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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去(2020)年8月11日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

撤銷地方法院判決對高通公司(Qualcomm Inc.)

在涉及行動通訊技術之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SEPs)授權行為的多項禁

令，同時也認為高通公司未授權其專利給同為競

爭對手的晶片供應商的行為，並沒有違反休曼

法(Sherman Act)和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而且美國聯邦交易委

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並未說

明高通公司的專利授權行為，究竟對行動通訊

晶片市場造成何種反競爭效果1。本案對反托拉

斯法與智慧財產權領域的實務界與學術界人士

而言，是一個受到高度關注的案件，尤其FTC在

2017年投票表決通過起訴高通公司時，委員之

一的Maureen K. Ohlhausen罕見地提出反對意

見，更受到矚目2。

貳、背景說明3

高通公司是一家在行動通訊技術創新方面擁

有多項專利的公司，包括所有現代智慧型行動裝

置第三代(3G)的CDMA和第四代(4G)的高階LTE

技術之標準必要專利，這些被國際標準制定組織

(international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

SSO)選擇採用在行動通訊的專利技術，是實施

特定標準所必需。為確保產業所有參與者都可

使用SEP，SSO在其與成員間的協議中闡明，

SEP的持有人要承諾以公平、合理和無歧視(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FRAND)

的原則授權他人使用。另外，根據FTC的調查，

高通公司在全球的CDMA與高階LTE基頻晶片的

市場占有率都超過80%，並具有市場優勢地位

(dominant position)。

高通公司在「沒有授權，就沒有晶片」

(no license, no chips)的專利授權政策下，僅

將C D M A與LT E專利授權給原始設備製造商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OEM)，例

如行動電話或行動裝置製造商或供應商，並拒絕

授權其標準必要專利給製造晶片之競爭對手。至

於專利授權金不是以基頻晶片為計算基礎，而是

以整支手機批發價格的5%做為權利金收取的標

準，而授權契約涵蓋的標的，包含所有OEM廠商

出貨的手機，不論該手機有沒有使用高通公司販

售的晶片。

此外，高通公司製造並銷售晶片，公司的獲

利來源包括SEP授權費以及銷售晶片的利潤。

為防止晶片製造商加入市場競爭，高通公司採取

將晶片價格維持不變，同時提高專利授權費的授

權模式，亦即將銷售晶片的所得利潤移轉到SEP

的授權利潤。另一方面，當高通公司提高授權費

美國法院對高通公司晶片授權案判決簡介
反托拉斯法的立法目的不是在保護特定的競爭者，而是在保護競爭，同時也鼓勵為市場競爭所從事

的創新行為，因創新而取得的專利應予適當的保護。

■撰文＝陳韻珊 
（公平會資訊及經濟分析室簡任視察）

1 FTC v. Qualcomm, 19-16122, at 12-15 (9th Cir. Aug. 11, 2020)。
2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170117qualcomm_mko_dissenting_statement_17-1-17a.pdf。
3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0038_2017_02_01_redacted_complaint_per_court_order_dk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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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TC v. Qualcomm, 19-16122, at 12-15 (9th Cir. Aug. 11, 2020)。
2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170117qualcomm_mko_dissenting_statement_17-1-17a.pdf。
3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0038_2017_02_01_redacted_complaint_per_court_order_dk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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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時，競爭對手的客戶將會根據契約，要求高通

公司履行FRAND承諾，或是在專利訴訟中援引

FRAND承諾做為抗辯的理由。為防止上述情況

發生，高通公司採取以下措施：

˙拒絕將SEP授權給製造晶片的同業競爭

者，但同意不對其主張專利權以換取市場

訊息，並保留對任何競爭對手的OEM廠

商提出索賠的權利。

˙拒絕供應晶片給OEM廠商，除非他們

先簽訂SEP授權契約，而且授權契約要

涵蓋高通公司的晶片和競爭對手晶片的

SEP。

透過上述做法，高通公司成功阻擋任何事業

想利用契約或專利救濟方式，來對抗其高額專利

授權費的行為。同時高通公司支付其主要的OEM

客戶蘋果公司(Apple Inc.；Apple)獎勵折扣金，

只要Apple支付一定門檻的權利金，就會退還部

分款項，但是附帶的條件是Apple不可對高通公

司提起訴訟，或是鼓勵其他公司提起訴訟主張高

通公司違反FRAND原則，此舉更抑制了其他晶

片製造商進入市場與其競爭。

基於以上事實和理由， FTC在2017年1月

決定起訴高通公司，並對高通公司提出多項的

禁令要求。地方法院在2019年5月21日同意FTC

的永久性禁令請求4，並根據最高法院在Aspen 

Skiing案中的判例5，主張高通公司有責任與競

爭對手交易。地方法院並主張，除了晶片專利

授權費用外，OEM廠商支付的額外附加費用

(surcharge)，並不是高通公司標準必要專利之價

值，透過附加費用的調整，高通公司可以控制晶

片的全部費用，造成競爭者無法與高通公司從事

競價策略並與其競爭。此外，高通公司利用排他

性協議，在2013年擴大提供Apple公司有條件的

額外獎勵，這種獨家交易安排是強迫Apple公司

購買高通公司晶片的協議，損害競爭對手，並剝

奪競爭對手的其他利益，從而使其無法參與市場

競爭。

參、第九巡迴法院判決

高通公司不服地方法院判決並提起上訴，經第

九巡迴法院審理之後，由三位法官組成的小組一致

推翻地區法院的判決，主要論點簡要介紹如下。

一、高通公司拒絕交易行為並未符合A s p e n 

Skiing案的要件

第九巡迴法院認為，高通公司獨家授權給

OEM廠商而未授權給晶片製造商的行為，並不

適用最高法院在Aspen Skiing案中所持「與競爭

對手交易是反托拉斯責任」之見解，因為要符合

Aspen Skiing案有3個要件：1.單方面終止"自願

且有利可圖的交易"；2.唯一的理由或意圖是"為

獲取長期利潤而犧牲短期利潤"；3.從事拒絕交

易行為的事業已在市場上銷售產品給其他類似客

戶。 

本案高通公司因為從未授予晶片製造商專利

耗盡許可，所以就沒有終止“自願且有利可圖的

交易”行為，且本案並沒有證據證明高通公司為

取得晶片市場的獨占地位而拒絕授權給晶片製造

商。巡迴法院認為，在Aspen Skiing一案中，違

法事業是透過拒絕交易進而要獲取獨占力，因此

一個事業如果藉由經營效率所驅動而取得市場獨

占力，與為取得獨占地位而從事拒絕交易的行為

相較之下，很難認定前者具有反競爭的動機。再

者，高通公司授權給OEM廠商是為因應專利法的

專利窮盡原則的合理變通做法，無論從短期或長

期而言都是獲利的，並無所謂「為獲取長期利潤

4 Findings of Fact and Conclusions of Law, FTC v. Qualcomm, Inc., 5:17-cv-00220 (N.D. Cal. May 21, 2019)。
5 最高法院在Aspen Skiing Co. v. Aspen Highlands Skiing Corp.,472 U.S. 585 (1985)一案中認為，事業在具有獨占力的情況下，如果沒有正當商業理由而終止支持

消費者的共同行銷事業，可能構成非法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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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ttps://www.docketbird.com/court-documents/Federal-Trade-Commission-v-Qualcomm-Incorporated/ORDER-of-USCA-as-to-1499-Notice-of-Appeal-filed-by-
Qualcomm-Incorporated/cand-5:2017-cv-00220-01532。

而犧牲短期利潤」之情形。

二、違反SSO的FRAND承諾不是由反托拉斯法

規範

本案並沒有證據證明高通公司拒絕將晶片專

利授權給競爭對手之行為，不符合SSO契約義務

而違法。如果要指稱因高通公司違反FRAND承

諾而受有損害，應是來自OEM廠商而不是晶片

製造商，因為高通公司的晶片專利授權費用是持

中立供應者(chip-supplier neutral)的立場，授權

費率是依據OEM客戶選擇的產品組合而定。即使

OEM廠商認為高通公司違反FRAND承諾，反托

拉斯法也不適合介入當事人間的契約爭議，如果

單純的契約糾紛由反托拉斯法強行介入，可能對

制定標準機構的參與誘因產生不利效果，並抑制

創新商業化的激勵措施。

另外，第九巡迴法院並反駁地區法院所提的

反競爭"附加費用"，認為該理論並沒有提出理由

證明對競爭造成的損害，而且對專利損害賠償

計算有所誤解，也未能區分高通公司的授權行為

(主要影響的是OEM廠商)與晶片銷售行為(涉及

相關反托拉斯市場)的差異，而將反托拉斯法的

責任和專利法責任混為一談，導致錯誤地將屬於

相關市場的競爭損害錯置到對OEM廠商的損害。

三、「沒有授權，就沒有晶片」的政策是合理的

第九巡迴法院認為，高通公司雖然採行「沒

有授權，就沒有晶片」授權模式，並據此收取

授權費用獲取利潤，但是僅因公司追求利潤

(seeking-profit)的行為，並不足以認定違法。因

為追求以獨占價格訂價的機會是自由市場體系

的重要元素，它會先吸引商業敏銳度(business 

acumen)並引發企業願意冒險，而產生創新和經

濟成長。

法院也強調，反托拉斯法並未禁止高通公司

將SEP專利授權給晶片製造商，或是限制授權給

OEM廠商，如果該授權方式會造成潛在限制競爭

疑慮，只在獨家交易情況，也就是除非OEM廠商

先同意購買高通公司的晶片，否則高通公司就拒

絕授權的行為。但是本案的事實是，無論OEM廠

商購買高通公司或是高通公司競爭對手的晶片，

對OEM廠商而言都不受影響。所以在沒有明確

證據證明有限制競爭效果情況下，法院拒絕在瞬

息萬變的技術市場中，課予高通公司反托拉斯法

的責任。至於高通公司與Apple公司的獨家交易

安排行為，法院則是認為，雖然實質上是阻礙市

場競爭，但是並不會對當前或未來造成競爭的

損害，而且蘋果公司早在FTC提起訴訟前的二年

(即2015年)就終止契約，也無須發出禁令。

肆、結語

FTC不服判決結果，並要求第九巡迴法院

重新審理本案，但是2020年10月28日法院拒絕

重審6。從第九巡迴法案判決結果觀之，可以確

認的是，美國法院再次肯認標準制定所帶來的

益處，不但可消除在產品競爭過程中產生的偏

見，而且明顯可以促進競爭。這也說明了反托

拉斯法的立法目的，不是在保護特定的競爭者

(competitor)，而是在保護競爭(competition)，

同時也鼓勵為市場競爭所從事的創新行為，因創

新而取得的專利應予適當的保護。其次，本案判

決也再次明確界定反托拉斯法和專利法規範的界

限，誠如法院一再強調的，反托拉斯法並不是在

管制訂價太高的問題，如果沒有證據證明價格太

高是因為競爭減少所造成，反托拉斯法就不適合

做為檢視FRAND承諾履行與否的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