consensus Technical Standards by 
Federal Agencies）356，分述如下357： 
（1） 總則。除以下之例外原則中所述情況外，所有聯邦機構和部門都應該

使用由自願協商標準組織制定或採納的技術標準（自願性共識標準 Voluntary 
Consensus Standards），作為執行政策或從事活動的方法。 
（2） 協商與參與原則。在執行總則時，聯邦機構和部門應該與自願民間協

商標準組織進行協商。若技術標準涉及公共利益，並與該機構或部門的職責、

職能和預算資源相符合，應與標準機構一同參與技術標準的制定。 
（3） 例外原則。若在執行總則時，發現與現行法律相矛盾或無法實施，聯

邦機構和部門可以選用不是自願協商標準組織制定或採納的技術標準，但

是，該機構和部門的負責人需向預算辦公室（OMB） 提交說明報告。 
 
  綜上所述，該法案規定除了國會法案強制、重大公眾利益和公共資源領

域，如無線通信的頻率使用方式、食品監督、藥品監督、飛安、環境保護等

                                                       
355  1996 年《國家技術移轉與升級法》修正合作研發協定（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s, CRADAs）智慧財產權的規定，它允許非聯邦政府的合作夥伴可以選擇獨家或非獨家的執

照，在可以商議的領域內使用 CRADAs 的創新。同時也允許政府基於公共衛生或安全需求等原因，可

以獲得特殊使用創新成果的執照。若非聯邦政府的合作夥伴未利用創新成果，聯邦政府可以獲得全球

的執照，使用該創新成果於研究或其他政府的目標。 

See 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Advancement Act of 1995 (15 U.S.C. 3701) 

<http://ts.nist.gov/Standards/Conformity/113.cfm>(2007/6/27) 
356  Id. See Utilization of Consensus Technical Standards by Federal Agencies (15 U.S.C. 272)     
357  See United States Standards Strategy, ANSI website, 2006 

<http://www.standardsportal.org/usa_cn/standards_strategy.aspx>(200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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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此等應歸類為法令（Codes）而非標準（Standards），Codes 與 Standards
差異在於強制性與自願性)，政府仍將執行強制性的技術標準（即法令）外，

其他不損及生命與公眾利益項目，政府單位不再執行強制性標準，採購案中

的執行技術標準必須取得雙方自願性共識，但在政府採購案中如果是屬於新

技術或新發明領域，可以由政府單位訂定指導性技術標準，其前提是訂定單

位必須經由白宮預算辦公室（OMB）審查並經國會通過方可執行，其目標是

增強企業自治，解除政府管制。 
 
  該新法頒布後節省以前因制定技術法規所花經費幾百萬美元。政府部門

越來越少自己制定技術法規，政府官員參加制定自願性標準，引用非政府制

定的標準。舉例而言，《美國聯邦條例法典》之農業篇（Title 7: Agriculture）

中引用涉及有關農產品標準約有 350 多項；環保篇（Title 40: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中引用涉及有關防止污染標準約有 600 多項。建築規範參照自

願性標準組織制定者亦有幾百項標準。自願性的國家標準一經政府法規所採

用，即變成強制性的。 

（二）1998 年白宮預算辦公室《A-119 號行政通告》 

  1980 年，美國國家管理與預算辦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發佈 OMB《A-119 號行政通告》（OMB CircularA-119 of 1980）358，

主要內容係鼓勵聯邦政府機構參與非官方標準的制定和使用活動。1996 年，

發佈《國家技術移轉與升級法》以及 1998 年重新公佈 OMB《A-119 號行政

通告》（OMB CircularA-119 Revised），更進一步推動政府部門參與非政府標

準化組織活動的發展。以下分別介紹美國政府對非政府標準化組織所採取的

政策的目的和具體辦法。 
 
  1998 年 OMB OMB《A-119 號行政通告》提出美國政府對參與非政府標

準化組織活動的政策以及相關的其它一些問題，包括所有非政府標準化組織

以及部分自身不制定標準的機構，但對其他標準化組織制定的標準以及標準

的制定過程具有的一定影響力者，例如美國國家計量大會（National 

                                                       
358  See OMB Circular A‐119 Revised of 1998, Federal Particip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Voluntary 

Consensus Standards and in Conformity Assessment Activities,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http://www.whitehouse.gov/omb/circulars/a119/a119.html>(200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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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on Weights and Measures）359、美國國家標準學會（ANSI）等。美

國聯邦政府制定該政策之目的是為降低政府對政府專用標準的依賴性。希望

通過採納合適的非官方標準起到以下效果：（１）逐步取消政府制定標準的

經費，降低政府採購的費用360，減少政府各種規章制度對標準應用的限制；

（２）為非政府標準化組織制定國家標準提供激勵和機制；（３）透過標準之

共識決過程，致促進美國企業長期發展，提高效率、促進競爭；以及（４）

促進政府制定相關政策，以賴非政府部門提供政府所需的商品和服務。 

１、關於參與者之規定 

  《A-119 號行政通告》係美國政府部門確立對非政府標準化組織之基本

政策指南，其中明確政府部門有義務在相應的法律範圍內履行《國家技術移

轉與升級法》以及《A-119 號行政通告》，並根據部門職能，制定與標準應用

有關的政府法規。例如，當美國政府部門需要制定新標準或維護現行標準時，

他們應主動與非政府標準組織交換意見，並積極參與其活動，逐步減少政府

對個別專用標準的制定和維護工作。政府代表參與非政府標準化組織的活

動，必須符合公益目的以及其所屬部門的職能。政府官員參與非政府標準化

組織的經費來自政府，所以，作為政府部門代表，必須以政府的名義行事。

換言之，在參與活動中，政府官員代表政府部門及其觀點，而非個人觀點，

                                                       
359  NCWM 是美國全國性的專業計量組織，致力於研製自願性共識決計量標準，以滿足全國的消費

者、商業界、管理部門和製造商的需求。NCWM 亦與 NIST 的計量辦公室密切合作，注重計量標準的

可操作性和實用性。NCWM 透過政府代表會員的管理經驗和商業企業會員的實際技術能力之結合，

制定出完全符合市場的實施政策、檢測和設備評審規程以及培訓專案。NCWM 負責管理大會和委員

會的所有活動；實施國家型式評鑑計畫（National Type Evaluation Program, NTEP），有 12 個經過授權

的實驗室按照國家制定的性能標準，協助對新的計量器具的設計進行審核，NIST 為委員會提供技術

支援；出版 NCWM 第 44 卷手冊《稱重和計量器具的規程、誤差和其他技術要求》和 NCWM 第 133

卷手冊《定量包裝商品淨含量的核查》並根據以上手冊對全國的計量管理官員和企業代表進行培訓。

每年，美國通過國家計量大會檢測的計量標準達 339,000 個，NTEP 根據國家的性能標準對 2,300 項新

的衡器進行型式評鑑。美國 50 個州對衡器的不同要求，因此 NTEP 充分發揮管理部門和企業的經驗

和技術優勢，用來統一各州執行法律法規的不同做法，實現研製計量標準和程式的一致。關於計量標

準研製程式，NCWM 常務委員會對市場出現的計量方面的問題提供建議。大多數的問題都是通過大

區的計量協會轉來的，常委會也可以直接接受任何來源的重要問題。大區的計量協會發現問題後經過

充分討論認為有必要就提交到全國範圍討論。基於共識決原則，所有利害關係人，包括計量管理官員、

工業代表和技術專家等對最終產品都有發言權。表決通過的內容彙編入每年新版的 NCWM 手冊並於

11 月出版，以便新的要求在 1 月 1 日生效之前會員能夠及時掌握。Se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ights 

and Measures, Inc. (NCWM) website <http://www.ncwm.net/>(2007/6/28) 
360  由於非官方標準由各個標準化組織制定，其制定的出發點就更加考慮商業競爭因素，從而使得在

達到同樣標準時所付出的費用比政府專用標準相對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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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述意見時要符合既定的政府部門立場。 
 
  為保證非政府標準化組織的獨立性，政府部門代表必須避免涉入該等組

織內部管理事物，例如：管理人員和雇員的任免，制定工作人員的薪金和管

理決策等。政府部門代表受非政府標準組織規章制度的約束，不得支配這些

組織。此外，在政府部門中亦應設置相應負責管理之之人事官員。政府代表

亦應保證在參與非政府標準化組織中活動過程，與所屬的政府部門的職能、

權力、工作重點及預算相應一致。 
 
  儘管聯邦政府專案承包商不屬於政府部門，但若聯邦政府承包商代表政

府部門參與非政府標準化組織的活動，即根據與政府部門之協議，承包商以

政府部門代表或聯絡人身分參與非政府標準化組織活動之情形，該承包商必

須遵守《A-119 號行政通告》適用聯邦政府雇員之規定。 

２、關於參與形式之規定 

  政府部門對非政府標準化組織提供的支援，有助於加強政府部門的職

能、權力及工作，並且節省經費。政府部門的支持不能依標準化活動的成果

而定。通常聯邦經費支持的總額不能超過該項活動的其他參與者的經費投

入。政府部門可能提供的支援方式包括以下內容：（１）直接財政支援，例如

授權、會員資格和簽訂協議；（２）行政支持，例如差旅費、主辦會議和秘書

工作；（３）技術支援，例如標準評估需要的合作試驗、政府部門人員對非政

府標準化組織活動的參與；（４）與非政府標準化組織聯合計畫，以推動所需

標準的認證和制定；（５）政府人員的參與。 

３、其他規定 

  政府部門參與非政府標準化組織的活動，並不一定就意味著政府對於這

些組織的贊同、保證或肯定。換言之，聯邦政府官員（以及部門）的參與，

並不能保證其所屬的政府部門一定會接受該非政府標準化組織所制定的標

準。 
 
  政府代表在參與非政府標準化組織時，與組織中其他會員的身份是平等

的。特別是在標準的批准以及新標準的制定、採納等問題上，應與這些組織

的規定程式一致。政府代表的參與包括：積極參與意見交流和技術討論，記

錄不同觀點，並且如實履行自己的權利。在標準制定過程的每一個階段，政

府部門代表可以按照非政府標準化組織的內部程式參加投票，但被法律或其

所屬部門禁止時除外。 
 
  關於參與者數量限制問題，在一個指定的非政府標準化組織中政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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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的數量，應當能夠在各種專案、技術或其他方面有效地代表政府意見

的前提下，保持最少的名額。 
 
  此外，亦有關於限制參與的規定，若某非政府標準化組織正在制定一項

非官方標準，而該項標準可能將得到法律授權，並對政府部門有實際意義時，

政府部門應當停止制定自己的政府專用標準，並參與到該非政府標準組織的

活動中去。 
 
  《A-119 號行政通告》並無制定非政府標準組織的內部操作程序規定。

由於政府部門間政策的關係，政府部門參與者需認真考慮每一具體情況下適

用的法律或法規。依照《A-119 號行政通告》，政府部門將編制一項部門範圍

的手冊，作為確定該部門參與非政府標準化組織的政府雇員，以及所要參與

的非政府標準化組織的參考。 
 
  透過以上美國政府對非政府標準化組織的政策的介紹和解釋，吾人可以

推知美國政府發展自願性標準化的積極態度和明確立場。由於美國政府認識

到基於政府利益的參與標準制定之重要性，所以制定嚴格的政策法規，以保

證該活動得向正確方向發展。在美國政府實行這些政策的過程中，也存在著

一些問題。例如，如何真正解決政府代表在參與過程中對非政府標準化組織

的不恰當的控制問題？如何及時瞭解非政府標準化組織所制定的標準狀況等

問題，對於這些問題徹底的解決方法，目前還在不斷的探討和實踐中。 

（三）小結 

  綜上所述，美國政府對政府機構參與非政府自願協商一致標準組織政策

的實施，對美國標準化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美國政府察覺採納非政府標準

化組織的標準，能夠減輕政府負擔，提高效率，促進國家發展，所以在全國

範圍內大力提倡，並以相應法規予以保護和支持。瞭解美國政府對標準化組

織的政策，對我國企業參考和使用國外先進標準具有一定的幫助作用，標準

化的推廣，係提高我國產業水準，與國際接軌的重要工作。此外，鼓勵和扶

持企業界自行開發適應自身需求的標準，及時開發高品質的適用新標準，將

促使企業在競爭中取得有利地位，同時也會使標準的利用率大大提高，提升

我國企業界規範管理，提高產品品質。 

參、符合性評鑑機制 

  符合性評鑑程式（conformity assessment procedure）361係直接或間接判定

產品是否符合技術性法規或標準之程式，包括抽樣（sampling）、測試

                                                       
361  See ISO/IEC Guide 2: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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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ng）、檢驗（inspection）、評估（evaluation）、查證（verification）、登錄

（registration）、認證（accreditation）、認可（approval）符合性保證（assurance 
of conformity）等程式。符合性評鑑（conformity assessment）362係指由製造商

和獨立協力廠商所採取的步驟，以評估產品、過程、系統、服務或個人、機

構是否遵守規定標準中所確認的要求，包括測試、檢驗、驗證（certification）、

認證等，並且向消費者或使用者提供對所購買的產品和服務的信任。基於該

原因，符合性評鑑已經成為在全球市場中商場活動至關重要面向，主要表現

在產品標誌和其他市場促銷上。常見之認證與驗證程式之術語定義參見下表

2-14363。又，符合性評鑑架構參見下圖 2-17 之說明364。 
 
【表 2-14】常見認證與驗證程式之術語定義 
術語 來源 定義 
驗證 certification ISO/IEC 

17000:2004 
公正獨立之第三者（驗證機構）授與書面保

證人員、產品、程式或服務符合規定要求之

過程或活動。大陸稱之為「認可」；日本稱

之為「認定」。 
認證

accreditation 
ISO/IEC 
17000:2004 

主管機構（關）給予書面正式承認驗證機構

有能力執行規定之過程或活動。大陸、日本

稱之為「認証」。 
符合性評鑑系統

conformity 
assessment 
system 

ISO/IEC 
Guide 2:1996 

具有自己的程式與管理之規則以執行符合

性評鑑的系統。 
 

符合性評鑑方案

conformity 
assessment 
scheme 

ISO/IEC 
Guide 2:1996 

關於特定產品、過程或服務的符合性評鑑系

統，對這些產品、過程或服務，可應用相同

特定標準與規則以及相同程式。 

產品驗證 
product 
certification 

ISO/IEC 
Guide 
67:2004 

由第三者出具書面保證產品能符合規定要

求之程式。通常應用於：安全、衛生、環境

保護方面。 
產品驗證系統 
product 
certification 
system 

ISO/IEC 
Guide 
67:2004 

具有自己的程式與管理之規則以執行產品

驗證的系統。 
 

                                                       
362  See ISO/IEC 17000:2004 
363  參閱國際認證與驗證架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2005 年。 

< http://bulletin.coa.gov.tw/files/web_articles_files/10375/1483.pdf>(2007/6/28) 
36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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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驗證方案 
product 
certification 
scheme 

ISO/IEC 
Guide 
67:2004 

特定產品應用相同特定要求與規則以及相

同程式之產品驗證系統。或稱之為產品驗證

計畫、產品驗證制度。 

 

 

【圖 2-17】符合性評鑑架構 

一、符合性評鑑機構 

  美國符合性評鑑機制係由 ANSI 管理。符合性評鑑政策、導則和條例係由

ANSI制定。ANSI設有「符合性評鑑政策委員會」（ANSI Conformity Assessment 
Policy Committee, CAPC）365，該委員會與「國際符合性評鑑委員會」

                                                       
365  ANSI 符合性評鑑政策委員會（Conformity Assessment Policy Committee，  CAPC）係在 2002 年 ANSI

為組織重整努力之產物，目地位提升 ANSI 政策委員會之效能並具有指派政策權能。參閱 ANSI 之《國

家符合性評鑑原則》（National Conformity Assessment Principles）以及需要更高層政策機關處理符合性

評鑑業務下，ANSI 理事會批准 CAPC 之成立。See ANSI Conformity Assessment Policy Committee (CAPC) 

<http://www.ansi.org/conformity_assessment/governance_committee/capc.aspx?menuid=4>(2007/6/28) 

區域聯盟 APLAC 

採購商與顧客：產品、材料、服務 

政府權責機關 

授權或採信認証結果  區域聯盟 PAC 

合作聯盟 ILAC  合作聯盟  IAF 

國家認證機構 ISO/IEC 17011

實驗室認證    檢驗機構認證                                      檢  驗  機  構  認  証 



第二章  標準制定組織 

162 
 

（International Conformity Assessment Committee, ICAC）366密切聯繫，所用指

導性檔均採用國際標準，例如：（１）ISO 9001:2000 品質制度─設計、開發、

生產、安裝與服務之品質保證模式367；（２）ISO 14001:2004 環境管理系統─
使用指引與規格368；（３）ISO/ IEC 17024:2003 符合性評鑑─人員驗證機構運

作之一般要求369；（４）ISO/ IEC Guide 61:1996 驗證/ 登錄機的評鑑與認證

之一般要求370；（５）ISO/ IEC Guide 62:1996 執行品質管理系統稽核與驗證

/登錄的機構之一般要求371；（６）ISO/ IEC Guide 65:1996 執行產品驗證系統

的機構之一般要求372 ；（７） ISO/ IEC Guide 66:1999 執行環境管理系統(EMS)
稽核與驗證/登錄之一般要求事項373。 

                                                       
366  ICAC 係 ISO 符合性評鑑委員會(ISO Council Committee on Conformity Assessment, ISO CASCO)在美國

的代表處。ISO CASCO 係是 ISO 四個政策委員會之一，負責制定與符合性評鑑有關的政策，與其他政

策委員會不同，CASCO 同時負責合格評定相關國際標準、導則和規範性檔的制修訂工作。到 2005 年，

CASCO 共有正式會員（P）62 個，觀察員會員(O)37 個。ICAC 在 ANSI CAPC 之下運作，ICAC 對 ISO CASCO

之新提案進行表決並研擬回應意見；ICAC 指派 ANSI 之專家進入 ISO CASCO 工作小組；ICAC 研擬 ISO 

CASCO 程式及政策相關問題；ICAC 並協調參與 ISO CASCO 之年會以及其他活動。See International 

Conformity Assessment Committees:Building the foundation for global conformity assessment solutions, 

ANSI 

<http://www.ansi.org/conformity_assessment/governance_committee/icac.aspx?menuid=4>(2007/6/28) 
367   ISO 9001/ CNS 12681「品質制度─設計、開發、生產、安裝與服務之品質保證模式」，製造廠商依

詢此品質保證與品質管理制度從事設計、開發、生產、安裝與服務的作業，將可確保製造品質與服務

品質的一致性，以建立消費者與買方的信心。該標準共有 20 項基本要項條文，其為（1）管理責任；

（2）品質制度；（3）合約審查；（4）設計管制；（5）文件與資料管制；（6）採購；（7）客戶供應品

之管制；（8）產品之識別與追溯性；（9）製程管制；（10）檢驗與測試；（11）檢驗、量測與測試設備

之管制；（12）檢驗與測試狀況；（13）不合格之管制；（14）矯正與預防措施；（15）搬運、儲存、

包裝、保存與交貨；（16）品質記錄之管制；（17）內部品質稽核；（18）訓練；（19）服務；（20）統

計技術。 
368  ISO 14001:2004(CNS 14001) 
369  參閱國際認證論壇(IAF)對 ISO/IEC 17024:2003 應用之詮釋文件，第一版，2005 年。

<http://www.cnla.org.tw/cbasys/webadmin/news/article_images/2006220146419.pdf>(2007/6/28) 
370  參閱國際認證論壇(IAF)對 ISO/IEC GUIDE 61：1996  應用之詮釋文件，第三版，2003 年 

< http://www.cnla.org.tw/cbasys/webadmin/news/article_images/2006328052012.pdf>(2007/6/28) 
371  參閱國際認證論壇(IAF)對 ISO/IEC GUIDE 62 應用之詮釋檔，第四版，2005 年 

< http://www.cnla.org.tw/cbasys/webadmin/news/article_images/2006117814104.pdf>(2007/6/28) 
372  參閱國際認證論壇(IAF)對 ISO/IEC GUIDE 65：1996  應用之詮釋文件，第一版，2006 年 

< http://www.cnla.org.tw/cbasys/webadmin/news/article_images/2006272048951.pdf>(2007/6/28) 
373  參閱國際認證論壇(IAF)對 ISO/IEC GUIDE 66：1999  應用之詮釋檔，第四版，2006 年 

< http://www.cnla.org.tw/cbasys/webadmin/news/article_images/2006824181249.pdf>(200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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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符合性評鑑內容 

  ANSI 理事會在 2002 年批准《國家符合性評鑑原則》（National Conformity 
Assessment Principles, NCAP），確認 ANSI 直接進行驗證服務，開展對協力廠

商認證體系的驗證、品質認證機構的註冊驗證、實驗室的驗證、人員資格評

定驗證業務。ANSI 驗證計畫係按照類似的國際原則自行建立，經政府鑒定和

協同評定。此外，與認證機構認可委員會（Registrar Accreditation Board, RAB）

合作下374，ANSI 亦參與幾個國際和區域的多方驗證，例如：國際驗證論壇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Forum, Inc., IAF）375，美洲合作驗證組織 （Inter 
American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 IAAC）376以及太平洋合作驗證組織

（Pacific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 PAC）377。另一方面，ANSI 透過美國國

家標準和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378

以及自願性符合性評鑑體系評估計畫（U.S. Voluntary Consensus 

                                                       
374  RAB（Registrar Accreditation Board）成立之初，即與美國家標準學會(ANSI)建立正式的關係，尋求

加強美國質量體系認證機構的認證工作。1991 年，ANSI 和 RAB 聯合建立美國質量體系認證機構國家

驗證制度。ANSI—RAB 對 ISO 9000、ISO 14001 認證機構以及審核員培訓機構進行認證。自 2005 年 1

月 1 日後，RAB 不在運作，現 ANAB（ANSI‐ASQ National Accreditation Board）認證組織在製作用以取

代現有宣傳性材料的新的宣傳性材料時，如需使用認可標誌，應使用 ANAB 標誌，不得再使用 ANSI‐RAB 

NAP 標誌；認可標誌的過渡期為一年。2005 年 12 月 31 日以後，不再使用帶有 ANSI‐RAB NAP 標誌的

宣傳性材料。See Registrar Accreditation Board website <http://www.rabnet.com/>(2007/6/28); also see 

ANSI‐ASQ National Accreditation Board website <http://www.anab.org/>(2007/6/28) 
375  See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Forum, Inc. website <http://www.iaf.nu/>(2007/6/28) 
376  See Inter American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 website <http://www.iaac.org.mx/>(2007/6/28) 
377  太平洋認證合作組織（Pacific Accreditation Cooperation, PAC）係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會員體於 1994 年第 3 次貿易暨投資委員會會議中決議通過而成立，以

促進亞太地區經濟體間的貿易，進而推動全球有關產品認證、品質管理系統認證以及環境管理系統認

證之相互承認。經濟部所屬中華民國認證委員會（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之前身）於 1997 年 12

月底由王前部長至剛簽署瞭解備忘錄（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成為該組織之正式會

員，復於 2002 年 8 月簽署品質管理系統多邊相互承認協議（Multilateral Recognition Arrangement, 

MLA），全國認證基金會成立後於 2004 年 7 月簽署環境管理系統多邊相互承認協議，2006 年 4 月接

受 PAC 產品領域之同行評審，預計將於 2007 年大會中簽署產品領域之多邊相互承認協議。參閱參加

「太平洋認證合作組織同行評審加拿大標準委員會」報告，公務出國報告，2006 年。 

<http://open.nat.gov.tw/OpenFront/report/show_file.jsp?sysId=C09501586&fileNo=001>(2007/6/28)；see 

also About PAC, APEC website <http://www.apec‐pac.org/aboutpac.php>(2007/6/28) 
378  Se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website <http://www.nist.gov/>(2007/6/28) 



第二章  標準制定組織 

164 
 

Standardization and Conformity Assessment Infrastructure）379以得到美國商務部

之承認380。 
 
  美國目前有 55 種認證體系，例如產品安全認證體系（Underwriters 

                                                       
379  See Overview of the U.S. Standardization System, ANSI website 

<http://www.standardsportal.org/usa_cn/standards_system.aspx>(2007/6/28) 
380  例如，上文提到之 1996 年《國家技術移轉和促進法》中規定的「自願性共識標準」Voluntary 

Consensus Standards（VCS）係由 NIST 承擔和產業界合作的職責，促進技術、測量方法和標準的應用，

諸如資訊系統安全自我評鑑指引、聯邦資訊系統安全驗證與認證指導綱要等檔即由 NIST 所制定頒

布；但在所謂自願性共識標準之選用與認定則由 ANSI 執行管理和協調，ANSI 並非政府機構，是屬於

非營利性團體，其本身扮演 third‐party，在國會法案下選用各組織（約 200 家）所訂定的標準予以鑑

定(accreditation)可否納入自願性共識標準，因此見到的標準編號會是 ANSI/RIA R15.05‐1‐1990、

ANSI/IEEE C57.117‐1986、ANSI/IEEE 729‐1983、ANSI/IEEE Std 1042…等。較值得注意的是，系統工程標

準目前有 ANSI/EIA‐632，而 IEEE 1220 與 ISO/IEC 15288 似乎尚未納入 ANSI 鑑可項目，ISO/IEC‐12207 被

ANSI 鑑可在 ANSI Joint Standard 016 項目（或是稱為 IEEE‐1498），但僅有 Development Process，目前

則尚未看到將 IEEE/EIA‐12207 鑑可為 ANSI 檔（由 NIST 會議資料所知，有諸如政府出版辦公室(GPO)

單位認為 IEEE/EIA‐12207 在 Quality Assurance 方面不如 MIL‐STD‐498，因此反對將 12207 納入 VCS）。

舉例而言，美國國防部在此法案下，只要是有符合自願性共識標準的民間版標準，美國國防部即將相

關軍規標準予以汰除（但仍可使用，只是不再執行維護與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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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ries, UL）381 、軍用規格（MIL）、電磁相容標準驗證（FCC）382等

具有較大影響的認證體系。儘管品質認證的管理體制係分散的體制，沒有統

一的國家品質認證管理機構，政府部門、地方政府機構、民間組織皆可開展

品質認證工作。舉例而言，美國為對商品的安全性能進行認證，設立代號為

UL 的「美國保險商實驗所」，外國商品必須透過 UL 認證後，才能順利地進

入美國市場。而事實上，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商品很難達到 UL 標準水準。 

肆、標準化管理和運作體系 

    美國標準之制定係由使用者向民間團體組織提出需求，其制定標準草案

之會員大多為廠商，民間團體之會員制度不以個人會員為單位，僅限團體會

員的加入，會員可參與標準之制定或修改，甚至影響標準之訂定，經由會議

討論或進行投票，並尋求其他製造廠之認同，也避免要求太過嚴格反而自身

做不到而產生窒礙難行，在制定標準時，因會員大多是同業之競爭對手，當

自身之利益有所爭論，或產生爭議時，此時組織就要扮演調和之角色，並排

除爭議。 
 
  美國標準化機構可分成四類：（1）全國自願性標準體系管理和協調機構，

例如美國國家標準學會（ANSI）；（2）全國標準和技術研究機構，例如國

家標準技術研究院（NIST）；（3）美國政府標準制定機構，即與標準相關

                                                       
381  UL 成立於 1894 年，是一個獨立、非營利的產品安全測試和認證機構，有上百年測試產品安全性

能的歷史。UL 一直是美國產品安全測試和安全領域的領導者，在世界上 UL 亦為聲譽最佳的合格評定

機構之一，也是美國最有權威的保險機構。其前身為美國火災保險商協會(National Board of Fire 

Underwriters, NBFU)。其宗旨通過電器產品、可程式設計系統和公司品質過程認證，協助企業在全球

樹立起良好的形象。UL 主要制定安全標準，為評價設備、材料、元件、產品、系統和服務是否符合

健康和安全要求而制定。UL 測試和認證都是以 UL 標準為依據的。UL 在標準化工作中投入了相當大

的人力和物力，UL 現有 886 項標準。UL 參與美國國家標準的制定工作，使  UL 標準得以成為 ANSI/UL

標準。經檢查合格者，頒發 UL 品質標誌，170 億個產品有 UL 標誌。UL 與墨西哥國家電器標準化和

認證協會（ANCE）以及加拿大標準協會（CSA）合作，出版北美協調標準。美洲國家電子技術標準件

協調委員會（CANENA）的一種合作方式，就是制定草擬的區域協調標準。按照 CNAENA 公佈的程式，

工作小組比較現有的標準和代表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協調要求的草擬標準，UL 參加這些工作組，

提供技術背景材料和 UL 標準中要求的理由。當工作組完成了草案標準，將其提交到 UL、CSA、ANCE，

按每個組織的標準制定程式進行批准，各組織批准後，這就成為兩國或三國的標準。UL 網站可以為

使用者提供全部的 UL 標準題錄資訊及標準制定、修定的資訊，UL 的出版物的資訊，UL 舉辦各種培

訓的資訊。See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Inc. website <http://www.ul.com/>(2007/6/28) 
382  我駐美國臺北經濟文化辦事處與美國在台協會於 1999  年「關於電磁相容相互承認協議」之交換

信函，範圍為美國政府對電機電子類、資訊類商品強制檢驗的電磁相容性。電磁相容方面的主管機關

為美國聯邦通信委員會。此協議於國內的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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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部門或機構；（4）透過 ANSI 驗證的標準制定組織。 

一、全國自願性標準體系管理和協調機構：美國國家標準學會（ANSI） 

  美國國家標準學會（ANSI）最早名稱為美國工程標準委員會（AESC），

成立於 1918 年，1969 年改為現名。ANSI 係美國自願性標準（國家標準）體

系管理和協調機構，係企業、標準制定組織、貿易協會、專業和技術協會、

政府部門與消費者組織共同組成的聯盟，係非盈利性質的民間標準化團體。

換言之，ANSI 實際上已成為國家標準化中心，各界標準化活動都圍繞著它進

行，係聯邦政府和民間標準化系統之間的橋樑。 
 
  ANSI 主要任務為統籌並協調國家標準制修訂工作；審核批准美國國家標

準；建立國家標準體系；組織建立符合性評鑑體系；協助有關政府部門制定

技術法規和建立技術法規體系；代表美國組織協調參與國際標準化活動。

ANSI 總部設在紐約，在華盛頓特區有辦事處。 
 
  ANSI 會員來自企業、貿易協會、各類專業協會、政府部門、消費者組織、

科學技術機構等國內外 1,000 多個單位和個人。截至 2007 年 6 月，ANSI 共

有會員 815 位（不包括個人會員）383，可分為 6 大類，會員結構參見下圖 2-18
（個人會員不列入統計）： 
（一）組織會員（Org member）：係指與標準、合格認證或相關活動有聯繫

的非營利性的科學、技術、專業、勞工、消費者、貿易等非營利性的協會或

組織，依照 ANSI 章程參加 ANSI 的活動。ANSI 有組織會員 288 個。 
（二）政府會員（Government member）：係指熱衷於學會工作的美國政府或

州的部門或機構、州際間或地區之授權機構，或地方政府或縣的分支機構。

按照 ANSI 章程參加 ANSI 活動。ANSI 有政府會員 31 個。 
（三）企業會員（Company member）：係指依據聯邦政府或州的法律合法成

立，從事工商業的企業，或從事其他專業、教育、研究、測試技術、貿易活

動的公司，合營組織和實體。按照章程參加 ANSI 活動。ANSI 有公司會員 460
個。 
（四）機構會員（Inst’l member）：係指對制定自願性標準感興趣，且具有會

員資格的國內非營利的高等教育機構。按照 ANSI 章程參加 ANSI 活動。ANSI 
有教育會員 20 個。 
（五）國際會員（Int’l member）：係指從事一個組織、公司或教育會員的活

動，但不是依據聯邦政府或州的法律成立的實體。按照 ANSI 章程參加 ANSI 
活動。ANSI 有國際會員 14 個。個人會員：係指不從屬於其他任何種類會員，

                                                       
383  See ANSI Membership Roster: all members, ANSI website 

<https://eseries.ansi.org/Source/directory/Search.cfm>(200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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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熱心於標準的制定或相關活動的美國公民。按照 ANSI 章程參加 ANSI 活

動。 

 
【圖 2-18】美國國家標準學會（ANSI）會員構成圖 

【註】個人會員不列入統計 
 

ANSI 協調並指導全國各機構、團體、專業標準化協會的標準化工作，審

核批准美國國家標準，代表美國參加國際標準化活動，扮演行政管理機關的

角色，但它在標準化方面並不具有法律權威，政府機構只是以個人身份參加

其活動。由 ANSI 批准發佈的標準稱為美國國家標準（即 ANSI 標準），係經

各方面協商在共識決下產生的國家標準，為志願實施的推薦性標準。ANSI
標準很少是由 ANSI 本身所制定，往往係由美國各專業標準化團體或協會，

如：美國機動工程師協會（SAE）、美國材料試驗協會（ASTM）、美國石油

協會（API）、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ASME）、美國保險商試驗室（UL）、美

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IEEE）等等，將自行擬定之標準推薦給 ANSI 作為

國家標準，經 ANSI 批准後，即冠以 ANSI 標準代號，即成為全國性範圍的

國家標準。在沒有此類團體、協會的情況下，由 ANSI 可授權建立一個特別

委員會，按照規定程式制定相關標準，但該類標準數量比重不大。 

二、全國標準和技術研究機構：美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院（NIST） 

   美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院（NIST）係計量、工程技術和基礎科學的綜合

性研究機構。成立於 1901 年，係美國商務部領導下規模龐大的研究機構，在

美國科技界占重要地位。現有職工 2,900 人，其中取得博士學位者占 30 %，

碩士學位者占 20 %，大部分是物理、化學工程方面的專家，亦有約 1,800 位

客座研究員，以彌補職員之不足。NIST 另有 1,400 個製造專業人員和職員作

為合作夥伴分佈在 350 個各分支中心。2007 年預算為 8.43 億美元384。 
 
                                                       
384  See General Information of NIST <http://www.nist.gov/public_affairs/general2.htm>(200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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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ST 高層領導由院長、副院長組成，下設 20 個部門：Boulder 實驗室

（Director Boulder Laboratories）、Baldrige 國家品質專案部（Baldrige National 
Quality Program）、Hollings 製造合作網絡 （Hollings Manufacturing Extension 
Partnership）、技術服務部（Technology Services）、先進技術專案部（Advanced 
Technology Program）、物理實驗室（Physics Laboratory）、NIST 中子研究

中心（NIST Center for Neutron Research）、生產工程實驗室（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Laboratory）、化學科學技術實驗室（Chem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boratory）、材料科學工程實驗室（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Laboratory）、電子與電工實驗室（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資訊技術實驗室（Information Technology 
Laboratory）、建築與防火研究實驗室（Building and Fire Research Laboratory）、

奈米科學與技術中心（Center for Nanosca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資訊長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設施管理長（Chief Facilities Management 
Officer）、人力資本長（Chief Human Capital Officer）、財務長（Chief Financial 
Officer）、主任科學家（Chief Scientist）、參謀長（Chief of Staff）等。 
 
  NIST 的主要任務是：研究、保存和維護國家計量基礎和標準，提供計量

測試方法和手段；進行物理常數和材料特性的精密測量，研究材料結構、試

驗和設備的試驗方法；與其他政府機構和民間組織合作制定各種標準及規

程；向政府提供科技諮詢服務和有關特殊設備，承擔政府交給的研究任務。

NIST 的職責範圍主要有下列四個方面：（一）NIST 各實驗室進行國家基礎

技術提高的研究，不斷改進產品品質和服務品質，以滿足美國工業需要；（二）

Baldriges 國家品質專案促進美國製造業、服務性公司、教育機構和衛生部門

提高品質和性能；進行超前項目研究，統籌年度 Malcolm Baldrige 國家品質

獎（Malcolm Baldrige National Quality Program）385，該獎項承認性能優越和

品質成功；（三）Hollings 製造合作網絡係對地方小型生產企業提供技術和

商業支援，在地方形成中心，全國形成網路；（四）先進技術專案部的任務

是透過研究開發合作，與私營企業合資加速新技術開發，提高整個國家經濟

效益。 
 
  NIST 的各個實驗室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不同程度地參與標準化活動。

NIST 大多數科技人員都以個人身份參加美國各種標準化組織的活動。此外，

NIST 係全國的標準情報中心，收藏著幾十萬項標準。NIST 雖然不批准美國

國家標準，但提供美國標準化活動的強大技術支援，對美國的標準化工作扮

                                                       
385  See Malcolm Baldrige National Quality Program website <http://www.quality.nist.gov/>(2007/6/28) 



標準制定組織之智慧財產保護政策 
及競爭法問題探討 

169 
 

演要角386。 

三、美國政府標準制定機構：與標準相關的政府部門或機構 

  美國技術法規和政府標準制定部門及機構包括：美國商業部、國家標準

技術研究院、美國國防部、美國能源部、美國勞工部、美國交通部、美國聯

邦航空總署、美國環境保護局、科學技術局、國家航太航空管理局、聯邦通

訊委員會、美國食品與藥品管理局、美國聯邦總務署、美國網路法律代表機

構 THOMAS 美國網路委員會。此外，從事電信標準化的政府部門與機構包

括：商務部國家通信及資訊委員會（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TIA）387、美國國防部、美國能源部、美國勞動

部職業安全與健康管理局、美國交通部等 19 個部門、美國聯邦航空總署、美

國環境保護局。 
 
  舉例而言，美國國防部負責軍用標準（MIL 美國軍方採購規格）的制定

                                                       
386  See NIST: The Common Denominator, NIST website   

<http://www.nist.gov/public_affairs/brochures/impact.htm>(2007/6/28) 
387  美國商務部轄下的國家電信與資訊委員會（The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ITA）負責所有聯邦政府機關使用無線電頻率之規範事宜，為美國總統在電信政策上

之主要參謀，協助美國總統規整各項發展中之電信技術應用議題以及和政府協調，另外與 FCC 共同研

擬長期改進無線電頻譜管理計劃，是該會依其組織法（NITA Organization Act）明定的任務。此外，NITA

主管聯邦行政機關相關電信政策的制定，譬如美國柯林頓總統指示的 NII 計劃即有 NITA 積極參與。至

於聯邦政府提供經費予地方政府及民間非營利組織發展電信相關計劃之補助專案，也是由 NITA 負責

監督執行，例如專案補助金額高達 7,100 百萬美元的推動電信與資訊建設專案，重點鎖定在提昇民眾

透過廣佈的先進電信設施取用政府資訊，並參與社區公眾事務，都是 NITA 的重點工作。See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TIA) website <http://www.ntia.doc.gov/>(200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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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388，在政府標準體系中，軍用標準佔有重要地位389，總數約 4. 5 萬項，

其內容豐富，技術先進，很多已成為美國國家標準，對美國經濟影響甚大390。 

四、其它標準制定組織 

  美國的其它標準制定組織包括科學和專業協會、行業協會、工業貿易協

會、其他社團組織等。主要之標準制定機構分述如下： 

（一）美國材料試驗協會（ASTM International） 

  美國材料試驗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

成立於 1898 年，於 2001 年改名為 ASTM International，以反映 ASTM 標準

適用全球之事實，係非營利組織。ASTM 主要任務是制定材料、產品、系統、

和服務等領域的特性和性能標準，試驗方法和程式標準，促進有關知識的發

                                                       
388  美國軍用標準化工作始於 1798 年，當時主要是為瞭解決火砲零件的互換性問題。從美軍標準的種

類來看，大致可分為：軍用規範（Military Specification, MIL），軍用標準（Military Standards, MIL‐STD），

軍用標準圖紙（Military Standard Drawings, MSD）。MIL 係美國軍用資材供應用的標準，對於廣泛範圍

的機器、零件、材料，規定其製品標準、設計標準、可靠度標準等。是一種團體標準。由於是以軍用

機器為物件，若直接取其試驗條件用在一般電子機器上，會有適幅上的問題。See Defense Supply Center 

Columbus website <http://www.dscc.dla.mil/>(2007/6/28) 
389  美國的國防科技工業是當今世界規模最大、水準最高者。美國政府對國防科技工業的管理也是最

複雜、最具典型性者。美國政府中涉及國防科技工業管理的主要部門是國防部，還有能源部、美國聯

邦航空總署、商務部、國務院等。美國軍隊受總統、國防部的領導和管理。美國的國防科技工業力量

主要是私營企業，還有少量一些政府、軍隊的科研生產力量。國防部提出武器裝備需求，經國會批准

和總統簽署指令後，由國防部並組織軍兵種實施武器裝備科研生產計畫。在國防部提供的採辦經費（包

括武器裝備購置費和必要的研發生產條件建設費）支持下，政府、軍隊、私營的研究院所和企業進行

武器裝備的認證、設計、研製、生產。此外，針對核武器軍用航太系統的研發生產，國防部要和能源

部、聯邦航空總署共同組織實施。美國有一系列法令要求國內在同等條件下優先採購國產軍品，進口

軍品很少。 
390  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軍工生產體系。經過冷戰後的—系列並購活動，美國軍工產業出現

Lockheed Martinwh、Boeing、Northrop Grumman Corporation、和 Raytheon 等超大型國防承包商。國

防承包商根據軍方的技術、品質要求，通過競標等形式，獲得軍品訂貨，並負責設計、生產武器裝備。

在美國，利益集團形形色色、名目繁多。各主要防務承包商也組織起來，形成勢力非常強大的軍工利

益集團。隨著經濟規模與實力的壯大，它們對美國政府決策的影響越來越大。此外，在過剩經濟形態

下，美國軍事生產還起著創造就業機會、帶動科技進步、拉動落後地區經濟、造巨額利潤、彌補同際

貿易逆差等作用。無論從經濟的角度來講、還是從國家安全的角度來看，美國軍工利益集團都是有著

不可小覷的影響。參閱王宏偉，美國軍工綜合體剖析，科學決策。

<http://www.tt91.com/wenzhang_detail.asp?id=76162>(200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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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推廣391。 
 
  ASTM 標準制定始終採用自願共識決制度。標準由擁有專業特長、自願

參加 ASTM 系統工作的人員制定，包括生產製造商、用戶、最終消費者、政

府及研究單位等。ASTM 共有 139 個技術委員會，主要制定 130 多個專業領

域的試驗方法、規範、規程、指南、分類和術語標準，包括：鋼鐵製品、有

色金屬製品、金屬試驗方法和分析程式、建築界、石油產品、潤滑劑和礦物

燃料、塗料、有關塗層芳香劑、紡織品、塑膠、橡膠、電氣絕緣和電子、水

和環境技術、原子能、太陽能和地熱能、醫療器械、通用方法和測試儀器、

通用產品、化學特製品和最終產品等。ASTM 標準分卷出版，並按涉及的學

科範圍分為 16 類；各類所包含之卷數不同，共有 77 卷。 
 
  ASTM 的會員有來自 125 多個國家 32,500 多個企業、用戶、消費者以及

政府和學術團體的代表。ASTM 標準為 130 多個行業或領域服務，作為生產、

採購和法規的基礎。截止 2007 年，ASTM 被各國所採用標準已達到 12,000
多個。ASTM International 制定的標準已經被全世界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產

品試驗、品質體系和商業運輸等領域所接受和使用392。ASTM 標準由於其品

質高，適應性好，不僅被美國各工業界紛紛採用，而且也被美國國防部和聯

邦政府各部門機構採用，共有 2,800 項美國軍用標準被 ASTM 標準所替代。 
 
  ASTM 編制提供給美國聯邦管理和政府採購使用的標準，已經成為一項

持續性的業務。目前，在 23 個聯邦政府機構裡有 1,500 多名人員是 ASTM 的

會員，其中 500 名是美國國防部的代表393，其餘 1,000 名是聯邦政府各管理

                                                       
391  See About ASTM International, ASTM website 

<http://www.astm.org/cgi‐bin/SoftCart.exe/ABOUT/aboutASTM.html?L+mystore+iloh1179+1183029884>(2

007/6/28) 
392  See 2006 Annual Report of ASTM Internatioanl, ASTM website 

<http://www.astm.org/IMAGES03/07annual_rep.pdf>(2007/6/28) 
393  在過去至少 25 年的時間，美國國防部持續進行一項專案，即參加 ASTM 協會的工作，任務是用自

願標準代替軍用標準。該專案受到重視可追溯到 1980 年，國家管理和預算辦公室（OMB）發佈OMB

《A‐119 號通報》，內容是關於聯邦機構參加編制和使用自願達成一致意見的標準和符合性評估活動。

隨後，在 1994 年，由當時的國防部部長簽署一項備忘錄，指示國防部對標準執行一種新的工作方法。

隨著備忘錄的發佈，將該項長達二十年專案推向高峰，對美國軍用標準系統實行改革，用自願標準替

代軍用標準，簡化美國防部採辦管理，節省管理和採辦經費。隨著 1996 年《國家技術移轉與升級法》

與 1998 年修訂的 OMB《A‐119 號通報》的頒佈和發佈，對軍用標準轉變成非政府標準已經產生更進

一步推動。目前，已有 2,800 個軍用標準被 ASTM 標準替代。參閱美國聯邦政府與 ASTM，中國標準

資訊網，2007 年。<http://www.chinaios.com/ASTM‐intro/10391621386.htm>(200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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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的代表。聯邦管理機構當前參照 600 個左右 ASTM 標準進行政府管理工

作。《美國聯邦條例法典》（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中引用 ASTM
標準達 900 次之多394。參見下表 2-15 說明美國聯邦政府機構參加 ASTM 的會

員數及標準引用次數之情形395。 
 
【表 2-15】美國聯邦政府機構參加美國材料試驗協會（ASTM）的會員數及

標準引用次數 
美國聯邦機構 參加 ASTM 

會員人數 
C.F.R.引用

ASTM 標準次數

國家標準技術研究院（NIST） 236 n/a 
健康與人類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88 60 

環境保護署（EPA） 78 188 
交通部（DOT） 74 299 
國家航太航空管理局（NASA） 72 n/a 
農業部（USDA） 64 52 
內務部（DOI） 60 5 
商務部（DOC） 31 n/a 
能源部（DOE） 24 59 
田納西州河谷管理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VA）* 

13 n/a 

聯邦總務署（GSA） 9 n/a 
勞動部（DOL） 10 30 
國家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12 1 

住房和城市發展部（HUD） 5 270 
總計 774 894 
【註*】田納西流域的開發始於 20 世紀 30 年代。當時的美國正發生嚴重的經

濟危機，新任美國總統羅斯福為擺脫經濟危機的困境，決定實施《新政》。《新

政》為擴大內需開展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推動了美國歷史上大規模的流域

開發，田納西流域作為實驗計畫，即透過新的獨特的管理模式，對其流域內

的自然資源進行綜合開發，達到振興和發展區域經濟的目的。田納西流域地

                                                       
394  Id ; See also ASTM material incorporated in the C.F.R Title 40: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 2006 

<http://ecfr.gpoaccess.gov/cgi/t/text/text‐idx?c=ecfr&sid=667bca93ec7f09c33d954126d35b56c7&rgn=div8

&view=text&node=40:31.0.1.3.12.11.29.3&idno=40 >(2007/6/28) 
395  資料來源：美國聯邦政府與 ASTM，中國標準資訊網，2007 年。

<http://www.chinaios.com/ASTM‐intro/10391621386.htm>(200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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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7 個州，當時該流域由於長期缺乏治理，森林遭破壞，水土流失嚴重，經

常暴雨成災，洪水為患，是美國最貧窮落後的地區之一，年人均收入僅為全

國平均值的 45%。為了對田納西河流域內的自然資源進行全面的綜合開發和

管理，1933 年美國國會通過《田納西流域管理局法》，成立田納西流域管理

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VA）對 TVA 的職能、開發各項自然資源的

任務和權力作了明確規定，如 TVA 有權為開發流域自然資源而徵用流域內土

地，並以聯邦政府機構的名義管理；有權在田納西河幹支流上建設水庫、大

壩、水電站、航運設施等水利工程，以改善航運、供水、發電和控制洪水；

有權將各類發電設施聯網運行；有權銷售電力；有權生產農用肥料，促進農

業發展等等。TVA。經過多年的實踐，田納西流域的開發和管理取得了輝煌

的成就，從根本上改變了田納西流域落後的面貌，TVA 的管理也因此成為流

域管理的一個獨特和成功的範例而為世界所矚目。 
 

鑒於上述引用標準九成以上引用超過 10 年，因此，根據 1995 年《國家

技術移轉與升級法》以及 OMB《A-119 號行政通告》（OMB Circular A-119 of 
1998）精神，在ASTM 與EPA、FDA、住房和城市發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396、美國海岸警衛隊（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397

等聯邦政府機構之間進行聯合更新專案，將引用 ASTM 標準的法律檔進行更

新，維持所引用檔是 ASTM 標準的現行標準。 

（二）美國農業與生物工程師學會（ASABE） 

  美國農業工程師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s, ASAE）

                                                       
396  1965 年，住房與城市發展部（HUD）的設立為提高家庭住房擁有率、保護弱勢群體和維護社會穩

定發揮重要影響。聯邦住房管理局（FHA）係 HUD 前身於 1934 年由國會創立，當 FHA 成立時正處在

住宅產業的低谷時期，當時美國 200 萬建築工人失業；購房者很難獲得抵押貸款；而獲得的抵押貸款，

額度也限制在被抵押房產市值的 50%，而且貸款時間短、利率高昂致使僅有 40%的美國人擁有住房。

40 年代，HFA 對二戰後的退伍軍人的安家、購房給予金融方面的幫助；50‐70 年代，HUD 積極推動為

老年人、殘疾人和低收入群體大量建造私有住房的活動；70 年代通貨膨脹與能源成本威脅數以千計

私有住宅的存在時，HUD 緊急資助使受資金困擾的房產得以保存；80 年代，HUD 介入房屋價格持續

下滑的住宅市場，為那些受石油危機影響嚴重的產油州裡的潛在購房者，提供急需的資助，因為當時

的經濟衰退促使私人抵押保險紛紛逃離該等產油州使購房者無法獲得抵押貸款。在 HUD 努力下，截

至 2001 年，美國住房擁有率已從 1940 年的 43.6%上升到歷史最高的 68.1%。See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 website <http://www.hud.gov/>(2007/6/28) 
397  美國海岸警衛隊（USCG）是美國五大武裝力量之一，隸屬於當今美國聯邦政府最大的部門：國土

安全部，是美國海上綜合執法機構，主要負國土防衛、海事法律執行、海上搜救、海上環境污染、近

岸內河道維護、海上導航等事務。See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website (USCG) 

<http://www.uscg.mil/>(200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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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於 1907 年，為提升農業、食品和生物領域工程技術水準與利用的教育

科學機構，於 2005 年改名為美國農業與生物工程師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s, ASABE）。該會創造農業工程（agricultural 
engineers）一詞。會員 9,000 多名，來自 100 多個國家398。設有 229 多個技術

委員會和分組委員會，從事農業工程標準制定以及教育推廣工作399，經費來

源於會員的會費和銷售各種出版物的收入。目前，有超過 200 個標準和技術

實施方法400，多數使用國際單位公制（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 SI Unit）
401，共計有 25 %之標準獲得到 ANSI 驗證為國家標準，另有 11 項標準被政府

部門採用。還有許多草案待評審。 
 
  ASABE 亦設行政管理處，負責教育、研發、職業開發、財務管理、出版、

獎勵等方面的工作。主要活動是組織美國和世界各國著名農業工程教育工作

者交流教學計畫、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方面的經驗；出版農業工程科技人員

的研究成果。關於制定農業設備和工藝方面的自願性標準，共計涵蓋 8 個

ASABE 技術部門和研究院從事的技術領域，分別是：新興技術（Emerging 
Areas）、資訊與電子系統（Information and Electrical Technologies）、食品與

加工工程（Food and Process Engineering）、能源與機械（Power and 

                                                       
398  See About ASABE <http://www.asabe.org/about.html>(2007/6/29) 
399  See ASABE Committees <http://www.asabe.org/membership/committees/committee.cfm>(2007/6/29) 
400  See ASABE Standards Updates and New Projects 

< http://www.asabe.org/standards/proposed.html >(2007/6/29) 
401  國際單位公制（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 SI Unit）係指物理量之基本單位，例如長 度：公尺（meter, 

m）；質 量：公斤（kilogram, kg）；時間：秒（second, s）；電流：安培（ampere, A ）；溫度：克耳文（kelvin, 

K ）；物量：莫耳（mole, mol ）；光強度：燭光（candela, cd）等，係國際度量衡組織(OIPM)在 1960

年所制定，採用“ SI Units ”  名稱，作為基本單位、導出單位、  輔助單位及前置因子及其他規則等等。

目前 ISO 所公佈的最新版本為 1992 年之 ISO 1000: SI unit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use of their 

multiples and of certain other unit《ISO 1000:國際單位制及其倍分數與某些其他單位使用之建議》，而

在 1998 年公佈修訂版。相對地，英國雖然是英制度量衡的始祖，但其國內有識之士對於轉換公制之

事早就十分積極。例如英國國會已於 1994 年 11 月通過配合歐聯 1989 年度量單位指令（EC Units of 

Measurement Directive 1989），並要求相關的大部份主要行業於 1995 年 10 月 1 日改制完成，若干行

業允許過渡期到 1999 年 12 月 31 日，自 2000 年 1 月 1 日起即全面改採公制，否則將處以罰款或坐

牢。由於計價單位改變，上萬零售商必須更換生產工具，對於小企業或家庭式營業的小商店形成很大

負擔，因此推行改制的反抗勢力甚大。See Barry N. Taylor, Guide for the 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 (SI) , NIST Special Publication 811, 1995 

<http://physics.nist.gov/cuu/Units/introduction.html>(2007/6/29)；另參閱葉仲基主持，英、澳、德、法、

日等先進國家推行國際單位制之調查與研究，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研究計畫，2002 年。

<http://www.bsmi.gov.tw/upload/b04/public/files/achievemen/91si.doc>(2007/6/29) 



標準制定組織之智慧財產保護政策 
及競爭法問題探討 

175 
 

Machinery）、土壤與水（Soil and Water）、結構與環境（Structures and 
Environment）、生物工程（Biological Engineering）、人體工學、安全與健康

（Ergonomics, Safety and Health）等。 
 

ASABE 之標準起草始自美國國情出發，有許多標準已被引用作為國際標

準草案。另外，ASABE 亦進行合作標準專案（Cooperative Standards Program），

例如農業以及像草地和風景等行業使用的自願性標準的制定、採用、出版、

發行和維護。ASABE 亦與其他技術協會維持良好關係，包括 ASME、ASTM、

IEEE、SAE 和 ANSI 等402。 
 

在國際性活動方面，ASAE 參與 ISO/TC 23 農業拖曳機和機械（ISO/TC 
23, Tractors and Machinery for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ISO/TC31 輪胎、胎環

與閥門（ISO/TC 31 Tyres, rims and valves）；ISO/TC 131 流體動力系統

（ ISO/TC131 Fluid power systems）三委員會的美國技術顧問委員會。 

（三）美國機動車工程師協會（SAE International） 

  美國機動工程師協會（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SAE International）
403最早成立於 1902 年，當時名為美國汽車工程師協會（Society of Automobile 
Engineers）。1910 年，SAE 接管特許汽車製造商協會（Association of Licensed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ALAM）404的機械分部的技術資料編制工作，成為

                                                       
402  See FAQ of ASABE Standards <http://www.asabe.org/standards/faq.html>(2007/6/29) 
403  See An abridged history of SAE 

< http://www.sae.org/about/general/history/>(2007/6/29) 
404  See Association of Licensed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wikipedia websi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Association_of_Licensed_Automobile_Manufacturers>(200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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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汽車工業的專業標準委員會405。1916 年，SAE 又與美國航空工程師協會

（American Society of Aeronautic Engineers, ASAE）和拖曳機工程師協會

（Society of Tractor Engineers,  STE）合併。不久，全國內燃機與船舶製造商

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ngine and Boat Manufacturers, NAEBM）亦將其

工程與標準化工作併入 SAE。1917 年，SAE 正式定名為美國機動工程師協

會。SAE 在全世界擁有 90,000 多名會員，其中 25%會員來在非北美地區。 
 
SAE 致力於地面車輛（ground vehicle）和航空航太工程研究與開發及標準化

工作，每年新增或修訂 600 餘個汽車方面及航太航空工程方面的標準類文

件。目前，SAE 的標準化工作，除汽車製造業外，還包括飛機、航空系統、

航空器、農用拖曳機、運土機械、築路機械以及其它製造工業用的內燃機等。

SAE 所制定的標準不僅在美國國內被廣泛採用，而且成為國際上許多國家工

業部門和政府機構在編制標準時之準據，為國際上許多機動車輛技術團體廣

泛採用。目前 SAE 共制定標準 7,000 多個，包括公路與非公路行使的機動車

輛，以及航空、航太方面的標準。大多數 SAE 標準被 ANSI 驗證為美國國家

標準；1,000 多個標準被美國國防部引用作為軍用標準；40 多個航空航太標

準被國家航太航空管理局在相關法規中引用。同時，SAE 標準也被國際機動

車輛技術團體廣泛採用406。 
   
                                                       
405  其中曲折的背景故事過程如下：1879 年，來自紐約州的律師 Ceorge Selden，為一種燃燒汽油的路

面交通工具申請美國專利，由於 Selden 自身和政府的雙重延誤，一件怪事發生了：從未製造過汽車

的 Selden，在 1895 年才收到專利，遠在他人開始製造汽車之後。接著，賽爾登以分得未來收入的 1%

為條件，將專利轉讓給一群紐約金融業者，該等積極保護該專利的權益，而於 20 世紀初期，歷經訴

訟程序而得到以下判決：規定汽車製造商應加入 ALAM，ALSM 並將抽取各個製造商年收入 1.25%作

為該專利使用授權金，32 家汽車製造商似乎都同意加入。1903  年，福特(Henry Ford)也想要加入，但

ALAM 卻另開出價碼指示福特依該定價賣車，福特拒絕聽命，拒絕入會，更拒絕付授權金，ALAM 於

是對福特提出控告。在未開庭前，兩造已在報紙上開打廣告戰。福特廣告聲稱將保障他的車商及客戶

免受任何因侵害 Selden 專利而遭到控訴的傷害，並願為該次訴訟提供補償金。而事實上，只有  50

名顧客憂慮此事，接受他的補償金。1909 年，訴訟第 6 年，終於由紐約州聯邦地方法院判定 Selden

專利有效，福特對抗到底。於 1911 年，上訴法庭推翻原判，認為雖然仍承認該專利有效，但其效力

範圍僅及於抄襲 Selden 之 1879 年申請專利所用的設計稿的車輛，新的判決不僅使福特免受 Selden

專利的壓榨，亦解放全美汽車製造商，這與福特在 1905 年即擔任 SAE 副會長有極大淵源。  See 

Columbia Motor Car Co. et al. v. C. A. Duerr & Co. et al., 184 F. 893 (1st Cir. 1911); See also Greenleaf, William. 

Monopoly on Wheels: Henry Ford and the Selden Automobile Paten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1) 

<http://links.jstor.org/sici?sici=0040‐165X(196122)2%3A3%3C289%3AMOWHFA%3E2.0.CO%3B2‐2 

>(2007/6/29) 
406  See 2006 Annual Report of SAE International, SAE website 

<http://www.sae.org/about/annualreports/2006report.pdf>(2007/6/29) 



標準制定組織之智慧財產保護政策 
及競爭法問題探討 

177 
 

在 ANSI 的支持和領導下，SAE 代表美國汽車工業界積極參加 ISO/TC 22 道

路車輛（road vehicles）技術委員會的工作。在 ISO/TC 22 中的 22 個附屬技

術委員會中，有 4 個分技術委員會的秘書處設在 SAE，此外，SAE 亦擔任

ISO/TC22 各分技術委員會中 17 工作組的秘書處工作。 

（四）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ASME） 

  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ASME）

成立於 1880 年，以因應當時許多蒸汽鍋爐，壓力容器的故障事故，係獨立

非營利組織團體。目前約有 12 萬會員，約 9,000 人在美國國外，24 個國家有

會員組織。在美國與 59 個技術組織團體結盟聯繫，技術上互相交流。除制定

標準外，亦提供技術性講座、研討會、教育訓練等。ASME 第一個標準是在

1884 年制定，在全球的標準發展組織中是最為悠久，已出版含鍋爐、升降機、

手工具、和工作機等大約 600 個法規和標準407。 
 
  ASME 有 700 個標準委員會基本組織，其中 50 個技術委員會是有投票權

的。另有 5 個監察性組織，保證程序正義，監督導正標準之程序發展。6 個

標準發展委員會及 4 個諮詢委員會，有 100 個共識委員會受監督委員會管理。

監督委員會依次有標準委員會，負責標準之發展。諮詢委員會處理國際標準、

聽審訴願和會議等之運作。標準委員會係由來自特定工業之各種不同部門之

志願者所組成，各標準委員會之志願者來自許多各行各業的人，包括使用者、

製造廠、顧問、保險業、學校、實驗室及政府機關，ASME 須在標準委員會

中維持一個協調的角色，以使在各種不同行業沒有人處於支配的地位，在同

業標準上有所抵觸時，一定要同意遵守 ASME 之政策408。 
 
  ASME 制定標準，政府並沒有給予任何經費支助，經費主要是販賣標準

收入或會員費等相關收入。目前有超過 3,800 位志願者從事標準制定工作，

志願者是不支薪資，其中有 300 多人從其他國家代表。在標準制定過程中，

任何人都可以參加討論，且不一定要在美國，在世界各地都可以參加討論。

部分標準委員會有 50%的人不是在美國參加討論，委員會會員可包括非會

員，主要原因是希望有經驗、好的技術人員參加委員會，使標準更完善修訂。

一般標準每 3 至 5 年會重新制定一次，惟鍋爐及壓力容器等常用標準係每年

修訂。 
 
                                                       
407  See ASME's Vision, Mission Statement And Core Values, ASME website   

<http://www.asme.org/about/Vision_Mission_Core_Values.cfm>(2007/6/29) 
408  See ASME C&S Policies, Procedures, and Guidelines, ASMe website 

<http://cstools.asme.org/csconnect/CommitteePages.cfm?Committee=A01000000&Action=7609>(2007/6/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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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ME 的標準制定在審議流程採公開、透明、利益調合、符合標準制定

程序、消除 WTO 貿易協定所設的技術障礙以達到一致性原則。標準制定發

展委員會的組成由 ASME 鼓勵國際人士參與標準的制定，委員會的組成有專

家、業界代表、國際同業聯盟（例如鍋爐及壓力容器），產業界和政府亦介入

ASME 規範和標準的制定，但政府也僅處於監督狀態。ASME 標準制定之分

工及審查流程，參見下圖 2-19409。 
 

 
【圖 2-19】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ASME）標準之分工和審查流程 

 
    為使在標準制定能有互通性，標準之制定需經 ANSI 核定。不一定要求

百分之百人同意，只要大多數人同意就會執行，但若有人有意見會考量其意

見。ASME 制定過程要符合 WTO《TBT 協定》，不能設定技術障礙。標準制

定有工作小組，標準草案要提供給大家充分討論，不斷修改，避免投票時有

                                                       
409  參閱王啟東，美國鍋爐及壓力容器之安全檢查考察，公務出國報告，2007 年。

<http://open.nat.gov.tw/OpenFront/report/report_detail.jsp?sysId=C09600439>(200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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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大爭議。委員會會依所提供之意見修改，若沒有修改也會解釋不修改之原

因，並公佈在 ASME 網頁上。公眾意見會送到 5 個監察委員會之一考慮。監

察委員會主要負責保證標準制定過程中遵守公開、平衡及透明原則，不是看

技術細節。監察委員會同意後會送到國家標準協會認可，公眾如有意見要回

到技術委員會討論。 
 
  ANSI 係以全球化的思維制定標準，鼓勵其他國家參與 ANSI 標準制定，

也鼓勵專家參加標準委員會討論，主要希望其他國家使用 ANSI 之標準，使

標準達到一致性原則，消除貿易障礙。參加標準委員會不一定要在美國，不

一定要參加 ASME 會員，只要有一定之資歷。允許國家代表或產業聯盟或政

府制定標準之組織來參加。此代表當作聯接橋樑與 ASME 交流。國家代表會

有投票權，代表組織投票，一個組織只有一票。為使其他國家更容易參加，

每個委員會都有網頁可查開會時間及討論主題。投票也是從網頁投票不必到

美國投票，24 小時可進行投票。除投票外，提供意見也都在網頁上，任何國

家只要接受 ASME 任一章節規範，都有權力派人參加討論。例如，任何國家

鍋爐及壓力容器管理單位，只要採用 ASME 標準，都可派人參與投票。 
 
  ASME 所訂定之《鍋爐及壓力容器規章》（BPV Code, Boiler and Pressure 
Vessel Code Sec VIII DIV.I 及 DIV.II）係一部具國際權威性的新建造及修理之

鍋爐壓力容器之安全標準，《BPV Code》附錄 10 之品質管理系統具有強制性
410。ASME 標準沒有強制性，如經過州政府採用，就發生法律效力。若使用

者一方指定使用標準，就應遵守標準。目前美國 50 個州均採用 ASME 鍋爐

及壓力容器標準，加拿大亦全部採用 ASME 鍋爐及壓力容器標準，且全世界

已有 100 多個國家接受壓力容器標準。美國交通部已接受 ASME 管道標準，

其他很多標準如升降機標準等已被許多州政府接受。 

（五）小結：美國標準化機構之特點 

綜上所述，整理美國標準化機構之特點如下： 

１、政府機構制定管理技術法規並從事標準化研究 

                                                       
410  《BPV Code》經由認證之授權檢查機構（Authorized Inspection Agency）或州政府等單位僱用授權

檢查員（Authorized Inspections）辦理檢查，以確保鍋爐及壓力容器之使用及操作安全。另，ASME 與

鍋爐及壓力容器檢查員全國委員會（National Board of boiler and Pressure Vessel Inspector, NBBI）合作，

授予 ASME  標誌。NBBI 負責鍋爐及壓力容器之簽證、登記註冊、主任檢查員及授權檢查員之委任及

考試、災害事故之調查、釋壓裝置之簽證及測試等，對產品實行認證，美國對於鍋爐及壓力容器已建

立一套相當完整之認證驗證管理制度。該規範被許多國家廣泛應用。我國企業所設置使用之鍋爐及壓

力容器，亦越來越多係依美國鍋爐及壓力容器規章設計製造。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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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標準驗（認）證與管理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承擔，對內協調全美國

制定自願性標準、組織認證以及相關活動；對外代表美國參加國際非協約標

準和認證機構，以達到加快美國經濟發展；促進公共衛生、安全、福利和環

境；促進國內外貿易、商業、通信和相互理解之目的。 

２、國家標準的制定機構與管理機構分開 

  換言之，由 ANSI 管理統一，將  制定標準分散於二百多個標準制定

組織或協會。ANSI 一方面制定、頒佈和管理適用於驗證標準制定組織和批准

標準為美國國家標準的程序和準則。此外，並鼓勵標準制定組織和委員會起

草和提交標準給 ANSI，以供審查批准成為美國國家標準；另一方面，ANSI
亦組織、推廣和管理適用於驗證符合性評鑑機構和驗證認證及相關專案的程

序和準則，鼓勵符合性評鑑機構起草和提交這些項目給 ANSI 以供驗證； 

３、以自願性共識決作標準制定過程之基本原則 

  確保公眾在標準化、認證以及相關的活動中利益，參與權和代表權都得

到保護；提供確定新的標準和認證專案需求的方法；促進現有機構開展活動

解決這些需求；在沒有現成機構的情況下，建立合適的工作組進行工作； 

４、標準制定組織與聯邦、州以及地方政府的有關部門和機構合作 

  以達政府法律法規和工商業自願性標準之共識；令美國國家標準獲得最

大適用；並使政府與業界在測試、認證和品質保證方面充分合作。 

５、透過民間標準制定活動和政府規則之互動 

  不僅促進各界對美國國家標準和驗證的認證項目的瞭解和應用；ANSI
亦成為美國以及國外有關標準、認證和相關活動資訊的樞紐。 

伍、標準化服務體系 

一、美國國家標準學會（ANSI）之服務體系 

  ANSI 除擔任美國國家標準管理和協調機構外，亦負責美國國家標準及

其他出版物的銷售和服務，擁有國家標準的著作權和出版權、發行權。職此，

ANSI 主要經費來源係出版、發行的經營性收入，以及對社會提供之技術服務

費用等。另一方面，透過 ANSI 驗證之其他標準制定組織，則負責其各自所

起草制定的標準之銷售服務。ANSI 技術標準主要服務內容及服務形式如下： 

１、關於新聞和出版物 

  ANSI 透過網路提供新聞以即將關資訊，促進全球規模的標準化和符合性

評鑑活動。ANSI 所提供的宣傳資料和新聞經常依照資訊分類，資料來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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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時事、學會歷史、經常性提問、會員資訊、通過 ANSI 驗證的標準制定

組織、顧問團隊、委員會成員等。 
 
  ANSI 的出版物包括：《Standards Action》411係 ANSI 主要之公共評論工

具，每週出版。透過推動標準草案的複審，確保 ANSI 會員和大眾亦見達成

一致。其中亦包括美國國家標準草案的資訊，政府和其它國外標準和符合性

評鍵之活動；《What’s New》412係雙周刊之電子報，免費向 ANS 會員和委員

會寄發。電子報內容包括最近新聞、出版物的大綱和以及聯繫資料等；《ANSI 
Congressional Standards Update》413係每月寄發之電子報，向美國國會之訂戶

報告 ANSI 最新的標準制定以及符合性評鑑活動，以掌握任何可能對美國經

濟產生影響的國際議題；《ANSI Reporter》414係 ANSI 之新聞雜誌季刊，內

容包括美國和全球公司、組織、政府和消費者的利益。內容有強調自願性共

識決之標準以及符合性評鑑程序之制定、頒佈和應用，以及相關政策、學會

的產品和服務。據 ANSI 2005-2006 年報之統計415，2005 年度 ANSI 標準與出

版物的銷售收入占其營業額的 50%，超過 1,000 萬美元，達 10,657,828 美元，

參見下圖 2-20。ANSI 設有客戶服務，即向會員解說客戶所欲購買標準和文

件，提供客戶要求的資訊，ANSI 專員處理客戶的要求，向客戶提供所需要的

資訊或指示替代方案。 
 

                                                       
411  See Standard Action of ANSI, ANSI website   

<http://www.ansi.org/news_publications/periodicals/standards_action/standards_action.aspx?menuid=7

>(2007/6/29) 
412  一般民眾亦可在以下聯結取得最新以及庫存之”What’s New”, ANSI website 

<http://publicaa.ansi.org/sites/apdl/Documents/Forms/AllItems.aspx?RootFolder=%2fsites%2fapdl%2fDocu

ments%2fNews%20and%20Publications%2fWhat%27s%20New%20Archive%2f2007%20What%27s%20Ne

w&View=%7b21C60355%2dAB17%2d4CD7%2dA090%2dBABEEC5D7C60%7d>(2007/6/29) 
413  See ANSI Congressional Standards Update, ANSI website 

<http://publicaa.ansi.org/sites/apdl/Documents/Forms/AllItems.aspx?RootFolder=http%3a%2f%2fpublicaa

%2eansi%2eorg%2fsites%2fapdl%2fDocuments%2fNews%20and%20Publications%2fCongressional%20Stan

dards%20Update%20Archive>(2007/6/29) 
414  See ANSI Reporter, ANSI website 

<http://www.ansi.org/news_publications/periodicals/reporter/reporter.aspx?menuid=7>(2007/6/29) 
415  See 2005‐2006 Annual Report of ANSI, ANSI website 

<http://publicaa.ansi.org/sites/apdl/Documents/News%20and%20Publications/Brochures/ANSI‐AR‐05‐06.p

df>(200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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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美國國家標準學會（ANSI）經費來源及營運收入 

２、教育和培訓 

 ANSI 在教育和培訓課程中充分發揮標準化專家的角色416。這些專家對有

效標準化問題和需求具備透徹的理解，針對剛接觸標準制定工作者，他們提

供基礎知識的從培訓課程，該等課程說明標準和符合性評鑑程序之價值；針

對經驗豐富的標準機構會員，亦提供專業知識，協助他們如何在標準化工作

中獲得成就，從而得到最大的利益。參加 ANSI 課程者將能瞭解到標準對全

球經濟、美國競爭力、健康、安全、環境等方面之的巨大影響。 
 
  為推廣講師培訓，ANSI 教育和培訓課程開啟以網路作為媒介之的遠距教

學。遠距教學是一系列計畫的一部，亦包括問卷、訓練和其它參考資料，例

如經承性問題。此外，ANSI 亦推出新的網路服務，即網路會議。網路會議推

動講師和參加者互動，並使用更緊湊的形式提供 ANSI 面對面專案中所包含

之資訊。ANSI 對每位感興趣者皆能提供訓練和解決標準化問題的方案，所培

訓對象包括：剛從事標準制定工作的新手；標準化機構的職員；國家標準委

員會會員、官員和管理者；企業執行長或主要管理者；商業、製造商和工程

管理者；聯邦、州和當地政府代表；組織標準制定工作的人員，負責標準制

定，策略計畫或與政府聯繫之人員；企業、協會組織和政府機構中從事驗證

和評證工作的人員；消費者等等。 

３、其他服務 

                                                       
416  Se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ANSI, ANSI website 

<http://www.ansi.org/education_trainings/overview.aspx?menuid=9>(200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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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I 亦向會員和委託人提供一些其他資訊，包括：會議場所附加保險專

案服務，即 ANSI 向客戶提供會議計畫，提供最高級的標準和符合性評鑑執

行人員。透過該等發言人直接參與，提高會議和討論的水準；廣告或印刷品

服務。提供不同媒介以作刊登，包括《ANSI Report》、ANSI 線上商店等，

提供不同方案。新會員可以在 ANSI 首頁上享受一個月的免費滾動廣告，一

般會員可以享受 20 %的折扣；註冊服務，即針對國際性目錄，ANSI 提供獨

特的組織識別碼。另針對所需要的資訊超出資料庫或參考書的範圍，但又沒

有時間或能力去發掘者，ANSI 提供研究服務。ANSI 事先向客戶提供研究計

畫，確定期望得到資訊的種類、課題、完成時間等。收費標準為區分是否為

ANSI 會員，分別收取每小時 175 美元或 150 美元。 
 
  ANSI 亦提供網路圖書館服務，向瀏覽 ANSI 網業者開放 ANSI 所有公共

文件，包括所有 ANSI 網案公開之內容以及 ANSI 程序之各種資訊。瀏覽者

可在線上上傳和修改文件。此外，ANSI 網站上提供之網路資源收集係透過編

輯網際網路上的電子資源和研究材料而來。這些收集的範圍具有一定的研究

參考，提供進入其它同類組織網站的途徑。該其內容涉及 ANSI 會員資訊；

標準資訊；標準制定組織；國家標準組織；其它組織和相關主題等等。 

（二）美國材與試驗協會（ASTM International）之服務體系 

  美國國家標準學會（ANSI）驗證超過 260 個標準協會和委員會以制定國

家標準，該等協會除制定國家標準外，亦制定該行業的協會標準。每個標準

化協會都形成自己獨立的標準化服務體系。本文舉美國材料試驗協會（ASTM 
International）為例說明。 
 
  ASTM 係發起成立 ANSI 的五個標準化機構之一。ASTM 主要致力於制

定各種材料的性能和試驗方法的標準。自 1973 年起，擴大業務範圍，開始制

定關於產品、系統和服務等領域的試驗方法標準。所起草之標準包括：標準

規格、試驗方法、分類、定義、操作規則以及相關建議等。 
 
  ASTM 是自願性行業標準最早的制定者，向全球的使用者提供有關的技

術資訊和服務，並保證所提供服務具有國際性驗證的品質和適用性。為達成

ASTM 之宗旨，包括：提供公共健康和生命安全方面的可靠服務品質；保證

材料、產品和服務的可靠性；以及促進國家、地區和國際貿易，ASTM 制定

以下策略，例如：提供最適宜的環境，支援技術委員會制定需要的標準和相

關資訊；及時提供 ASTM 產品和服務，滿足市場和使用者的需要；提高 ASTM
標準制定程序的知名度，確保參加者的利益，增強 ASTM 標準和服務在全球

市場的價值；擴展 ASTM 產品和服務的國內外使用；確保 ASTM 程序、資源、

技能和便利措施適應市場需求，並隨市場的變化而調整；確保參與 ASTM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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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制定過程之公平權利，保護標準的技術水準；以及維護 ASTM 財政穩定，

滿足社會任務。美國材料與試驗協會（ASTM International）提供之服務如下： 

１、針對 ASTM 標準及技術出版物服務 

  ASTM 透過以下方式提供標準服務：單獨標準，即透過網上查詢；電子

提交標準；CD-ROM；專門的印刷品和 CD 編輯；標準年刊等。ASTM 在網

站上提供技術出版物之搜索和技術論文等電子服務。針對技術論文，ASTM
允許下載現存的評論論文；針對 ASTM 出版雜誌，可點擊雜誌以瞭解如何預

定、觀看內容清單，可以使用.pdf 檔尋找和下載個人論文。此外，訂戶亦可

以在網路上閱讀以下 6 種刊物：《Journal of ASTM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Testing and Evaluation》、《Geotechnical Testing Journal》、《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1972-2005》、《Journal of Composites,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Journal of Cement, Concrete and Aggregates》等。以 2006 年度為例，ASTM
之標準與技術出版物銷售收入占全年營運收入之 68%，相當於 29,644,266 美

元，參見下圖 2-21417。 

【圖 2-21】美國材料與試驗協會（ASTM International）經費來源及營運收入 

２、測驗室目錄、顧問目錄服務以及技術委員會服務 

    ASTM 測驗室目錄（Directory of Testing Laboratories）提供測驗室服務及

測驗室位置的全文線上搜索。測驗室提供的有關試驗操作類型、特殊操作、

材料分析或其它服務的資訊。然而，ASTM 沒有沒有提供調查、評估、驗證、

                                                       
417  See 2006 Annual Report of ASTM International, ASTM wbsite 

< http://www.astm.org/IMAGES03/07annual_rep.pdf>(200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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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或認證任何試驗室之服務。ASTM 網站上所列舉之測驗室都需要向

ASTM 繳納費用。ASTM 亦提供科學技術顧問和專家證人目錄（Director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nsultants and Expert Witnesses）的線上全文搜索，該

等個人和公司從事於諮詢服務或專家證人服務。ASTM 網站上所列名之顧問

都需要向 ASTM 繳納費用。ASTM 提供調查、評估、驗證、批准或證明任何

顧問或專家證人的服務。透過搜索 ASTM 技術委員會，使用名稱或字母清單

等方式，可以查詢以下資訊：指導標準的寫作和投票；關鍵文件和圖表；標

準制定之討論；網路會議；標準的公眾評論；專案和契約管理服務；榮譽和

授獎；官員培訓專案；美國技術諮詢資源等。 

３、網路服務 

  ASTM 提供網路服務包過：檢驗登錄服務，即允許用戶線上定購 ASTM
產品時，無需每次填寫訂單，一旦註冊檢驗登錄服務，只需輸入使用者帳號

及密碼即可定購。客戶可以選擇儲存帳單資訊，客戶可在使用檢驗登錄服務

定貨時，隨時糾正或更新帳號資訊；標準追蹤服務，及提供免費的 E - mail 服

務，每週提醒客戶更新和修訂的 ASTM 標準以及新的 ASTM 工作專案，客

戶可以決定收到提醒的種類和目錄；美國以外的定購地點選擇；出版指導服

務，由 ASTM 出版委員會負責，該委員會出版除 ASTM 標準以外之 ASTM
程序規定；24 小時技術支援；向技術支援中心發送 E-mail 請求等。 

４、會議、研討會與培訓服務 

  ASTM 提供之會議服務包括：技術委員會會議，即選擇特殊的委員會，

包括未來委員會會議的資料，與即將到來會議議程；委員會每週會議；一般

資訊，包括未來會議的清單，ASTM 總部地址，ASTM 總部附近的旅館，航

班等等。ASTM 提供之研討會服務包括：即將到來的研討會，介紹即將召開

的研討會有關資訊；徵集論文；研討會計畫，透過 ASTM 研討會向會員和他

人提供機會介紹最新研究發現並交換資訊，通常集中在當今制定最新和修訂

之 ASTM 標準。研討會係由 ASTM 技術會員會發起，通常與政府機構以及

國內外專業機構合作。ASTM 為企業和政府提供高系統性技術教育。研討會

一般進行一到三天，著重於對企業最具影響的標準和實際應用。客戶可以根

據需要選擇課程。ASTM 網站提供以下服務列出課程清單；線上培訓；旅行

計畫，包括地圖和旅館地址等。 

陸、美國國家標準發展戰略 

  論者以為，一部美國國家標準學會（ANSI）的歷史發展，就是美國產業

界自願技術標準發展的歷程。美國技術標準戰略的宗旨謂：以企業協會為主

體，以產業界自律、自治為特徵，以自願加入、自由競爭為其運作形式。政

府一般並不干預技術標準的制定，也不強制技術標準的執行，僅僅對在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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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脫穎而出的民間協會和企業標準進行扶持，幫助其推廣並推向國際市場。 

一、美國國家標準化體推動美國國家標準戰略之頒布 

  美國工業化的初期，各企業為避免政府干預，通過自行成立的標準協會，

先行制定和發佈自己的技術標準，但這些標準互不通用。為了減少這種資源

浪費的現象，美國國家標準學會（ANSI）應運而生，作為統一的全國性標準

管理者和協調者，ANSI 負責標準制定組織之資格認證和國家標準的審核批

准，實質上已經成為美國國家標準化活動的核心。 

（一）美國國家標準學會（ANSI）係業界自治的核心機構 

  美國國家標準學會（ANSI）係美國技術標準最重要的管理者和協調者，

亦為是美國在世界標準組織如國際標準組織（ISO）和國際電子電機委員會

（IEC）等唯一正式代表。然而，ANSI 並不隸屬於美國政府部門，而是一個

非營利性質的民間標準化組織，其壟斷地位不是政府指定的，由其批准的標

準亦非透過國家力量強制執行。實際上，各產業界聯盟建立 ANSI 的最初目

的之一，就在於以行業自律和產業自治的方式，透過標準協會先行制定自己

的標準，以避免政府干預和管制的低效率。而以 ANSI 為代表，美國私營領

域為主的自願性標準體系，完全是以市場運作的方式逐步建立。 
 
  80 年代，美國產業界察覺技術標準實際上可以成為國際市場競爭中的無

形壁壘，亦係攻佔其他國家市場的利器。在該背景下，ANSI 大幅強化國際合

作活動。1987 年，ANSI 說服 ISO 和 IEC 兩大國際組織，聯合籌備「資訊技

術國際標準第一屆聯合委員會」（ISO/IEC JTC1: Information Technology）418，

將該委員會的辦事機構設在 ANSI（Secretariat:ANSI），為美國在國際資訊技

術標準制定中取得優勢地位。同時，針對歐洲統一市場的形成，與歐洲國家

的標準機構以及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和歐洲電子技術標準化委員會

（CENELEC）進行談判。從 1989 年開始，ANSI 亦注意推動與東歐、遠東、

環太平洋和中南美洲地區國家的標準合作。 
 
  儘管 ANSI 在標準領域具有獨占性地位，但自法律角度觀之，它並非唯

一的標準制定者。事實上，在不少細分領域，其他企業和行業協會甚至幾個

企業自發結成的聯盟，亦自行擬訂標準。部分情況下，形成多個標準在市場

上共同競爭的局面。 
 

                                                       
418  See ISO/IEC JTC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O website 

<http://isotc.iso.org/livelink/livelink/fetch/2000/2122/327993/customview.html?func=ll&objId=327993 

>(200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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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ANSI 與美國政府有著密切的合作關係。在其創始之初，美國

政府的商務部、陸軍部和海軍部（現合稱國防部）三個部門就參與籌備工作，

並承擔越來越多的公共事業職能，協調並指導全國標準化活動，ASNI 即扮演

聯邦政府和私營企業標準化系統之間的橋樑作用，ANSI 承擔越來越多的公共

事業職能，協調並指導全國標準化活動，現今 ANSI 儘管在法律上仍是一個

純粹的民營組織，但事實上已具有相當程度的半官方色彩。 

（二）政府干預：強制性標準和指導性標準 

１、強制性標準 

  以 ANSI 為基礎，美國技術標準體系的基本特徵是業界自治。但是，在

個別關係到重大公眾利益和公共資源的領域，例如無線通訊的頻率使用方式

等，政府則執行強制性的技術標準。具體可分為兩類： 
 
  一類像聯邦通信管理委員會（FCC），職掌與無線電頻譜管理相關標準，

例如監控電子產品電磁干擾（EMI）、電磁兼容（EMC）的認證標準419。類

似的強制標準還有環境保障署（EPA） 執行的與環境保護相關之強制性標

準，例如與汽車廢氣排放有關 SULEV 和 ULEV 標準等。這類標準的特色係：

涉及對公共領域資源的占用，例如無線電頻譜、大氣等，由於公共資源屬於

國家財產，因此，透過國家做為公益守護者，強制性發佈和執行相應標準。 
 
  另一類則是與生產安全和公眾健康有關的標準，例如聯邦藥物與食品監

督局（FDA）執行的新藥上市標準。制定該等強制標準係基於防治觀點，以

防違反相關標準者造成的潛在危害難以挽回。例如藥品安全標準，違反的後

果，可能是服用者喪失生命或健康，由於生命無價特性，不能任由企業自願

執行標準，必須由國家強制執行。 

２、指導性標準 

  當不涉及危害公共利益或不會造成不可挽回的個體損失時，美國政府一

般無權執行強制標準。但可以在實施政府採購時與採購指南時，提出指導性

的技術標準。由於很多新技術、新發明和新產品，上市之初唯一用戶就是政

府，政府採購時提出的指導性技術標準，企業界往往沒有商量餘地。 
 
  無論政府對強制性標準的執行權威，或是對指導性標準的潛在影響力，

都與產業界的標準自治原則衝突。業界希望儘量限制政府的上述權力和影

                                                       
419  See The FCC Rules and Regulations, Title 47, Part 15, Subpart B regulates "unintentional radio‐frequency 

devices" (47 CFR §15.101‐123) <http://www.fcc.gov/oet/info/rules/part15/part15‐5‐4‐07.pdf>(200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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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職此，在業界遊說下，1995 年美國國會通過《國家技術移轉與升級法》，

透過立法確立美國私營領域主導、輔以政府參與的標準體系。隨後，1998 年

發佈的白宮管理與預算辦公室《A-119 號行政通告》，係美國政府部門從事與

標準化相關活動的政策指導性文件，實質上成為《國家技術移轉與升級法》

的施行細則。這上述法律文件之目的，係要求聯邦部門在執行強制性技術標

準，以及在發佈政府採購的指導性技術標準時，擴大適用產業界組織制定的

自願標準。特殊情況下，要採用非產業界標準時，該機構行政首長必須向白

宮管理與預算辦公室提交一份解釋報告。該等報告每天要匯總到國會備查。

換言之，這就是對政府部門在技術標準方面的強制權力大幅消減。 
 
  此外，在《國家技術移轉與升級法》通過的同一時期，國會亦通過與具

體部門職能有關的幾部法律，皆促使技術標準之擬定偏向於業界策略。例如

1995 年的《健康保險攜帶性和責信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of 1996 (HIPAA, Title II)）420、1996 年的《電信法》

                                                       
420  HIPPA 是為了讓被保險人因換工作而必須轉換保險公司時，可以順利移轉其相關病歷資料，而訂

定的重要醫療保險法律。HIPAA 目的在確認醫療保險簡易性，並減少醫療照護舞弊與濫用狀況發生，

同時也必須確保醫療資訊之安全與隱蔽性，並訂定醫療資訊標準等，於是規定由政府機構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 (HHS）積極的由眾多制定醫療標準之機構中確立將採用何種

標準。HIPAA 安全需求涵蓋對於健康資訊安全保密（Confidentiality）、有效性（Availability）、真實性

（Integrity）的管理、物理及技術服務與機制。然而安全評估必須在機構保密政策體制下完成，因為

HIPAA 所規範保密協定必須符合機構業務、規模和資源需求，其必須是可變通與分級化的，每個機構

將依本身能力決定屬於自己保密政策和安全程序。因保密協定屬於政策導向，而安全評估係屬於技術

性問題，所以每個機構必須確認其保密協定符合 HIPAA 需求及其安全能力，並確保保密協定和安全技

術二者互補。See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of 1996 (HIPAA, Title II), 104th 

Congress, Public Law 104‐191, (1996) <http://www.cms.hhs.gov/HIPAAGenInfo/>(200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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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communication Act of 1996）421、1997 年的《食品暨藥物管理現代化法》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Modernization Act of 1997）422等，皆要求相應

領域的行政部門儘量採納「產業自願」的標準。該等法令較《國家技術移轉

與升級法》更為具體，直接督責行政部門對民間標準之採用。綜上所述，自

80 年代以來，美國在技術標準之基本原則係：增強企業自治，解除政府管制。 

（三）國家標準和技術研究院（NIST）之政府對技術標準推廣角色 

  1995 年《聯邦技術轉移促進法》在削弱政府強制執行標準權力同時，亦

擴大政府在促進、扶持和推廣技術標準方面的職能。根據該法令，國家標準

和技術研究院（NIST）423擔任與產業界合作的職能，促進技術、測量方法和

標準的應用。NIST 係目前聯邦政府中，唯一承擔向業界推廣技術標準職能的

政府部門。然而，NIST 沒有強制執行能力，換言之，NIST 協助開發和推廣

的技術標準嚴格限於「產業界自願採納的標準」。NIST 涉及領域甚廣，包括

產品的特性、設備或服務的操作方法、介面的特性、材料的性能、測量方法

和程式以及過程管理等。政府推廣標準制定的主要方式包括：透過合作研究、

合作開發、資金補助等方式。 
 
                                                       
421  美國於 1996 年通過電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該法乃是 1934 年訂定的傳播法（the 

Communication Act of 1934）的大翻修，被喻為「二十一世紀的資訊高速公路藍圖」，不僅重塑了美國

電訊傳播市場的面貌，甚至影響全球電信市場的發展。美國新版電信法涵蓋了電信服務、廣播  服務、

有線電視及網際網路，主旨在於解除電信法規的管制，為市場導入全面競爭，其取消各種型態跨業經

營的法令限制，允許長途電話業者進入區域電話市場(經由自建網路或轉售的方式)，允許市內電話業

者進入長途電話市場(但 7 個地區性貝爾電話公司只能先從營業區外的長話市場著手)，允許電話業者

進入有線電視市場(地區性貝爾電話公司不得在其營業區域內提供視訊服務，以及允許有線電視業者

進入市內電話市場等。為了確保公平競爭的原則，1996 年電信法還設定許多「競爭防護措施

(Competitative Safeguard)」，包括規定原有的貝爾公司若想在營業區域內經營長途電話服務，必須在 3

年內將業務交由獨立子公司經營、必須以合理租金將電路及機房  出租給新業者等。這項法案在短短

3 年內為相關設備廠商及服務提供者創造龐大的商機：市場成長一倍，服務提供者數目超過 150 個。

See Telecommunication Act of 1996 (codified in 47 U.S.C. 151 et seq.) 

<http://www.fcc.gov/telecom.html>(2007/6/30) 
422 《食品暨藥物管理現代化法》（Food and Drug Modernization Act of 1997），於 1997 年獲美國總統柯

林頓簽署同意，建立廠商與管理單位面對面溝通等機制，得以針對臨床計畫書之設計討論，改進臨床

試驗流程。本法亦促使 FDA 多年來在副總統高爾所領導的「政府再造方案」（Reinventing Government 

Program）中的各項改革方案持續進行，包括將生物產品的審查與藥物相調合、消除對胰島素及抗生

素的部份管制、把藥品與生物產品的製程變更審查一致化、解除了產品上市所需的環境評估等。Se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Modernization Act of 1997 

<http://www.fda.gov/cdrh/modact/modern.html>(2007/6/30) 
423  See Standards of NIST <http://www.nist.gov/public_affairs/standards.htm>(2007/6/30) 



第二章  標準制定組織 

190 
 

  NIST 的基本立場係：在相互競爭的技術標準中，優先扶持美國標準的研

究和開發。若相互競爭者都是美國標準，原則上，該院可依據自己的判斷，

決定扶持推廣其中任何一個。而實際上，為了避免不必要政治糾紛，往往是

都予以支持。不過，在這過程中，NIST 會針對各種不同標準的執行情況進行

追蹤評估。根據評估結果決定是否對其中某一種標準進行傾斜支持。職此，

NIST 發佈的評估結果，對一項標準能否繼續被產業界廣泛接受極具影響力。 
 
  1995 年《聯邦技術轉移促進法》和 1998 年的《A-119 號行政通告》另要

求所有聯邦部門，在其各自管轄範圍內，根據機構職能設定一些優先領域，

促進相應技術標準的開發和制定。該等標準，若欲向業界推廣，都需透過

NIST。相應的協調和評估作業也是由 NIST 執行。NIST 的標準開發和維護工

作，按照領域的不同，分由不同的小組執行，由標準服務辦公室（Office of 
Standards Services）作為 NIST 內部的總協調單位。 
 

《美國國家標準戰略》（National Standards Strategy for the United States, 
NSS）424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的產物，係由標準體系的各方共同制定，實現各

方均衡利益同時，亦代表美國國家利益。 

二、美國國家標準戰略（NSS） 

  90 年代後期，技術標準在全球化浪潮中的戰略和競爭地位日益明顯。為

應對該趨勢，2000 年底，ANSI 在有關政府部門、產業界和社會各界的支持

下，美國技術標準戰略（NSS）於 2000 年制定發佈，目的是在國際標準爭奪

中佔據有利地位。其宗旨包括：以企業協會為主體，以產業界自律、自治為

特色，以自願加入、自由競爭為其運作形式。之後，2004 年修訂的《美國標

準戰略》（United States Standards Strategy, USSS）則是強調公開、透明、自願、

共識決等基本原則和標準有效程式的基礎上，明確提出要利用美國標準體系

的優勢，整合各方面資源，大力推進美國標準的國際化，使美國標準更容易

被國際市場接受。  
 
  2000 年 8 月，ANSI 發佈美國國家標準戰略（NSS），係美國標準化發展

進程中第一個宣示性文件。NSS 的制定者是由產業界、政府、貿易和專業協

會以及消費者組織共同組成的一個特殊工作組，歷時兩年多所完成。NSS 為

所有領域市場趨向的標準提供指南，並為美國標準化領域的一切活動制定戰

略框架。NSS 中重申美國在國內外開拓自願性標準化活動的基本方針，提出

                                                       
424  See National Standards Strategy for the United States (NSS) of 2000 

<http://publicaa.ansi.org/sites/apdl/Documents/News%20and%20Publications/Brochures/national_strateg

y.pdf >(200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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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滿足社會和市場需求，制定標準的關鍵原則，以及在國內和國際上貫徹這

些原則的戰略任務。NSS 提供一些關鍵原則，用於指導開發出符合社會需要

和市場需求的標準，並針對如何在國內和國際上貫徹這些關鍵原則，提出策

略方向。 

（一）美國國家標準戰略的基本原則 

  NSS 指出，美國各界對於滿足社會和市場的標準需求已達成原則性共

識，其中關鍵原則係具備一個有成效的標準程序。這個程式的要點包括：協

商一致原則（consensus），即任何決定，都要建立在利益各方一致同意的基

礎上；公開參與原則（openness），即標準的制定過程應向所有可能受到影

響的利益主體開放，自願加入；公平競爭原則（impartiality），即在相互競爭

的利益各方之間要確保公平；程序透明原則（transparency），即標準的制定程

序和進度資訊直接可得；公正程序原則（due process），即保證各方觀點都

被考慮，並可以上訴；程序的靈活性原則（flexible），即允許使用不同的方

法，以滿足不同工藝和產品部門的需要；程序的及時性原則（timely），即不

會因純行政事務耽誤工作進度；以及程序的一致性原則（balanced），即標準

活動是相互關聯的，避免重疊和衝突。 

（二）美國國家標準戰略的任務 

  美國標準戰略之目標係透過標準化的基礎建設，強化標準化體系運作。

職此，NSS 提出 12 項策略任務，包括：藉由現有政府部門和各私營行業的通

力合作，促進政府使用自願性標準；制定滿足健康、安全和環境需要的標準；

改進標準體系以適應消費者的需求；擴大標準涉及的範圍，包容所有願意投

身到標準化體系的組織機構；努力應用美國的原則與構想以改變國際標準化

程序；協調全球範圍內標準的應用；制定一個藍圖以展示美國技術、標準和

程序在美國領土之外的價值；改善標準程序以滿足消費者對標準效率的要

求；改進標準程序以滿足消費者對標準關聯性的要求；加強美國標準體系中

不同政府部門和私部門領域間溝通；教育政府部門和民間機構決策人員提高

對標準價值的認識，以及如何採用先進程序，從而提高標準制定之形式和實

質兩方面的價值；以及為標準化基礎建設建立一個穩定的資金機制。 

（三）加強國際性推廣 

  在國際合作方面，NSS 強調將美國的產業界自願性標準理念推廣到全世

界，建立統一的標準。ANSI 成功地勸服國際電信聯盟（ITU）和北大西洋公

約組織（NATO）採納業界自願性標準原則，並重新修訂其標準。美國擁有

世界上最強大的民間產業，相較之下，其他國家的產業界若沒有政府的強力

支援，在美國同業之「自願性標準」談判中，難占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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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而言，NSS 報告設定野心勃勃的國際戰略目標，包括：在全世界範

圍內，對任何一種產品、製程或服務專案，只能有一個全球公認的標準和一

種全球公認的測試方法，以執行符合性性評鑑程序；政府在管制和採購中，

採納產業界自願性共識決的標準；上述體系應有一定靈活性，以保障美國的

產品和服務得到公平的待遇；對部分技術領域，應當儘量透過 ISO 和 IEC 以

實現全球標準的統一425。而其他技術領域可由其他標準制定組織進行統一作

業，美國將對所有國際標準化活動予以持續有效地支持；應充分利用現代電

子技術手段，重塑標準制定和發佈程序。因為該作法可能在加快工作進度的

同時亦壓縮成本，並使標準化的成果更方便、快捷地為人們所用。 
 
  在國內方面，NSS 除重申業界自願性標準原則下，政府、企業界和社會

各界的協商機制外，亦特別強調增強 ANSI 協調能力，以減少標準制定中的

重複和重疊現象，並實現國內和國際標準的一致化。 

三、美國標準戰略（USSS） 

  ANSI 在 2004 年召集一委員會對 2000 年《美國國家標準戰略》（NSS）

進行適當的修訂，進而使得其適時地反映市場需要和趨勢的變化。2005 年 12
月，《美國標準戰略》（United States Standards Strategy, USSS）426獲得理事會

之批准，正式發佈。USSS 藉由建立一個可以促進貿易往來的框架，使美國

的標準化團體受益。利害關係人亦可利用該框架進一步促進其在全球市場中

的貿易利潤。ANSI 將收集傳遞到追蹤系統的資料，並在 2006 年世界標準日

的美國慶典上拿出一份執行報告。今後每年都會有一份類似的報告出臺。時

間將會檢驗其執行的效果如何，也會據此重新看待和評估《美國標準戰略》

的價值。 
 
  USSS 進一步重申 NSS 提到之公開、透明、共識決等基本原則，同時亦

加入對一些領域進之關注，例如 USSS 特別添加「技術援助原則」（technical 
assistance），以提供發展中國家提供制定和應用標準上支援助。另外，針對

12 項具體策略亦進行調整，分述如下：在自願性標準制定過程中，進一步強

化美國政府的參與；致力於環境、健康和安全標準的開發；改進標準系統對

消費者意見和需要的反應機制；積極為國際公認標準制定原則；進一步鼓勵

政府利用自願性標準，以滿足管理需要；致力於防止標準和標準應用成為對

美國產品及服務的技術貿易壁壘；加強國際擴大項目，進一步推廣市場驅動、

                                                       
425  ANSI 對該二國際性標準制定組織極具影響力。 
426  See United States Standards Strategy of 2006 

<http://publicaa.ansi.org/sites/apdl/Documents/Standards%20Activities/NSSC/USSS‐2005%20‐%20FINAL.p

df >(200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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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一致的標準化進程；繼續改進高效的標準開發工具；進一步促進美國標

準體系內部的合作和一致性：確立在美國私立、公立及學術部門中高度有效

的標準教育；提出為美國標準化體系維持穩定的投資模式；致力於對標準的

需要，以支援新出現的國家優先權。 

柒、結論：美國自願性標準體系的特色 

  綜上所述，透過對美國的標準化發展、標準體系、技術法規體系、標準

化管理體制、研究體制、運行機制、符合性評鑑機制、服務體系、資源體系、

國家標準化戰略等策略進行探討和研究，本文整理美國標準化特色如下： 

一、合理的自願性標準體系 

  美國自願性標準的類型有國家標準、協（學）會標準、聯盟標準和企業

（公司） 標準等。聯盟標準實際上是某種範圍的協會標準或擴大的企業標

準。因此美國自願性標準由國家標準、協會標準和企業標準三個層次組成。

自願性標準的特徵是自願性參加制定，自願性採用。 

二、健全的法律法規和技術法規體系 

  市場經濟建基於健全的法律體系。美國具有健全的標準化法律規範和技

術法規體系、管理制度、制定體制和運行機制。法律法規和技術法規由政府

或權力機構控制，目的在於保護本國和本地區人民的生命安全、衛生、環境，

提高生活品質；同時構築非貿易技術障礙以維護本國和本地區企業在國際市

場上的競爭力，並控制已經佔據相當的市場佔有率。技術法規制定體制與國

家標準制定體制之間相互緊密聯繫。美國國家標準學會（ANSI） 協助制定

技術法規，政府部門或機構派官員參加制定國家標準。為避免疊床架屋，又

以立法方式規定技術法規可以直接採用民間企業通用之標準。 

三、市場主導為主，輔以協會引導政府參與標準化活動之體制 

  美國標準化管理體制的特徵是市場主導為原則，輔以協會引導政府部門

參與標準化制定活動。除涉及公共領域或生面健康安全之問題外，美國聯邦

政府原則上不直接管理國家標準，只是負責財政支援和派官員參與制定工

作。國家標準的協調和管理係委託民間機構，例如 ANSI。ANSI 的職掌包括：

協調國家標準制修訂工作；批准國家標準；建立國家標準體系；負責驗證認

證機構，組織建立符合性評鑑機制；協助有關政府部門制定技術法規；代表

美國組織協調參與國際標準化活動等等。ANSI 本身不制定標準，亦不直接

管理制定標準的技術委員會，而是透過通過驗證的 260 多個標準制定組織（協

會）旗下之技術委員會制定國家標準。各協會自成系統，組建技術委員會，

在標準制定、審查、批准、發佈、出版和發行以及資訊服務等方面具有充分

的自主權，成為制定國家標準和協會標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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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業為主體，協會為核心的標準制定體制 

  美國的標準制定體制的特色係開放自願參加，以企業為主體、協會為核

心之架構。通過 ANSI 驗證的標準制定組織以及其他協會機構各自組建制定

標準的技術委員會，形成各自的標準制定體系，制定 ANSI 委託的國家標準

和各自的協會標準。國家標準經過由 ANSI 批准頒佈，協會標準由各協會自

己批准頒佈。各協會管理旗下之技術委員會，不受 ANSI 管制。各技術委員

會的會員包括來自國內外的製造業、貿易公司、專業和技術協會、科學研究

機構、技術管理單位、政府部門和機構、消費者團體等等，任何關心標準化

活動者皆可以參與，呼應公開自願的原則。各技術委員會的主席一般由立場

公正的各領域技術標準權威者擔任。技術委員會設有使用者單位副主席和生

產單位副主席，彰顯標準制定工作主力來自於民間企業。技術委員會通常三

（或四） 級管理，包括：技術委員會、分組委員會（亦有下設小組委員會）、

工作小組等層級。 

五、自律的標準化運行機制 

  美國的國家標準機構與標準化制定組織間以及在制定標準過程中，形成

有效率且自律的標準化運作機制。由市場導向以滿足用戶需求為宗旨的標準

化運行機制有以下特徵：（1）國家標準機構與行業標準協會關係的建立是透

過認可機制和審核機制，不存在行政隸屬關係。換言之，符合要件且願意接

受國家標準制定任務的行業標準制定組織，向 ANSI 提出申請，ANSI 設立專

案小組進行審核，通過後驗證者，成為 ANSI 驗證的標準制定組織，始得承

擔國家標準制定任務。此外，以後每五年又需審核乙次。（2）國家標準機構

與行業標準協會不存在行政命令，而是透過章程、契約、協議、程序等形式

規範標準化行為。（3）技術委員會制定標準採用公正程序，而且有監督機制

以確證該公正程序之正確執行，對於不依公正程序執行者，亦設有上訴機制

以制約。（4）在協商過程中會員的投票一視同仁，不以在組織中的會員資格

為條件，而是根據公平、均衡的原則確定。（5）政府在標準制定時不進行行

政干預，可以會員身份參加技術委員會，政府代表在協商和投票時和其他會

員同等對待。（6）標準維護機制健全，一般而言，每項標準每五年必須複審，

決定是否修訂或廢止。 

六、公開、公正且公平的標準制定程序 

  美國標準制定程序的特色是公開自願參與，透明協商，公平合理競爭。

一項國家標準的形成必須經過技術委員會之提出、公開廣泛徵求意見、工作

小組作業、分組委員會討論、通訊詢問、分組委員會會員表決、提報技術委

員會討論透過、正式標準草案提報該標準制定組織經該會會員全體表決、協

會批准、提報國家標準化機構審核批准等一制式程序。ANSI 統一制定美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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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標準制定程序，稱為公正程序（due process）。ANSI 並要求通過 ANSI 驗

證的標準制定組織在設立技術委員會制定國家標準時，必須執行公正程序。

公正程序具有如下特點：（1） 公開自願參與；（2）廣泛協商；（3）公平

合理競爭；（4） 程序透明度，確證資訊可直接得到；（5）執行中不得偏頗。

若有偏頗情形，可以利用上訴機制；（6）運作靈活，允許使用不同的方法以

滿足不技術和產品部門的需要；（7）運作及時，不因行政事務耽誤工作進度；

（8）考慮標準化活動具有相互關聯性，避免重疊和衝突。為保證公正的標準

制定程式得以穩健執行，ANSI 設置上訴機構、機制和程序，受理關於各協會

（標準制定組織）在制定標準過程中執行公正程序出現偏差而引起的申訴，

以確保國家標準能真正按照公正的標準制定程序制定，具有科學性、合理性、

適用性，符合用戶和市場要求。 

七、政府側重標準化研究 

  政府對標準化不直接管理，不進行行政干預，但提供充分標準化經費支

援，同時以政府官員名義參加標準制定組織，以發揮組織會員的權能，參加

技術委員會，和其他會員在議程中享有同等效力的表決權。另外，政府亦側

重於標準化研究工作。國家標準技術研究院（NIST） 隸屬於美國商務部，

係專門從事標準化和技術研究的政府機構。 

八、提供高品質之標準資訊化服務體系 

  美國國家標準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提供高品質的標準資訊化服務體系。

ANSI 和其他標準制定組織都建有高度資訊化的標準資訊化服務體系，利用高

新技術和現代媒體向標準用戶及時、準確和有效地提供標準資訊服務。具體

作法是架設網站，服務專案多達幾十種，服務品質呈現方便、快捷、顧客導

向等特點。同時，該等組織亦彰顯出自願性標準受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價值觀。

例如 ANSI 僅標準與出版物的銷售收入占其營業額半數之多。 

九、龐大的符合性評鑑機制和完善的標準實施保障體系 

  美國標準化的一項特徵是擁有龐大的符合性評鑑機制和完善的標準實施

保障體系。市場進入、法律法規、符合性評鑑與檢驗檢測四個環節相互銜接

與配合，輔以政府扮演監督與執法的角色。換言之，若產品（或服務）要進

入市場，首先需要獲得市場進入資格，但獲得市場進入資格的前提是該產品

（或服務）應符合技術法規和標準，而是否達到技術法規或標準的要求需要

透過符合性評鑑來證明，產品（或服務）的檢驗檢測則需要符合性評鑑程序

所有環節之規定。亦可再次得證，標準實施保障體系主要由技術法規體系、

符合性評鑑機制和檢驗檢測制度相互輔助以構成。符合性評鑑機制係以直接

或間接方式，確定是否達到技術法規或標準的要求的程序規定，包括取樣、

測試和檢查程序；評估、驗證和合格保證程序；註冊、驗證或批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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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事前標準化論壇和標準制定後的繼續教育機制 

  美國將事前標準化論壇和標準制定後的繼續教育作為標準化運行機制的

重要組成部分，ANSI 和其他行業標準機構都設有事前標準化論壇和標準制定

後的繼續教育機制。針對標準機構設有標準化論壇之設立，係鑒於先進生產

技術出現，技術委員會定期與科學技術協會和政府部門聯合召開學術研討

會，為標準化工作提供準備，實際上就是事前標準化工作。接著，一項產品、

技術、工藝或方法制定為標準後，需要辦各種各樣的訓練班，對象主要是使

用者，確保標準的執行。此外，標準化工作人員應該具有豐富的知識結構，

包括對標準化學、語言學、數學、法學、管理學、經濟學、電腦技術、市場

和貿易規則、WTO《TBT 協定》等都要熟悉。因此對標準化人員培訓教育也

是主要任務，特別是對於剛剛接觸標準化工作的人員。最後，針對企業的管

理人員提供標準化知識培訓亦為標準機構重要業務。 

十一、美國標準化戰略中彰顯國家標準國際化的特色 

  國際標準係當前國際貿易規則的重要部分，同時亦擔任國際貿易糾紛調

解之重要依據。主導國際標準將有利於獲得巨大的市場佔有率和經濟影響

力，建立國際標準化觀念、實施國際標準化戰略的目標就是爭奪國際標準的

控制權。職此，美國斥鉅資進行標準化戰略研究，研究的重點除資訊技術、

健康、安全、環保等領域外，重心放在如何實現美國國家標準國際化。換言

之，美國正在推行標準化擴張政策，企圖利用美國標準和美國標準化程序影

響國際標準和國際標準化工作，從而達到利用美國標準整合國際標準的目

的。為此，採取許多重要舉措，包括建立強化國際標準化工作的機制，例如

ANSI 設定國際化策略委員會（ANSI International Policy Committee），統籌

國際性及區域性的標準制定活動基本策略與具體作法方針，並積極參與國際

標準化活動，承擔 ISO、IEC 多個技術委員會、分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的秘

書處或招及人工作。可以推知其國家標準國際化的策略包括：（1）利用美國

的標準原則與構想改變國際標準化程序；（2）利用美國技術、標準和程序的

價值觀影響區域性標準化，例如南北美洲，太平洋地區，進一步去影響整個

國際標準化；（3）以協調標準全球性應用之名，進行美國標準整合國際標準

之實。此外，美國部分協會標準化機構亦朝國際標準化發展，例如美國試驗

與材料協會於 2001 年改名為「ASTM 國際組織」（ASTM International），

就是宣示其國際化策略，第一步服務於美國，第二步服務於美國和墨西哥與

加拿大，現在到第三步服務於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