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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 2013 年美國 Actavis 案之判決作為研究的起點，提出兩點問題。一，在

Actavis 案後，逆向付款和解協議如何發展？二，和解協議內容之轉變對我國專利連

結制度有什麼幫助？對於第一個問題，本文篩選出在 Actavis 案後之 17 個涉逆向付

款和解協議之案件，並得出 Actavis 案的大法官及下級法院均未解釋給付之龐大且不

合理之定義。僅加州法官在駁回起訴申請之階段，解釋其如何分析逆向付款，探討

是否違限制競爭。此外，在 17 個案例中，有 8 個案例的和解協議內容包含無授權學

名藥（no-AG）條款。從這些案例更可發現藥廠的逆向付款協議一旦以違反反托拉斯

法起訴時，其敗訴可能性極高。對於第二個問題，本文以 Actavis 案之指引和在第一

個問題之發現作為臺灣專利連結制度（Taiwan Patent Linkage System，下稱 TPLS）

之借鏡。本文提兩項針對 TPLS 之預防性修法。首先，參考 Actavis 案所述之指引內

容，將逆向給付利益之定義及其判斷標準訂定於西藥專利連結協議通報辦法，讓執

法標準具體化，另無授權學名藥條款，可依藥事法第 48 條之 19 規定加以解釋。其

次，新增西藥專利連結協議之處理原則。將從第一個問題得出的 Actavis 案之合理原

則中之判斷因素，如預期節省之未來訴訟費用、對學名藥廠之附隨服務費用等，以

列示方式新增至西藥專利連結協議之處理原則，以避免發生像美國類似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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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美國 Hatch-Waxman 法案（Hatch-Waxman Act，下稱 H-W 法案）目的是維持專

利藥廠創新研發的利益下，鼓勵學名藥廠挑戰新藥專利而能提早進入市場，然而在

藥品專利侵權訴訟中，專利藥廠可能由於想保持在藥品市場上其專利之排他性，而

衍生出逆向付款的爭議。專利藥廠選擇透過逆向付款（也稱為逆向給付）方式和學

名藥廠進行和解。一般訴訟的和解係以學名藥廠向專利藥廠為給付，而逆向給付和

解協議之條款則相反，專利藥廠透過向學名藥廠給付龐大之補償價金，交換學名藥

延期進入市場或學名藥廠不再挑戰專利藥的專利有效性，使專利藥廠仍可憑藉其新

藥專利之排他性維持市場的優勢地位1。此類型的和解協議爭議已持續將近二十年2，

並且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下稱 FTC）持續關注該爭議3。此外根據《2003 年醫療保

險處方藥改善與現代化法案 》（Medicare Modernization Act，簡稱 MMA），學名藥

廠和專利藥廠間之和解須向 FTC 和司法部（下稱 DOJ）報告4。故可得知，美國政府

關注專利藥廠和學名藥廠間和解之行為。 

在 2013 年之前，不同的聯邦巡迴法院對於專利法與反托拉斯制度間之衝突有不

同見解。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的法官5認為和解協議終止專利侵權訴訟，在專利未獲無

效之確定判決前，應認定新藥專利有效，判斷重點在於專利藥廠之和解協議內容是

否故意超出其應受專利保護之範圍，而導致限制競爭的效果，即所謂專利排他權利

範圍原則（the “scope-of-the-patent” test）。第三巡迴上訴法院的法官採快速審查原則

（“quick-look” rule of reason），其認為推定該和解協議違法，由被告舉證證明該協

議可促進市場競爭，否則將違反反托拉斯法6。 

                                                        
1 張濱璿，「專利連結制度下之公平交易法議題─以美國經驗為借鏡」，月旦醫事法報告，第 38 期，52（2019）。 
2 2000 年的 In re Terazosin Hydrochloride Antitrust Litigation 案為第一個涉逆向付款爭議的案子，由

美國佛羅里達州南區地方法院做出判決。 
3 FTC 統計 2005 年至 2011 年間共有 127 次和解契約，預估每年消費者為此付出至少 35 億美元的

代價。而在 2017 年中出現了 28 次和解契約。 
4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Impr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Act of 2003. PUB. L. No. 108-173. 

§1102. 117 Stat. 2066, 2457. 
5 In re Tamoxifen Citrate Antitrust Litig., 466 F.3d 187, 213 (2d Cir. 2006). 
6 In re K-Dur Antitrust Litig., 686 F.3d 197, 218 (3d Ci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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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採用與上述法官迥異之意見，在 2013 年 FTC v. Actavis 案7（下

稱 Actavis 案）的大法官採合理原則（rule-of-reason test），解決過去法院面對逆向付

款和解協議之議題時之歧異見解，並提出 5 項指引，有助於之後下級法院在分析逆

向付款協議有一致性之分析指引8。然而大法官未具體指出如何以及何時使用該指引9，

故學者和律師將研究重點放在觀察 Actavis 案後的地方或巡迴上訴法院如何解釋逆向

付款協議之框架與該框架之發展。而我國欲積極推動醫藥及生物技術等新興產業發

展，為臺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TIFA）

之談判及擬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下稱

TPP）」10，遂參考 TPP 成員國美國 H-W 法案之立法。而後 TPP 被日本主導的「跨

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下稱 CPTPP）」11所取代，我國以加入 CPTPP 為續推政策12，於民國 106

年底引入藥品專利與上市核准之連結制度（drug patent-approval linkage; patent 

linkage，下稱「專利連結制度」）。 

美國 H-W 法案中與逆向付款有關之 Paragraph IV13之內容，亦明定於我國藥事法

（下稱本法）第 48 條之 19 中：「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應於申請藥品許可證

時，就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已核准新藥所登載之專利權，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為

下列各款情事之一之聲明……四、該新藥對應之專利權應撤銷，或申請藥品許可證

之學名藥未侵害該新藥對應之專利權。」惟我國與美國之專利連結制度主要不同之

處在於：在銷售專屬期間上，美國為 180 日14，而我國因考量臺灣的醫藥產業市場環

                                                        
7 FTC v. Actavis, Inc., 570 U.S. 136 (2013). 
8 Id. at 147-150. 
9 在 Actavis 案中，大法官僅闡明應採合理原則去判斷，並提出 5 項指引作為分析框架。 
10 是第一個連結亞太地區的區域貿易協定，其成員有美國、日本、新加坡、智利、越南、馬來西

亞、汶萊、紐西蘭、澳洲、加拿大、墨西哥、祕魯等 12 個國家。 
11 除美國外，TPP 的 11 個原始會員國均加入，於民國 107 年 12 月生效。 
12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我國為了加入 CPTPP，已經做了什麼準備工作？」，https://cptpp.trade. 

gov.tw/Information/Detail?source=Xw2cYGaxxFKgyPxKRZHH%20gQM/7VGIb7JLJPGJkJ1mEA=
，最後瀏覽日期：2020/9/20。 

13 21 U.S.C. §355 (b)(2)(A)(iv)規定：such patent is invalid or will not be infringed by the manufacture, 
use, or sale of the new drug for which the application is submitted 內容是指學名藥廠可主張專利新

藥專利無效。立法目的係鼓勵學名藥廠挑戰專利新藥專利，提供首家挑戰新藥專利之學名藥廠

取得 180 天銷售專屬期，促進學名藥加速上市，以達藥價降低之目的。 
14 21 U.S.C. §355 (j)(5)(B)(iv)(I). 

https://cptpp.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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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15，最終調整為 12 個月（本法第 48 條之 16）、在因侵權訴訟而暫停核發許可證之

期限上，美國為 30 個月16，我國參考專利侵權訴訟一審期間與學名藥上市審查期間，

外加考量我國產業需求17，將期限調整為 12 個月（本法第 48 條之 13）。 

由上述我國法規之觀察可知，美國逆向付款之法規架構與我國之法規架構並無

太大不同。然而倘若我國未來發生藥廠間逆向付款和解之爭議，我國是否要全然學

習美國 Actavis 案之經驗，仍需進一步討論。本文將透過蒐集 Actavis 案後涉及藥廠

間逆向付款和解協議的案件，分析案件中州法院和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如何解釋逆向

付款之給付定義，進而觀察 Actavis 案之分析框架以及該框架之發展未來可能對臺灣

造成之影響。 

本文將分為五部分進行討論。第一部分係對美國 H-W 法案立法歷史背景之介

紹，H-W 法案立法目的在於使學名藥盡速上市，進而達成藥價降低，讓消費者受益。

依 H-W 法案之規定，學名藥廠可以依據 Paragraph IV18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下稱 FDA）申請簡易快速的新藥上市審查程序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下稱 ANDA），挑戰新藥專利之有效性，並通

知專利藥廠，而專利藥廠在接獲通知之 45 天內可提起專利侵權訴訟，若提專利侵權

訴訟，則 FDA 在訴訟之 30 個月內自動停止核准學名藥證19。 

第二部分將詳盡探討逆向付款和解協議和 Actavis 案的重點，逆向付款和解協

議，以專利藥廠向學名藥廠給付，換取學名藥延遲進入市場，可能造成限制市場競

爭之效果，違反反托拉斯法，在該部分之重點為 Actavis 案確立逆向付款協議應依合

理原則判斷，並提出 5 項指引，內容為：逆向付款對競爭產生真正負面效果之風險、

限制競爭之結果即證明該和解協議不合理、專利藥廠有強大之市場力量足以進行限

                                                        
15 中部、南部「藥品專利連結產業溝通座談會」會議紀錄，10（2015），http://www.tpmma.org.tw/ 

epaper/Upload_Files/%E6%9C%83%E8%AD%B0%E7%B4%80%E9%8C%84-10482021%E4%B8%
AD%E9%83%A8%E5%8D%97%E9%83%A8%E8%97%A5%E5%93%81%E5%B0%88%E5%88%
A9%E9%80%A3%E7%B5%90%E7%94%A2%E6%A5%AD%E6%BA%9D%E9%80%9A%E5%BA
%A7%E8%AB%87%E6%9C%83.pdf，最後瀏覽日期：2020/9/20。 

16 21 U.S.C. §355 (J)(5)(D). 
17 李素華，「簡析藥事法修法：新適應症資料專屬權與專利連結專章」，科學月刊，第 435 期（2018），

https://www.scimonth.com.tw/tw/article/show.aspx?num=584&page=37，最後瀏覽日期：2020/9/23。 
18 Food, Drug & Cosmetic Act, 21 U.S.C. § 355(j)(2)(A)(vii). 
19 21 U.S.C.§355(j)(5)(B)(iii). 

http://www.tpmm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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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競爭行為、無正當理由且高額之逆向付款通常能表明專利藥廠嚴重懷疑其專利之

有效性、藥廠間可能改以其它方式和解。 

在第三部分，透過篩選 Actavis 案後之藥廠間逆向付款之判決進行分析，了解逆

向付款協議間有哪些相似之處和法官的論理之變化，在其後之 17 個涉及逆向付款和

解協議之判決中，發現有 8 個包含無授權學名藥條款（no-AG provision，下稱 no-AG

條款）之逆向付款和解協議，另法院間意見分歧，未解釋何謂給付（payment）之龐

大和不合理，故亦無法以詳盡、具說服力之理由說明其判斷之基準。 

第四部分分為二子部分，首先整理我國就逆向付款案之學說發展現況，發現我

國學者並未更新對 Actavis 案後續之發展與研究。其次，根據第二部分之 Actavis 案

之多數意見和所提出之 5 項指引和第三部分對 17 個案例之三項觀察，本文預測美國

未來分析逆向付款協議之走向，並進一步檢視美國判決之經驗是否能適用於臺灣，

提出對我國專利連結制度之相關立法配套措施之建議。 第五部分為結論。 

二、美國逆向付款爭議與藥廠間和解契約數量之原因 

美國 Hatch-Waxman Act 以專利登錄保護專利藥廠，使學名藥廠提前因應進行迴

避設計，並鼓勵學名藥廠於 4 類型聲明20中擇一，作為申請 ANDA，第 4 項聲明為挑

戰新藥專利無效，首家挑戰之學名藥廠可獲 180 天銷售專屬期21。相對的，專利藥廠

亦可提起專利侵權訴訟22。然藥廠在判決前達成逆向付款和解協議，專利藥廠給付學

名藥廠利益，以換取學名藥延遲進入市場。2013 年 Actavis 案提出 5 項指引，其中未

詳細解釋給付之龐大且不合理如何判斷，故本文觀察到 2013 年至 2019 年底的逆向

付款和解協議數量持續攀升。 

（一）美國逆向付款協議爭議之起源 

逆向付款之爭議可回朔至 1984 年通過之藥物價格競爭與專利延長保護法（Drug 

Price Competition and Patent Restoration Act），即 H-W 法案，H-W 法案的主要目的

                                                        
20 See 21 CFR 314.93(f)(2). 
21 21 U.S.C. § 355(j)(5)(B)(iv) (2009). 
22 21 U.S.C. §355 (J)(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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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加速學名藥進入市場的時間，使藥價降低23。為達成這個目標，H-W 法案以專利

連結制度鼓勵學名藥廠申請 ANDA24，學名藥廠向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下稱 FDA）

提交簡化的文件資料申請 ANDA，使學名藥更容易進入市場。專利藥廠上市新處方

藥前，通常需經新藥查驗登記（New Drug Application，下稱 NDA）的程序，NDA

要求專利藥廠需經過耗時、縝密且費用高昂的重複性臨床試驗（duplicative clinical 

trial）。若 FDA 依據聯邦食品藥物和化妝品法（the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下稱 FDCA）認證該專利藥具安全性、有效性，核准專利藥廠之申請，該新藥

於橘皮書 （the Orange Book）登載專利資訊後，即得上市25。藉由在橘皮書上登載

專利，可使學名藥廠提前因應進行迴避設計，避免未來訟爭發生26。 

另一方面，學名藥廠僅須證明其學名藥與專利藥間具有藥劑相等性 

（pharmaceutical equivalence），即包括相同之活性成分 （active ingredient）、劑量 

（strength）、劑型 （dosage form） 與相同之投藥途徑 （route of administration）27，

並通過生物相等性 （biologically equivalent）28試驗，該生物相等性試驗僅需證明在

相同條件下，相同莫耳劑量（molar dose）的學名藥於全身血液循環或作用部位的速

率（rate）及程度（extent）與對照的新藥相同29，即代表二者療效相同，而可做為患

者的替代選擇。這種簡化程序有助於學名藥廠節省臨床試驗的高額費用30。 

                                                        
23 Henry G. Grabowski & Margaret Kyle, “Generic Competition and Market Exclusivity Periods in 

Pharmaceuticals,” 28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491-492 (2007), https://www. 
semanticscholar.org/paper/Generic-competition-and-market-exclusivity-periods-Grabowski-Kyle/3074
c91a4b5aadab875ab2dc8c5d13c1a870ce86,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9/22. 

24 Id. 
25 See 21 U.S.C. § 355(b)(1) 規定 requiring, among other things, “full reports of investigations” into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a full list of the articles used as components”; and a “full description” of 
how the drug is manufactured, processed, and packed. 內容是要求專利藥廠提供對藥品安全性和療

效的完整報告、藥品的組成成分表，以及對藥物的製程、加工和包裝的完整說明。 
26 理律法律事務所，「美國專利連結與橘皮書登錄制度研究」，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3 年度委託

研究報告，6（2014）。 
27 王茹玉，藥廠專利侵權訴訟外之紛爭解決機制探討，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13

（2016）。 
28 Caraco Pharmaceutical Laboratories, Ltd. v. Novo Nordisk A/S, 566 U.S. 399,405, 132 S.Ct. 1670, 

1676, 182 L.Ed.2d 678 (2012) (citing 21 U.S.C. §§ 355(j)(2)(A)(ii), (iv)). 
29 李素華，「生醫產業發展的重要一哩路－西藥專利連結制度」，專利師，第 39 期，15（2019）。 
30 Drug Price Competition & Patent Term Restoration Act of 1984, Pub. L. No. 98-417, 98 Stat. 1585, at 

491-492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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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專利連結制度，當學名藥廠申請 ANDA 時，學名藥廠需提出 4 種類型之一

的專利聲明（patent certification）向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證明其未侵害在橘皮書上登

載之任何專利31： 

(1) Paragraph I：申請上市之學名藥，無其他藥廠取得專利並登錄於橘皮書中32。 

(2) Paragraph II：橘皮書中雖有登錄相關專利，但該專利已經過期33。 

(3) Paragraph III：橘皮書中雖有登錄相關專利，但該專利即將到期，而學名藥廠申請

在專利到期後，開始銷售學名藥34。 

(4) Paragraph IV（下稱 P4 聲明）：橘皮書中雖有登錄相關專利，但此專利無效，或

學名藥廠申請 ANDA 之內容並無侵害已登錄專利權之虞35。即可被視為發動專利

無效訴訟之途徑。 

就前述(1)-(3)款聲明而言，無專利爭端存在之疑義，故對於(1)、(2)款聲明之申

請，FDA 多直接核准其上市，僅(3)款聲明於提交後只先自 FDA 取得暫時許可

（tentative approval），後仍須待專利新藥專利期屆滿後，方能取得終局許可（final 

approval）核准上市36。 

依 H-W 法案規定，當學名藥廠提出 P4 聲明時，學名藥廠必須將此聲明及相關

法律資料通知專利藥廠。若專利藥廠於受通知後的 45 天期間（45-day period）內決

定提起專利侵權訴訟，則 FDA 必須依照 30 個月自動停止核准期（Automatic 30-Month 

Stay），停止審查作業，暫時不使學名藥進入市場，僅於專利新藥之專利期屆滿；或

法院判決確定學名藥侵害專利藥之專利或專利新藥之專利無效；或自專利藥廠受通

知之日起算 30 個月後，方可核准學名藥廠 ANDA 之上市申請37。若專利藥廠未於前

述 45 天期間內提起訴訟，只要查驗登記文件齊備，FDA 即可核准學名藥廠之上市許

可38。 

                                                        
31 See 21 CFR 314.93(f)(2). 
32 21 U.S.C. §355(j)(5)(B)(iii)(I). 
33 21 U.S.C. §355(j)(5)(B)(iii)(II). 
34 21 U.S.C. §355(j)(5)(B)(iii)(III). 
35 21 U.S.C. §355(j)(5)(B)(iii)(IV). 
36 理律法律事務所，前揭註 26，9。 
37 21 U.S.C. §355 (J)(5)(D). 
3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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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爭議的是，為使學名藥加速進入市場，使藥品價格下降，H-W 法案提供誘因

予學名藥廠：第一間以 P4 聲明申請 ANDA 挑戰專利藥廠相關專利之學名藥廠，將擁

有 180 天之銷售專屬期（180-day Exclusivity）39。在該期間內，FDA 不得核准第二

家學名藥廠上市許可。若第一個以 P4 挑戰之學名藥廠放棄其 180 天銷售專屬期之權

利，其後申請 ANDA 之學名藥廠無法獲得該 180 天銷售專屬期；第二家以後之學名

藥廠仍可依 P4 申請上市許可，但在第一間挑戰之學名藥廠之 180 天專屬期內不得上

市販售40。 

即在 180 天專屬期間內，僅第一個以 P4 聲明申請 ANDA 並挑戰成功之學名藥廠

與專利藥廠在市場上競爭，形成市場的雙寡占（duopoly）現象41。 

這種排他性導致學名藥廠有誘因放棄挑戰專利，並選擇以延後進入市場為代

價，換取專利藥廠所給予之壟斷藥品之利潤42，即所謂逆向付款協議，此類型之協議

易引起爭議，原因在於學名藥延後上市，使消費者必須以高價購買專利可能無效之

藥品，使消費者之利益受損43。 

（二） 和解契約數量持續上升之原因：以 Actavis 案做分野 

由於對消費者的潛在損害，FTC 提起大量訴訟來終止逆向付款之交易44，且自

2001 年起，支持以立法禁止逆向付款和解。如美國國會在 2003 年將處方用藥改善及

                                                        
39 21 U.S.C. § 355(j)(5)(B)(iv) . 
40 陳文吟，「由美國實務探討逆向付費和解協議於專利法上之適用性」，中原財經法學，第 37 期，

13（2016）。 
41 顏雅倫、張濱璿、廖國雄，「藥品專利連結制度與競爭法規範之研究－以逆向給付協議為中心」，

公平交易季刊，第 25 卷第 3 期，22（2017）。 
42 C. Scott Hemphill, “Paying for Delay: Pharmaceutical Patent Settlement as a Regulatory Design 

Problem,” 81(5)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1553, 1579 (2006). 
43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Pay-for-delay: how drug company pay-offs cost consumers billions. A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taff study.”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reports/pay-delay-how- 
drug-company-pay-offs-cost-consumers-billions-federal-trade-commission-staf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7/22. 

44 Louisiana Wholesale Drug Co. v. Hoechst Marion Roussel, Inc. (In re Cardizem CD Antitrust Litig.), 
332 F.3d 896, 900 (6th Cir. 2003); Andrx Pharm., Inc. v. Biovail Corp. Int’l, 256 F.3d 799, 814 (D.C. 
Cir. 2001); In re Ciprofloxacin Hydrochloride Antitrust Litig., 544 F.3d 1323, 1336 (Fed. Cir. 2008); 
In re Tamoxifen Citrate Antitrust Litig., 466 F.3d 187, 212 (2d Cir. 2004); Valley Drug Co. v. Geneva 
Pharm., 344 F.3d 1294, 1310-12 (11th Cir. 2003). 

https://www.ftc.gov/reports/pay-delay-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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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法案（MMA）修法後，達成和解協議之雙方皆須向 DOJ、FTC 申報協議內容

45。下方表 1 係 2019 年由 FTC 所統計之與逆向付款相關之和解協議之數量（「包括

對第一家進入市場之學名藥廠之限制與補償」）。從該表 1 可看出，2013 年至 2016

年底和解之數量持續上升，造成此情況可歸於兩項原因：(1)在 2013 年以前，不同的

聯邦法院對於反托拉斯法下的逆向付款協議擁有不同的分析標準，故對於逆向付款

協議是否違反反托拉斯法仍不明確。(2)2013 年的 Actavis 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

合理原則判斷逆向付款協議是否違反反托拉斯法，但它仍為分析逆向付款之和解協

議留給下級法院許多尚待解釋的空間。以下就該兩點來分別論述。 

 

表 1 統計整理 2004 年至 2016 年間之藥廠間的和解資料 

資料來源：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greements Filed with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Under the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Impr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Act of 2003: 
Overview of Agreements Filed in FY 2016,”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 
documents/reports/agreements-filled-federal-trade-commission-under-medicare-prescri
ption-drug-improvement/mma_report_fy2016.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4/16. 

  

                                                        
45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Improvement, and Modernization Act of 2003. PUB. L. No. 108-173. 

§1102. 117 Stat. 2066, 2457.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最終和解契約總數 14 11 28 33 66 68 113 156 140 145 160 170 232 

附帶限制學名藥廠進入與

價金給付之和解契約 
0 3 14 14 16 19 31 28 40 29 21 14 30 

上述和解契約之價金扣除

訴訟成本≦7 百萬美元者 
0 3 13 14 15 11 17 25 33 15 11 5 1 

上述和解契約同時涉及第

一位申請 P4 者 
0 2 9 11 13 15 26 18 23 13 11 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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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3 年以前，不同法院對於逆向付款協議擁有不同的判斷標準 

不同的聯邦法院對於反托拉斯法下的逆向付款協議擁有不同的分析標準，故對

於逆向付款協議是否違反反托拉斯法，於 2013 年以前仍不明確。這也就成為了藥廠

間形成和解契約主要的原因之一。當時主要分成以下三種歧異的標準：當然違法原

則（Per se illegal）、「專利範圍（Scope of the Patent）」原則以及原則上違法的快速

審查原則（Quick-look rule of reason）。 

首先，美國聯邦第六巡迴上訴法院認為逆向付款協議應適用當然違法原則。如

在 In re Cardizem CD Antitrust Litig.（6th Cir. 2003）一案中，有爭議之和解協議內容

係 Cardizem® CD 專利藥（美國專利號：5470584；下稱 584 專利）的專利藥廠 Hoescht 

Marion Roussel, Inc.（下稱 HMR）會每年向學名藥廠 Andrx Pharmaceuticals, Inc.（下

稱 Andrx）給付 4 千萬美元，換取 Andrx 不在 FDA 授與之 180 天銷售專屬期內進入

市場，銷售 Cardizem® CD 之學名藥。第六巡迴上訴法院之法官主張協議內容屬劃

分 Cardizem® CD 藥品市場之行為，依休曼法（Sherman Act）第 1 條係水平的市場

分配，適用當然違法原則。 

接著美國聯邦第二與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則採了與第六巡迴上訴法院完全不同

的態度：專利排他權利範圍原則（Scope of the Patent）」原則。其主要的精神在於根

本上認定專利的有效性，並尊重專利權人行使專利的權利，認為只要在專利行使的

合法範圍內，都應認定是合法，反托拉斯法則無須介入。具體而言，藥廠間的逆向

付款協議只要(1)專利的排除效果並無踰越其本身的範圍(2)專利權人的侵權主張並無

客觀上無理且(3)專利的取得並非透過詐欺專利商標局的手段獲得時，則該協議應被

認定為合法。這個觀點在 In re Ciprofloxacin Hydrochloride Antitrust Litig.（Fed. Cir. 

2008）46 ; Andrx Pharms., Inc. v. Elan Corp. （11th Cir. 2005） 47; Schering-Plough Corp. 

v. FTC （11th Cir. 2005）48 ; Valley Drug Co. v. Geneva Pharms., Inc. （11th Cir. 2003）

                                                        
46 In re Ciprofloxacin Hydrochloride Antitrust Litig., at 19.（「在專利範圍內的任何行為不需受反托拉

斯法審查。」） 
47 Andrx Pharms., Inc. v. Elan Corp., PLC., at 1235.（「應根據該專利是否為製藥和銷售所必須，以

及該專利是否能有效地排除競爭對手，來確定該專利的潛在排他性範圍。」） 
48 Schering-Plough Corp. v. FTC., at 1071.（「FTC 沒有證明和解協議內容已超出 Schering 的新藥專

利的排他範圍。故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的法官認為單就協議所看到的，Schering 給付價金給

Upsher 來交換 Upsher 的學名藥延期上市之行為，非屬不公平價格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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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以及 In re Tamoxifen Citrate Antitrust Litig. （2d Cir. 2006）50 等前案中法官均引述

了該觀點來判斷。 

然而，美國聯邦第三巡迴上訴法院則採用了與上述均不一樣的路：原則上違法

的快速審查原則（quick look rule of reason）。其認為專利排他權利範圍原則認定專

利原則上有效的觀點，並且該原則與 H-W 法案的政策意旨相違背51。詳言之，第三

巡迴法院認為專利排他權利範圍原則推定專利有效性的觀點是有誤的，因為在一般

專利訴訟中被告挑戰專利權人專利的有效性為一訴訟流程的工具，而非實質上認定

專利推定有效52。此外，H-W 法案的目的在於加速學名藥進入市場，讓消費者能以便

宜的價格取得藥物。然而，專利排他權利範圍原則雖表面上在保護專利權人，但事

實上是保護藥廠的「口袋」53。因此，這樣的原則與 H-W 法案的目的相抵觸。最後，

第三巡迴法院雖認為逆向付款協議原則上違反托拉斯法，但若協議藥廠有能力證明

他們的和解協議(1)其目的並非延遲學名藥進入市場或(2)其他促進競爭的利益時，則

法官可認定該協議為合法54。 快速審查原則可在 In re K-Dur Antitrust Litig.（3d Cir. 

2012）一案中發現。FTC 在其 Actavis 案的上訴狀中也表明支持此觀點55。 

由前述的判決先例，可得知法院間在面對逆向付款爭議時，應採用何種原則進

行分析，見解不一。然而歧異之判斷標準無法阻止專利藥廠和學名藥廠間的逆向付

款協議，直至 2013 年的 Actavis 案之判決。 
  

                                                        
49 Valley Drug Co. v. Geneva Pharms., Inc., at 1298.（「如果不考慮專利無效之可能性，專利排他性

範圍將無視專利的強度，賦予專利權人無限的排他權。」） 
50 In re Tamoxifen Citrate Antitrust Litig., at 212.（「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的法官認為，在未逾越專利

潛在排他範圍以及沒有詐欺（fraud）的情況下，判斷專利和解協議是否違法的主要標準在於該

協議是否超出其應受專利保護的範圍。只要專利權人沒有故意超出專利權所賦予的獨占範圍而

造成限制競爭的效果，專利和解協議基本上並不會違背反托拉斯法。」） 
51 In re K-Dur Antitrust Litig., at 214.（「第三巡迴上訴法院的法官認為專利範圍原則錯誤的限制了

反托拉斯法的適用情形，且違反 H-W 法案下的政策意旨」） 
52 Stratoflex, Inc. v. Aeroquip Corp., 713 F.2d 1530, 1534 (Fed.Cir.1983).（「此種推定與其他法律推定

相同，為程序手段而非實體法上的認定」） 
53 In re K-Dur Antitrust Litig., at 217.  
54 Id. at 218. 
55 FTC v. Actavis, On Writ of Certiorari to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Eleven Circuit, 

March 2013., at 1.（「快速審查原則能鑑別專利藥廠和學名藥廠間和解而影響市場良性競爭之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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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ctavis 案中的 5 項指引仍留下許多尚待解釋的空間 

Actavis 案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終選擇以合理原則判斷逆向付款協議是否違反

反托拉斯法，然而該案仍為分析逆向付款協議留下許多尚待解釋的空間56，因此這讓

學名藥廠與專利藥廠間有誘因持續地簽訂和解契約。 

在 Actavis 案，Solvay 藥廠擁有昂斯妥凝膠（AndroGel）之專利，2003 年時 Actavis

藥廠和 Paddock 藥廠以 P4 聲明申請 ANDA，另 Par 公司與 Paddock 學名藥廠共同負

擔專利訴訟費用（Par joined forces with Paddock），並共享 Paddock 公司學名藥上市

的利益。而 Solvay 藥廠在收到通知後的 45 天內提起專利侵權訴訟。因訴訟進行超

過 30 個月，FDA 准許 AndroGel 學名藥之上市許可申請。但在 2006 年，訴訟當事人

就侵權訴訟進行和解57。 

藥廠間和解協議之條款包括：Actavis 藥廠同意延遲學名藥上市日期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前（即 Solvay 專利到期的 65 個月前），除非別間藥廠已銷售 AndroGel 之學

名藥；且 Actavis 藥廠同意向泌尿科醫生推薦 AndroGel。Paddock、Par 藥廠以相似之

內容（roughly similar promises）與 Solvay 藥廠簽和解協議。而相對的，Solvay 藥廠

須給付 1 千 2 百萬美元給 Paddock、給付 6 千萬美元給 Par 公司，並在 9 年內給付

Actavis 藥廠每年 1 千 9 百萬到 3 千萬美元不等58。藥廠主張付款係為補償學名藥廠

承諾提供的其他服務；但 FTC 認為附隨服務的價值低，Solvay 藥廠給付高價額予學

名藥廠是為補償學名藥廠同意在 2015 年不將學名藥上市與 AndroGel 競爭59。 

在 Actavis 案，大法官以 5 項指引作為逆向付款爭議是否違反反托拉斯法之判斷

框架，為下級法院未來之分析方向立下標準60。首先，逆向付款對競爭產生真正負面

效果之風險。當專利藥廠提起專利侵權訴訟，可能導致學名藥廠被判不侵權或原專

利無效之結果；然專利藥廠與學名藥廠簽訂逆向付款之和解協議，將使專利藥廠失

去其原本所主張之權利61。第二，限制競爭之結果即證明該和解協議不合理。因為學

名藥廠獲得的賠償可能高於訴訟所節省之費用。法院主張認定合理的付款可參考該

                                                        
56 FTC v. Actavis, Inc., 570 U.S. at 150. 
57 FTC v. Actavis, Inc., 570 U.S. at 151-152. 
58 顏雅倫、張濱璿、廖國雄，前揭註 41，91. 
59 FTC v. Actavis, Inc., 570 U.S. at 142. 
60 FTC v. Actavis, Inc., 570 U.S. at 147. 
61 FTC v. Actavis, Inc., 570 U.S. at 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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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之補償價金約等於學名藥廠承諾提供之其他服務，如銷售專利藥或其他幫助專

利藥品市場發展之服務。若僅為減少專利無效或不侵權之競爭風險，該給付不合理62。 

第三，專利藥廠向學名藥廠給付之高價額，同時反映出專利藥廠因專利權之排

他性，有強大之市場力量，使專利藥售價能高於競爭水平之藥價，而為保持其專利

排他性，專利藥廠以大額給付使學名藥廠延遲進入市場63。第四，在反托拉斯訴訟，

法院不須對專利本身之有效性詳細分析，因為龐大且不合理（large and unjustified）

之逆向付款通常能表明專利藥廠嚴重懷疑其專利之有效性。逆向付款之和解會產生

限制競爭損害結果，和解導致訴訟無法繼續進行，即不會出現專利無效或學名藥不

侵權之判決結果，最終使專利藥繼續壟斷市場，減少專利藥之競爭風險64。第五，縱

不正當的大額逆向付款有違反反托拉斯法之虞，也無法阻止藥廠間和解，藥廠可能

改以其它方式和解。若逆向付款協議無其他正當理由，使專利藥廠得以維持並分享

其專利產生之壟斷利潤，反托拉斯法可能禁止這種行為65。 

最後，針對逆向付款和解契約的爭議，大法官主張應依合理規則分析逆向付款

協議，拒絕採 FTC 所適用之快速審查原則（“quick-look” rule of reason）進行審查。

因為即使是有經濟學基礎知識的學習者也不能得出逆向付款協議將對消費者和市場

造成限制競爭效果（necessarily suppress competition）66。此外，大法官指出逆向付款

是否限制競爭，取決於專利藥廠給付之價額與一些因素之關聯程度，考量專利藥廠

預期之未來訴訟成本、是否為補償學名藥廠提供之其他服務，以及欠缺其他正當理

由67。詳言之，大法官認為價額龐大且不合理的逆向付款可能會帶來重大的限制競爭

風險；專利藥廠可能無法證明其合理性；專利藥廠藉其專利排他性，擁有強大的市

場力量；法院應考量給付價額之規模與訴訟費用間之關聯性、與協議提供之其他服

務關聯性，及是否有正當理由；除逆向付款，專利藥廠可能以其他方式和解68。 

2013 年的 Actavis 案成為逆向付款協議的指標性案例，其原因有二：一、大法官

們為未來的分析提供指引，考慮給付是否「價額過高」和「不合理」的問題。 如果

                                                        
62 Id. 
63 FTC v. Actavis, Inc., 570 U.S. at 148-149. 
64 FTC v. Actavis, Inc., 570 U.S. at 149-150. 
65 FTC v. Actavis, Inc., 570 U.S. at 150. 
66 California Dental, 526 U.S., at 775, n. 12, 119 S.Ct. 1604. 
67 FTC v. Actavis, Inc., 570 U.S. at 150. 
68 FTC v. Actavis, Inc., 570 U.S. at 14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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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肯定的，接著審查逆向付款協議，確認協議條款是否違反反托拉斯法。另外，

大法官認為各產業之行為、規模、特性可能導致其限制競爭效果之類型、程度不完

全相同，故在複雜的考量因素下，逆向付款協議應適用合理原則進行分析，解決了

不同聯邦巡迴法院之間的歧異見解。 

二、Actavis 案的結果不僅影響和解數量本身，各州也因此有了應對措施。舉例

而言，以專利藥廠對學名藥廠給付補償交換限制學名藥遲延進入市場之和解類型，

從表 1 中可得出，2014 年、2015 年和 2012 年相比時雖大幅降低，然而，最終和解

契約總數仍持續攀升。此外，最近美國加州在 2019 年 10 月 7 日頒布了一項法案處

理逆向付款問題：《加州 AB 824 法案，商業：保持人們對負擔得起的藥物之近用

（California AB 824 - Business: preserving access to affordable drugs）》（下稱 AB 824

法案），於 2020 年 1 月 1 日生效69。法案中特別強調「專利藥廠和挑戰專利之學名

藥廠之和解協議條款，如果以限制學名藥研究、開發、製造及銷售時間來交換專利

藥廠給付學名藥廠任何有價值之對價。則無論該和解協議是作為專利侵權之最終或

過渡之解決方法，將被推定具有限制競爭效果70。」由前段敘述可知：AB 824 法案

採快速審查原則（“quick-look” rule of reason）分析逆向付款協議，與 Actavis 所採

之合理原則不同。因此，AB 824 法案之出現，讓美國各州法院對如何使用 Actavis

案的 5 項指引分析逆向付款協議，留下更多尚待解釋的空間。 

3.美國學術圈對 Actavis 案的討論與後續發展仍百家爭鳴 

在 Actavis 案判決過後，學術圈首先圍繞著一個問題在爭論：當逆向付款的金額

大於因協議所避免的訴訟成本時，則該逆向付款為「龐大且不合理」嗎？對此議題，

Edlin 教授、Hemphill 教授、Hovenkamp 教授以及 Shapiro 教授認為當逆向付款扣除

避免的訴訟成本以及協議中專利權人給侵權者其他形式的對價，所剩的數額是正的

時，這個數額則象徵了弱專利（Weak Patent）的存在以及該逆向付款的目的是為了

延遲學名藥進入市場71。這個觀點的背後假設了僅有一家學名藥廠進入。在此假設

下，藥品市場會從專利藥廠壟斷到與學名藥廠 2 家廠商寡占的模型（Monopoly-to- 
                                                        
69 AB-824. Assemb. Reg. Sess. 2019. (Cal. 2019). 
70 Id. 
71 Aaron Edlin, Scott Hemphill, Herbert Hovenkamp & Carl Shapiro, “Activating Actavis,” 28(1) 

Antitrust, 16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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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opoly model）72。在此模型下，原本專利藥廠的利潤會因學名藥廠的競爭而被分

食。因此，當逆向付款比避免的訴訟成本來高時，該逆向付款協議必然會降低消費

者利益73。反之，Harris 教授、Murphy 教授、Willig 教授以及 Wright 等經濟學教授

則反對該想法，認為將「避免的訴訟成本」作為衡量指標忽略了和解協議對消費者

帶來的好處。例如：若沒有和解協議，學名藥廠即無法在專利到期前進入市場74。此

外，專利藥廠壟斷到與學名藥廠 2 家廠商寡占的模型也不符合現實情況，因為當專

利被無效後，並非僅有一家學名藥廠進入而呈現雙頭寡占的局面，而是多家學名藥

廠可同時進入市場一起競爭75。  

另外，在 Actavis 案後，針對逆向付款協議的背後的內涵，不同的教授亦有不同

的看法。Carrier 教授逆向付款之所以違法，是因為逆向付款具備「排除（Exclusion）」

的內涵。因此，判斷逆向付款是否據被排除的內涵，Carrier 教授提了一套審核的機

制來判斷。首先，先判斷該逆向付款是否具備正當事由，這些正當化事由包括了(1)

該逆向付款並未超過避免的訴訟成本76。此內涵代表了 Carrier 教授支持了 Edlin 等教

授的觀點。(2)該逆向付款是為了其它與延遲學名藥進入市場無關的附隨服務而訂定

77，例如共同開發或行銷合作等業務上合作。但 Carrier 教授特別指出這些「附帶交

易（Side deals）」的正當性需審慎分析，因為這些附帶交易常常不在逆向付款協議

內容之內，甚至有些附帶交易的條件顯然很不尋常。例如：專利藥廠罕見地倚重學

名藥廠在行銷業務上的專長78。下一步驟 Carrier 教授提出 2 點來分析逆向付款是否

有排除的內涵：(1)探求該專利藥廠給學名藥廠的付款是否與「贏得專利訴訟勝利」

                                                        
72  Murat Mungan, “Reverse Payments, Perverse Incentives,” 27(1)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1 (2013); Einer Elhauge & Alex Krueger, “Solving the Patent Settlement Puzzle,” 91 
Texas Law Review, 283 (2012). 

73 Carl Shapiro, “Antitrust Limits to Patent Settlements,” 34(2)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91 (2003). 
74 Barry C. Harris, Kevin M. Murphy, Robert D. Willig & Matthew B. Wright, “Activating Actavis: A 

More Complete Story,” 28(2) Antitrust, 83 (2014). 
75 Bruce H. Kobayashi, Joshua D. Wright, Douglas H. Ginsburg and Joanna Tsai, “Actavis and Multiple 

ANDA Entrants: Beyond the Temporary Duopoly,” 29(2) Antitrust (2014), https://ssrn.com/abstract= 
2508094,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9/22. 

76 Michael A. Carrier, “Payment after Actavis,” 100(1) Iowa Law Review, 7 (2014), 
https://ssrn.com/abstract=2418685,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9/22. 

77 Id. at 19. 
78 Id. a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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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直接關連79。若無直接關連，則該付款的內涵作為排除之用的可能性很大。(2)若學

名藥廠接受了該付款，則探求該付款是否能直接反映專利的強弱。若不行的話，則

能確認該付款的內涵就是為了排除80。而 Hovenkamp 教授針對逆向付款協議的背後

的內涵的議題則是從付款數額的大小（Size of payment）來作闡述。其認為大法官雖

然在 Actavis 案提及該數額的大小可能會代表了專利無效的風險機率81，但是

Hovenkamp 教授認為逆向付款協議出現的根本原因與專利有效性無關，而是 H-W 法

案中給予學名藥廠的 180 天專屬販賣權之誘因所致82。因此，這是當初設計 H-W 法

案中的程序問題（Procedural Problem）83。  

美國學術圈除了針對 Actavis 案的意見與逆向付款協議的背後的內涵做討論外，

也開始針對逆向付款的發展趨勢來做分析。Schmitt 律師調查了 Actavis 案後至 2014

年 3 月 9 日間仍在法院或法院結果已經出爐的判決，在當時也發現了 2 值得關注的

現象84，這些現象也為本文第三部分奠定了調查基礎。(1)no-AG 條款。no-AG 條款係

指專利藥廠答應學名藥廠在其 180 天專屬販賣期不銷售自己的原廠學名藥85。亦即，

僅讓學名藥廠在 180 天期間獨占學名藥市場。事實上，這個條款早在 2006 年開始就

被 FTC 調查其合法性86。然而，大法官在 Actavis 案中並未明確指出該條款的合法性

87。在當時，不同的地方法院對於該條款也不同的見解。例如：麻州地方法院認為

no-AG 條款的違法性已經在 Actavis 案中被大法官默認88，在紐澤西州地方法院則以

                                                        
79 Id. at 27. 
80 Id. at 31. 
81 Herbert Hovenkamp, “Anticompetitive Patent Settlements and the Supreme Court’s Actavis Decision,” 

15(1) Minnesota Journal of Law, Science & Technology, 3 (2014), https://scholarship.law.umn.edu/ 
mjlst/vol15/iss1/4,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9/22. 

82 Id. at 13. 
83 Id. 
84 Allison A. Schmitt, “Competition Ahead? The Legal Landscape for Reverse Payment Settlements 

After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Actavis, Inc.,” 29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2014),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9/22. 

85 C. Scott Hemphill, “Drug Patent Settlements Between Rivals: A Survey,” Working Paper (2007),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 id=969492,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9/22. 

86 Allison A. Schmitt, supra note 84, 527. 
87 Id. at 528. 
88 In re Nexium (Esomeprazole) Antitrust Litig., No. 12-md02409-WGY, 2013 WL 4832176 (D. Mass. 

Sept. 1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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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AG 條款不在 Actavis 案的規範中而拒絕受理該案89。(2) 附帶交易。如同 Carrier

教授所述，在當時的案件中也漸漸發現該附帶交易的內容成為逆向付款協議中的常

客。至於它的合法性如何，也值得商榷90。展望 2014 年後的局勢，Schmitt 律師提醒

美國專利商標局要消除「次級藥品專利（Secondary Patents）」。該專利的特徵在於

不把對活性藥物成分（Active compound）寫進專利請求項中，而是僅單純將藥物使

用方法或其他流程寫進專利中91。這些次級藥品專利可能成為逆向付款協議前係爭的

對象，然而不管這些專利是否最後被無效掉，最終學名藥仍被延遲進入市場，進而

讓專利藥廠達到延續其壟斷地位的目的92。 

同樣地，Feldman 教授與 Frondorf 教授用宏觀的角度來觀察學名藥是如何被延遲

進入市場的。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傳統逆向付款協議的興起與殞落、(2)複雜

型態的逆向付款以及(3)逆向付款協議漸漸由積極阻擋學名藥的行為所取代。93 第一

階段即為上述 Actavis 案所處理的態樣94。第二階段則為上述討論的 no-AG 條款的興

起以及附帶交易的產生，尤其是加速條款（Acceleration Clause）的納入。加速條款

內容為：簽訂條款的學名藥廠必須同意延後學名藥上市，但是若其它學名藥廠在 180

天專屬販賣期結束前就進入市場時，則簽訂協議的學名藥廠可立即進入市場。當該

加速條款搭配傳統逆向付款協議時，簽訂條款的學名藥廠就能保有其 180 天的專屬

販賣所應得的利潤95。最後的階段為積極阻擋學名藥的行為，這些行為已跳脫出逆向

付款的框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產品跳躍（Product Hopping）的變相操作96。 
                                                        
89 In re Lamictal Direct Purchaser Antitrust Litig., No 12-cv-995 (WHW), 2014 WL282755, at *1 

(D.N.J. Jan. 24, 2014). 
90 Allison A. Schmitt, supra note 84, 531. 
91 Id. 533. 
92 Id. 
93 Robin Feldman & Evan Frondorf, “Drug Wars: A New Generation of Generic Pharmaceutical Delay,” 

53(2) Harvard Journal on Legislation (2016), https://ssrn.com/abstract=2659308,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0/9/22. 

94 Id. at 510. 
95 Id. at 521. 
96 產品跳躍主要涉及 2 步驟：(1)專利藥廠會針對現有存在且專利期快屆滿的藥物做小幅度的修

改。(2)接著專利藥廠會將這修改後的藥物作為新藥再行上市，並以新的專利保護它。如此一來，

消費者就會被迫從購賣原來專利要過期的藥物「跳躍」至另一個新藥，但事實上該新藥與原來

的藥物主要成分幾乎一樣，因此專利藥廠可藉由此操作來達到延展原有專利的排他權，並持續

賺取壟斷利潤。相關文獻可參考 Jessie Cheng, “An Antitrust Analysis of Product Hopping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108(6) Columbia Law Review, 1471 (2008); Vikram Iyengar,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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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之 Actavis 案前的審查標準的分歧、Actavis 案的介紹與其後續的百家爭

鳴，本文將延續 Schmitt 律師以及 Feldman 教授與 Frondorf 教授的研究成果，在以下

第三部分調查 Actavis 案後至 2019 年底有關逆向付款的案件，並對該等案件作觀察。

最重要的是，在觀察過程中試圖回答以下問題：如何正確解釋與判斷大法官於 Actavis

案中所稱之「龐大」和「不合理」？以及在 Actavis 案後下級法院是否有針對逆向付

款和解契約的爭議提供完整的分析框架？最後，no-AG 條款在反托拉斯訴訟中的勝

敗可能性如何？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將為我們在第四部分的「前瞻性建議」提供重要

的基礎。 

三、案例蒐集與初步觀察 

（一）案例蒐集方法 

本文在 Westlaw 法學資料庫先將時間範圍限制在 2013 年 Actavis 案之後至 2019

年底，復以「pay-for-delay」和 「reverse payment」作為關鍵字搜尋。此時會發現逆

向付款協議的雙方當事人可能因為民事訴訟法程序而涉及多個不同層級之法院的判

決，故本文篩選出 17 件判決先例，包括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和地方法院之判決，判決

須涉及逆向付款和解協議的條款，且法官有對和解協議內容本身進行分析。附錄整

理該 17 個案件和解協議內容。 

詳言之，第一步驟，本文以「pay-for-delay」及「reverse-payment」為關鍵字在

Westlaw 資料庫搜尋，此舉之原因在於找出自 2013 年 Actavis 案後到 2019 年末期間

涉及逆向付款協議之判決，包括在 Actavis 案後之地方或巡迴上訴法院之判決。 

第二步驟，藉由運用這個方法，在 Actavis 案的指引下，我們探討了不同層級的

法官分析逆向付款協議的方法。附錄中列出用於此次篩選所得進而探討的 17 個涉逆

向付款協議案例，包含學名藥廠和專利藥廠間關於延遲學名藥進入市場的協議內

容、法院所採取之分析方法。 

                                                                                                                                                  
Pharmaceutical Product Hopping Be Subject to Antitrust Scrutiny?” 97 Journal of the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Society, 663 (2015); Steve D. Shadowen, Keith B. Leffler & Joseph T. Lukens, 
“Anticompetitive Product Changes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41(1&2) Rutgers Law Journ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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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透過分析 17 個案例，本文發現三項逆向付款協議之特徵，且法官未能對

這些特徵進行分析，而該些特徵也成為了本文的推論基礎。 

（二）案例初步觀察 

從法官的分析架構及其見解中，可歸納出逆向付款和解協議之脈絡及法院裁量

所使用之框架，以下分為二點進行討論。這二點之觀察將提供第四部分臺灣專利連

結制度前瞻性增修建議的重要基礎。 

1.傳統和解協議若被調查時藥廠的勝率很低。若內容中包含「no-AG 條款」

時，勝率更低 

傳統的逆向付款和解協議為專利藥廠向學名藥廠為現金給付，要求學名藥廠之

學名藥延遲進入市場。下圖 1 為自 2014 年起，當藥廠間的逆向付款協議被以違反反

托拉斯法起訴時，原告的勝率97變化。從圖 1 觀察我們會得知：一旦藥廠被調查時，

原告的勝率至少 30%以上（排除 2018 年沒有案件的例外）。此外，若將每年原告的

勝率加總取平均數時更可得知原告在涉及逆向付款協議的反托拉斯訴訟中，勝率高

達 62%。 

圖 1 原告（直接購買者或 FTC）自 Actavis 案後的勝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97 此處勝率的計算公式為：  

  原告在訴訟中獲勝的數量（包含具有 No－AG 條款的案件）  
    全部的案件數量（包含具有 No－AG 條款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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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同第二部分的文獻所述，和解協議中的 no-AG 條款，在學名藥廠獨占

180 天的期間內，協議中通常會要求專利藥廠不得銷售「授權學名藥」以達到學名藥

廠成為市場販賣學名藥的壟斷者，此種現象亦可能造成消費者的損失。例如在 King 

Drug Co. of Florence, Inc、In re Loestrin 24 Fe Antitrust Litigation、In re Wellbutrin XL 

Antitrust Litigation、In re Lipitor Antitrust Litigation、In re Asacol Antitrust Litigation、

Picone v. Shire PLC、In re Zetia（Ezetimibe）Antitrust Litigation 以及 In the Matter of 

Impax Laboratories, Inc.等案，在其協議內容中均出現 no-AG 條款98。由於 no-AG 條

款帶來的影響與延遲進入市場相似，故這種類型的和解協議容易被反托拉斯主管機

關調查。透過下圖 2 更可以發現，no-AG 條款之和解協議佔總案件的 47%。更重要

的是，這個數字背後的涵義為：學名藥廠與專利藥廠間所簽訂之逆向付款和解協議

內容，若包括了 No-AG 條款，則在美國被起訴或被調查的機率非常大，且藥廠勝率

更低，目前僅有 1 件是藥廠獲勝。 

圖 2  no-AG 協議的數量與勝訴/敗訴比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98 具體每個案件的 no-AG 條款的內容可參考本文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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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數法院運用 Actavis 案中的指引時，未解釋何謂逆向付款價額之「龐

大」和「不合理」 

其中本研究發現，僅三個判決先例根據 Actavis 案的指引，並在駁回起訴申請

（motion-to-dismiss）之階段，解釋其如何分析逆向付款。例如：在 In re Cipro Cases 

I & II 中，加州最高法院法官指出，原告主張逆向付款和解協議應舉證 4 個要件。這

些要件分別為： 

(1)和解協議內容包括限制學名藥進入市場的時間。 

(2)和解協議內容包括專利藥廠向首家挑戰專利之學名藥廠為現金或同等價值之

對價給付。 

(3)專利藥廠所給付之補償已超過藥品和附隨服務的價值，此外要求首家挑戰新

藥專利之學名藥廠延遲進入市場。 

(4)給付之補償已超過專利藥廠之預期繼續訴訟之費用99。 

同樣地，在 In re K-Dur Antitrust Litig.中，聯邦法院法官亦採相同見解100。該案

法官則補充認為，應採相較於以專利訴訟費用及其他學名藥廠所附隨之產品或服務

的價值來綜合判斷。專利藥廠向學名藥廠給付無正當理由之高額付款，即得以證明

逆向付款之「龐大」且「不合理」之給付101。另外在 In re Aggrenox Antitrust Litigation

中，聯邦法院法官 Underhill 試圖解釋「龐大」及「不合理」的意義。然而 Underhill

法官的焦點僅放在「給付應避免超過訴訟成本」，而未將「附隨之產品或服務」納

入考量102。 

最後，在其餘 15個判決中，法官們皆未解釋Actavis案之指引，法官們僅以Actavis

案法官的「用語」作為他們各自的分析架構。以 Picone v. Shire PLC 案為例，Burroughs

法官認為，對龐大且不合理之逆向付款，應考量「付款價額規模大小」與「付款人

未來訴訟之費用」、「付款人所支付的其他服務支出」間之關聯；除此之外，其他

都是無正當性的理由103。此外，在 In re Asacol Antitrust Litigation 案中，Casper 法官

                                                        
99 See In re Cipro Cases I & II, at 32. 
100 See In re K-Dur Anti-trust Litig., 2016 U.S. Dist, at 26. 
101 Id. 
102 Underhill 法官認為當給付小於避免的訴訟費用時，會使該給付不會被認為屬於 Actavis 案中所

述之龐大且不合理的給付。即該給付將成為事實上的安全港，且若逆向付款僅超過避免的訴訟

費用不會推定其違法。 
103 Picone v. Shire PLC, Not Reported in Fed. Supp.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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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說明原告需在起訴時證明逆向付款為「龐大且不合理」，且該條款有限制競爭效

果104。近期在 In re Zetia （Ezetimibe） Antitrust Litigation 案中，Miller 法官同樣也

僅說明「龐大且不合理」的逆向付款可能有違反反托拉斯法的疑慮，因此其所在的

和解契約需受到調查與檢驗105。在 In re Namenda Direct Purchaser Antitrust Litigation

案中，逆向付款協議使首家挑戰新藥專利之學名藥廠提前進入 Memantine（治療中重

度阿茲海默症之藥品）的市場，且該「提前」係以被告獲得專利侵權訴訟勝訴判決

為計算，故被告成功證明藥廠間之逆向付款和解協議為合法106。 

綜上所述，在檢討 17 個案件後，本研究發現似乎僅 In re Cipro Cases I & II 所建

立之架構，有對「龐大且不合理付款」的意義進行解釋。在其他判決中，法官沒有

進一步解釋 Actavis 案之指引，而是直接引用 Actavis 案法院之用語。 

四、臺灣專利連結制度的現況與建議 

如本文前言所述，我國擬加入 TPP，配合 TPP 協定智慧財產權章中規範之藥品

資料專屬權與專利連結107。我國遂參考該協定成員國美國之規定，並配合國內醫藥

產業現狀及發展，引進專利連結制度。然因美國退出 TPP，有學者提出專利連結制

度有利於專利權人，而我國產業多為學名藥廠，故我國不需導入專利連結制度108。

復我國以加入日本主導的 CPTPP 為續推政策109，於民國 106 年底引入專利連結制度

110。落實專利法保護發明人專利權之立法意旨；另外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可於

藥品上市前，調查藥品專利狀態，使學名藥廠能提早進行專利迴避設計，進而提升

學名藥產業之研發能量，以鼓勵我國醫藥產業之創新研發111。 

                                                        
104 In re Asacol Antitrust Litigation, 233 F.Supp.3d 247 (2017). 
105 In re Zetia (Ezetimibe) Anti-trust Litigation, Slip Copy (2019). 
106 In re Namenda Direct Purchaser Antitrust Litigation, Not Report-ed in Fed. Supp. (2017). 
107 江浣翠，「論我國專利期間的調整與延長、資料專屬權與專利連結制度之發展現況－藥品智慧

財產權保護相關修正草案評析」，智慧財產評論，第 14 卷第 2 期，85（2017）。 
108 滕沛倫、宋皇志，「我國真有引進專利連結制度之必要嗎？－對藥事法與專利法修正草案之評

析」，智慧財產評論，第 14 卷第 2 期，76（2017）。 
109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前揭註 12。 
110 指新藥上市與專利資訊揭露之連結、學名藥簡易上市審查程序與其是否侵害新藥專利狀態之連

結。 
111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藥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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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於暫停核發藥證期間，均參考專利侵權訴訟一審期間與學名藥上市審查

期間112。美國暫停發證期間為 30 個月113，而我國暫停核發藥證期間應為 12 個月，

然審酌我國藥品市場之規模環境，我國藥事法第 45 條之 13 將暫停核發藥證期間縮

短為 12 個月，約等同於學名藥上市申請案的審查及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下稱健保）

之核價程序所需之時間。於銷售專屬期間，美國規定首家挑戰新藥專利之學名藥廠

有 180 日之銷售專屬期114，我國藥事法第 48 條之 16 規定則增長為 12 個月。而前述

我國醫藥產業而為之優惠修正，誘因是否足以使學名藥廠願意挑戰新藥專利仍待持

續觀察。另有學者指出，外國之專利藥廠可能會基於臺灣相對於美國遠遠低廉之訴

訟成本，而寧可繼續進行訴訟，故不會出現以逆向付款方式進行和解，甚至可能導

致新藥不進入臺灣市場115。 

放眼未來，面對美國 Actavis 案以及其後續發展，我國專利連結制度該如何因應，

以下分為兩部分討論：（一）探討我國專利連結制度目前之爭議和簡評我國學者對

該爭議之見解，主要問題為學說間就逆向付款是否受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審

查，以及又應以何種方式審查，仍未有一致定論。且我國逆向付款研究之現況未更

新 Actavis 案後續發展，以致陷入解釋上的難題與 no-AG 條款的忽視。（二）藉本文

第二部分之 Actavis 案之 5 項指引及第三部分針對 Actavis 案後之 17 件判決之三項觀

察，提出對我國專利連結制度之前瞻性增補修法建議。 

（一）臺灣專利連結制度之現況與評析 

相較於美國，我國面對逆向付款案時，尚須處理公平法第 45 條之問題，其原因

在於逆向付款和解協議是否屬於依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我國公平法第 45 條

規定：「依照……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然而目

前我國學者就逆向付款是否受公平法審查，且又應以何種方式審查，有不同見解。

主要有三說，分別為「專利排他權利範圍」、「合理原則」以及「推定違法」。採

「專利排他權利範圍」一說者116,117，主要認為專利係法律授予專利權人合法排除他

                                                        
112 藥事法修正草案之外界疑慮說明。 
113 21 U.S.C. §355 (b)(2)(A)(iv). 
114 21 U.S.C. §355 (j)(5)(B)(iv)(I). 
115 顏雅倫、張濱璿、廖國雄，前揭註 41，144。 
116 陳文吟，前揭註 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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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實施自己專利之特權，基於有法律上之背書，依該專利權利範圍內所為之排他行

為自不應另再受競爭法之審查，因此傾向將逆向付款和解協議解釋為公平法第 45 條

所稱之「正當行為」，使逆向付款案不受公平法審查；採「推定違法」者118相對強

調競爭的保護，以及專利連結制度之目的性，認為若藥廠間有逆向付款之情事，無

須調查市場競爭狀況，即推定該協議違限制競爭法，因此認定逆向付款和解協議非

屬「正當行為」；而採「合理原則」說者119為上述二說之折衷，認為雖然專利權係

合法之排他權，惟若排他權之行使所帶來的限制競爭影響大於促進競爭，合法有效

之專利仍有可能違限制競爭法且為使逆向付款和解協議得以落入公平法之權衡，解

釋上亦將逆向付款協議認定為「非正當行為」。 

透過上述簡要整理我國實務與學說之現況，得以發現縱使公平交易委員會（下

稱公平會）已就公平法第 45 條作出解釋120，然而在逆向付款案上學說見解亦眾說紛

紜。此現象亦如 Actavis 案作出統一見解前的美國，各地方或各州均就逆向付款案適

用不同之審查方式。惟本文認為採「專利排他權利範圍」說者，勢必在認定「專利

有效性」部分延宕過長時間，導致學名藥遲遲無法上市，此舉無異與專利連結制度

之目的背道而馳，顯不可採；又採「推定違法」說者，就專利權人之排他權呈現一

定程度的侵蝕，若此法理適用於藥品外之其他專利領域，其帶來之影響將使人類創

新之誘因銳減，據此本文亦不予肯定。 

                                                                                                                                                  
117 顏雅倫、張濱璿、廖國雄，前揭註 41，121；「…比較適宜的處分依據或許仍是公平法第 25 條

此概括條款，其審查重點應置於專利藥廠對學名藥廠所為限制有無超出專利藥廠的專利權範

圍，或專利藥廠有無明知其專利權不具可專利性、系爭專利是否係以因提供主管機關不正確或

不完全的資訊而取得，而仍透過和解協議限制學名藥廠進入市場等情事，以及最重要的專利藥

廠對學名藥廠給付的額度與學名藥依該協議進入市場的時點。」 
118 沈宗倫，「簡評我國專利連結制度之相關立法－以藥事法之解釋適用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

第 278 期，176（2018）；「此種補償實是基於政策目的所為之設計，受到目的性的嚴格支配，

縱被認定為法律所承認之權利，亦非完全的權利，享有銷售專屬期間相關優惠的學名藥藥品許

可證申請人，不得自行處分己所享有之優惠。」 
119 蔡鎛宇，「逆向給付爭議－競爭法與專利法之交錯」，科技法學評論，第 12 卷第 2 期，158（2015）。 
120 按公平法第 45 條：「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法規行使權利之正當行

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查其立法目的認為智慧財產係「在本質上皆為法律所賦予之獨占權」，

是以行使該權利之正當行為自不適用公平法之規定。又公平會就本條「正當行為」之解釋，認

為應依公平法之角度檢視該行為之正當性，或該行為是否有權利濫用而形成不公平競爭之情形

為準。參考公平會（89）公法字第 02678 號函（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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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國專利連結制度之現況來看，未見有學者對美國就 Actavis 案後續發展做更

詳細追蹤，因此我國對逆向付款案之認識普遍僅及於 Actavis 案統一採合理原則之見

解，以及未對「龐大」和「不合理」明確定義的部分。然而隨著後續將近 7 年之發

展，美國已經在 17 個逆向付款案之交易中出現 8 個涉及 No-AG 條款，約占所有案

件 47%之比例，亦即逆向付款案有將近半數屬於非現金交易之 No-AG 條款。有關此

部分，我國研究尚止於發現到「無授權學名藥」條款，並未注意到這種交易方式被

藥廠嚴重採用。 

此外，我國學者亦未發現，Actavis 案所建立之分析框架難為多數法院所清楚解

釋之事實，因此仍有部分學者重蹈覆轍地爭辯何謂「龐大」和「不合理」。也因為

該分析框架本身難以解釋，我國學者間除了就公平法第 45 條有不同見解之外，面對

如何證明「龐大」且「不合理」之部分亦如美國多數法院之現況，無法提供一致性

且充分之理由。基於本文對我國現況之整理，發現我國逆向付款案尚有問題未充分

為學者所解決，因此本文將根據 17 件個案所歸納出的 3 大發現，在以下提供前瞻性

的修法建議，以強化我國專利連結制度之健全。 

（二）前瞻性修法建議 

我國目前專利連結制度規定於藥事法修法增訂第 4 章之 1 之「西藥之專利連結」

專章，並明文規定專利連結制度可能衍生之壟斷或不公平競爭情形，由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會同公平會訂定後續子法。而食藥署僅於民國 108 年 7 月 1 日訂定西藥專

利連結施行辦法121及於民國 108 年 3 月 6 日訂定西藥專利連結協議通報辦法122，

建置西藥專利連結登載系統，於民國 108 年 8 月 20 日生效施行123。觀前述之西藥專

利連結施行辦法和西藥專利連結協議通報辦法中未規定逆向付款和解協議之違法判

斷標準，應係公平會依個案判定。 

                                                        
121 西藥專利連結施行辦法，參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https://plls.fda.gov.tw/Files/%E8% 

A5%BF%E8%97%A5%E5%B0%88%E5%88%A9%E9%80%A3%E7%B5%90%E6%96%BD%E8
%A1%8C%E8%BE%A6%E6%B3%95.pdf，最後瀏覽日期：2020/7/18。 

122  西藥專利連結協議通報辦法，參見公平會網站，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 
docDetail.aspx?uid=1673&docid=15858，最後瀏覽日期：2020/7/18。 

123 行政院院臺衛字第 1080025868B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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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本文認為逆向付款和解協議之判斷應自醫藥專利連結制度之配套措施探討

之。另一方面，由於臺灣目前尚未發生逆向付款案例，而臺灣之專利連結制度係參

考自美國，故本文以美國 Actavis 案及其後之涉逆向付款判決經驗做為我國借鑑，以

下分為四點。一，根據第二部分之 Actavis 案多數意見所採之合理原則和 5 項指引，

以及第三部分針對 Actavis 案後之 17 件判決之三項觀察，發現美國實務截至 2019 年

底皆未解釋龐大和不合理之定義，故建議我國於參照 Actavis 案之 5 項指引時，應避

開直接定義第 4 項指引中之龐大和不合理，保留指引中之參考因素，如可能節省之

未來訴訟成本、對學名藥廠之附隨服務費用等，用法律經濟學之角度考量可量化之

資訊亦可便於公平會調查。二，探討逆向付款是否屬公平法第 45 條之規範內容。三，

根據第三部分得出美國涉逆向付款和解協議之 17件判決中之出現 no-AG條款之比例

高達 47％，而我國似未深入探討研究，故藉此提出兩項對我國專利連結制度之預防

性增補修法建議。首先將逆向付款協議之給付利益判斷標準（含 no-AG 條款）一併

列入藥事法第 48 條之 19。其次新增西藥專利連結協議之處理原則。 

1.適度採用 Actavis 案之合理原則及其 5 項指引 

我國學習 Actavis 案時，應注意我國為成文法之國家，並考量法規訂立之目的與

司法判決之解釋應有一貫性，又逆向付款案尚未於我國實務發展等因素，因此學說

與實務就立法及解釋上，切勿有相互矛盾、背道而馳或本末倒置之情形產生，以達

到最終專利法與競爭法之間涇渭分明，又能互補、和諧且一貫之目的。 

本文根據第二部分所討論之美國Actavis 案中多數理由所採之合理原則與其提出

之 5 項指引，指引內容包含：逆向付款對競爭產生真正負面效果之風險、限制競爭

之結果即證明該和解協議不合理、專利藥廠有強大之市場力量足以進行限制競爭行

為、龐大且不合理之逆向付款通常能表明專利藥廠嚴重懷疑其專利之有效性、藥廠

間可能改以其它方式和解。然而透過觀察，本文得出第 4 項指引—龐大且不合理之

逆向付款通常能表明專利藥廠嚴重懷疑其專利之有效性，在 17 件涉逆向付款判決中

給付之「龐大」和「不合理」在其中皆未詳盡解釋其定義，故建議我國於參考 Actavis

案所提出之 5 項指引時，應避開此項不明確之因素。 

此外，從本文第三部分以 17 件涉逆向付款判決觀察，已得知美國法院在 Actavis

案中，對於逆向付款和解協議之龐大和不合理之定義模糊，導致其後之 17 件涉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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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之判決於分析時難以適從。故本文認為我國目前尚未面臨逆向付款案件，大可

藉美國涉逆向付款判決之經驗去蕪存菁，以法律經濟學角度觀之，繞過定義「龐大」、

「不合理」，保留指引中之參考因素，如可能節省之未來訴訟成本、對學名藥廠之

附隨服務費用等，建議以反面排除法排除具有正當因素之逆向付款，找出不具正當

性之逆向付款的輪廓，以可量化之資訊進行考量亦可便於公平會調查。次審酌臺灣

專利法立法目的、醫藥產業結構與消費者權益，以兼顧專利法與公平法之立法目的，

同時將逆向付款排除專利排他權利範圍外，從解釋論之方式使其可以納入公平法審

查，並以合理原則為基礎，最終衡量逆向付款的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之影響，以修

訂我國西藥專利連結制度之相關法規。 

總體而言，本文認為我國應學習美國 Actavis 案採用合理原則來檢視逆向付款和

解協議，惟在我國採用合理原則必須面對美國所沒有之問題—公平法第 45 條。過去

採此論者並未解釋為何得以略過公平法第 45 條而直接進入合理原則之審查，因而成

為此論者之最大硬傷，是以關於如何防免逆向付款案因公平法第 45 條而逸脫於公平

法審查之外，待下文接續討論。 

2.強化公平法對逆向付款協議進行審查 

前文提及公平法第 45 條規定按專利法而為之正當行為不適用公平法之規範。而

逆向付款協議是否屬公平法第 45 條之射程範圍，學者間存有不同意見。有學者認為

按公平法第 45 條之規定，若無逾越專利權利之排他範圍，應認定為行使權利之正當

行為，故不適用公平法之規定124。另有學者認為應以實質是否逾越專利權等正當權

利之行使範圍判斷，違反專利法之立法意旨時，仍應依公平法處理125，依據公平法

第 25 條之概括條款審查逆向付款和解協議126。 

首先，本文認為應尊重專利法賦予之「排他權利範圍」，蓋因排他權為使專利

申請人創新之重要誘因，亦即排他權利範圍為專利法上不可忽視之重要議題，是以

本文肯認逆向付款案中專利藥廠擁有其專利之排他權利範圍，然而專利藥廠以「逆

向付款和解協議達到排除他人侵害專利」之方式是否屬於排他權利範圍內，存有疑

                                                        
124 陳文吟，前揭註 40，41。 
125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第四點第（一）項。 
126 顏雅倫、張濱璿、廖國雄，前揭註 41，11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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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亦即相同的問題也出現於公平法第 45 條所謂「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因此就

何謂「正當行為」亦有解釋之必要。 

在 Actavis 案後美國許多法院均指出，逆向付款和解協議屬於非傳統且非常態性

之和解，聯邦最高法院亦在 Actavis 案之判決中表示：「傳統上的逆向付款和解，像

是避免訴訟費用或其他附隨服務的合理費用，相較於專利權人利用獨占的獲利以避

免專利無效風險或專利被侵權，二者是截然不同的情況。」同時也明示，該逆向付

款協議之價值應先扣除訴訟費用及其他服務的合理費用，剩餘的是否「龐大」和「不

合理」，以決定最終是否違法。由此可知，縱使專利藥廠係以獨占之獲利支付訴訟

費用或其他合理之附隨費用，仍為法律上所允許；然而若以獨占獲利作為支付上述

費用之外，顯非美國法院所允許。 

透過第二部分觀察 Actavis 案與其後涉逆向付款和解協議，本文得以分析出逆向

付款協議所給付之方向與一般專利侵權訴訟和解截然不同，常態之和解係學名藥廠

對專利藥廠為利益上之給付，而原告同意撤回訴訟。相較之下，逆向付款之和解協

議為在專利侵權訴訟中，原告對被告為利益上之給付並撤回訴訟，應屬「非常態之

和解」。且逆向付款協議所給付之金額超出合理數字，再加上逆向付款之目的顯與

專利連結制度之立法目的有違，基於以上因素，本文認為難有其他原因足以支持「超

出合理數額之逆向付款」之正當性，係踰越專利排他權利範圍，換言之，達成「超

出合理數額之逆向付款」之行為應解釋非屬公平法第 45 條所稱之「行使權利之正當

行為」，因此本文認為逆向付款並不構成公平法第 45 條要件，自應受我國公平法之

審查。 

綜上所述，本文建議將「達成超出合理數額之逆向付款之行為」類型化，使該

類型之行為解釋上不得為公平法第 45 條所謂「正當行為」，據此得以解釋合理原則

之適用如何躍過公平法第 45 條之門檻。又藉由將行為類型化，更得以迅速進入公平

法之射程，而無須就個案行為進行正當性之檢驗，以節省程序時間與花費，同時迎

合專利連結制度之立法目的。而「達成超出合理數額之逆向付款之行為」所稱之「超

出合理數額」，本文建議繞過美國 Actavis 案所發展出「龐大」且「不合理」之正面

解釋方法，蓋因美國逆向付款案已發展將近 20 年，自 Actavis 案後又經過 7 年，後

續法院仍未就「龐大」且「不合理」之解釋有具體且統一之見解，對於尚未發展逆

向付款案實務之我國，似不應全然學習美國之經驗，縱使本文肯定合理原則之適用，

然而並不須重蹈覆轍地對逆向付款議題做正面定義。反之，可以合理原則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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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反面排除之方法，初步排除目前發展出之正當理由：訴訟費用及對學名藥廠其他

合理之附隨費用，剩餘之正當理由由藥廠舉證證明之，以探求其可非難性之輪廓，

最後逆向付款是否違反公平法，應就「超出合理數額」部分所帶來之影響做促進競

爭與限制競爭之調查為斷。 

3.具體化藥事法中公平會對逆向付款協議之調查內容與新增處理原則 

(1)將逆向付款協議之給付利益判斷標準列入藥事法第 48 條之 19 

藥事法第 48 條之 19 規定涉及西藥專利連結專章中關於藥品之製造、販賣及銷

售專屬期間條款之和解協議應通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如涉及「逆向給付利益協議」

應另行通報公平會。換言之，公平會已具備調查逆向和解協議之權力，本文給予正

面評價。而食藥署僅訂定西藥專利連結協議通報辦法127，未對何謂逆向給付利益進

行解釋。為使逆向給付利益、定義及具體判斷標準之執法標準方便應對醫藥產業的

市場更迭，本文認為應將逆向付款和解協議之定義訂定於西藥專利連結協議通報辦

法，以便適時調整修正。本文建議可於辦法中明確定義何謂「逆向給付利益」，譬

如該給付利益係包含現金和非現金之態樣，如藥品生產線、進入市場時間等。將逆

向給付利益明定於通報辦法中，可加速公平會審查逆向付款和解協議之時間，亦有

助我國整體醫藥產業之發展。此外根據本文第三部分，美國 Actavis 案後涉逆向付款

協議之 17 件判決中有 8 件判決包含 no-AG 條款，約佔所有判決之 47％，表示美國

有許多藥廠改以新型態和解協議內容跳脫固有和解協議之框架。我國學者於討論逆

向付款協議著重於判斷專利有效性， 多數僅簡單提及no-AG條款128，少數探討no-AG

條款的學者提出，若要細部分析 no-AG 條款，尚須考慮臺灣與美國藥證取得等制度

不同129，本文對於 no-AG 條款未獲大多學者們關注實感可惜。美國的經驗有助我國

拓展國際醫藥市場，值得臺灣關注 no-AG 條款，故本文建議分析 no-AG 條款時，透

過既有法制下的藥事法第 49 條之 19 的「逆向給付利益協議」對其進行解釋，可加

速公平會審查逆向付款和解協議之時間，亦有助我國整體醫藥產業之發展。 

                                                        
127 前揭註 123。 
128 蔡鎛宇，前揭註 119，142-143；陳文吟，前揭註 40，12；顏雅倫、張濱璿、廖國雄，前揭註

41，95；張濱璿，前揭註 1，52。 
129 顏雅倫、張濱璿、廖國雄，前揭註 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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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增西藥專利連結協議之處理原則 

本文認為因目前現有之西藥專利連結協議通報辦法130和西藥專利連結施行辦法

131未能涵蓋公平會如何分析逆向付款和解協議，故本文認為應新增西藥專利連結協

議之處理原則。建議在新增西藥專利連結協議之處理原則中列示 Actavis 案之合理原

則中之判斷因素，如預期節省之未來訴訟費用、對學名藥廠之附隨服務費用等，使

競爭法主管機關判別時獲得統一標準之檢視方法，將證明資料得以量化呈現，且清

楚透明的判別基準亦可增加藥廠對於競爭法主管機關之信心，而不致影響藥廠以和

解方式解決紛爭之意願。 

4.需考量我國健保制度下，學名藥廠挑戰專利之誘因 

在自由競爭市場下，一般商品的利潤應由市場決定，但在藥品市場的情況不同。

美國在藥品方面，仍為自由競爭市場。由藥品供給管理公司（pharmacy benefit manager, 

PBM）參與個別藥廠和私人保險公司之議價過程，PBM 再收費負責處理與申報藥品

給付清單，而這些成本都將反映在藥價上，故美國藥價居高不下。而政府只能間接

影響價格，藉由訂立政策法規誘因（如 H-W 法案），藉由專利連結制度讓專利藥登

載並公開其專利資訊，另提供誘因吸引學名藥挑戰專利，倘挑戰成功得以提早進入

市場降低藥價。 

相較於美國，由於我國有健保，醫療申報費用採總額預算制度（Global Budgets），

如果超過年度預算上限，直接由中央健保署介入調降藥價132，且健保現行核價制度133

遠低於其他製藥先進國家之給付水準134，大幅減少藥品所獲之利潤，況我國的製藥

產業目前大多仍為學名藥廠，以供應國內市場為主，且相較於全球藥品市場，我國

                                                        
130 西藥專利連結協議通報辦法，前揭註 122。 
131 西藥專利連結施行辦法，前揭註 121。 
132 李佳玲、史雅男、蕭詔芳，「總額預算制度下，醫師專業化程度、管理會計系統與預算控制行

為之關聯性」，臺大管理論叢，第 25 卷第 2 期，120（2015）。 
133 學名藥核價係以專利藥之藥價為參考，尚在專利期內者，以同規格專利藥最低價之 90%為支付

價格，專利到期且健保收載逾 15 年者，學名藥與同規格專利藥同價。黃郁涵，「西藥專利連

結對我國製藥業之可能影響」，貨幣觀測與信用評等，第 137 期，146（2019）。 
134 顏雅倫、張濱璿、廖國雄，前揭註 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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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市場之規模為極小135。故本文推斷未來我國倘發生逆向付款和解協議，其態樣

與美國應不完全相同。我國藥廠間和解協議內容可能改為藥廠以控制其藥品適應症

市場之供給量的手段達到逆向付款目的。又超出合理數額之部分，本文認為美國訴

訟金額昂貴且耗時費日，然藥廠所獲之高利潤遠足以支撐上述費用，因此合理數額

之數目相對龐大；相較之下，臺灣訴訟成本低廉，另因健保調整藥價之故，藥廠所

獲之利潤不高，因此合理數額之數目相對緊縮，故判斷之標準與美國相去無幾。在

臺灣的健保制度下，健保署得降低專利藥之藥價，外加醫院給予醫師開藥費用的限

制下，醫師易選擇費用較低的學名藥作為替代。然學名藥之賦形劑136品質可能無法

與專利藥相同，且病患更願意以差額自費使用專利藥，倘有原廠學名藥或授權學名

藥進入市場，亦可達降低藥價之目的。 

此外從本文探討之 8 個判決可得知 no-AG 條款之內容以專利藥廠同意不生產原

廠學名藥或授權他廠學名藥進入市場為條件，影響藥品市場之競爭。本文認為目前

臺灣的專利連結制度已充分考量對學名藥廠之優惠，賦予挑戰新藥專利成功之學名

藥廠有 12 個月之銷售專售期即為已足。倘若法律容許 no-AG 條款，則藥廠間可能會

選擇以此類協議條款規避逆向付款協議之審查，導致在 12 個月之專屬銷售期間的藥

品市場上僅存專利藥和首家挑戰成功之學名藥廠，消費者的選擇減少，且此種情況

可能導致藥品價格滑落的市場機能發生障礙，而無法達到專利連結制度當初促進藥

價競爭的立法目的137。而在挑戰成功之學名藥無須與專利藥廠自身生產或授權他藥

廠生產之學名藥競爭的情況下，也將導致相關藥品之市場價格無法降低，使消費者

剩餘減損。故本文認為競爭法執法機關在判斷逆向付款和解協議時，應特別注意協

議是否包含 no-AG 條款，並加以審查。 

  

                                                        
135 李素華，「藥品研發與近用－從藥事法專利連結專章及資料專屬權談起」，月旦醫事法報告，

第 38 期，10（2019） 
136 賦形劑指的是主成分以外，用來幫助藥品維持外型、促進吸收、崩散、增量、稀釋等作用的其

他成分。 
137 李秉燊，「專利有效性判斷雙軌制下臺灣專利連結制度觀察及建議」，交大法學評論，第 5 期，

13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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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首先本文從美國 Actavis 案後之 17 件判決發展，觀察出兩點。一，法官們對如

何分析逆向付款和解協議之意見分歧，無法以詳盡的理由解釋協議內容之給付價額

何謂龐大且不合理。二，包含 no-AG 條款之和解協議佔全部判決的 47%，在給付之

認定上，扮演關鍵角色，本文進而預測未來美國的反托拉斯主管機關會更加仔細審

查包含 no-AG 條款之和解協議。並期待法官們能夠統一延遲付款的協議的分析框

架，使 Actavis 案未能解釋之龐大且不合理之給付的定義更加明確。其次本文從

Actavis 案之經驗得知法院對第 4 項指引之給付龐大和不合理未明確定義，使 Actavis

案後涉逆向付款和解協議之判決見解歧異。蓋逆向付款協議之複雜程度及其對市場

競爭之影響難僅依一般人之經濟學知識判斷之，本文建議我國應選擇性採納合理原

則之指引因素判斷逆向付款和解協議，以反面排除之方法將正當合理之因素排除，

如：預期節省之未來訴訟費用、對學名藥廠之附隨服務費用等，避免模糊定義使法

院難以判斷逆向付款協議違法與否，以法律經濟分析之角度將判斷因素盡可能能以

量化方式呈現，有助公平會減輕審查之壓力，並使調查報告具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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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在 Westlaw 法學資料庫搜尋 2013 年 Actavis 案後至 2019 年底，與「pay-for-delay」 

和「reverse payment」相關之 17 個包括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和地方法院之案例，其詳

細之和解協議內容如下。 

附表 1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案例 

聯邦巡迴上訴 
法院之判決 

逆向付款和解協議之交易內容 法院所採之分析框架 法院的判決要旨 

King Drug Co. 
of Florence, Inc. 
v. Smithkline 
Beecham Corp., 
791 F.3d 388 
(2015) 

GSK 與 Teva 之和解協議： 
GSK 同意 Teva 在 2005 年 6 月 1 日（專利 2008
年 7月 22日到期前的 37個月）前銷售 Lamotrigine
的咀嚼錠。然而，GSK 也同意在 Teva 的 180 天市

場專屬期到期後才進入市場，亦即 GSK 直到 2009
年 1 月前都不販賣「授權學名藥」（和解內容中

的「no-AG 條款」）。 
作為交換的部分，Teva 同意放棄挑戰 GSK 專利的

訴訟，並延遲進入 lamotrigine 的市場。 

採 Actavis 案的 5 項指

引及合理原則。 
當 No-AG 條款使

專利持有人轉讓無

法解釋的大量利益

給專利侵權人時，

可能會受到反托拉

斯法合理原則的審

查。 

In re Loestrin 
24 Fe Antitrust 
Litigation, 814 
F.3d 538 (2016) 

Warner 與 Watson 之和解協議： 
Watson 同意延遲販售 Loestrin 24 學名藥至以下條

件之一發生： 
(1)2014 年 1 月 22 日 
(2)Warner 授權第三方在美國販售 Loestrin 24 學名

藥的前 180 天。 
(3)Loestrin 24 學名藥之其他版本上市日。 
(4)第三方獲得’394 號專利無效、無實施力或第三

方 Loestrin 24 學名藥未侵權之終局確定判決之

日。 
作為交換，Warner 同意以下幾項條件： 
(1)Warner 同意在 Watson 的 Loestrin 24 學名藥上

市之前 180 天內，不販售、供應或授權 AG 版

本之學名藥。 
(2)Warner 給予 Watson「非專屬、全額付款、全球

性、免權利金且不得變更之授權」以銷售

Loestrin 24 直到 2014 年 1 月 22 日。 
(3)Warner 將向 Watson 繳交年費，以及自 2009 年

起與 Watson共同在網路促銷 Femring藥品之一

定比例。 
(4)從協議日起，Warner 授予 Watson 專屬權，可

在後期開發階段獲得 Warner 口服避孕藥的品

牌銷售利潤。 
(5)Warner 不得授權其他製造商生產 Loestrin 24 的

學名藥版，直到 Watson 進入市場後至少 180
天。 

(6)若其他製造商比 Watson 更早進入 Loestrin 24
學名藥市場，Warner 同意允許 Watson 在 2014

採 Actavis 案的 5 項指

引及合理原則。 
 
在訴狀程序階段上： 
1) 法院要求原告在訴

狀上提供有關「契

約的估計價值」的

資訊，至少要確定

該價值是否龐大且

不合理。 
2) 法院並未在訴狀程

序階段要求原告提

供精確的數目。 

地方法院判決有

誤，認為非金錢上

的逆向付款並未落

入 Actavis 案的範

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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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巡迴上訴 
法院之判決 

逆向付款和解協議之交易內容 法院所採之分析框架 法院的判決要旨 

年 1 月 22 日進入市場。 
Warner 與 Lupin 之和解契約： 
Lupin 放棄挑戰’394 號專利，並同意延遲進入市場

直到 2014 年 7 月 22 日，該日期係設於’394 號專

利到期後再加上 Watson預定進入 Loestrin 24學名

藥市場後 6 個月。 
作為交換，Warner 同意以下條款： 
(1)Warner 授予 Femcon Fe（Warner 的另一款口服

避孕藥）的非專屬許可給 Lupin，該授權在 Teva
進入 Femcon Fe 市場 180 天後（Femcon Fe 第
一次歸檔），也就是 2013 年 1 月 1 日後，允許

Lupin 在美國販售 Femcon Fe 之授權學名藥。 
(2)若 400 毫克 Asacol（治療腸炎的品牌藥物）的

學名藥在美國被其他製造商發行，則 Warner
授予 Lupin 在美國由 Warner 所提供之 400 毫克

Asacol 學名藥之買賣權。 
(3)Warner 向 Lupin 支付一筆未公開之律師費用。 

In re Wellbutrin 
XL Antitrust 
Litigation 
Indirect 
Purchaser Class, 
868 F.3d 132 
(2017) 

和解內容由 5 項協議所組成，內容如下： 
「GSK 向 Andrx 支付 3,500 萬元作為過去實施

Andrx 專利內容的費用，再加上持續實施的專利使

用費作為專利授權的對價。」GSK 也獲得 Andrx
專利的再授權。 
(1)Teva 與 Biovail 間的授權包含三個相關條款： 

I.   首先，Teva 獲得某些 Biovail 專利的 180
天排他授權，因此 Teva 得以在 2008 年 5
月 30 日或更早（如果 Biovail 在 Anchen
案上訴中敗訴）銷售 Wellbutrin XL 學名

藥的 150 mg 版。 
II.   次之，該協議授予 Teva 擁有 Biovail 專利

的排他授權，因此 Teva 可以銷售 300 毫

克的 WellbutrinXL 學名藥。該授權的有效

期限為 2006 年 12 月 13 日至 2007 年 6 月

12 日。 
III.  最後，該協議要求Biovail向Teva提供 150

毫克及 300 毫克的 WellbutrinXL 學名藥。 
具體來說，Biovail 同意向 Teva 提供 7,500 萬片

150 毫克的片劑。該協議還包含兩個無限供應

條款（一個是 150 毫克的劑量，另一個是 300
毫克的劑量），若 Biovail 的公民請願最終影響

Teva 的發行，則 Biovail 有義務向 Teva 提供無

限量的 Wellbutrin XL。 
(2)第三個協議的兩造為 Anchen 與 Biovail： 
 在該協議中，Biovail 向 Anchen 給予 Andrx

的’708 專利的再授權（該專利為訴訟標的，並

涉及 Anchen 的 150 毫克 Wellbutrin XL 學名

藥）。雙方承認該協議沒有「和解或終止 Biovail 

採 Actavis 案的 5 項指

引及合理原則。 
龐大且不合理之逆

向付款可能帶來嚴

重的限制競爭影

響。 
No-AG 條款可能

與現金形式的逆向

付款有相似的問

題：No-AG 條款對

競爭帶來的損害可

能與現金形式的逆

向付款相同。 
No-AG 條款並不

與訴訟存在的意義

相關，因為該價值

並非取決於聯邦巡

迴法院的上訴結

果。 
無論本案是誰勝

訴，No-AG 條款的

期間都固定為 180
天，且該期間為

Anchen 以及 Teva
與 Impax 帶來一定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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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巡迴上訴 
法院之判決 

逆向付款和解協議之交易內容 法院所採之分析框架 法院的判決要旨 

Anchen 訴訟」。 
(3)第三個協議的兩造為 Biovail 及 Impax。其中

Biovail 同意撤銷對 Impax 的侵權訴訟，並同意

Impax在 Anchen的 180天排他期間後銷售或製

造 Wellbutrin XL 的學名藥，承諾不對 Impax 提

起訴訟。 
各方承認第二至第五項協議相互關聯，並同意將

這些協議提交 FTC 批准。雙方進一部同意修改協

議以回應 FTC 的任何調查。 
In re Lipitor 
Antitrust 
Litigation, 868 
F.3d 231 (2017) 

Lipitor: 
Ranbaxy 同意延遲進入 Lipitor 的學名藥市場截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此外，在 Accupril 訴訟中，

Ranbaxy 支付了 100 萬元給 Pfizer，並且免除了對

Pfizer 以 2 億美元擔保之禁制令。Ranbaxy 進一步

同意停止對第’995 號專利的重新發行提起異議。

在和解協議之下，Ranbaxy 在 2011 年 11 月之前不

會藉由進入學名藥市場來觸發該 180 天期間。 
Effexor: 
在和解之下，Wyeth 與 Teva 均同意放棄 Markman
規範。他們進一步同意，Teva 的學名藥 Effexor XR
的市場進入日期為 2010 年 7 月 1 日，距 Wyeth 專

利到期近 7 年。Wyeth 還同意，在 Teva 的 180 天

專屬期內，不會銷售受 Effexor XR 的授權學名藥

（no-AG 條款）。Wyeth 承諾退出 Effexor XR 學

名藥市場的價值超過 5 億美元，觀察到 Teva 將在

其專屬期間獲得 Effexor XR 學名藥的所有銷售

額。 
作為回饋，Teva 同意向 Wyeth 支付專利使用費。

關於 Effexor XR 的銷售，Teva 將在其 180 天的專

屬期內向 Wyeth 支付 15％的專利使用費。 
若 Wyeth 選擇在 180 天後不引入授權學名藥，且

沒有其他學名藥進入市場，則要求 Teva 在接下來

的 180 天內向 Wyeth 支付 50%的專利使用費，並

在隨後最多 80 個月向 Wyeth 支付 65％的專利使

用費。 

採 Actavis 案的 5 項指

引及合理原則。 
 
「總而言之，龐大且不

合理的逆向付款協議

可能帶來嚴重的限制

競爭影響…」因此，為

了使 Actavis 判例的反

托拉斯審查不被駁

回，「原告必須就逆向

付款是否龐大且不合

理提供充分事實，以支

持其法律上的結論。」

若原告成功，將接著在

傳統合理原則的分析

下證明其主張。 

Lipitor: 
龐大： 
起訴 Ranbaxy 後，

Pfizer 請求 3 倍的

損害賠償，並發布

2 億美元為擔保的

禁制令，「顯示出

維持 Accupril 的專

賣權對 Pfizer 有一

定程度的利益」，

藉由禁制令的進

入，該訴求可能上

訴成功。 
Pfizer 告 訴 其 股

東，本案可能會勝

訴。儘管有一些損

失，且對 Ranbaxy
的訴訟可能勝訴，

Pfizer 仍放棄其價

值「數億美元」的

訴訟。這些事實充

分證明了「龐大的」

逆向付款。 
 
不合理： 
原告放棄的價值

「遠超過任何訴訟

成本」。Pfizer 藉

由和解來躲避訴

訟。雖然被告推測

出實際節省的成

本，但在這個節骨

眼下，該成本仍無

法解釋 Pfizer 所放

棄的數億美元。此

外 ， Ranbaxy 向

Pfizer 支付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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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美元，以換取不

進入專利權人市場

的協議，從而隔絕

對和解協議的審

查。 
 
Effexor: 
龐大： 
本案之 No-AG 條

款係Wyeth使Teva
排除於 Effexor XR
之市場外，其價值

被聲稱至少有 5 億

美元。從歷史上來

看，授權學名藥往

往降低了學名藥品

的價格，一項研究

發現，「授權學名

藥的進入會使學名

藥之價格比沒有授

權學名藥的價格低

16%。」這些主張

似乎暗示了龐大的

逆向付款，Wyeth
的 No-AG 條款「允

許 Teva 維持超競

爭的學名藥價格，

成為市場上唯一的

學名藥製造商，並

獲得比原本應獲得

的利潤更高許多。」 
 
不合理： 
Wyeth與Teva的訴

訟費用總計僅在

500 萬至 1,000 萬

美元之間，而這些

費用「僅是惠氏向

Teva 支付的可能

至少 5 億美元的一

小部分。」No-AG
條款在任何競爭基

礎上均不合理，因

為原告認為，除了

和解協議外，沒有

任何商品或服務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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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或任何解釋可以

證明 Teva 推遲進

入 Effexor XR 市場

是合理的。 
此外，如協議所

述，Teva 在前 6 個

月僅向 Wyeth 支付

了其利潤的 15%。

然後，比率來到

50%，最後上升到

65%。因此，雖然

專利授權條款可能

表明 No-AG 條款

最終價值皆低於其

應有價值，但本案

原告的主張仍然合

理。 

資料來源：Westlaw 法學資料庫 

 

附表 2 地方或州法院案例 

地方或州法院之判決 逆向付款之交易內容 法院所採之分析框架 法院的判決要旨 

United Food & 
Commercial Workers 
Local 1776 v. 
Teikoku Pharma 
USA, Inc. (N.D. Cal. 
2014） 

首先，Watson 同意將其學名藥

Lidoderm 的發布延遲至 2013 年 9
月 15 日，約為 FDA 規定 30 個月期

限的後一年，也約在’510 號專利到

期的前一年，以及第’529 號專利到

期的前兩年。 
第二，Endo/Teikoku 同意捨棄訴訟。 
第三，Endo/Teikoku 同意向 Watson
給付價值 9,600 萬美元的品牌藥

Lidoderm 貼片以供其銷售，條件是

Watson 要求兌現 Endo/Teikoku 現

存與價格有關的契約。 
第四，Endo/Teikoku 同意在 Watson
開始銷售 Lidoderm 學名藥後的 7.5
個月內，不釋出 Lidoderm 之授權學

名藥。在這專屬期間，Watson 同意

向 Endo/Teikoku 支付 Lidoderm 學

名藥銷售毛利的 25%權利金。原告

估計，此條款的付款金額為 1.70 億

美元或更多。 

法院依據 Actavis 案所採之合

理原則及 5 項指引： 
由於Actavis案在第5項指引提

到龐大且不合理之逆向給付

（large and unjustified reverse 
payment），故大多數地方法院

都認為只有在協議中發現此種

給付類型才能以合理原則判斷

之。 
在 Actavis 案中，法院未去解釋

如何認定「龐大（large）」。

也就是說，所謂龐大之給付可

能是指需要超過首家挑戰專利

成功的學名藥廠進入市場後所

能獲得的利潤。也可能龐大之

給付是指須超過預期訴訟費用

加上學名藥廠所提供之其他服

務。 
相較之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提供更多關於「不合理的

（unjustified）」給付之判斷方

法，法院認為當給付可用傳統

本案中，原告未提供

其對避免的訴訟成

本的估價。原告僅主

張和解之付款金額

高達 2.66 億美元，

該 金 額 高 得 不 合

理，且必然會大幅超

越繼續訴訟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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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解內容加以衡量，如考量

避免的訴訟成本、附隨服務的

公平價值（fair value）。 
FTC v. Cephalon, 
Inc., 36 F. Supp. 3d 
527, 2014 U.S. Dist. 
LEXIS 102958, 
2014-2 Trade Cas. 
(CCH) P78,851, 2014 
WL 3731753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Pennsylvania July 29, 
2014, Filed) 

Cephalon向學名藥廠支付數百萬美

元，以換取各種業務上的安排，最

主要的目的為本案：各間學名藥廠

均放棄本案專利有效性的爭執，並

同意並在 2012年 4月 6日之前不銷

售 Provigil 的學名藥。這些和解均

對延遲進入 Provigil 學名藥市場有

潛在性影響，因此立即被 FTC 進行

反托拉斯審查。 

法院依據 Actavis 案所採之合

理原則及 5 項指引。 
法院用正常（normally）一詞反

映在特定情況下，專利侵權訴

訟可能會出現反托拉斯法的逆

向付款爭議。 
不合理的逆向付款的規模可以

填補專利的弱點，但法院並不

會去判定專利的有效性。 

法院駁回 FTC 提出

的動議（motion），

認為根據 Actavis 案
中的用語，應不考慮

Cephalon 的 RE'516
專利的專利排他範

圍。 

Time Ins. Co. v. 
Astrazeneca AB, 52 
F. Supp. 3d 705, 2014 
U.S. Dist. LEXIS 
140110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Pennsylvania October 
1, 2014, Filed), 

3 家學名藥廠挑戰 Nexium 專利並

隨後在New Jersey因專利侵權被起

訴後，Astrazeneca（原告）與被告

達成逆向付款和解協議，內容為約

定 Astrazeneca 給付補償金，而換取

Nexium 專利維持有效，並承諾直到

該些專利到期前都不進入市場。學

名藥廠並未直接獲得付款，而是以

其他附隨服務的巨額付款以及對

Astrazeneca 之潛在負債作廢的形

式作為補償。 

法院依據 Actavis 案所採之合

理原則及 5 項指引。 
法院認為在反托拉斯爭議的訴

訟中，無需處理專利有效性的

問題。 
因為從不合理且龐大的逆向付

款上已經可以看出專利權人對

其專利有效性存疑。 

在專利有效性未獲

確定判決前，應認該

專利為有效專利，且

該有效專利之排他

性可做為限制競爭

行為之抗辯理由。 

F.T.C. v. AbbVie 
Inc., 107 F.Supp.3d 
428 (2015) 

訴訟已於 2011 年 12 月 20 日和解，

並在同一天簽署了兩項協議： 
首先，專利權人 AbbVie 允許 Teva
從 2014 年 12 月 27 日，亦即’894
號專利到期的前 6 年，開始銷售

testosterone gel 學名藥之產品，而專

利權人未付款給 Teva。第二，Abbott
及 Teva 達成授權協議，根據該協

議，Abbott 將依照 Teva 的選擇提

供 TriCor（知名膽固醇品牌藥）的

授權學名藥，自 2012 年 11 月 10
日起算，為期四年。Teva 為 TriCor
支付的價格包括 Abbott 的成本、成

本的額外百分比以及權利金。 
根據 TriCor 的協議內容，Teva 在

2012 年 11 月進入的日期，並不因

其他TriCor學名藥產品的發行而改

變，也不以 FDA 通過 Teva 的學名

藥為條件。 

法院依據 Actavis 案所採之合

理原則及 5 項指引。 
即使以一般和解協議考量的因

素仍可得出，龐大且不合理的

逆向付款會帶來潛在的競爭損

害。 
 

法院認為 FTC 的主

張不足採信。 
首先，AbbVie 沒有

向 Teva 付款。而是

Teva 向 Abbott 給付

TriCor 價金。 
第二，FTC 似乎沒

有發現，消費者因為

此協議而能以較低

的價格購買 TriCor
的學名藥。 
第三，TriCor 協議可

促進競爭。Teva 可

透過學名藥進入膽

固醇藥物市場，與

Abbott 的 產 品 競

爭，從而使膽固醇藥

物的消費者受益。 
 



196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地方或州法院之判決 逆向付款之交易內容 法院所採之分析框架 法院的判決要旨 

In re Aggrenox 
Antitrust Litigation, 
94 F.Supp.3d 224 
(2015) 

在 2008 年 8 月，Boehringer 與 Barr
兩造就Aggrenox及Mirapex有關之

全部專利訴訟達成和解。他們同時

簽訂了和解協議、Aggrenox 的授

權、Mirapex 的授權以及聯合促銷

協議。 
Barr 同意將放棄挑戰專利，且在

2015年7月之前都不進入Aggrenox
的學名藥市場（專利到期的前 18
個月），並且 Duramed（Barr 的子

公司） 將使用其專業的銷售隊伍對

婦產科醫生進行有關 Aggrenox 的

教學。不論聯合促銷是否帶來了任

何額外的銷售量，Barr 將從幾個因

素中獲得補償，如：Aggrenox 的網

路行銷（FTC 估計這筆交易將使

Boehringer 支付超過 1.2 億美元的

權利金）。 

法院依據 Actavis 案所採之合

理原則及 5 項指引。 
在 Actavis 案中逆向付款和解

的限制競爭損害是尋求防止競

爭的風險，因此原告不必證

明’577 專利的強度，因為該專

利有效性不具爭議。 
原告須提出證據證明和解協議

包含龐大且不合理之逆向付

款，以證明被告高度懷疑其專

利無效之可能。 
 
關於「給付」的部分： 
如果將逆向付款的給付方式限

縮在金錢，而金錢以外之給付

就能避免受反托拉斯法審查，

Actavis 案可對給付形式添加

任意的限制。 
法院得出龐大且不合理的逆向

付款，不論給付限於現金或包

含其他有價值之對價，均會帶

來明顯的限制競爭效果的風

險，故逆向付款之給付內容不

限於金錢。 
 
關於「龐大且不合理」的部分： 
若逆向付款之金額小於避免的

訴訟費用，代表了事實上的（de 
facto）安全港，將不會被推定

為龐大且不合理之給付。 

龐大且不合理的逆

向付款的爭議，不會

因為專利法下的專

利專屬授權條款或

一般和解協議而有

所改變。 
承認專屬授權的主

管機關不再讓逆向

付款和解協議免除

Actavis 案下的反托

拉斯法的審查。重點

不是給付的型態，而

是探討逆向付款的

目的是否合法。 

In re Cipro Cases I & 
II, 61 Cal. 4th 116, 
348 P.3d 845, 187 
Cal. Rptr. 3d 632, 
2015 Cal. LEXIS 
2486, 2015-1 Trade 
Cas. (CCH) P79,156 
(Supreme Court of 
California May 7, 
2015, Filed) 

在 1997 年初，Bayer 與 Barr 達成和

解。在和解協議之下，Barr 同意延

遲進入 Cipro 的學名藥市場，直

到’444 號專利過期。Barr 也同意承

認專利有效性的判決，並且願意修

改 FDA 認證，從 FDA 申請的

「paragraph IV」專利無效性認證改

採為「paragraph III」的認證，以求

在專利過期後上市學名藥。 
作為回報，Bayer 同意向 Barr 付

款，並同意在專利到期前 6 個月開

始提供 Cipro 的授權轉售。若

Hatch-Waxman Act證明 Bayer 的專

利無效或未侵權，則本法將為 Barr
提供 180 天的雙頭壟斷。Barr 將以

當前價格的 85%從 Bayer 那裡得到

依加州的「卡特萊特法」

（Cartwright Act）判斷。 
法院認為 Actavis 案判決和聯

邦的反托拉斯法在加州法律事

務上不具有決定性，僅具參考

性。因為卡特萊特法是在 20
世紀初根據加州的姊妹州所制

定的法規。 
法院得出第三方原告必須證明

四個要件： 
(1)和解協議包括限制學名藥

廠進入市場的時間； 
(2)和解協議包括從專利藥廠

向學名藥廠給付現金或同

等價值之對價；而該給付價

值應考慮是否超過 

法院為解決重要的

聯邦反托拉斯法爭

議而受理復審，此案

尚待法院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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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ro。 
根據和解協議，在 1997 年到 2003
年間，Bayer 向 Barr 支付了 3.98 億

美元。在同一時期，Bayer販賣Cipro
所得之利潤超過 10 億美元。 

(3)商品和其他附隨服務的價

值，以及專利藥廠由於學名

藥廠延遲進入市場所獲之

利潤，外加 
(4)專利藥廠的預期剩餘訴訟

費用。 
一旦原告初步證明了逆向付款

和解協議具有限制競爭效果，

法院必須權衡限制競爭效果與

前述 4 項要件。 
法院認為應讓被告去舉證其和

解行為有合理的理由，且提出

證據證明該和解協議可以促進

競爭。 
In re Solodyn 
(Minocycline 
Hydrochloride) 
Antitrust Litigation. 
(2015) 

Medicis 與 Impax 的和解協議： 
雙方簽訂了兩項協議，且均在 2008
年 11 月 26 日進行：一個為「授權

與和解協議（下稱 A 協議）」；另

一個為「聯合開發協議（下稱 B 協

議）」。 
根據 A 協議，Impax 同意放棄挑

戰’838 號專利，Medicis 授權允許

Impax 從 2011 年 11 月使用其學名

藥 Solodyn 進入市場。Impax 承認

第’838 號專利有效，且稱自己的產

品侵害該專利，並同意向 Medicis
支付未來銷售 Solodyn 學名藥的權

利金。Medicis 與 Impax 也同意最

後 Impax 將成為 Solodyn 學名藥的

獨家販售商。 
而根據 B 協議， Impax 同意對

minocycline 的「下一代」產品及四

種的藥物進行開發作業。Impax 將

獲得 4 千萬美元的預付款，以及高

達 2,300 萬美元里程金，該里程金

對於新藥上市相當重要。 
Impax 同意在 10 年內向 Medicis 支
付 ANDA 產品銷售產生利潤的 50
％，而 Medicis 同意向 Impax 支付

銷售下一代產品的權利金。到目前

為止，Medicis 已支付 Impax 里程

金總額至少 1,500 萬美元。 
Medicis 與 Sandoz 的和解協議： 
在 2009 年 8 月，在 Sandoz 產品發

布後的幾天內，Medicis 與 Sandoz
在他們待定的專利訴訟上達成和

法院依據 Actavis 案所採之合

理原則及 5 項指引。 
在 Actavis 案中法院指出，逆向

付款的金額龐大且不合理

（large and unjustified）代表其

和解行為導致之限制競爭效果

的風險更加嚴重。然而地方法

院間對適用合理原則時，如何

認定付款之龐大且不合理未達

成一個共識。 

Medicis 與 Impax 的

和解協議： 
Medicis 迄今給付

Impax 至少 1,500 萬

美元，外加 Impax
預計未來能獲 4 千

萬元，已遠超越所能

節省的訴訟費用。藥

品 的 直 接 購 買 者

（direct purchaser）
認為逆向付款的龐

大數額僅為延遲學

名藥進入市場競爭。 
 
Medicis 與 Sandoz
的和解協議： 
藥品的直接購買者

以休曼法第 1 條主

張該逆向付款和解

協議為不正當之行

為。因為直接購買者

認 為 Medicis 以

1,400 萬美元交換了

不 確 定 價 值 的 資

產，另外合理的訴訟

費用約為 6 百萬美

元，相減後剩餘的 8
百萬美元即為不合

理之處。 
 
Medicis 與 Lupin 之

和解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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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在他們的和解協議（Sandoz 和
解協議）中，Medicis 同意駁回訴

訟，而 Sandoz 同意不製造或販賣其

學名藥 Legacy Strength Solodyn，直

到 Medicis 授權同意。Sandoz 和解

協議之一為：Medicis 與 Sandoz 都

「真心誠意地協商」，以達成最終

專利授權及商業合夥協議。 
根據 Sandoz 和解協議，2009 年 11
月 27 日，兩造簽訂「資產購買協議」

及「授權協議」。在「資產購買協

議」中，Medicis 同意以 1,400 萬美

元預付款購買 Sandoz 資產（未公

開）。 
在 Sandoz 授權協議中，兩造約定從

2011 年 11 月開始，Medicis 授權

Sandoz 銷 售 Solodyn Legacy 
Strengths學名藥；若另一個 Solodyn 
Legacy Strength 進入市場，則

Sandoz 更早銷售。Sandoz 同意

第’838 號專利是有效且可執行的，

並承認該專利被 Solodyn 的學名藥

侵權。 
Medicis 與 Lupin 之和解契約： 
2011年 7月 21日，Medicis與 Lupin
就專利訴訟達成和解。在授權與和

解協議中，兩造同意撤回訴訟，

Medicis授權 Lupin從 2011年 11月
26 日開始銷售自己的 Legacy 
Strengths of Solodyn 學名藥。又授

權與和解協議中，Medicis 授權

Lupin 從 2018 年 2 月銷售 65 毫克

及 115 毫 克 學 名 藥 版 本 的

Subsequent Strengths of So-lodyn，
以及 2019 年 2 月銷售 55 毫克、80
毫克與 105 毫克學名藥版本的

Subsequent Strengths of Solodyn。 
就在簽署 Lupin 授權和解協議當

天，Medicis 與 Lupin 亦簽署了「聯

合開發協議」。根據「聯合開發協

議」，Lupin 同意在兩個項目上進

行開發作業： 
Lupin 將從被開發藥物的最終銷售

額中獲得權利金。Medicis 同意向

Lupin 提供 2 千萬美元的預付款。

當時，相關的智財組合並未包含任

直接購買者認為協

議 中 Medicis 向

Lupin 給付的 2 千萬

美元以及聯合開發

協議約定Medicis將
陸續提供3,550萬美

元給 Lupin，已經遠

遠超過 Lupin 所能

提 供 的 服 務 之 價

值，故該價格除了補

償 Lupin 將其學名

藥 Solodyn 退出市

場外沒有別的用意。 



 從美國逆向付款的案例發展來看我國專利連結制度下逆向付款爭議的審查 199 
 

地方或州法院之判決 逆向付款之交易內容 法院所採之分析框架 法院的判決要旨 

何系爭專利。「聯合開發協議」還

提供了高達3,550萬美元的里程金。 
In re K-Dur Antitrust 
Litig., 2016 U.S. Dist. 
LEXIS 22982, 2016-1 
Trade Reg. Rep. 
(CCH) P79,573, 2016 
WL 755623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New Jersey February 
25, 2016, Filed) 

Schering 與 Upsher 之和解協議內

容： 
和解協議主要包含以下幾項： 
(1)Upsher 不會在 2001 年 9 月 1 日

前，銷售其氯化鉀學名藥，或其

他任何持續釋放型的氯化鉀微

型膠囊學名藥。 
(2)Schering將給予Upsher非專屬且

無權利金之專利授權，使 Upsher
得以在美國銷售氯化鉀學名藥

之產品。 
(3)Upsher 給 予 Schering 有 關

Niacor-SR©（一款持續釋放型的

菸鹼酸藥物，下稱「Niacor」）

的海外授權，以及其他五種產

品。 
(4)Schering 同意在 2 年內分三期向

Upsher 支付 6 千萬美元，加上

Niacor 在某些國家/地區銷售的

最高 1 千萬美元里程金，以及

Niacor 網路銷售額 10%至 15%
的權利金。 

Schering 與 ESI 之和解協議： 
雙方最終在 1998 年 1 月 23 日達成

和解（稱 Schering-ESI 和解協議） 
以以下條款： 
(1)ESI 同意在 2004 年 1 月 1 日之

前，都不會以學名藥產品進入氯

化钾的市場。 
(2)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Schering

將給予ESI一個免權利金且非專

屬的’743 號專利授權。 
(3)Schering 將向 ESI 支付 5 百萬美

元的預付款。 
(4)Schering 將向 ESI 支付額外現

金，該筆現金多寡取決於 FDA
何時准許ESI有關氯化鉀學名藥

的 ANDA 申請。 
Schering 同意若 FDA 在 1999 年 7
月批准 ESI 的 ANDA 申請，則向

ESI 支付最高 1 千萬美元。若 FDA
直到 2002 年才批准 ESI 的 ANDA
申請，則 Schering 僅同意向 ESI 支
付 62 萬 5 千美元。FDA 於 1999 年

法院依據 Actavis 案所採之合

理原則及 5 項指引。 
雖然法院未強行設義務門檻

（threshold burden）要求原告

證明付款為龐大且不合理。但

法院引用了在 In re Cipro Cases 
I & II 中加州最高法院對於舉

證責任轉移的論理邏輯，故法

院認為在適用 Actavis 案下的

合理原則時，原告應負擔舉證

責任去證明有龐大之逆向付款

（large payment）。 
 
 

原告提供證據證明

了 Schering 與

Upsher 之逆向付款

和解協議不僅僅是

為了補償 Niacor，
以下分為三點。 
首 先 ， 原 告 證 明

Schering 與 Upsher
的協議內容欠缺一

般和解協議通常會

出現的條款。 
其次，原告證明有意

願購買藥品許可證

的公司通常會在簽

訂授權協議之前，對

該藥進行調查。但

Schering 沒 有 對

Niacor 進行調查。 
第三，原告提供了幾

筆持續釋放型的菸

鹼酸藥物的授權交

易做為本案的比較

證據，這些交易均未

達到 6 千萬美元的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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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批准了 ESI 的氯化鉀學名藥產

品，因此根據和解協議，Schering
向 ESI 支付了 1 千萬美元。 

In re Asacol Antitrust 
Litigation, 233 
F.Supp.3d 247 (2017) 

在 2013 年 12 月，Warner Chilcott
與 Zydus 簽署一個和解協議。 
根據該協議，Zydus 同意放棄對

Warner Chilcott 的專利挑戰。 
作為交換，Zydus 可以選擇有關

Asacol HD 學名藥生產與銷售的兩

種選擇之一。 
第一個選項為，若 Zydus 的學名藥

能在 ANDA 程序得到 FDA 的批

准，則可以在 2015 年 11 月 15 日以

其學名藥進入市場。如果 Zydus 選
擇這個選項，則要求 Zydus 向

Warner Chilcott 支付 Zydus 網路銷

售額的 25%權利金。此外，在 Zydus
的市場專屬期間，Warner Chilcott
仍然可以選擇向其關係企業提供

Asacol HD 之授權學名藥。 
在第二個選項為 no-AG 條款，

Zydus 將等到 2016 年 7 月 1 日之

後，推出由 Warner Chilcott 提供的

授權學名藥。如果 Zydus 選擇第二

個選項，則該協議規定，Warner 
Chilcott 將被禁止在 2 年內向他人

提供授權學名藥。然而，若 Zydus
獲得 FDA 在 ANDA 的批准，則其

銷售由 Warner Chilcott 提供的產品

的權利將自動終止。 

法院依據 Actavis 案所採之合

理原則及 5 項指引。 
要求原告舉證該逆向付款為龐

大 且 不 合 理 （ large and 
unjustified）。 

直接購買者提出證

據 證 明 ， 在 扣 除

Warner Chilcott 的

特許權使用費後，

Zydus 估計能獲得

1.01 億美元的利潤。 
直接購買者根據和

解協議條款的 2 種

選擇得出，延遲學名

藥進入 Asacol 市

場 ， 會 使 Warner 
Chilcott 受益。而

Warner Chilcott 則

可 將 利 潤 轉 給

Zydus，可藉此推論

出 Zydus 收到的的

淨利潤約為 1.01 億

美元。此外直接購買

者主張由於協議中

出現無授權學名藥

條 款 （ no-AG 條

款），故可認定為龐

大且不合理的逆向

付款。 

In re Namenda Direct 
Purchaser Antitrust 
Litigation, Not 
Reported in Fed. 
Supp. (2017) 

每個和解協議都包含一個幾乎相同

的條款，原告主張這是限制競爭

的。 
在每個案子中，被告授權學名藥的

競爭者(1)在第’703 號專利到期前 3
個月，或(2)在第’703 號專利附屬的

兒科專屬期間結束的前 3 個月，銷

售 Namenda IR 之學名藥。這意味

著，根據和解協議，在 21 U.S.C. § 
355a 下，Forest 沒有獲得 6 個月的

兒科專屬期間，7 個學名藥競爭者

將能夠在 2015 年 1 月 11 日開始銷

售 Namenda IR 的學名藥版本。 

法院依據 Actavis 案所採之合

理原則及 5 項指引。 
在 Actavis 案中最高法院指出

一般而言和解協議條款允許挑

戰專利的學名藥廠在該專利到

期之前進入市場競爭，進而增

加消費者利益。 
倘若和解協議受當然違法原則

拘束，則不需要去評估是否有

促進競爭（procompetitive）效

果。而本案係依 Actavis 案的合

理原則分析逆向付款和解協

議。 
 

專利藥廠透過與學

名藥廠和解，將學名

藥進入市場的日期

限制在 2015 年 1 月

11 日（如果 Forest
沒有獲得小兒科用

藥市場獨家銷售權）

或 2015 年 7 月 11
日（如果 Forest 獲得

了小兒用藥市場獨

家銷售權）。前述兩

個日期均介於專利

侵權訴訟中勝訴的

日期和 30 個月的停

止發證期滿，使專利

藥廠避免專利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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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險。 
因為和解協議使學

名 藥 廠 提 早 進 入

memantine 市場，所

以協議本身並不違

反休曼法。 
Picone v. Shire PLC, 
Not Reported in Fed. 
Supp. (2017) 

Shire 與 Twi/Anchen 之和解協議： 
2012 年 9 月 4 日前後，Shire 藉由

與 TWi / Anchen 在 Intuniv 專利訴

訟達成和解，朝著限制競爭計畫的

完成邁出關鍵的一步。基於資訊以

及信念，和解協議使 TWi / Anchen
成為 Intuniv 授權學名藥的經銷

商。在 2012 年 9 月 6 日，Shire 表
示自己可能會授權 Twi / Anchen 出

售 Intuniv 的授權學名藥，以換取

Shire 獲得「大量權利金」。TWi / 
Anchen 也可能會在 2016 年 7 月 1
日（或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更早） 開
始銷售自己的 Intuniv 學名藥。若第

一個 ANDA 申請人－Actavis 未與

Shire 在專利訴訟達成和解，且未發

布自己的學名藥，則 Twi / Anchen
可以在其 180 天的專屬期內啟動

Shire 授權學名藥，並與 Actavis 競
爭。 
Shire 與 Actavis 之和解協議： 
在 2013 年 4 月 25 日，Shire 與

Actavis 達成和解協議，該和解協議

也與相關的授權協議合併。同一

天，Shire 和 Actavis 更表示，Actavis
可以在 2014 年 12 月 1 日推出自己

的 Intuniv 學名藥，且會向 Shire 支
付 25%毛利的權利金。除此之外，

作為和解的一部分，Shire 同意在

Actavis的 180天專屬期間內不發行

AG（授權學名藥），也就是所謂

「no-AG」協議。 

法院依據 Actavis 案所採之合

理原則及 5 項指引。 
在使用合理規則分析逆向付款

時，法院應考慮逆向付款的規

模，考量預期的未來訴訟費

用、其他附隨服務的價值以及

其他有說服力的理由。 
合理原則要求原告證明專利藥

廠有在其相關市場中運用其市

場力量，導致限制競爭效果，

並且該行為的限制競爭損害大

於其他經濟利益。 
 

Shire 與 Twi/Anchen
之和解協議： 
法院認為雖然有和

解協議，但 TWi / 
Anchen在FDA核准

其 ANDA 後立即推

出其學名藥，故不屬

原告所稱之學名藥

延遲進入市場造成

限制競爭效果。 
 
Shire與Actavis之和

解協議： 
No-AG 條款的特許

權 使 用 費 通 常 為

90% 。 原 告 認 為

Actavis 的特許權使

用費低於市場價，導

致 Actavis 能夠保留

數百萬美元的特許

權使用費。此外，原

告指控 Actavis 在

180 天銷售專屬期

內 出 售 學 名 藥

Intuniv賺了大約 1.1
億美元的利潤，顯屬

龐大的利潤。換言

之，Actavis 將低於

市場價的特許權使

用費做為一種給付。 
 

In re Zetia 
(Ezetimibe) Antitrust 
Litigation, Slip Copy 
(2019) 

作為和解的一部分，兩造合意接受

法院撤銷關於不當重新補發的部分

簡易判決，從而恢復第’721 號專利

的請求項 10 至請求項 13。原告主

張該和解協議係以 no-AG 條款作

為交換條件，Glenmark 將延遲其學

名藥進入市場直到 2016 年底。原告

主張在訴狀聲明上述兩個條款，可

法院依據 Actavis 案所採之合

理原則及 5 項指引。 
無法解釋且數額龐大的逆向付

款通常表明了專利權人嚴重懷

疑其專利的有效性。即藥廠間

和解可能是為了維持藥廠間超

競爭的訂價（supra-competitive 
prices），故該和解協議須受反

在訴狀中，詳盡的事

實足以證明原告的

主張，即和解協議中

包含不合理且龐大

的逆向付款。 
此 外 ， 原 告 指 控

Glenmark 在新聞稿

聲稱將銷售「Ze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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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而為一認定為「no-AG 條款的

契約」。 
首先是 Generic Ezetimibe 的意義，

其內容為： 
專有名詞「Generic Ezetimibe」是指

含有 ezetimibe 作為其唯一積極成

分的藥品，(a)該藥品為 Zetia 依據

ANDA或 21 U.S.C. § 355(b)(2)申請

列為參考清單藥物，所批准的產

品。(b)該藥品根據 NDA No.21-445
出售，但未以 Zetia®商標或其他商

標出售，亦未以 Schering、MSP 或

其他關係企業的商號出售。 
第二個條款明確承諾，「Generic 
Ezetimibe 」 的 銷 售 權 將 由

「Glenmark 專屬」，除非有第三方

提出 ANDA 申請。其內容為： 
在 Glenmark 根據 21 U.S.C. § 
355(j)(5)(B) (iv)所享有專屬權的任

何期間，並且透過 Schering 的’721
號專利權到期及Ezetimibe Pediatric
專屬權，Schering 在 5.1 和 5.2 段授

予的權利為 Glenmark 與其關係企

業有 Generic Ezetimibe 的商業分配

與銷售專屬權，且 Schering 保有授

權第三方專利之權利。 
原告主張，透過 Glenmark 延遲進入

之 no-AG 條款的交易，Merck 在銷

售 Zetia 時獲得的利潤比原本多了

57 億美元。此外，原告估計，如果

沒有簽訂 no-AG 條款，Glenmark
在其 180 天專屬期內的學名藥銷售

額將達到 1.8 億美元左右。 
然而，根據協議，Glenmark 在那段

時間內佔領了整個學名藥市場（原

告稱其約為品牌銷售額的 80%）。

由於缺乏授權學名藥的競爭，

Glenmark 也能夠為其學名藥收取

更高的價格（品牌價格的 90%，而

不是 50%）。根據 2016 年 Zetia 的
年銷售額 26 億美元，原告聲稱，

Glenmark 在其專屬窗口享受了約

9.36 億美元的學名藥銷售額。因

托拉斯法審查。 
 

在美國的第一個也

是唯一的學名藥」。

而 Merck 沒有生產

Zetia 的授權學名

藥，故在 180 天的獨

占期內，學名藥市場

完 全 交 給 了

Glenmark。 
最 後 ， 原 告 預 估

Glenmark 協議的價

值在 2.25 至 8.06 億

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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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Glenmark 與 Merck 簽訂的協

議，為 Glenmark 增加了價值約 8.06
億美元的銷售額（如果 Zetia 市場

從 2011 年開始保持平穩，則將減少

2.23 億美元，但仍然可觀）。 
In the Matter of 
Impax Laboratories, 
Inc., a corporation. 
(2018) 
(Decided by ALJ) 

在 2010 年 6 月 8 日，他們同時達成

了 2 項協議： 
一個和解與授權協議（Settlement 
and License Agreement ， 下 稱

SLA），以及一個開發與聯合促銷

協 議 （ Development and 
Co-Promotion Agreement ， 下 稱

DCA），且 DCA 已併入 SLA。 
根據 SLA，Impax 同意在兩年半之

後的 2013年 1月 1日之前不發布其

Opana ER 學名藥。 
作為回報，Endo 同意 no-AG 條款，

因此承諾在 Impax 的首次申請獎勵

－180 天專屬期間，不銷售授權學

名藥以避免與 Impax 五種劑量強度

的 Opana ER 學名藥競爭。 
SLA 包含一個條款稱為「Endo 信

用」，該條款將保護 Impax 在和解

到 Impax 進入市場之間的兩年半內

Opana ER 市場的下跌，其概念是，

如果銷售開始下降，Impax 可提早

進入市場，這本來可以競爭，使消

費者受益。Endo 拒絕加速觸發

（ANDA），反而同意如果 Endo
在原始季度 Opana ER 的銷售收入

在其季度峰值與 2012 年第四季度

之間下降超過 50%，則向 Impax 支

付現金（亦即 Endo 信用）。Endo
信用旨在作為 No-AG 條款價值之

替代，且若 Endo 沒有將原始的

Opana ER 市場轉移，Endo 將向

Impax 提供本應獲得的利潤。 
SLA 還給予 Impax 包含 Endo 當前

與未來有關原始 Opana ER 專利的

授權，以及一項約定：Endo 不起訴

Impax 侵害這些專利。 
最後，根據 DCA，Endo 和 Impax
同意就潛在帕金森氏症治療方法的

法院依據 Actavis 案所採之合

理原則及 5 項指引。 
逆向付款是否具有限制競爭效

果，需考量於其付款之規模、

預期未來訴訟費用、其他可能

代表付款的附隨服務，以及缺

乏任何其他令人信服的理由。 
法院將反托拉斯訴訟結構下的

合理規則留給下級法院。在任

何情況下，根本的問題是逆向

付款和解協議是否不合理的阻

礙競爭即違反反托拉斯法。 

從 兩 個 協 議 內 容

中，行政法法官得出

Impax 已證明其行

為 有 促 進 競 爭

（procompetitive）效
果： 
和解協議使訴訟終

止，且 Impax 獲得了

專利授權，自 2013
年 1 月進入市場，為

消費者提供 Opana 
ER 學名藥。 
SLA 使 Impax 在專

利到期（2013 年 9
月）前的 9 個月以及

Endo在 2029年其後

取 得

（after-acquired）專

利到期的前 16 年進

入市場，即 Impax
提前於 2013 年１月

進入市場。 
逆向付款的限制競

爭 效 果 較 仰 賴 推

論，因為一般來說，

Impax 不 可 能 在

2013 年 1 月之前在

市場上銷售其學名

藥。且 Impax 因為是

相對小的公司（收入

不到 10 億美元），

倘若專利判決對其

不利，可能需賭上公

司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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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與市場營銷進行合作。Endo 同

意在 5 天之內向 Impax 支付 1 千萬

美元的預付款，並視產品開發及商

業化的程度，再加上最多 3 千萬美

元的里程金。 
資料來源：Westlaw 法學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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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ture of the Reverse Payment Dispute under the Taiwan Patent Linkage 

System: Lessons from the Survey of Development of the Reverse Payment Cases in 

the U.S. 

Lu, Yi (Thomas) ∗ 

Hong, Liang-Shuan 

Wu, Yu-Hong 

Abstract 

Pay-for-delay agreements between the brand-name and generic manufacturers have 

been controversial for decades in the U.S. In 2013, the U.S Supreme Court added 

momentum to this controversy in its ruling on FTC v. Actavis. Following the Actavis 

decision, this paper is positioned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two questions: What ar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s on pay-for-delay agreements after the Actavis decision? How do 

those developments help amend the Taiwan Patent Linkage System (TPLS)? In terms of 

the first question, we investigated seventeen cases in lower-level jurisdictions through the 

Westlaw database. Through this investigation, we found that neither the Justices in Actavis 

nor the sixteen judges in lower-level jurisdictions interpreted the meaning of large and 

unjustified payments. That is, they just adopted what Actavis literally said without further 

explanations. Only the judge in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elaborated on the elements in 

analyzing whether a pay-for-delay agreement could be anticompetitive in the motion-to 

dismiss stage. Furthermore, eight of the pay-for-delay agreements in the seventeen cases 

included no-authorized generic (No-AG) provision. Moreover, these seventeen cases 

indicated that the brand and the generic were likely to lose the antitrust litigation once they 

were sued. As for the second question, we took the above findings in relation to the first 

question and the guidance from the Actavis case as our lessons for the futuristic 

amendment of the TPLS. To be specific, we claimed that the finding in regard to th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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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such as no-AG provision, could be added to Article 49-19 of the Pharmaceutical 

Affairs Act. In so doing, the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TFTC) could be much 

clearer as to whom to investigate. Moreover, since the TPLS only has the system of the 

notification when the pay-for-delay agreements exist, we also suggest that the TFTC could 

add a guideline about how it analyzes a given pay-for-delay agreement. The guideline may 

include some undisputed elements in Actavis such as the future expected litigation cost 

and the consideration of side deals. 

Keywords: Reverse Payment, Large & Unjustify, No-AG Provision, Antitrust Law, The 

Rule of Reason, Patent Linka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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