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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聯合行為、共同研發、例外許可 

一、研究緣起 

我國向來十分重視以資源分配及共享為核心來引領重點產業發展之規

劃。然不可諱言者，人為的資源配置及其後所衍生的市場力量分佈，終將

對於市場機制產生影響，甚至隨其研發成果之市場化，轉而成為扭曲市場

競爭機能之限制競爭條件。這也正是歐美日等國之競爭法也始終對於共同

研發投以相當關注之由來。 

整體而言之，就我國競爭法之角度來看，共同研發之例外許可應係一

個十分核心的研究課題，其研究除應重視註釋及比較法學之探討外，更應

依賴經濟分析及其評斷邏輯。尤其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所設定之總體

經濟利益與公共利益權衡標準，往往是比其後各款之門檻規定更為複雜而

繁複之分析，從而將經濟分析之內容與過程某種程度之規範化，以利執法

者與受規範者之互動。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蒐集國內外相關背景資料並歸納出與研究議題相關之爭議點。分別就

共同研發與研發成果之擴散所涉聯合行為之例外許可問題加以分析，並從

比較法之觀點提出可供我國例外許可實務參考之成果。並以經濟分析研究

研發成果產製與推廣所涉許可程序，以利執法過程總體經濟效益之評估。 

三、重要發現 

近十年以來，隨著市場全球化以及資訊迅速普及的趨勢，導致合資，

策略聯盟及其他形式的競爭者合作之現象，也變的越來越頻繁與必要。從

而，為促使我國產業技術升級，透過技術移轉、共同研發與技術引進相輔

相成，將可使現今高科技產業於技術突破上立於不敗之地。 

 I



對於已正式加入 WTO 的我國而言，人為的資源配置及其後所衍生的

市場力量分佈，終將對於市場機制產生影響。尤其在產業間或技術間之資

源競用過程中，被納入資源共享圈之技術或機構通常享有較優勢之競爭地

位。 

隨著國家或產業同業公會積極推動必要之資源、技術、設施等事項之

合作或分配，往往更使新興科技之研發成果落入少數事業之掌握，甚至隨

其研發成果之市場化，轉而成為扭曲市場競爭機能之限制競爭條件。當我

們肯認共同研發乃持續創造台灣產業生命力之泉源時，其可能對於競爭產

業、技術或事業產生之負面效果仍不可小覤；而這也正是歐美日等國之競

爭法也始終對於共同研發投以相當關注之由來。 

簡言之，競爭與合作，兩者不可偏廢，在衡量一切之要件後，抉擇方

有正確之可能。共同研發既涉及國家之經濟命脈，斷然以公平交易法限制

之，自有不妥，這也是各國採取較為寬鬆之審查態度之緣由；然而，交易

秩序之維持與消費者之權益保護，兼之公平競爭之維持，複亦未能忽視。

準此，在共同研發管制方面，判斷上應可參酌國外立法例，本諸我國法制、

產業環境下之特性，尋求一個適合我國的法規範價值秩序。 

四、主要建議事項 

（一）立即可行之建議 

綜合歐美國家及我國既往之經驗，在斟酌共同研發可能牽涉之聯合行

為例外許可時，其總體經濟利益或公共利益之分析應建立在下列之總則性

考量基礎上： 

1、以市場影響之存在為前提 

2、延續公平會既有之考量因素 

3、確認國際間有關研發管制鬆綁之趨勢 

4、總體經濟利益與公共利益應就共同行為涵蓋之不同而有所差異 

在審查原則及其基準草案之擬定上，建議綜合參考歐美日之經驗，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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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以市場影響為基礎之 de minimis 原則，並對於研發採原則許可態度，至

於在產製方面之考量上，則採取負面表列原則為其評價基準，涉及市場銷

售或成果擴散部份則回歸原則，以為提供受規範者指標。 

（二）長期性建議 

關於共同研發之公平交易法規範而言，僅有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為

其規範依據。然則如前所述，共同研發之促成實為國家經濟命脈之所在，

如何提昇產業競爭力，並得在國際上占有一席之地，共同研發實為不可欠

缺之手段。 

然而，現今架構下之法規範，並不能為此帶來一妥適之評價基準，是

以，長期的努力上應係植基於立法上之政策考量，仔細評估相關因素後，

參酌報告考量的因素為妥適之立法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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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面臨全球化環境的快速衝擊，台灣正努力調整國家整體的發展方

向。近期行政院推動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便初步揭示台

灣未來發展的願景。其中，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挑戰？如何面對中國大陸

的競爭？如何建構人本的綠色矽島？如何因應國家組織再造與社會人才

供需結構的改變？如何滿足台灣運籌的國際視野？這些問題，都呈現出

未來台灣發展過程所必須面臨的挑戰。而列入國家十大重點投資中的e世

代人才培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國家創新研發基地、產業高值化、數

位台灣計劃、全島運輸骨幹整建計劃、以及水與綠建設計劃等，1則對應

的反映出國家以科技研發為本的規劃理念。 

長久以來，國家發展以及培植新興科技產業之企圖心始終如一，而共

同研發則更是規劃中之必要措施，這其中，不論在以基礎科技研發為重的

國家型計畫或在強調產業應用之研發聯盟俱然。尤其在我國加入 WTO 後，

如何調和科技政策與國家競爭福祉、維護不同產業間之競爭利益，以及維

持市場競爭機能並排除限制競爭，均使得共同研發因牽涉及聯合行為之規

定，而成為十分關鍵之重點課題。 

由於我國對於聯合行為採行原則禁止例外許可之制度，從而究竟在我

國大力發展科技之際，如何同時維護一樣攸關國家福祉之競爭秩序，已然

成為公平法施行以來持續為各界所重視之課題。 

就我國產業發展之經驗來看，不論支撐傳統產業升級之中心衛星工廠

體系、高科技廠商的共同研發或國家型研究計畫所推動之研發成果共享，

如國家基因體計畫之核心設施子計畫，以及近來積極推展中的光電產業聯

盟；這些都是承續我國過去之產業發展政策，以資源分配及共享為核心來

引領重點產業發展之規劃。 

                                                 
1 其他三個為觀光客倍增計畫、營運總部計畫及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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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不可諱言者，對於已正式加入 WTO 的我國而言，人為的資源配

置及其後所衍生的市場力量分佈，終將對於市場機制產生影響。尤其在產

業間或技術間之資源競用過程中，被納入資源共享圈之技術或機構通常享

有較優勢之競爭地位，且隨國家或產業同業公會積極推動必要之資源、技

術、設施等事項之合作或分配，往往更使新興科技之研發成果落入少數事

業之掌握，甚至隨其研發成果之市場化，轉而成為扭曲市場競爭機能之限

制競爭條件。當我們肯認共同研發乃持續創造台灣產業生命力之泉源時，

其可能對於競爭產業、技術或事業產生之負面效果仍不可小覤；而這也正

是歐美日等國之競爭法也始終對於共同研發投以相當關注之由來。 

整體而言之，就我國競爭法之角度來看，共同研發之例外許可應係一

個十分核心的研究課題，其研究除應重視註釋及比較法學之探討外，更重

要的是研判例外分際所應依賴之經濟分析及其評斷邏輯。此外，我國公平

交易法（以下簡稱公平法）第十四條所設定之總體經濟利益與公共利益權

衡標準，往往是比其後各款之門檻規定更為複雜而繁複之分析，若不能嘗

試將經濟分析之內容與過程某種程度之規範化，以利執法者與受規範者之

互動，則例外許可審理過程之不確定性與可能之延宕將嚴重傷害國家整體

福祉。是以，共同研發之例外許可及其經濟分析，應係本研究案最根本之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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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共同研發之意義與類型 

第一節  我國相關政策之評介 

一、共同研發之意義與本質 

（一）共同研發之意義 

Fusfeld & Carmela（1985）認為在面對全球競爭時，自行從事研發活動

已經落伍了，為提高國際競爭優勢，共同研究是獲取技術的一個重要因素，

他們指出為電子電腦技術中心（MC）、半導體技術中心（SRC）及貝爾通

訊研究（Bell Communication Research）就是因應世界競爭的新策略。    

Hayashi、Hirano＆Katayama（1990），這三位日本共同研究機構的高層主管，

以日本技術研究組合（VLSI）及光學技術研究實驗室（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Research Laboratory, OTL）的經驗指出，VLSI是日本第一個共同

研究案例，運作過程中遭遇不少困難，所以非常需要政府協助，但是到了

OTL時，累積了若干經驗，政府的介入程度乃大量減少。而且，不管是VLSI

或OTL的進展來看，只要是目標正確、運作良好，共同研究對產業界而言，

絕對具有提昇技術之貢獻。2

基此，共同研發之重要性，不言可喻，然而事務本質之透析，在於概

念界定之清楚。是以，共同研發之界定，則不容忽視。關於共同研發意義

之確立，有下列幾種解釋： 

就國外學者而言，Katz（1986）將共同研發定義為成員廠商共同設立

一研究室，在共同進行研發行為之前，協議共同分擔此研究室所需成本及

共享研發之後的成果。Lynch（1989）則是將策略聯盟與合資（Joint Venture）

區分開，並認為兩者皆是兩個以上的企業彼此間保留其企業的獨立自主（有

別於結合），出於策略性之目的（如分擔風險與報酬）所進行的合作。不過，

                                                 
2 王健全，影響台灣製造業共同研發活動因素之探討，臺灣經濟金融月刊，第 28 卷第 1

期，1992 年 1 月，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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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因未創造出新的企業個體，認為不屬於企業聯盟。Poyago-Theotoky

（1995）則認為共同研發是成員廠商間相互協調彼此的R&D活動，並已完

全的外溢交換以及分享彼此的研發成果。而Mothe＆Queilin（2001）則廣泛

地認為研發聯盟廠商監為了共同的目標（如開發新產品）而所進行的合作

計劃。3

我國學者則有另外的看法：有認為策略聯盟是競爭者間非市場導向之

公司交易，包括科技間之移轉、共同行銷、合作生產、研發及少數或同等

股權投資（合資企業）等。4亦有認為策略聯盟是二家以上（含以上）廠商

參與，共同提供資金、人才或技術，自行從事研究發展活動；或數家廠商

聯合委託研究機構，如工研院、資策會及學校等，代為開發共通性技術

（generic technology），由廠商派遣研發人員參與或技術的投入，並取得技

術移轉。5也有認為策略聯盟是二個或二個以上的企業透過合資、技術交

流、共同研發、生產或行銷、產能交換、相互技術授權或以上活動之組合

而達到互利互惠的合作關係。6

綜上，吾人可知，國內外對於共同研發之見解，莫衷一是。本文以為，

概念之界定，當由形式及實質兩方面相互輝映後，方可以有正確之抉擇。

形式上，所謂的「研究開發」，是指以透過對事務之分析所得之系統知識為

基礎，進一步地以現有資源為基石或另行創新之謂。是故，「共同研究開

發」，即是在進行開發之主體上作為與研究開發不同之認定。申言之，凡有

二以上之主體共同參與研究開發之行為，即是所謂的共同研發。然而，此

定義僅止於共同研發形式上之意義而已。 

就共同研發之實質意義上作探討，則需進一步將共同研發之實質研發

                                                 
3 陳振興，共同研發、外溢與專利授權，國立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

頁 4。 
4 吳青松，產業策略聯盟之國際發展型態與趨勢，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15 卷第 5 期，

1992，頁 23-27。 
5 王健全，產業特性對研發聯盟的影響，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15 卷第 5 期，1992，頁

32-35。 
6 黃孝寬，推動企業策略聯盟擴大開發國際市場，華商貿易，第 317 期，頁 12-15。 

 4



內容，加以界定。依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為提高技術、

改良品質、降低成本或增進效率，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者。」是以，

所謂的「共同研發」，當是指二以上之組織對於商品或市場加以創新或改

良，冀以獲致組織之目標利益而言。7又此複數事業不能僅以共同研究開發

之形式上名義而認定，需以是否實際參與共同研究開發之行為來判斷，乃

屬當然。 

循此，吾人需進一步探究的，即在於共同研發之範圍為何？依我國公

平交易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可知，當以提高技術、改良品質、降低成

本或增進效率，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者為限。換言之，共同研發之

對象至少有商品及市場。而就生產程序而言，一般以為，生產程序雖異於

商品，有鑑於其並無與商品作差別待遇的理由之實質理由，亦應包括之。

故有論者認為，依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第二款，其對象當包括商品、

生產程序（技術）及市場三者。8就前二者言，又可分為新產品之研發與既

有產品之改良；新技術之研發與既有技術之改良。茲以簡表述之。 

 

 

 

 

 

 

 

 

                                                 
7 此外，亦有認為所謂的共同研發是指：兩個或兩個以上的組織，基於某些政策的考量，

合作進行研發工作，共享成果，以實現目標利益。參徐木蘭/朱文儀，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第 15 卷第 5 期，1992 年 5 月，頁 41-43。 
8 劉美華，聯合行為例外範圍之探討，台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1994 年 5 月，頁

96。此外，就科技時代下的考量，技術往往以非單純的技術，而具有一定之商品性質，換

言之，商品與技術之分界已呈現模糊的狀態，甚而未可區分，準此，公平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二款，從此一角度以觀，亦可含括技術層次。 

共同研發之對象 

商品 

新產品之研發 

既有產品之改良 

新技術之研發 
技術 

既有技術之改良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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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研發之性質 

針對共同研發性質之界定實益在於，研發本身是否具有公平交易法第

四條之性質從而可依第七條加以限制？就此問題，傳統見解認為，共同研

發不過是事業內部行為之過程，真正有市場力量之產品尚未出現；況且，

是否研究將導致何種可上市的產品也有問題，因此，其僅屬於前競爭空間，

並不具競爭之性質；換言之，事業就研究開發所進行的合作自與競爭無涉。

9晚進學說則認為，研究開發之行為毫無疑問地是競爭的手段，也是競爭的

客體，10傳統見解忽略了競爭所具有的動態性格，因此，對事業的限制，自

然受公平交易法第七條之限制。 

詳言之，共同研發一方面作為事業針對現時或未來產品市場的競爭參

數，符合事業以研發為手段，在產品市場上以較有利之條件爭取交易機會

的性質，只不過這種競爭參數與其他競爭手段的投入不同，並不直接以市

場過程表示，但市場關係的徹底改變卻往往植基於這種手段的成果；另一

方面亦存在單純的研究競爭，亦即不直接牽涉產品市場的研究市場，研究

開發本身即是競爭的客體，此通常以技術競爭的形式表示，在比較屬於基

礎研究的領域特別明顯。換言之，研究開發本身具有競爭的性質，不因其

標的之不確定或僅是前產品即當然不受競爭法之限制。11再者，共同研發既

是二以上之事業為了開發產品、技術及拓展市場之共同活動，因此，複數

事業基此目的必須為相互提供技術、資金及勞務等以為能夠共同研究開發

活動而達成共同合作之目標。 

                                                 
9 此即是對R&D採取所謂的序列模式（serial model），依此理論，企業創新乃是經由研究、

發展、設計、生產、行銷、服務等階段所構成的垂直序列活動。是以，依循此等模式分析，

幾乎否定上述各階段可能存有相互回饋或競合的情形。 
10 此即所謂的聯立模式（simultaneous model），其認為固然企業創新確實含有設計、生產、

行銷等序列活動，但因其同時涉有其他各種經濟主體或組織，彼此不具有上下游之垂直關

係。因此，研發人員必然會有緊密的結合，以從事於製造、行銷等，以迅速的回饋到產品

生產的過程。 

基此，企業創新在此即是只能夠迅速的利用既有的科技成果設計商品而言，儘管這項商

品化的創新在科技地位並不具有領先地位，但是這樣並不會妨礙到企業的成功。 
11 劉美華，聯合行為例外範圍之探討，台大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1994 年 5 月，頁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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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吾人可知，共同研發具有兩種性質，12其一：就宏觀面言，共同

研發既是達成共通之目標所為的活動，此活動以共同行為方式為之，因此

可知以共同行為方式為之在公平法上即屬聯合行為。13除此之外，共同研發

的第二個特質則需由每個參加成員來看，其乃提供資金、技術、勞務等而

接受成果之人，因此需由微觀面來盱衡參加成員間之種種行為是否構成不

正競爭，因為為了達到共通的共同研發目標，參加成員間經常締結種種條

款以規範彼此，但此規範行為可能在行為上限制第三人參與競爭機會，或

效果上影響到，但也有可能參加成員間彼此受限制，可是此種限制卻顯不

合理或失其均衡。因此，當從不正競爭之觀點來逐一探討每一限制行為之

種類。 

此外，需進一步探討的是共同研發具有整體限制競爭之性質，亦有參

加成員相互間或與第三人間為個別限制競爭之性質，於此兩者性質孰輕孰

重，惟共同研發時兩者需合併觀察或個別為之呢？一般而言，此二者雖屬

不同之性質，但從共同研發一體性以觀，應全盤且同時考量此二種性質所

帶來對競爭之衝擊性，因整體競爭雖然重要，個別競爭之秩序維持亦不容

忽視，不應分裂為二。14

二、共同研發之相關政策 

在高科技產業中，共同研發是企業創新的來源，企業界由共同研發之

方式，降低研發風險；以技術互補之方式，降低研發成本。是以，方今競

爭時代下，事業若想獲致利潤，則非投入一定成本不為功，透過新技術之

研發、現有技術之改良，事業方得未自除於市場之外。換言之，事業透過

新技術以活絡市場，市場亦因活絡而更需要新技術的存在，兩者乃互相牽

                                                 
12 許永欽，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第二款共同研發意義初探，公平交易季刊，第 3 卷第 2 期，

1995 年 4 月，頁 64-67。 
13 聯合行為，一般以為其具有行為共同性與約束相互性。參賴源河編審，公平交易法新論，

元照出版，2000 年 9 月，頁 228-230。 
14 許永欽，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第二款共同研發意義初探，公平交易季刊，第 3 卷第 2 期，

1995 年 4 月，頁 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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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相輔相成而帶給人民福利之最大化。此亦是共同研發存在之初衷。 

（一）國家相關政策15

近十年以來，隨著市場全球化以及資訊迅速普及的趨勢，導致合資

（joint ventures），策略聯盟（strategic alliances）及其他形式的競爭者合作

（other forms of competitor collaboration）之現象，也變的越來越頻繁與必要。

16從而，為促使我國產業技術升級，透過技術移轉、共同研發與技術引進相

輔相成，將可使現今高科技產業於技術突破上立於不敗之地。 

經濟部本於健全研發成果運用之法制環境、促進研發成果有效運用、

簡化行政程序，爰依科技基本法第六條第二項之規定，於民國八十九年十

二月六日發布修正「經濟部科學技術委託研究發展計畫研發成果歸屬及運

用辦法」。目的即在以「藏技於民」之精神，貫徹科技基本法所揭櫫之「公

平」與「效益」原則，將研發成果與智慧產財權移轉業界，期能達成提升

產業技術水準與促進整體產業發展之目的，厚植產業界的研發能量。 

由於共同研發具有分攤成本、降低風險、減少技術開發時程、避免重

複投資等益處，故可提供業界技術提升或改進製程之捷徑。而在我國研發

經費投入相較於歐、美、日、韓等國仍顯著偏低的情況下，引進國外先進

技術，並有效運用國內自有技術，將是未來科技專案的重點工作之一。成

功的技術移轉，將有助於產業提升技術水準；適當的技術引進，可彌補自

行開發之不足，希冀在建構完善的技術移轉機制的同時，快速取得先進技

術並有效消化運用，於承接技術後，發展出自有的技術競爭力。  

此外，為協助民間從事研究發展，並充分運用科技專案建置之人力、

技術、資訊與設備等，經濟部經多次與產、官、學、研代表諮商，特委由

工研院、生物技術中心、紡織中心、金屬工業中心、食品所、中科院等單

                                                 
15 參經濟部技術處全國資訊網，http://doit.moea.gov.tw。 
16 Richard J. Hoskins, ANTITRUST ANALYSIS OF JOINT VENTURES AND COMPETITOR 

COLLABORATIONS: A PRIMER FOR THE CORPORATE LAWYER, 10 U. Miami Bus. L. Rev. 

119, 1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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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提供開放實驗室及創業育成中心之空間，作為企業及個人從事技術研

發及科技創業之用，期能促進國內業者投入研發活動，提升整體產業之技

術層次及產品競爭力。 

開放實驗室之運作模式有技術共同研發模式與創業育成兩種： 

1、 合作研究模式：由廠商就特定之研究主題與研發機構進行合作，並

派遣研發人員進駐開放實驗室中，期能充分利用研發機構之各項研

究軟硬體資源，並藉由研發人員彼此間密切接觸產生之默契，以提

升研發品質與研究水準； 

2、 創業育成模式：針對具有技術研發能力，且有新創業或跨入新事業

領域之科技人員或中小企業，提供良好之研發環境，並協助有關商

品化生產、管理訓練及資金挹注等各項服務，希望能將創業初期或

跨入新事業領域之風險降至最低，以期創業順利成功。 

開放實驗室計畫以建立國際性的高科技研究園區為目標，未來工作重

點，對內是規劃建立一個多功能、高服務與最佳設備的研究園區，對外則

是加強國際合作、爭取主辦國際性創業育成會議，並加強宣導開放實驗室

的成效，將台灣的科技成果展現於國際舞台上。  

（二）公平交易法對共同研發之規範 

如前所述，共同研發具有聯合行為之本質，依公平法第十四條：「事

業不得為聯合行為。但有左列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

經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不在此限：（一）為降低成本、改良品質或

增進效率，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二）為提高技術、改良品質、降

低成本或增進效率，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場者。…」    

同時，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十四條明列申請許可應備文件；第十七

條規定，攸關共同研究開發之聯合行為評估應詳載事項。就後者言，廠商

應提供的資料計有：（1）個別研究開發及共同研究開發所需經費之差異；

（2）提高技術、改良品質、降低成本或增進效率之具體預期效果。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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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法第十五條也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在許可聯合行為時得附加條

件、限制或負擔。其中更明定許可應附期限，其期限不得逾三年；事業如

有正當理由，得於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內，以書面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延展，

其延展期限，每次不得逾三年。而且，依據公平交易法第十六條，聯合行

為經許可後，如因許可事由消滅、經濟情況變更或事業逾越許可之範圍行

為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許可、變更許可內容、命令停止、改正其行為

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 

整體而言之，在現行的公平交易法規範下，共同研發已有相當程度的

成立空間，惟公平交易委員會仍掌握某程度之行政裁量權。公平交易委員

會主要的裁量標的應是聯盟（聯合行為）成立之正當性、預期效益與許可

及延長期限17。 

（三）政府補助方式 

依據經濟部工業局委託財團法人資策會之研究報告而言，有關政府之

補助方式建議如下：18

1、政府補助上限 

依循 WTO 的補貼規範，先進國家的研發聯盟補助計劃，多以 50﹪為

政府補助比率上限。是以，其建議依循國際慣例，也明定政府補助金額以

計畫經費之 50﹪為上限。同時，考慮工業局可能面對的資源限制，建議每

個計劃政府補助金額以 1000 萬為上限，惟後續若連結到其他政府研發補助

計劃，可循其規定放寬。 

2、法人型研發聯盟補助方式 

若有法人型研發聯盟出現，將出現補助聯盟整體或其個別研究計劃問

題。研究報告則建議以個別研究計劃為補助對象，惟每個聯盟受補助研究

計劃以 3 個為上限。藉此，可鼓勵廠商成立法人型研發聯盟，以使我國的

                                                 
17 公平交易法對合作研發之規範，參企業研發聯盟，http://www.erai.org.tw，2003/09/10 

visited。 
18 政府補助方式，參企業研發聯盟，http://www.erai.org.tw，2003/09/10 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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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望新機制更趨於多元化。 

3、政府補助項目及期限 

廠商合作研發可能以技術作價方式作為合作之條件。從政府補助的角

度來看，這將產生一些人為操作的困擾。因此，其建議仿效歐連建構計劃，

明定政府補助項目為人事成本、設備成本、旅運費、外包成本、耗材、電

腦使用費、智慧財產權相關成本、管理費及雜項支出。而政府補助期限以

兩年為原則，得再延長一年。如此，將可促使研發聯盟投入期限相對（於

一年）較長的技術開發，有可符合公平交易法中三年初始許可期限之規定。 

（四）共同研發與競爭之關係 

一般而言，共同研發對於競爭產生兩種效果，一為促進競爭之效果；

另為阻礙競爭之效果。 

1、促進競爭之效果 

方今日進千里之科技市場，普遍存在著高度進入障礙。循此，對中小

企業而言，共同研發即顯得格外重要，因共同研發具有以下優點：（1）共

同分擔風險、成本；（2）技術互補；（3）保持技術之優勢；（4）達成規模

經濟。19

換言之，廠商藉由彼此間補充性技術之整合，將可突破技術上之障礙，

也因此優勢非為個別廠商所得獨立完成，所以共同研發即產生了極大之促

進競爭之效果。 

就大部分研發成果所產生之效率而言，實屬相當可觀。經由彼此間的

技術和資金資源之整合，合資可避免浪費和重複在產品部分之研究，並加

速新產品的開發，而且通常研發合資企業亦鼓勵廠商在新科技方面作投

資。無論就社會有限資源的運用或社會價值的衡量，甚至產業之進步而言，

                                                 
19 陳振興，共同研發、外溢與專利授權，國立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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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合資之建立皆具有正面之意義。20

2、阻礙競爭之效果 

就在共同研發活動之本身而言，在市場上仍有許多研究發展活動，事

業仍能獨自為之，但因共同研發之存在，即可能使事業過分依賴而喪卻其

本身之研發能力。此外，共同研發中彼此拘束之條款約定，往往會成為拘

束參與者或妨礙第三人之效果，對技術市場或產品市場而言，並非妥適。21

同時，本諸公平交易委員會於籌備時期所擬之「聯合行為例外許可核

駁標準衡量預擬表」可知，其負面影響計有：（1）共同開發市場後，可能

自行劃分市場，將會導致限制市場競爭之情況；（2）縱使不劃分市場，亦

容易形成市場進入障礙，限制市場競爭；（3）業者可能在其開發市場上濫

用市場地位；（4）業主經營、產銷策略可能約束。22

（五）小結 

隨著科技日新月異，研發成本勢必與日俱增，單一廠商無法負荷高研

發成本之情況，亦不難想像，即使研發成功，有時也可能會因為市場的不

確定性而使其報酬充滿高度的不確定性，基此，共同研究開發，即屬事業

獲取競爭優勢之所在。 

我國向以中小企業為主體，人才、資金之缺乏，可想而知，在面對全

球競爭的背景下，如何使我國產業取得市場優勢，亦為政府戮力所求。因

此，共同研發即是我國廠商獲取技術、提昇競爭力的重要管道之所在。 

                                                 
20 汪智楊，合資在反拖拉私法規範中適用與豁免之研究－－試從美國與歐洲共同體現行法

觀察，東吳大學碩士論文，1993 年 6 月，頁 66。 
21 許永欽，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第二款共同研發意義初探，公平交易季刊，第 3 卷第 2 期，

1995 年 4 月，頁 70-71。 
22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委託東吳大學法學院研究，聯合行為例外許可核駁標準及進度管

理計劃，1994 年 4 月，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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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當前我國之研發相關制度 

一、基礎研究 

近年來，世界各國均重視產學合作，強調企業與學校合作，可加強研

究成果之運用，帶動產業成長及提高國家競爭力，23面對產業環境的改變，

企業為有不斷的創新，開發新產品來滿足市場之需求，才能使產業在市場

上取得競爭優勢，但是因為一般中小企業對新市場或新技術認識不夠及開

發新產品僅約 5﹪的成功率，使得企業對新產品的開發，在心態上則保守

以對。 

大體而言，企業研究人力素質之優劣，攸關企業未來之發展，然而在

研究組織與訓練方面，中小企業無法像大企業般地具有制度化及前瞻性。

因此，從事新產品創新開發及研究組織的建立，便急需外界協助；面對此

一困境，學校則可以協助企業從事研究創新，開發新產品及儲備研發創新

之能量；此外，藉由學校與企業合作，學校教師即能在企業界獲得實務經

驗後，將產學最新資訊傳遞給學生，除可改善教學品質外，更能確保學生

適應職場上的技能需求和符合專業能力標準。因此，產學合作實為企業與

學校創造雙贏之策略。24

知識經濟時代，知識、技術、創新領先將是企業取得競爭優勢的關鍵

指標，透過產學合作與教授群共同研究計畫的進行，提高企業員工之再教

育，有效運用大學設備及人力資源，取得新知識與新技術，並將學術研發

成果產業化，加以有效應用，衍生其經濟價值，使大學的研究發展不致與

產業脈動脫節，創造學術研究成果之商業價值，增進經營績效。 

依據我國產學合作計劃，25透過產學合作，吾人所期待之預期效益如下： 

                                                 
23 蕭龍生，產學合作人才培育的角色及定位，技術及職業教育雙月刊，第 60 期，2000，

頁 12-13。 
24 宋忠霖，產學合作設計專案之研究（A Study of the Cooperation Industry and University in 

Design Projects），國立雲林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 6 月，頁 5。 
25 參http://www.ora.nsysu.edu.tw/communicate/cooperation/cooperation.htm，2003/ 

10/12 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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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界方面： 

1、 建立與學術界聯繫，溝通以及技術諮詢及支援的管道。  

2、 企業可經由合作、提高生產力、改良產品、開發新技術及新產品。  

3、 企業可以使用學術界貴重儀器設備。  

4、 取得高素質的科技研發人員。  

5、 得到一般的技術指導以及接觸最新的技術發展技術資訊。  

6、 企業可提升本身的研究設施、能力、技術。  

（二）大學方面： 

1、 建立產業界聯繫，溝通以及技術諮詢及支援的管道。  

2、 導入產業界實務經驗，有助學術與實務結合，調整研究方向引導聯

合研發的的風氣。  

3、 高等教育與科技的密切結合，培養更多高級專業人力，順利引導畢

業生（研究生）產業界就業。  

4、 研究主題研發成功，進一步與產界經濟效益結合，以免研發案樹之

高閣，浪費人力物力。  

5、 教授藉由參與產業界研發，累積實務工作經驗，提昇教學效果。 

就我國目前情況，產學合作已有不少收穫，如繞射式雷射光學尺系統

之研發，26研發過程中，即申請二十四件專利，除四項光學尺專利外，同時

完成了超過二十項之系統開發與檢測相關技術及專利。雷射光學尺為一超

精密定位系統，利用微型光學系統、次微米光柵尺及創新積體電路應用，

發揮光機電與信號處理晶片電路之整合特質來達成次奈米定位量測精度，

為包含半導體步進機、平面顯示器製程設備等高精密生產設備之關鍵子系

統，開發完成不僅大幅提升我國關鍵系統之自製能力，對提升我國全球競

爭力及協助我國產業界往微笑曲線之上端遷移亦有極大助益。 

                                                 
26 繞射式雷射光學尺系統之研發，http://www.nsc.gov.tw/head.asp?add_year=2003&tid=56，

2003/10/12 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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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加速邁向「綠色矽島」願景的同時，社會大眾要求國內學界與

產業界加強合作研究，落實科技研發之產業化與高值化，進而提昇人力素

質與科技競爭力的呼聲日高。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之執行模式，以及產官

學三方面同心協力加速研發，務求研發成果可持續移轉我國產業界，以提

升我國高科技產業技術層次及競爭力的作法，確為協助我國今日產業快速

轉型之有效作法。 

二、產業應用研究 

鑑於產業技術研發，是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因素，歷年來我國政

府均戮力提升產業技術的研究發展水準。由於政府主導進行之技術研究開

發工作，是定位在技術層次較高者，包括應用研究開發、關鍵性技術與零

組件之開發等，因此，自民國六十八年起，經濟部即開始編列預算，委託

所屬財團法人研究機構從事產業技術之專案研究開發計畫。 

近年來，政府更為積極推動科技研究之整體發展，於民國八十七年四

月通過「科技化國家推動方案」，整合各方面資源，以具體的措施、分工及

時程，期逐步推動邁向科技化國家之途程。民國八十八年元月通過立法正

式公告實施之「科學技術基本法」，可謂奠定我國以研發為本的產業科技政

策基礎。 

綜合上述法規及方案，及第六次全國科技技術會議產、官、學、研代

表研議所得之共識結論，民國九十年五月通過之「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

畫」，確立了經濟部負責推動產業科技發展及相關支援業務的最重要工作，

即推動產業科技研究發展專案計畫。 

多年來，科技專案達成以促成知識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提升研究機構

研發能力、加強創新前瞻研發、促成產業科技之創造、流通與加值為總體

目標，期強化國內產業技術競爭優勢之同時，持續帶動產業界投入研發，

有效提升產業研發能力及開創新興科技產業。 

一般而言，科技專案之定位在於：（1）開發創新前瞻技術，以協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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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新興產業及領導型產業；（2）開發關鍵性技術與關鍵性零組件，以加速

傳統產業升級；（3）建構產業發展所需之檢測驗證基礎設施。其策略則植

基於：（1）配合產業發展程度，慎選投入之技術、經費與措施；（2）持續

運用科技專案計畫，帶動產業技術研發；（3）加強創新前瞻技術之取得與

運用；（3）強化產業技術之研發國際化；（4）加強技術研發至產業形成機

制之建立；（5）強化技術研發基本環境之建立。 

科技專案之運作，係根據產業政策之需要，由研究機構執行，再將成

果移轉 業界。科技專案之運作與管理流程主要可分為四個階段： 

（1）規劃階段：透過產、官、學、研專家提出產業技術領域發展策略規劃，

明確指出各領域之技術研發方向、重點及策略；（2）審查階段：從提出先

期計畫到計畫申請、審查、執行等過程；（3）執行階段：包括期中、期末

及全程查證；（4）推廣階段：如技術移轉、技術服務、成立衍生公司及各

種成果展示與發表等活動。 

未來科專計畫將持續推動計畫管理簡化作業與制度化之精簡，賦予科

專執行 單位更多的管理責任，配合獎懲制度，使科專管理步入正軌，並營

造更大的產業 效益，另將透過網路化、資訊化建立資料庫，即時掌握與解

決執行問題；同時提供即時統計資料，掌握全盤狀況，作為未來計畫審查

的參考。27

三、其他 

除基礎研發與產業應用研究外，農委會之共同研發亦有不少收穫，如

九十年之「開發芽菜生產、穴盤育苗及瓜果嫁接自動化機械農業生產自動

化之研究」，28不僅改善目前人工作業瓶頸，促進蔬菜產業機械化與自動化，

亦節省百分之五十之人力，並可促進蔬果嫁接技術建立及作業示範應用，

提供未來技術移轉輔導廠商製造及示範推廣。 

                                                 
27 http://doit.moea.gov.tw/03know/product.asp，2003/09/15 visited。 
28 http://www.coa.gov.tw/org/foodagriculture/tech90_final/015.htm，2003/09/15 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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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條形包種茶精選機之開發」29亦有斬穫良多，條形包種茶的精

選，過去都是以人工處理，由於外觀呈條索狀極易斷裂破碎，其條形的外

觀特性在精選後須儘量保持完整，故很難利用半球形包種茶已普遍採用之

選別機以替代人工精選。 

近年來工商業發達，吸引大量農村勞力，以致造成茶區勞力不足，勞

動力老化現象，因此，北部文山茶區茶農產製之粗製茶已很難在當地雇工

挑選，大多須運送至非產茶之外縣市以外包方式請人代工；人工挑梗精選

效率極低，不但耗費成本，且精挑時間未能把握，往往須耗費數天時間才

能完成取回茶葉，對於銷售時效的爭取極難把握，因而造成損失。另外，

人工挑梗精選的作業時間長，茶葉長時間暴露於空氣中，極易因吸收濕氣

及雜味而造成品質劣變而降低價格。因此，茶葉的精選成為文山茶區生產

條形包種茶亟待解決的一大產製瓶頸。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茶業改良場為解決文山包種茶精選之困境，自八十

七年開始於坪林、石碇等地區，以中南部各茶區已普遍採用的半球形包種

茶各式選別機如電子式、光學式及機械式等作為條形包種茶精選比較試

驗，結果都不理想，耗損率太大，但是以光電式色彩選別機與機械式撿梗

機較為可行。因此與國內產製茶葉撿梗機之昇泉有限公司合作，以該公司

取得專利之半球形茶葉撿梗機為藍本，配合條形茶特性及精選需要，建議

部份零組件酌予改良及調整結構位置，完成「條形包種茶精選機」，經多次

測試精選效果已能達到文山包種茶精選之需求，並獲得文山地區茶農認同。 

為因應國內外農業發展情勢變遷、農業行政組織架構調整，以及達成

本方案所擬具之各項目標、策略及措施，將檢討農業相關法律及規定，以

建立公平、透明的遊戲規則，創造「興利為主、防弊為輔」的農業發展環

境。擬新訂、修正或廢止的法令共計 40 則。30二十一世紀來臨，國家發展

                                                 
29 http://www.coa.gov.tw/magazine/farming/8908/020.htm，2003/09/10 visited。。 
30 http://www.coa.gov.tw/2/60/，2003/09/10 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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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邁向一個嶄新的時代，經濟發展也須由「數量經濟」走向「知識經濟」。

未來農業施政將秉持生產、生活、生態均衡發展的「三生農業」理念，實

現「永續發展的綠色產業」、「尊嚴活力的農民生活」及「萬物共榮的生態

環境」願景，積極促使農業轉型、再造，並將以企業化的活力與效率，加

強與民間的互動與溝通，規劃推動全方位的施政目標與策略，讓農業成為

具高度競爭力的現代化產業，並讓農業與農村充分發揮多元功能，成為全

國人民均能信賴與支持的全民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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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發之類型及其在競爭法上之意義 

共同研發之類型有以主體區分，有以性質區分，有以目的區分，有以

實施方法區分，有以協議內容區分，31茲分述之。 

一、以參加者之關係區分 

本類型即是以參加主體而加以區分，可細分如下：A、事業和大學或

政府；B、事業與事業相互間。後者可再區分為（a）相同事業類別；（b）

不同事業類別。其中，不同事業類別可再行區分為：Ⅰ、上游和下游等，

對於產品等有繼續交易關係之事業所為之共同研發；Ⅱ、對於產品無繼續

交易關係事業所為之共同研發。茲以簡表說明之。 

 

 

 

 

 

 

 

 

 

 

依

主

體

區

分

A、事業和大學

或政府 

B、事業與事業

相互間 
（a）相同事業類別 

（b）不同事業類別 

Ⅰ、上游和下游等，對於產品等有繼

續交易關係之事業所為之共同研發 

Ⅱ、對於產品無繼續交易關係事業所

為之共同研發 

 

本類型之區分法，係屬公平法上適用主體之範圍，如上述 A，是否有

違公平交易法，即在於大學或政府是否為公平交易法規範之主體？一般以

為，行政機關介入研發，通常為基礎研究且風險大與所需成本高，且以事

業單獨完成顯具困難為前提而參加，因而大多無涉於公平交易法。 

                                                 
31 許永欽，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第二款共同研發意義初探，公平交易季刊，第 3 卷第 2 期，

1995 年 4 月，頁 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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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由聯合之觀點以觀，上述 B（a）即屬產品市場上之聯合行為，因而

需加以注意，同時，因我國公平交易法第七條及第十四條所規範者乃是水

平的聯合，因而有加以檢討之必要，不得不加以注意。至於上述 B（b），

此類型雖不屬公平交易法上規範之聯合行為，因其非屬於同一水平之競爭

者，從而，仍需進一步探究其對競爭市場是否會造成影響而阻礙競爭。 

二、依性質區分 

依性質區分，有下列幾種類型： 

（一）基礎研究 

一項實驗的或理論的創見性工作。其特性有：一種新知識之發展；未預

期有任何特殊應用；可作學術論文發表。 

（二）應用研究 

一項基礎研究所發現新知識的實際應用。其特性有：一種新方法或新

用途的發明；以某一特定的實用目標或目的為其主要導向；成果可發表論

文或申請專利。 

（三）發展研究 

一項從新發現或新發現所得之知識中，有系統的加以應用。其特性有：

新產品的開發；作業程序之改善；提高生產效率等。 

上述（一）（二）（三）之發展有其階段性，而為此類型區分之目的，

乃在於判斷共同研發於產品市場上對競爭之影響是直接或間接。如就上述

3 而言，其成果因為是直接對於產品市場造成影響，即有檢討之必要。至

於不以特定產品開發為對象之基礎研究，即使為共同研發，也不會對產品

市場之競爭造成影響。 

三、依目的區分 

此一區分約有下列幾種類型： 

（一）對既存技術、產品的改良或對與既存技術、產品相競合技術、產品

之開發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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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開發與既存技術、產品不相競合之技術、產品為目的。 

此類型之差異，從公平交易法之觀點，於檢討因共同研發而受到影響

的市場範圍，變成為依各重要因素。如上述（一），如產品或技術研發成功，

變成為市場上之新競爭者，從而對處競市場競爭即有貢獻；而（二）之類

型，乃在開發一個新技術、新產品，假如研發成功，可能會造成一個新獨

占狀態，對市場結構之改變，非無影響。 

四、依實施方法區分 

倘依實施方法而區分，可分為四種類型： 

（一）在參加事業者之間彼此分擔研究活動。 

（二）參加事業共同地設立實施研究活動之組織為之。 

（三）研究活動由事業團體為之。 

（四）參加事業一方提供資金；另一方面為實施研究活動。 

此一區分類型的差異乃在關係到公平交易法適用範圍之問題上，如上

述（一），在寡占市場中為聯合行為時，如何解決？上述（二），以共同方

式設立組織為研究開發，涉及到結合與聯合之重疊問題？又關係企業與母

公司得否為聯合行為？上述（三），事業團體得否成為公平法聯合行為之主

體？等均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另外，在上述（四）中，如參加事業，一

邊提供資金，僅他方為實施研究活動，可謂是一種基於一定之對價而全部

取得研發成果，此種方式，不具有所謂事業共同行為之性質，應該是有如

民法上單純的以技術開發為目的之承攬契約（民法第四九十條）或是類似

技術買賣契約（民法第三四五條）。因此，不被認為屬於一種共同研究開發。 

五、依協議內容而區分 

共同研發如以其協議內容區分，可區分為單純的共同研發協議與包含

附隨協議的共同研發，附隨協議在此又可區分為為確保研發協議完滿實現

者，或係關於研發成果如何使用分配，亦即涉及研發後之生產、銷售與專

利商標取得的附隨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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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實務上，事業訂立單純研發協議的情形較少，包含附隨協議的情

形較多。因此，德國實務上共同研發常與專業化協議或其他合理化協議併

同作成，並依各該款予以正當化。 

在我國共同研發既經立法者規定為獨立例外類型，並由此顯現本款與

其他各款主要規範目的之差異，因此即使研發協議與其他附隨協議併同作

成時，除共同研發不構成限制競爭而得僅就個別附隨協議內容分別判斷

外，應使整個契約或協議整體併受本款之評價。 

如上所述，共同研發有不同之各種面貌，不同類型的共同研發對於市

場競爭也有不同之影響，其所被規範之要件亦不盡相同，因此，在判別共

同研發是否為競爭法所規範，首務之急，應先了解事業間之聯合研發屬何

種類型，之後，才就其影響競爭層面加以評估，而決定是否容許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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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外國競爭法對於共同研發行為之管制 

第一節  美國 

一、歷史回顧 

南北戰爭後，美國走向了一個新時代。新時代需要新的型態的經營方

式，傳統的獨資或合夥的商業組織型態，已無法因應大量的資本投資，而

公司法人化組織型態正足以滿足此一需求，故當時之經濟條件實有處於傳

統之商業組織邁入法人化，永久穩固之法人事業基礎於焉建立。 

在此時代下，企業家憚精竭慮於追求效率與操縱市場的力量，以獲取

更大的利益，其結果遂走向企業併購、市場壟斷及限制交易的反競爭趨勢，

自由公平之企業競爭頻遭破壞，因此反托拉斯之立法應運而生。32

至1980年代初，美國面臨國際競爭加劇，伴隨著科技領導地位受侵蝕，

美國政府體認反托拉斯（antitrust）法令管制過於嚴苛，可能使美國企業處

於不利益之市場地位。33基此，美國透過法案修訂開放包括官民與產業間合

作研發之各項限制。如1984年國家合作研究法（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ct of 1984；NCRA）開始取消多廠商間合作研發之相關限制，並鼓勵美國

廠商進行共同研發。惟為迴避反托拉斯法令限制，NCRA要求合作研發廠商

向司法部門（department of Justice）登記。1993年美國通過NCRA修正案進一

放寬廠商之合作生產行為，允許利用合作研發成果進行共同生產之活動。

此外，美國所界定之共同研發並不限於部門內（intra-sector），亦可跨公司

部門間（inter-sector）。亦即，除廠商間的共同研發，亦可擴及產學合作，

及產業和聯邦實驗室的合作等。 

儘管如此，美國的反托拉斯法以中並沒有特別對共同研發作特別之立

                                                 
32 參賴源河編審，公平交易法新論，元照出版，2000 年 9 月，頁 49。 
33 早期美國認為，對於聯合行為的處理方式，乃屬本質上之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因

為美國是強調自由競爭之國家，所以廠商間之合作行為一直都不敢有所發展。從而，美國

的反托拉斯法令大都基於國內市場競爭而法令禁止企業進行許多合作，包括共同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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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主要是以三個法規作為架構，再配合其他法案，其中包括休曼法

（Sherman Act）34第一條和第二條；克萊登法（Clayton Act）35第七條。再

配合一些相關法案，如1980的研究合資的反托拉斯法準則，1984年的國家

共同研究法（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ct of 1984 ）、1988年的國際營運

的反托拉斯指導原則以及1993年的國家合作研究與製造法案（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ct of 1993）等等。 

以下將美國法上與共同研發有關之法案，作一簡單的介紹。 

二、共同研發相關法案介紹 

就美國與共同研發相關之法案，約略述如下：36

（一）史蒂文生－魏德勒技術創新法案（Stevenson-Wydl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 of 1980） 

1、要旨 

要求聯邦實驗是加速對州、地方機關，以及私人產業技術移轉進度。

要求聯邦實驗室需撥出固定預算，並成立負責單位以加速移轉速度。要求

聯邦實驗是加速對州、地方機關，以及私人產業技術移轉進度。此項法案

要求聯邦實驗室需撥出固定預算，及成立負責單位以加速移轉速度。 

2、特色 

（1） 以固定預算協助學界及企業界共同開發研究行為； 

（2） 政府智財權下放； 

（3） 協助小型企業科技創新研發； 

（4） 課程及教育訓練。 

（二）拜‧杜爾學校與小型企業專利法案（Bayh-Dole University and Small 

Business Patent Act of 1980） 

                                                 
34 休曼法主要以反托拉斯、控股公司所造成之獨立現象為立法背景，即禁止廠商藉由結合

或共謀，用以限制貿易或商業行為。 
35 克萊登法主要在具體化休曼法之不確定性，其規定差別性價格、禁止排他性契約及限制

對他公司股份或資本的取得，以避免藉由併購或董事兼充而造成市場之獨占。 
36 美國研發聯盟之現狀，參企業研發聯盟，http://www.erai.org.tw，2003/09/10 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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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旨 

針對專利法與商標法作修正，允許大專院校及非營利機構等經由聯邦

政府經費贊助所得之研發成果可以保留其智慧財產權，並鼓勵將其研究成

果下放給中小企業。 

2、特色 

（1） 加強學術及企業間之互動； 

（2） 強調協助小型企業的創新研發； 

（3） 大專院校、非營利機構智慧財產權的持有與下放。 

（三）小型企業創新研發法案（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ct of 

1982） 

1、要旨 

設置小型企業創新研究計劃（SBIR），促使聯邦政府增加研發經費給予

具商業化潛力的小型高科技公司。此計畫中，預算高於一億的聯邦研發機

構需給予小型企業一定比例研發開發協助。 

2、特色 

（1）協助小型企業參與聯邦政府在SBIR中的創新研發計劃；檢視聯邦

機構SBIR的計劃行程； 

（2）聯邦機構智慧財產權下放。 

（四）國家共同研發法案（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ct of 1984） 

1、要旨 

鼓勵本土公司建立競爭前（Pre-competitive）的研發合作行為，除了促

進研發、鼓勵創新和加強貿易之外，並鑑定各項研究合資（research joint 

ventures）行為是否構成托拉斯，以促使產業間加速合作。 

簡言之，其目的在於促進效率及應付國際競爭之挑戰，緩和因來自反

托拉斯法的威脅而使得研發合資減少的問題。 

2、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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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參與共同研發的行為不應全以反托拉斯法看待； 

（2） 強調共同研發在聯邦註冊（Federal Register）； 

（3） 共同研發行為不應損害州際的自由競爭； 

（4） 進行共同研發行為之當事者，不得交換與此計畫無關的產品或服

務的價格、買賣、行銷、利潤等資訊； 

（5） 進行共同研發行為之當事者不得在產品製造過程或行銷區域中

有聯合壟斷之行為； 

（6） 進行共同研發之當事者不得濫用限制措施，而進行產品、製程或

服務研發成果之交互壟斷行為。 

（五）聯邦技術移轉法案（The Federal Technology Transfer Act of 1986） 

1、要旨 

主要修正史蒂文生－魏德勒技術創新法案，並提出合作研發協定一案

（CRADAs）。 

2、特色 

（1） 開方聯邦實驗室得與任何私人企業進行合作研發，不再受限於

小型企業和非營利機構； 

（2） 私人企業亦有機會取得經由合作研發之智慧財產權。 

（六）綜合貿易暨競爭力法案（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 

1、特旨 

修正貿易法規，設置產業競爭力中心以發展產業策略及特殊政策建

議。此項法案並建立許多產業競爭力培育計劃，其中包括先進技術提昇專

案、美國商業部技術標準局之製造技術中心設立等。 

2、特色 

（1） 發展競爭力提昇資金； 

（2） 設置產業競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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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立教育及訓練體制； 

（4） 修改關稅及貿易法規，提昇國際出口值； 

（5） 保障智慧財產權； 

（6） 外國直接投資； 

（7） 鼓勵高科技技術研發。 

（七）國家競爭力法案（Th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echnology Act of 1989） 

1、要旨 

修正史蒂文生－魏德勒創新法案，允許國有私人承攬之實驗室，亦享

有參與合作研發協定（CRADAs）之權利。 

2、特色 

（1） 增進共同研發發展及技術移轉； 

（2） 強調並鼓勵先進製造技術的研發； 

（3） 發展半導體印刷電路板技術； 

（4） 允許科技研發的借貸； 

（5） 電腦軟體業等享有 CRADAs 所產生的智慧財產權。 

（八）小型企業研發加強法案（The Small Busines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nhancement Act of 1992） 

1、要旨 

延續並擴展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劃（SBIR）。其中包括三項主題：小型

企業創新研究計劃；小型企業技術移轉；小型企業多重保障規定。 

2、特色 

（1） 要求 SBIR 計劃考慮更為廣泛的小型企業輔助範圍；或以參與關    

鍵性的科學技術為研究主題； 

（2） 保障中小企業的技術獲得及協助等權益； 

（3） 保留聯邦機構的智慧財產權。 

（九）軍用技術轉換、再投資與協助法案（Defense Conversion Re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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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ransition Assistance Act of 1992） 

1、特色 

實施科技技術再投資計畫，並協助建立國際商業及防禦機制的共同研

發、技術運用，以及各項教育、訓練專案等。 

（十）技術移轉促進法案（Technology Transfer Improvements Act of 1993） 

1、要旨 

修正史蒂文生－魏德勒創新法案中經由 CRADAs 形式所衍生之智慧財

產權規定。 

2、特色 

（1） 強調 CRADAs 技術移轉所應支付聯邦實驗室之權利金； 

（2） 確保聯邦實驗室技術是以非專屬以及不可移轉（non-exclusive, 

non-transferable）的方式授權； 

（3） 授權聯邦政府擁有技術應用之同意權。 

（十一）國家共同研究與生產法案（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ct of 1993） 

1、要旨 

修正國家合作研究法案，除了鼓勵企業共同研發活動，也支持企業功

同進行產品、過程及服務的生產。 

2、特色 

（1） 擴大企業共同研發的範圍，但並重反托拉斯法的評定； 

（2） 加強本土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力，如技術創新及貿易等； 

（3） 肯定企業共同研發的智慧財產權。 

（十二）技術移轉與促進法案（The Technology Transfer Improvements and 

Advancement Act of 1996） 

1、要旨 

修正 CRADAs 所衍生之智慧財產權之規定，允許非聯邦政府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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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擇專屬或非專屬的專利授權，在確定領域內使用 CRADAs 之創新成果。 

（十三）美國司法部及聯邦貿易委員會競爭者合作指導原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ions,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pr. 2000） 

1、要旨 

針對廠商間之策略聯盟、合資等產業的合作行為進行規範，並針對產

業合作的整體競爭行為，進行補充性及全面性之規定。申言之，該指導原

則整合反托拉斯法及國家合作研發生產法等立法精神和內容，以作為廠商

間合作行為的法律界限指標。 

2、特色 

（1） 定義競爭者合作（competitor collaborations）； 

（2） 建立競爭者合作之一般衡量原則；37 

（3） 建立合作協議之分析架構；38 

（4） 安全區域（safe zone）之建立。39 

三、法規分析40

（一）1980 年研究合資反托拉斯法準則（1980 Antitrust Guide Concerning 

Research Joint Ventures） 

1980 年研究合資反托拉斯法準則認為，假如合資是可以促進研究和發

展，則研發合資即應受到鼓勵。此準則也包括了對於研發合資所可能產生

的競爭上限制的處理方法，司法部認為對於所有研究的反托拉斯法分析必

                                                 
37 關於潛在地促進廠商的競爭力利益、潛在之競爭損害以及綜合評量整體相關協議的利弊

得失，該指導原則皆也加以說明。 
38 以協議之性質、協議所影響之市場、市場占有率及市場集中度、合作成員之經濟能力和

誘因及合作後之競爭情形、市場進入之情形、合作生產之競爭力利益及綜合評斷之方式，

建立分析架構。 
39 就共同研發之安全區域－－適用於創新市場。亦即，除有特殊狀況外，在創新市場中，

已有三個以上獨立進行研發的成果，廠商合作除了擁有專門的資產、特性或從事共同研發

之誘因外，其共同研發亦有高度替代性時，競爭主管機關對於這樣的競爭者合作，並不會

提出質疑。 
40何志峰，共同研究、共同生產之理論模型與反拖拉斯法政策分析，國立中央大學產業經

濟研究所碩士論文，1991 年，頁 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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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著重以下三點： 

1、共同研發的影響 

共同研發是否影響競爭的分析需由市場結構開始，若參與廠商的市場

占有率小，不會受到反托拉斯法的挑戰，其活動則是為合法。若是非競爭

產業產商進行共同研發，很少引起違反反托拉斯法的疑義。此外，也必須

考量共同研發之本質與合理性，期能做更為精準之法律判斷。 

2、對成員或競爭對手的行為限制 

探討是否對於參與成員或競爭對手有不合理之限制行為產生，若在合

理限制條件下則由合理原則來判斷其合理性。 

3、限制參與共同研發或享受成果之條件 

是否被拒絕加入此項共同研發計劃或利用上述成果，是否具有明顯的

反競爭效果。當此聯合行為成為成員廠商有效市場競爭的關鍵時，且被排

除在外的競爭對手可能因此喪失競爭力，則違反反托拉斯法的問題就會出

現。 

（二）國家共同研究法案（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ct； NCRA） 

NCRA 的通過是美國為了促進效率以及應付國際競爭的挑戰並緩和因

來自反托拉斯法的脅迫而使得研發合資減少的問題。依 NCRA 規定，計劃

成立之研發合資企業可向司法部或聯邦貿易委員會登記，可以降低共同研

發在法律上的不確定性。同時，並定義研發合資是指任何的活動團體，包

括意圖從事抑或履行契約，而由兩個或兩個以上之團體所組成，並以下列

所列為其目的： 

1、理論分析試驗或現象或可觀察事實作有系統之研究； 

2、基礎工程技術的發展或測試； 

3、延伸實驗發現或科學理論的技術本質，使之成為實際運用的試驗證明

目的，包括試驗性生產和模型、原型、設備、材料和製程的測試； 

4 、研究訊息的收集、交換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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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除包括上述四項之各種組合，亦含括設立及運用研發來執行研發活動

及申請專利或授權使用共同研發成果。 

此外，NCRA 主要運用有下列重點： 

1、明定以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為研發合資的判斷標準，指示法院

應考量行為之合理性並說明其影響研發市場的相關因素。 

2、對於已向聯邦貿易委員會和司法部登記的研發合資企業，如果被控違

反反托拉斯法屬實，則不會被處以三倍的損害賠償，41而是以原告之

實際損失為主暨其合理之訴訟費及律師費等。 

總言之，NCRA 之主要目的是以鼓勵基礎研究為主，對於共同生產、

共同行銷而言，並無受到 NCRA 之主動保護；同時，在合理原則下，研發

合資被認為是較不具反競爭的情形。 

（三）國家共同研究和生產法案（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ct；NCPRA） 

在 1993 年，通過國家共同生產法案修正法（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mendments of 1993；NCPRA），修正 NCRA，並且將之重新

設計為 NCPRA，將合理原則延伸至生產合資，若此時違反反托拉斯法時，

則生一倍而非三倍之損害賠償；另一方面，也提供生產設備給在美國境內

的生產合資，生產合資利用告知方式（notified）向執行機關提出，屬於 NCRA

的延伸。 

NCPRA 主要有兩個科技政策目標： 

1、增加美國廠商的共同研發和生產合資； 

2、增加美國廠商在關鍵性領域的研究、發展和生產的競爭力。 

值得注意的，NCPRA 並沒有條款定義所謂的安全避風港（safe harbor），

也沒有給予政府機構一個豁免的力量。 

（四）休曼法 

                                                 
41 依克萊登法第七條之規定，違反反托拉斯法而受損害者，可請求三倍之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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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曼法主要以反托拉斯、控股公司所造成之獨立現象為立法背景，即

禁止廠商藉由結合或共謀，用以限制貿易或商業行為。 

休曼法第一條規定：「以托拉斯或其他方式的每一個契約，結合

（combination）和共謀（conspiracy）以限制數州間或與外國間之貿易或交

易者，違法。」；休曼法第二條規定：「每一個將獨占或意圖獨占者，或與

他人結合或共謀，以獨占數州或外國間之任何部分之貿易或交易者，應被

視為犯罪……。」 

循此，吾人可知前者之目的乃在於規範卡特爾以及競爭廠商間的各種

一致行為；至於後者，主要則是規範符合獨占行為之單獨廠商行為和廠商

間的一致行為，著重在於其行為而非狀態。此為共同研發立法前之架構。 

（五）克萊登法 

克萊登法主要在具體化休曼法之不確定性，其規定差別性價格、禁止

排他性契約及限制對他公司股份或資本的取得，以避免藉由併購或董事兼

充而造成市場之獨占。 

克萊登法第七條規定：「從事交易的公司不得直接或間接收購其他從事

交易公司股份（stock）或其他股份資金（share capital）之全部或任何部分，

且隸屬於聯邦貿易委員會管轄之公司亦不得收購其他從事交易之公司資產

全部或任何部分，如該收購之效果可能於國家之任何區域之任何商業線上

實質地減少競爭或企圖產生獨占。」 

針對此條文之原意而言，主要在規定結合，但實務上在Penn-Olin 

Chemical Co.一案42中已發展至是否在特定市場（relevant market）上有減少

競爭的情形的產生之情形。 

四、案例介紹43

（一）Berkey Photo Inc. v. Eastman Kodak Co.44

Kodak 長久以來即在照相技術中享有盛名，並對關於相片生成的每一

                                                 
42 UNITED STATES v. PENN-OLIN CHEMICAL CO. ET AL., 378 U.S. 158 (1964). 
43 張升星，從國際競爭論企業結合之法律問題，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1998

年，頁 86-87。 
44 603 F.2d 263 (2d Cir. 1979), cert. denied, 444 U.S. 1093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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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步驟中，提供服務與產品。早在 1977 年時，其國際上的年度營業額即達

六十億美金，淨利則有 12 億美金，屬於特定市場上的巨人。 

相較於 Kodak 如此穩固巨大的公司，Berkey 則是一間較小的公司，但

在沖印技術的競爭市場上，也是 Kodak 的顯著的競爭者，Berkey 於 1978 年

後開始銷售相機，但並不生產軟片，是在軟片市場上，Berkey 是向 Kodak

購買後而加以轉售，是以，吾人可知，在某些市場上此二家公司是處於競

爭者之地位，而在某些市場上，Kodak 公司則是 Berkey 的提供者，先予敘

明。 

本案爭點之一在於 Berkey 主張因其和 Kodak 合作於閃光燈的製造後，

導致 Berkey 遭受其在相機與沖印技術上市場的需付許多費用與 Kodak，故

主張 Kodak 違反休曼法第 1 條。於此，法院認為，共同研究發展多半效果

雖然是屬於促進競爭，提昇效率，然而在司法實務上，判斷共同研究發展

是否合法之標準即在於：合作雙方到底有沒有限制競爭的合意？在本案

中，上訴法院否定該項研發合資之合法性，理由在於因參與合資研發之雙

方表示，經由研發改良的閃光燈炮遲至 Kodak 公司開始銷售與其搭配之相

機時，始得發表該項技術改良之新產品，其協議即具有反競爭之性質。同

樣地，假如參與合資研發的雙方關於技術改良開發生產、行銷之新產品，

彼此約定互不競爭，亦將影響合資研發之合法性。 

（二）SCM Corp. v. Xerox Corp.45

在 SCM Corp. v. Xerox Corp.一案中，Xerox 參與一項研究電子照相技術

（xerography）的合資計劃，Xerox 公司提供資金贊助該項研究發展，同時

也就該研究發展獲得專用權，這樣的安排導致競爭廠商認為其違反休曼法

及克萊登法而提起訴訟，並請求三倍之損害賠償金，總計 1 億 1 千 1 百 3

十萬美金。 

上訴法院認為，判斷此項合資研究發展是否具有競爭合理性的重點應

                                                 
45 SCM Corp. v. Xerox Corp., 645 F. 2d 1195 (2d Cir.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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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如此的安排在進入該項合資研究發展支出是否合理」？而非在於技

術開發成功後，再來檢視上述合資研究發展是否合理。對於本案，法院認

為此項共同研究發展當時，Xerox 並未享有優勢地位，而且所謂的市場根本

就是伴隨該項技術研究成果而來，而就技術享有專用權一節，則是促成研

究發展成功的必要誘因，因此並不違法。 

（三）Northrop Corp. v. McDonnell Douglas Corp.46

在 Northrop Corp. v. McDonnell Douglas Corp.案中，兩家國防工業廠商達

成協議共同研發噴射機一事，藉以分擔研發風險，共享技術秘密，募集龐

大資金支應研發費用，並且雙方協議分別享有陸地型及航空母艦型的機型

專賣權利。此外，雖然係爭案件涉及國防工業，但就此一合意而言，國家

並未涉入，並予敘明。 

在本案中，即使有如此明顯的市場劃分，法院基於：1、法院欠缺足夠

經驗判斷基於國防工業之特殊性質所為協議的反競爭性如何；2、證據顯示

如果缺乏這樣的合資設計，由於風險過高，任何一家廠商皆不可能單獨投

入鉅額資金進行研究開發，因此此一共同研發實際上是有利競爭的；3、參

與合資研發的企業，並沒有藉由合資研發協議阻礙他人參與競爭，相反地，

還利用上述安排作為吸引合資事業參與者加入的誘因。 

簡言之，法院此時的判斷乃著重於個案之本身，並考量共同研發本身

之必要性及市場的需求性而加以判斷，當然，最重要的一點是，如何避免

一個限制競爭的市場發生，更是法院所必須深切考量的重點所在。 

                                                 
46 Northrop Corp. v. McDonnell Douglas Corp., 705 F. 2d 1030（9th Cir.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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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歐盟 

一、歷史回顧 

從一九五七年的羅馬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或稱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簡稱EEC條約），建立經濟共同體

以來，歐洲共同體的發展，幾經挫折終於奠定基礎。一九八七年生效的歐

洲單一法（Single European Act）和一九九三年先後生效的歐洲經濟區域協

定（European Economic Area Agreement）、歐洲聯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簡稱EU條約，俗稱馬斯垂克條約），使歐洲共同體組織更為擴大，

內部市場更為完善。就經濟層面而言，歐盟經由自由貿易區的共同貿易政

策、共同市場的關稅同盟、逐步邁向歐洲單一市場、歐洲經濟區域以及歐

洲經濟與貨幣聯盟。 

在此同時，歐洲經濟區各國瞭解到現今企業面臨全球化經營、技術創

新、動態化市場經營模式等競爭情況，會面臨與競爭有關之問題，因此制

訂了許多的競爭法規，其中與共同研發協議有直接關係者首推EEC條約第

85條，此條乃關於事業限制競爭行為之禁止規定。在歐洲聯盟條約生效後，

歐洲經濟共同體（EEC）改稱歐洲共同體（EC），EEC條約改稱為EC條約，

而原先EEC條約第85條則為目前EC條約第81條。 

歐盟執委會瞭解到，事業間的合作的確會帶來經濟上的利益，但同時

也要確保此種合作關係不致於扭曲競爭效益，EC條約第81條正可以在合作

行為所引發的反競爭效果及經濟利益之間，提供一套平衡的法律架構。而

在EC條約第81條架構下如何評估及具體化水平共同研發協議的規範呢？ 

現 行 方 式 有 兩 種 方 式 ， 第 一 ， 利 用 執 委 會 於 1984 年 12 月 公 布 之

418/85/EEC共同研發集體豁免規則，47該規則其後經多次修正，48於2000年12

                                                 
47 此規則之英文全稱與全文請見：

http://europa.eu.int/eur-lex/en/consleg/pdf/1985/en_1985R0418_do_001.pdf，2003/09/20 visited。 
48 經151/93/EC 規則及2236/97/EC 規則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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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1日終止其效力，並且由執委會2000年11月29日頒佈之2659/2000/EC 規

則49所取代，效力期間為2001年1月1日至2010年12月31日。第二則是運用2000

年底公告、2001年1月1日施行的事業水平合作適用EC條約第81條指導原則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50。 

以下對目前歐盟法制作一簡單介紹。 

二、法規重點介紹 

（一）EC條約第81條 

依EC條約第81條第1項規定，凡影響會員國間之交易，並以妨礙、限制

或扭曲共同市場內之競爭為對象或造成此效果之各事業間協議、事業團體

之決議及互為一致之行為，均與共同市場不相容，故應予禁止。包括： 

1、 直接或間接決定採購或銷售之價格，或決定其他交易條件； 

2、 限制或控制生產、市場、技術發展或投資； 

3、 分配市場或資源之供給； 

4、 就相同之交易，對其他交易對象適用不同之條件，致其處於不利之競

爭地位； 

5、 該契約之締結繫於相對人接受就其本質或依商業習慣均與契約標的

無關之額外義務之行為。 

換言之，聯盟之合作行為具有影響會員國之貿易，而產生限制市場競

爭之情形時，則屬於EC條約第81條第1項之違法行為。依該規定並例示五項

非法之聯合行為，包括價格限制、生產限制、市場劃分、差別待遇、搭售

                                                 
49 此規則之英文全稱與全文請見：

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CELEXnumdoc&lg=EN&numdoc=

32000R2659&model=guichett，2003/10/24 visited。 
50 全文請見：http://europa.eu.int/eur-lex/pri/en/oj/dat/2001/c_003/c_00320010106en00020030.pdf，

2003/10/22 visited。該指導原則之前身為「企業合作協議、決定、共同行為之公告」(Notice 

on Agreement , decision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in the field of co-oper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OJ 

C75, 29.7.1968)與「共同合資適用第八十一條公告」(Notice concerning the assessment of 

co-coperative joint ventures under Article 81, OJ C 43, 16.2.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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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等。 

然依EC條約第81條第3項規定，符合EC條約第81條第1項規定之聯合行

為，在下述之情形下，仍得以個別豁免。依該條規定：「雖有前述規定，但

有下列情形時，第1項規定得宣告不予適用： 

有助於改進商品之生產或分配或促進技術或經濟進步，並能使消費者

分享所生利益之： 

—各事業間之契約。 

—事業之聯合組織所作任何種類之決定。 

—聯合行為。 

惟上述各項並未： 

—對有關事業加諸達成上述各目標非必要之限制。 

—使相關事業就系爭產品之重要部分有排除競爭之可能。」 

（二）共同研發協議集體豁免規則 

418/85/EEC規則包含13條條文，其中規定了集體豁免的適用範圍，51同

時，此規則依照合作研發協議約款之限制競爭程度與適法性，將協議約款

區分為豁免條款（exempted Clauses）、52合法條款（permitted Clauses）、53違

法（黑）條款（prohibited /black Clauses）54及灰條款（gray Clauses）55。 

這些規定較為繁雜，適用上也較為不便，因此在418/85/EEC規則終止

效力後，新的2659/2000/EC規則針對這些規定作了相當程度的簡化，僅對違

法條款部分加以規定，並以市場占有率為基準作為是否可以豁免的門檻，

其餘則加以刪除。 

前後法相較，418/85/EEC 豁免規則的規範重點在於詳細列舉出各種豁

免條款；而目前適用之豁免規則的重點則在於：1、以市場占有率為基準，

                                                 
51 Commission Regulation No 418/ 85/EEC，Article 1. 
52 Ibid., Article 4. 
53 Ibid., Article 5. 
54 Ibid., Article 6. 
55 Ibid., Articl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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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共同研發協議參與事業之生產或改良商品，在特定市場總占有率須低

於一定標準之下，始得適用豁免規定。2、列出不適用集體豁免的共同研發

協議條款，也就所謂的違法條款或黑條款。整體而言，目前之豁免規則簡

化了舊豁免規則的內容，適用上也較以前容易。 

（三）水平合作協議適用EC條約第81條指導原則 

事業間的協議類型隨著經濟關係的複雜化而日益增多，然就其協議的

類型，以產銷關係屬於同一層次（水平協議）或上下隸屬關係（垂直協議）

加以區分時，則合作研發協議屬於水平協議的一種，應有水平協議相關規

範的拘束。  

2001年水平合作協議適用EC條約第81條指導原則
56

具有補充集體豁免

規則之功能，凡合作研發集體豁免規則未規定而可依照水平合作協議準則

之規定評估協議是否具有反競爭效果者，則依照此原則。但此原則之規定

並不影響水平合作協議適用EC條約第82條之可能性。也不會影響到初審法

庭(Court of First Instance)57及歐洲法院58對於水平合作協議適用第81條所做

的解釋之效力。59

水平合作協議通常混合了許多階段的合作行為，例如：合作協議可能

包括研發階段及研發成果運用或商品化階段，因此某項合作協議究竟應適

用此準則之哪一個章節的規定，則需要依照此合作的重心（the center of 

gravity）加以決定。而判斷合作重心所在，則需考量以下兩項要素：1、合

作關係的起點（starting point）及2、所欲合作事項之整合程度。舉例而言，

若一個合作協議包含了共同研發及共同生產兩個階段，則通常會考量到只

                                                 
56 其規範的態樣除了R＆D 合作協議之外，尚有其他水平合作協議，例如：生產（production）

協議、採購（purchasing）協議、商業化（commercialisation）協議、標準化（standardisation）

協議及環境（environmental）協議等。 
57 1989 年 9 月 1 日所增設，負責審理企業競爭和涉及歐盟官員的訴訟案，法院設在盧森堡。 
58 仲裁機構，負責解釋歐盟法律，審理和裁決歐盟和成員國在執行各項法律法規中發生的

各種爭執。現有 15 名法官和 9 名檢察官，由成員國政府共同任命。 
59 Commission Notice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1.1-8,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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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當研發階段成功後，才可能進入生產階段，因此研發是生產的前提要件，

在這種情形下，研發階段會被認定為合作關係的起點，並且通常會適用此

準則的共同研發協議的相關章節規定。另一種情況則是，若經由合作協議

可預見在生產階段具有充分的整合，反而在合作研發活動僅有部分整合效

果時，則欲判斷該協議內容是否構成反競爭時，應著重在生產階段的行為，

從而適用此準則的共同生產協議的相關章節規定60。 

三、要件分析 

（一）EC條約第81條 

1、禁止規定 

該條第1項已如前述，乃總則性、概括性的限制競爭禁止規定，詳見前

述。 

2、除外規定 

（1）除外要件 

詳細之分析於前已述明。 

（2）除外態樣 

能符合 EC 條約第 81 條第 3 項之規定而豁免除外之態樣，其情形如下： 

Ⅰ、個別除外 

在合作研發協議中通常包含許多限制約款，例如價格限制約款、限制

研發自由約款、限制生產或銷售之約款、限制交易相對人約款禁止競爭約

款等，其協議內容雖然對於競爭造成某程度的限制，但從其性質與範圍加

以考量，並非完全負面的效果。因此，若協議內容符合EC條約第 81 條第 3

項「個別豁免管制」的條件，則可經由執委會個案審查核准後得到豁免，

且具一定期限之限制，通常期間為十年，事業亦得向執委會申請「豁免證

                                                 
60 Commission Notice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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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negative clearance）。61

申言之，第 81 條規定法例與我國公平法聯合規範相似，採取原則禁

止，例外採事前許可制。然而，根據執委會 2000 年 12 月 19 日公布之「實

行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 條及第 82 條理事會規則草案」，62鑑於歐洲經濟體

組織的成員日漸增多，要求獲得豁免證明之共同研發協議數量也與日遽

增，傳統個別除外之事前許可制將改採直接適用豁免制度，亦即只要協議

或行為符合第 81 條第 3 項要件，不須再向執委會申請許可，各會員國掌理

競爭之行政機關或法院即可讓該協議直接生效。63

Ⅱ、集體除外 

傳統個案豁免程序，不僅曠日廢時，亦影響合作研發之進行。蓋豁免

申請需踐行複雜的程序，檢具內容詳盡的各種表格與資料，並進行言詞陳

述。64有鑑於此，為了避免大量的協議不斷向執委會提出申請，執委會在個

別申請案的處理上累積相當的經驗後，於 80 年代依照理事會第 2821/71 號

規則65之授權，66草擬關於共同研發協議之集體豁免規則，凡事業間之限制

性協議符合執委會所制訂之集體豁免規則，則該限制性協議即當然取得豁

免而立即發生效力，無須向執委會提出申報，而執委會亦無庸逐一就個案

申請為決定。如前所述，原先之 418/85/EEC規則目前已終止效力，而由

2659/2000/EC規則所取代。 

                                                 
61 鄒忠科、王泰銓等，歐洲共同體一九九二年研究系列（五）-- 歐洲共同體競爭下企業

協議之管制，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80 年 12 月，頁 25。 
62 本草案之英文全稱與全文請見：

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CELEXnumdoc&lg=EN&numdoc=

52000PC0582&model=guichett，2003/9/24 visited 。 
63 同上註網址，see Recital(4). 
64 相關程序請參考王泰銓，歐洲事業法（二）：歐洲競爭規範，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 年，

p.15-16。 
65 此規則全稱與全文請見：

http://europa.eu.int/smartapi/cgi/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CELEXnumdoc&lg=EN&numdoc=

31971R2821&model=guichett，2003/9/21 visited，緣最早的事業間合作協議集體豁免規則係

經由理事會頒佈的此規則之授權而設立。根據此規則，執委會得就下列合作協議制訂規則

給予集體豁免：1.產品規格或型式之應用；2. 有關產品或生產過程技術之研發，及研發成

果之運用，包含工業財產權及商業秘密之協議；3.專業化，包含達成此專業化所需之協議。 
66 Commission Regulation N0 418/85/EEC, Recita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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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659/2000/EC 規則之探討 

1、豁免類型67

事業間協議之目的為下列三類型之一者，即為集體豁免的規範客體： 

（1）共同研發產品或製程，以及共同運用（exploitation）該研發成果； 

（2）相同事業間共同運用根據先前協議所研發之產品或製程； 

（3）共同研發產品及製程，但未共同運用該研發成果； 

但當有第5條第1項所列舉黑條款之情形時，則無法依此三種類型予以

豁免。 

2、豁免的條件68

第1條所規定的協議類型，必須符合以下各項要件才能具體適用豁免的

規定： 

（1）參與共同研發之任一方必須可以運用研發後之成果。但研究機

構、學術單位或以提供研發為其商業活動之事業，一般而言均不會主動運

用研發成果，不在此限。 

（2）若共同研發協議僅針對共同研發事項予以制訂時，則每一參加者

必須可以獨自自由運用研發之成果，以及任何為達此運用目的所需之習知

專門技術。除非某一方在共同研發協議開始時並非競爭事業，則可限制其

運用一或多個應用的技術領域。 

（3）所得共同運用之部分必須是受智慧財產權保護或構成某項專門技

術之成果，這些運用會對技術或經濟進步有實質的貢獻，而該成果對產品

之製造或製程之應用應具有其關鍵性（decisive）。 

（4）在以生產專業化（specialization）的方式下，被委託製造研發成

果之產品的事業必須滿足其他參加者之訂單需求，除非該共同研發協議允

許共同銷售。 

                                                 
67 Commission Regulation No. 2659/2000/EC Article 1. 
68 Ibid., Artic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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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場占有率的門檻規定（market share threshold）及豁免期間（duration 

of exemption）69

（1）參與協議的事業間不具有市場競爭關係時，共同研發協議豁免期

間即為該協議的存續期間，而共同使用該研發成果協議的豁免期間，則為

研發成果所生產或改良的產品在市場上首次問市後之7年間。 

（2）若事業間具有市場競爭關係，則必須在簽訂共同研發協議時，所

有參與協議事業依研發成果所生產或改良之產品，在特定市場上的總占有

率不超過25%，其豁免期間始得適用上述第1 項規定。 

（3）上述第1項所規定的豁免期間屆滿後，只要參與協議事業依研發

成果所生產之產品在特定市場的總占有率不超過25%，即可繼續適用豁免

規定。 

從以上規定可知，市場占有率的基準(market share criteria)在歐盟共同研

發協議之適法性判斷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舉例而言，如果合作的事業間

具有市場競爭關係，且簽訂共同研發協議時，其研發成果之產品在特定市

場中，可替代現有產品之占有率總和超過25%門檻，則其協議將無法適用

豁免期間的保護規定，亦即必須回歸到歐盟競爭法的個案豁免申請規範。 

4、違法/黑條款70

本條所規定的共同技術研發協議約款，因其內容不具備歐盟競爭法第

81條第3項所考量的積極作用，基本上對市場競爭會造成不利的限制或影

響，故排除豁免規定的適用。本條列舉之共同研發限制約款共10款： 

（1） 限制參加事業獨自或與第三者合作，從事與共同研發不相關領域

之研發工作；或於共同研發完成後，從事相同或相關領域之研發； 

（2）禁止在研發完成後，對當事人在共同市場所持有或關於研發之智

慧財產權的有效性（validity）提出異議（challenge），或於研發協

                                                 
69 Ibid., Article 4. 
70 Ibid., Articl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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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終止後，禁止對當事人在共同市場所持有且係用以保護研發成

果之智慧財產權的有效性提出異議。以上所述之前提為其中一參

加者對前述智慧財產權的有效性提出異議時，不會對終止研發協

議有不利之影響； 

（3）限制生產或銷售； 

（4）限制以約定價格銷售研發成果之產品給第三者； 

（5）在研發成果之產品於共同市場問市7年後，限制參加事業服務之

顧客；  

（6）禁止在保留給其他當事人之特定區域內，對研發成果之產品進行

被動的銷售計畫； 

（7）禁止將共同研發成果之產品提供至市場上，或禁止其他事業在研

發成果之產品上市7年後，於共同市場中的特定區域進行主動的

銷售計畫； 

（8） 要求不得授權其他廠商生產共同研發成果之產品或應用共同研

發成果之製程，使至少一參與共同研發之一方無法運用共同研發

之成果； 

（9） 要求參與共同研發之事業不得滿足位在各參加事業所在區域

內，可於共同市場上其他區域內行銷研發成果產品之使用者和經

銷商（resellers）之需求； 

（10）要求讓使用者或經銷商在共同市場內，不易自其他經銷商處取

得研發成果之產品，特別是以行使智慧財產權等手段阻止使用

者或經銷商取得或上市業已經由其他當事人或其同意下之合法

流通於共同體市場之產品。 

但上述之限制約款不適用於： 

（1） 對於共同生產研發成果之產品設定生產目標。 

（2）對於共同銷售研發成果之產品設定銷售目標以及固定銷售給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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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顧客之價格。 

（三）水平合作協議適用 EC 條約第 81 條指導原則 

如同前述，水平合作協議適用EC條約第81條指導原則（以下稱「水平

合作協議準則」）之作用係在於補充集體豁免規則之不足。以下將擇要介紹

此準則之重點： 

1、特定市場 

在評估研發協議所造成的效果以定義出特定市場時，最重要的部分即

在於識別研發協議所產生之產品、技術或研發成果，因為這些都會對合作

成員造成限制競爭的效果。若將所有的情況比喻成一個光譜（spectrum），

在光譜的一端，創新研發可能產生與現存產品或技術市場相互競爭之產品

或技術，例如，針對特定產品稍加改良或變化所產生之新式樣，這種情形

即可能影響到現存市場的產品。 

在光譜另一端，創新成果可能創造了全新的產品，形成新市場，例如，

開發先前無法治癒疾病的新疫苗。在此情況下，除非現存市場與此創新有

關才會被視為是特定市場。因此，共同研發所產生的創新成果會造成何種

影響，就必須經過評估。然而，大部分的例子均介於光譜的中間，亦即某

種創新成果可能創造新的產品或技術，但經過一段時間漸漸取代現存產

品。舉例而言，CD產品不僅代表創造出新市場，也產生對現存卡帶市場取

代的作用。綜上觀之，研析共同研發對市場的影響時，必須針對現存的產

品與技術市場，以及創新市場加以分析。71

（1）現存市場 

Ⅰ、產品市場72

假設共同研發係改良現有的產品，則此共同研發之特定市場範圍包含

其相近之替代性產品市場。 

                                                 
71 Commission Notice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2.2-43. 
72 Ibid., 2.2-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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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共同研發的目標是在對現有產品做重大的改變，或在於研發出全

新的產品以取代原有的產品時，則此種取代作用可能並不完整或需要一段

很長的時間去完成，因此，舊有的產品與潛在的新興產品不屬於同一個特

定市場。然而，當研發活動的合作有可能造成協議當事人和現存產品之提

供者從事對等關係的行為時，則現存產品所在的市場就必須列入考慮。但

是要運用現存市場的力量，只有當協議當事人聯合起來在現存產品市場和

研發成果都具強而有力的地位時才有可能。 

又假設共同研發的目標是最終產品的一個重要元件時，則在從事特定

市場之分析時，不僅需要分析該元件所在的市場，同時也要分析該最終產

品之市場。舉例而言，若汽車製造商合作進行開發汽車新引擎的研發，則

最終產品市場—汽車市場，也會受到此合作研發的影響。但需注意的是，

只有當研發的產品元件對於最終產品具有技術上及經濟上的重要性，且參

與研發協議的當事人在最終產品市場上屬於重要的競爭者時，才需將最終

產品市場納入特定市場的考量。 

II、技術市場73

共同研發不僅涉及產品，也包括技術。當智慧財產權可以和其相關的

產品分開銷售時，則相關的技術可以自成一個特定市場，故對於技術市場

也有必要加以定義。技術市場的內涵包括被授權的智慧財產權及其相近替

代品之市場。 

定義技術市場的方法原則上與定義產品市場相同，首先需針對當事人

所銷售之技術加以界定，同時當原技術被小幅提高其售價時，消費者可能

因此轉而購買的其他替代性技術亦必須加以認定。確認了這些技術之後，

接下來就可以將所有替代性技術授權人之授權金總收入除以當事人的授權

金收入，所得之數額即為其市場占有率。 

當共同研發涉及對現存技術的重大改良行為，或有可能取代現存技術

                                                 
73 Ibid., 2.2-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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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技術時，則當事人在現存技術市場地位也是一個相關的評估基準。蓋

當事人目前的市場占有率只是在做特定市場評估時一個評估的起點而已，

在技術市場中，潛在競爭性需特別加以注意。假設若干擁有技術的公司是

技術市場中潛在的進入者，而目前尚未授權其技術給他人，則可以預期這

些公司對當事人提高其技術價格錢的能力將產生制衡的作用。 

（2）創新市場74

共同研發不僅會影響現存市場的競爭，也會影響到創新競爭，例如：

共同研發所產生的新產品或新技術可能取代既有的市場，也有可能不取代

現存產品，卻進一步創造出全新的需求。在上述情形下，創新競爭所產生

的效果是很重要的，但在某些情形下，無法藉由分析現存產品或科技市場

的實際或潛在競爭來充分評估，最好的例子為下述兩種因其產業創新過程

本質不同所產生之類型。 

第一種類型為製藥業，由於其創新過程是相當固定的模式，因此可在

初期階段就確認其研發競爭者（R＆D poles），所謂研發競爭者係指針對某

一新產品或技術的研發努力成果，以及該研發之替代品。亦即有某一研發

著重在開發共同研發的替代產品或技術，並且其可取得相當資源以及近似

之時間點。在此情形下，如果簽訂合作研發協議後，有足夠數量研發競爭

者時，則就有分析該創新研發領域的必要。首先必須從合作協議當事人進

行的研發活動開始分析，接著，必須確認有效的研發競爭者，為了評估競

爭者的有效性，應考量以下因素：本質、範圍、研發的規模、可取得的財

物及人力資源、專門技術、取得的專利、其他特定資產、（研發）時間點及

運用研發成果的能力。舉例而言，若從取得資源或研發時間點的角度觀之，

某一研發競爭者對於共同研發的努力成果皆無法取而代之，則該研發競爭

者並非有效的競爭者。 

第二種類型則是產業創新之成果尚無法明確的建構出來，因此亦無法

                                                 
74 Ibid., 2.2-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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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其研發競爭者。在此情形下，執委會毫無例外的不會評估共同研發對

創新所產生之影響，但會將其評估限制在與係爭共同研發有關之產品和

（或）技術市場。 

2、適用EC條約第81條第1項之審查原則75

依照EC條約第81條第1項規定，對系爭協議進行分析，將之區分為： 

（1）不屬於第81條第1項規定之合作協議76

I、 仍處於理論階段之共同研發協議：大多數的研發協議並不該當第

81條第1項之規定，因為該協議尚處於理論階段，對於運用研發成

果還非常遠。 

II、 非競爭者間之合作。但當事人間究竟是否具有競爭關係，則必

須針對受到合作研發影響的現存市場和（或）創新市場加以分

析。假如參與的當事人無法獨力完成必要的研發時，就不會產生

限制競爭的問題，例如：共同研發的公司是統合互補性的技能、

技術及其他資源。另外，潛在競爭者必須以實際狀況為基礎加以

評估，舉例而言，不能只因合作可以讓參與當事人從事研發活

動，就將其定義為潛在競爭者。其關鍵在於是否每個參與之當事

人都獨立擁有必要之工具，例如：資金、專門技術或其他資源。 

III、 某些共同研發會將其研發工作外包給專門從事研發的公司、研

究單位或學術機構等不會主動運用研發成果之事業主體。一般而

言這樣的協議均伴隨專門技術移轉和（或）成果的專屬提供條

款。在此種情況下，由於合作事業的互補性，因此不適用第81條

第1項。 

IV、 單純共同研發協議：若共同研發不包含藉由授權、生產和（或）

行銷等行為而共同運用研發成果時，通常亦不屬第81條第1項。只

                                                 
75 Ibid., 2.3. 
76 Ibid., 2.3.1.1-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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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當創新市場的競爭受到重大減損時，此種單純的研發協議才可

能產生競爭的問題。 

（2）極大部分會屬於第81條第1項規定之合作協議77

如果合作研發協議的真正目的並非從事研發活動，而係利用約定價

格、限制產出或市場分配等方式，以達限制競爭之目的者，則屬此範圍。

不過，並非有涉及到運用研發成果之協議即當然會限制競爭。 

（3）可能屬於第81條第1項規定之合作協議78

若在研發協議初期無法確認其不具有限制競爭的效果時，則該協議就

可能屬於第81條第1項之範疇，並應進一步進行市場經濟面的分析。舉例而

言，當成立共同研發時所處的階段非常接近商品化，而且該共同研發的參

與事業，無論就現存產品（科技）市場抑或是創新市場，皆為競爭者時，

就會適用此原則。 

3、適用EC條約第81條第3項之審查原則79

欲認定協議是否可以受到豁免，其判斷標準應符合以下要件： 

（1）經濟利益80

除外規定之第一項條件是合作協議必須有助於改善產品之生產或銷

售，或有助於技術與經濟之進步。大部分的研發協議均會因為節省成本、

相互交流、並縮短新產品或技術的研發時程等因素而產生「經濟利益」。經

由整合不同之技能及資源，能產生更高之效率，此利益可大於限制競爭之

效果。 

執委會並進而據此訂定出研發協定具體豁免規則，規定此類協議於參

與合作協議之事業間，其市場總占有率未超過受影響之特定市場的25％

時，並且需符合特定要件（集體豁免規則第3條）、同時需未違反卡特爾之

                                                 
77 Ibid., 2.3.1.2-59. 
78 Ibid., 2.3.1.3-60. 
79 Ibid., 2.4. 
80 Ibid., 2.4.1.-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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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限制事項（集體豁免規則第5條），則該協議可受豁免。惟合作協議若

被認為具有創造或增加市場力量，而有限制競爭效果之疑慮時，合作廠商

即需提出該合作研發可增進經濟利益之事實。 

（2）限制競爭有其必要性81

若合作研發協議中之限制行為，對於達到上述經濟效果並非必要的手

段，而有其他更好的方式可供選擇時，則不得主張其適法性。另外，共同

研發協議第5條中黑色條款中的各項規定，也具有使合作研發協議因而不受

豁免之效果，因此可被當做「不具必要性」的重要指標。 

（3）不具排除競爭效果82

最後一項條件是關於系爭商品重要部分競爭是否會減損，此涉及市場

主導地位之問題。如果當事人之一是市場主導者，或經由該合作協議將取

得市場主導地位，則此種可能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之協議即無法豁免。 

四、案例介紹83

（一）Beecham/Parke-Davis案84

1、系爭事實 

Beecham 及 Parke-Davis 是兩家各自獨立從事高血壓及心臟疾病新藥研

究的公司。此兩家公司共同參與研發合資，目的在於製造出新藥品以治療

血液循環疾病，此合作涉及兩家公司除了各自繼續進行自己的研究之外，

並且須交換研發成果，當事人平均分攤研發成本和有權對自己所發展出來

的成果申請為唯一之專利，又在此協議中，每一當事人有權利自其他當事

人處取得一非獨占性及免權利金授權而得再授權，無須受限制，此外，此

協議約定自當事人開始行銷契約產品十年內，應充分交換生產改良資訊以

及此改良品的交互授權（cross-licensing）。 

                                                 
81 Ibid., 2.4.2.-70. 
82 Ibid., 2.4.3.-71. 
83 轉引自許永欽，共同研發在公平交易法之探討-以歐聯、日本為中心-，中興大學法律碩

士論文，頁 47-51。 
84 OJ 1979.3.21 No L7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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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執委會認為此研發協主義屬 EEC 條約第 85 條第 1 項範園，因

為當事人事先放棄在相關領域中的獨自研發，又執委會亦同樣認為一旦研

發階段完成，當事人須交換生產改良資訊乃超越 1968 年合作協議通告

（Notice on Cooperation Agreements）範園，此約定已進至生產階段而非發展

階段。 

雖如此，執委會仍依第 85 條第 3 項給予豁免，只要在權利金和再授權

要件上修正，因執委會認為此研發協議促進技術進步，而且資訊的充分交

換和在系爭的領域放棄獨自活動乃為達成協議目標不可或缺的條件。當事

人兩者仍能獨自自由的製造和銷售該契約產品。 

2、評析 

本案條發生在研發協議 418/85 號規則公布之前，為兩家有競爭關係事

業所為之共同研發,目的在於研發新藥品，系爭問題在於當事人約定須充分

交換資訊及放棄獨自的研發活動，對於此點，歐聯執委會認為屬第 85 條第

1 項範圍，但又認為此約定為當事人為造成協議目標之不可或缺要件，因

無比約定，當事人必不願繼績合作從事研發任務，最後認為本案有促進技

術進步，而依于以豁免。觀此案，可得下列之啟示： 

（1） 本案雖是單純之研發階段，但已涉及到生產階段的問題，例如，  

生產改良的資訊定期交換即是。 

（2） 生產改良資訊的技術交換約定，之後在 418/85 號規則 4(1)(g)、

5(1)(a)納入，而禁止從事研發則在 418/85 號規則 4(1)(a)、(b)及 6(a)

納入。 

（二）Continental/Michelin案85

1、系爭事實 

Continental 公司已發展出一種全新的輪胎設計（稱為 RHT），此輪胎主

要的優點在於一旦輪胎洩氣仍能駕駛一段距離，如此一來，並不再需要備

                                                 
85 OJ 1988.11.10 No L3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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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如果此輪胎被汽車產業所採用的話，將會改變汽車結構標準，而 Michelin

公司同樣也從事研發輪胎平穩計劃（run-flat tyre）任務，但似乎不怎麼成功，

所以 Continental 公司此時需要一個新的且有生氣的技術支助，因此 

Continental 公司與 Michelin 公司交涉，最後這二家公司（Continental 與

Michelin 二家公司在 EEC 輪胎供應寡占市場中分別高居第一位與第三位）

同意在 RHT 發展的產業前階段進一步聯合研發，此二家公司同時也協調在

適當時機開始著手輪胎的商業化和透過合資、同授權和管理 RHT 相關的智

慧財產權問題，然而此二家公司並無共同為商業化製造或共同銷售行為。 

對於本案，執委會認為有三種限制而屬 EEC 條約第 85 條第 1 項之適

用，即 1.雖然契約沒有明文限制當事人獨自從事研發，但仍有其效果；2.

限制當事人授權給第三人之自由；及 3.限制當事人行銷自由。最後，執委

會仍依第 85 條第 3 項給于個別豁免，但在決定豁免的同時，執委會乃受到

下列因素的影響： 

（1） 當事人聯合行為之範圍非常窄和雖然在發展階段為合作，但在

其他階段，對於其他產品仍有十足空間為競爭。 

（2） 當事人抗辯說他們有意願提供 RHT 技術授權給有興趣的競爭

者。 

（3） 當事人亦抗辯說，產業界反對任何新穎構成計劃之單一來源，

因此輪胎一旦被採用將迫使汽車結構改變，很少產業會接受

之，除非至少有二個或較好更多的供給者可供利用。 

基於上述考量，最後執委會給予依豁免適用。 

2、評析 

由於本案屬於寡占市場中的聯合行為，其反競爭效果極易形成，此乃

因市場進入障礙或市場占有平過分集中的結果，然並非一有反競爭效果即

加以禁止，仍得考慮到其他因素以 決定是否允許，本案值供我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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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BP/Kellogg案86

1、系爭事實 

BP 公司為一從事石油生產、提煉、販賣等商業行為，也從事觸媒研發

工作，同時也是一小型阿摩尼亞的生產者，Kellogg 公司為美國一家很大的

製造工廠的計劃者和承包商。BP 已發展出有關阿摩尼亞生產的新觸媒，但

卻缺乏生產阿摩尼亞工廠之設計和建造之 know-how 技術，Kellogg 則善長

於工廠之建造，此二家公司協議共同合作阿摩尼亞工廠建造之發展計劃，

而此工廠將使用 BP 公司的觸媒，在協議中約定，當事人仍保有其先前所

擁有的 know-how 技術，在個別發展中得到的 know-how 各自擁有，及共同

發展的 know-how，共同擁有。且每一當事人在共同所有的專利上，有一不

可撤銷之世界性非專屬權利（non-exclusive）使用和再授權（sub-license）。 

至於協議內容如下: 

BP 公司同意下列之限制： 

（1） 對於在阿摩尼亞立產領域中之其他發展計畫，BP 同意不揭示有

關觸媒之資訊。 

（2） 在協議有效期間中，未得 Kellogg 同意，不得供給觸媒給其他第

三者。 

（3） 在為 BP 建立好第一座使用新製程的工廠時，BP 應盡最大努力

聘僱 Kellogg 為計劃之承包商。 

Kellogg 公司同意為下列限制： 

（1） 不在以石墨為基礎之阿摩尼亞合成觸媒之領域內，獨自或與第

三人為研發活動。 

（2） 在從事其他投資阿摩尼亞製程方法、或其他阿摩尼亞製程方法   

之商業化活動，或提供阿摩尼亞工廠建造之前，應通知 BP。 

                                                 
86 Bellamy & Child, Comom Market Law of Competition, Vivian Rose, London, Sweet & Maxwell, 

p.279；O J 1985.12.31 NoL369/6. 

 52



本案，執委會認為屬 EEC 條約第 85 條第 1 項，因如 BP 同意不供給觸

媒給第三者和 Kellogg 同意在其他投資行為應先通知 BP，乃限制當事人之

商業決定自由。最後，執委會認為 418/85 號規則在本案並不適用，因為在

本協議有關產品所為之限制，此產品本身（觸媒）一直是由 BP 公司獨自

研發而非共同研發，但是，由於本協議很可能促進技術和經濟進步，因觸

媒具有節省能源之作用，而且 BP 和 Kellogg 所接受之限制乃為達成目標所

必須（necessary）和合理（reasonable），同時，此二家仍須面對其他重要的

競爭者，職是，依第 85 條第 3 項于以豁免。 

2、評析 

本案系爭事實乃屬於不同階段事業所為之聯合行為，亦即非競爭者所

為之協議但卻有特別限制而構成EEC條約第 85 條第 1 項之適用，此為執委

會之看法，另外，對於本案，有學者為如下之批評：歐洲法院於 1986 年之

Pronuptia和 1987 年之Remia and Nutri-cia V. Commission二案中，即指出合理

之限制條款，可促進超競爭交易行為（Pro-competitive Transactions）者，並

非違反第 85 條第 1 項之禁止規定。於此情形下之合資協主義並不需要免除

之證明。此於商業之效益上言，執委會可省去控管之繁瑣及時間之浪費，

於本案執委會光花費在通知及解釋條款之時間甚為可觀，並且由於面對國

際化上競爭壓力之際，執委會如此大費周章地審查合資案，勢必喪失引進

新科技之先機。故執委會應尊重法院之判例及 減少行政成本之損失，採行

支彈性之作法，以認為不違反第 85 條第 1 項之規定為妥。87

其實，由本案尚可看出一個現象，亦即 EEC 條約第 85 條（EC 條約第

81 條）是否有限制競爭，常隨當局經濟政策而改變，換言之，有二種方法

來闡明，其一是將禁止規定定義解釋寬些，對於任何限制均可認為違反第

                                                 
87 Velentine Korah, "Critical Comments on the Commission’s Recent Decisions Exempting Joint 

Ventures to Expolit Research that Needs Further Development", 1987, European Law Review, 

V01.l2, No.l p.19.中文部分見紀振清著，合資於歐市 85 EEC競爭規範下之適用情形及其檢

討，法學叢刊第一四八期，頁 178。 

 53



1 項禁止規定，然後再依第 3 項給予個別或集體豁免；其二是直接將禁止

規定解釋嚴些，而將系爭案件直接解釋為不符禁止之要件，如此，可省略

豁免程序。本案即是適用此二種法則之爭執，頗值我國在執法時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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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 

一、歷史回顧 

日本產業間之合作制度相當的盛行，尤其在高科技產業間運用策略聯

盟之方式淵源甚遠。一九七五年七月，日本通產省即與國營之日本電話電

報公司同意整合其大型積體電路之研發計畫，並與五大主要積體電路生產

廠(日本電器、日立、東芝、富士通及三菱)共同籌設超大型積體電路(VLSI)

共同研發專案，其目的係為追趕落後美國的科技技術。其後日本政府對於

各種基礎理論的科技研發合作，對於日本產業間如此頻繁的合作行為，尤

其是在共同研發上的合作協議，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於一九九三年亦制訂

了「獨占禁止法上關於共同研究開發之準則」，其中對於廠商間的合作內容

予以嚴密的監控，包括實體認定方式及程序問題。雖查日本公平交易委員

會對於策略聯盟整體的行為，並無完整的執法規範，僅於一九九三年制定

「獨占禁止法上關於共同研究開發之準則」，88處理廠商間合作研發的問

題，但可作為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競爭者合作協議之基本規範指針。 

二、法規重點介紹 

（一）獨占禁止法上關於共同研究開發之準則 

1、制定之緣起 

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有鑑於共同研究開發為最近技術創新的一個重要

原因。然由於技術為極端高度且複雜之事項，且屬跨領域、高成本、長時

間、多樣態，而共同研究開發則可以減輕研究成本、分散風險或縮短期間，

並互補事業間的技術等優點，因此一般多認為具有促進進爭的效果。 

其次，共同研究開發多由複數的事業共同為之，且由於研發的共同化，

可能對市場的競爭產生實質地限制。另隨著共同研究開發協定的實施，可

能不當的拘束參加者的事業活動，或是阻礙共同研發成果的技術市場或產

                                                 
88 http://www2.jftc.go.jp/e-page/guideli/RDGL.pdf，2003/10/27 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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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市場的公平競爭之虞。故藉由公平交易委員會明示的一般的意見，其執

法的準則。 

最後，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共同研發不應當作一般的聯合問題，只是

藉由共同研發產生限制競爭的效果時，才應進行獨占禁止法上的分析。該

委員會亦認為共同研究開發，一般而言，並非是阻礙競爭，應當是促進競

爭的利益。 

2、適用範圍及判斷時點 

「共同研究開發」係指「由二以上的事業參加共同進行的研究開發」。

又，該共同研發只要對國內的市場有所影響，是國內的事業抑或外國的事

業，均有其適用。 

至於如何判斷何種研究開發形成屬於共同研發，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

有以下的特徵： 

（1） 在參加者間分擔研發活動；  

（2） 參加者共同設立實施研發活動的組織； 

（3） 研發活動係由事業團體進行； 

（4） 主要是一方參加者提供資金，另外一方參加者進行研究開發。但

如只有一方進行研發，而他方對其成果以一定的對價全部取得

時，被認為是單純以技術開發為目的類似承攬契約的關係，不具

有所謂事業者間共同行為之性質。 

共同研發不論其階段性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及開發研究等類型均有

其適用。在判斷有關於共同研發之獨占禁止法上的問題時，原則上是以契

約締結時為認定標準。但是公平交易委員會也認視到共同研發協議的複雜

性，所以設置有關共同研發的事前諮商制度，以供廠商進行事先諮詢。 

（二）共同研發協議於獨占禁止法的適用 

經公平交易委員會研究後，其認為共同研發協議的基本執法態度方向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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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開發的合作協議，主要發生獨占禁止法的問題，大多為具有競爭

關係廠商之研發協議。在無競爭關係事業間的研發協議，會引起獨占

禁止法上之問題則不多。 

2、當事業之研發活動，在該研發產品市場或技術市場上的競爭具有可期

待性，但該具有競爭關係事業的共同研發，將產生產品之一致化時，

則會產生限制競爭的影響。 

3、共同研發大多數是少數的事業所進行，因此形成獨占禁止法上的問題

並不多。但參與共同研發的廠商在系爭產品或技術上具有市場地位

時，則仍產生相當的疑慮。 

然而即使合作研發的共同化不會構成獨占禁止法上的問題，但是隨著

共同研發之實施，對於市場上競爭之影響，亦有可能構成獨占禁止法上之

問題。換言之，若共同研發不當的拘束事業的活動，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時，亦產生不公平交易的問題。 

此外，共同研發係由二以上事業參加，藉以達成資訊交換的目的，基

本上也是依據此共同研發指導原則加以判斷，而不適用以技術交易為對象

之「關於專利、專門技術授權契約不公平交易方法規範之指導原則」之規

定。 

三、要件分析 

（一）構成聯合行為之判斷因素 

關於研發協議是否產生共同(一致性)行為的問題，應針對個案考量其

促進競爭的效果，及實質上產生之限制競爭等事項加以判斷。應總合考量

下列因素： 

1、共同研發廠商之數目及其市場之占有率 

考慮共同研發之事業者的數目、市場占有率、市場地位等因素；在競

爭者間之改良產品或開發替代品的共同研發協議時，參加事業之產品市場

占有率合計在百分之二十以下時，通常不會構成獨占禁止法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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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研發之成果可與產品分離而進行交易時，應就其技術市場亦予以考

量。在相關技術市場上的限制競爭之判斷時，並非以參加研發事業在相關

產品的市場占有率為唯一判斷依據，同時亦應考量該技術研發市場上廠商

的數目，若具有相當數目的研究開發主體，此種情形通常不會產生獨占禁

止法上的問題。 

2、研發性質 

研究開發依其階段上，類型化可區分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及開發研

究，此類型的區別乃判斷共同研發在相關產品市場係造成直接或間接影響

之重要因素。對於不以特定產品為研發對象的基礎研究，通常對於產品市

場競爭的影響極少，產生獨占禁止法上的問題可能性就低。另一方面，開

發研究之成果直接影響產品市場，獨占禁止法問題之產生可能性就高。 

3、研發共同化之必要性 

鑑於研發之風險與成本日增，事業無法單獨負擔，與他事業共同進行

研發即有其必要性，獨占禁止法上問題之產生可能性即不高。 

此外，關於以環境政策、安全政策等外部性之目的所為之共同研發，

按其事實並非沒有獨占禁止法上的問題，然鑑於此種研究的風險、成本等

因素，事業單獨為之時的困難很多，像此種情形，構成獨占禁止法的問題

可能性就低。 

4、對象、範圍與期間 

在判斷共同研究開發對於市場競爭所造成之影響，亦應考慮研發合作

之對象、範圍與期間。換言之，對象、範圍與期間明確之共同研發，較未

定範圍、期限之合作研發協議，其對市場競爭所造成的影響較小。 

5、其他之考量 

在衡量以上之因素之後，雖未發現有限制競爭之問題，但共同研發的

參加事業，在參加者的市場占有率合計程度相當高，或與規格統一或標準

化有關連，以開發不可或缺的技術為目的而為共同研發，其合作協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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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制某事業參加，藉此使其事業活動發生困難，而有被市場排除之虞時，

則認為該共同研發有構成獨占禁止法上問題的可能。89

（二）關於不公平交易的判斷方法 

在執行共同研發時，根據共同研發的實際情形，可區分為「有關共同

研發之實施事項」、「有關共同研發成果技術事項」及「有關利用共同研發

成果技術的產品事項」等三階段，然後再依「原則不屬於不公平交易者」、

「可能屬於不公平交易者」及「大多屬於不公平交易者」等分類方式，盡

可能將獨占禁止法上的考量因素明確化。 

1、原則不屬於不公平交易者 

為了順利實施共同研發所為之合意行為，一般認為是屬於必要合理範

圍之內，且被認為其對競爭造成的影響層面小，原則上並不屬於不公平交

易，故不會有獨占禁止法上之問題。惟其合作內容對於參加者顯失公平，

使特定的參加廠商受到不利益時，則仍可能構成獨占禁止法第十九條優越

地位之濫用或是差別待遇行為的問題。 

2、可能屬於不公平交易者 

在檢討該共同研發協議之各約定事項，以及個別行為是否有阻礙公平

競爭時，應綜合斟酌相關合作廠商之市場地位、關係、市場狀況、限制期

間的長短等事項。如合作廠商的市場地位強而有力，或市場競爭減少，或

合作限制之期間過長，則可能阻礙公平競爭。 

3、大多屬於不公平交易者 

在共同研發的實施中，該合作協議中之限制，不被認為有其必要；且

從限制之內容本身來看，具有強烈阻礙公平競爭之事項，在無特殊正當化

                                                 
89 如參加研發廠商之市場占有率總和相當高，從研究發展的內容來看，其成果與關於系爭

廠商，在相關領域的標準化之關聯性很高，但該研發單獨實施很困難時，其生產、技術交

流等，又不危害消費者的利益，而且其限制內容，為與該技術之產品研發活動、生產、販

賣等無直接相關，應承認其研發一致化的必要。但該共同研發，限制某些事業之參加或限

制成果之利用（指依據合理的條件之成果的利用、關於成果的情報取得等），使廠商而有

被市場排除之虞時，可能產生獨占禁止法上的問題。反之，則不構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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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下，應即認為該當於不公平的交易。 

該研發指導原則中，將研發合作協議中涉及之不公平之限制條件，依

上開研發協議之階段及違法程度，彙整如下： 

 

 有關共同研發之實施事項
有關共同研發 

成果技術事項 

有關利用共同研發成果技

術的產品事項 

原則

不屬

於不

公平

交易

行為

者 

訂定研究開發的目的、

期間、業務或費用分擔等

事項。 

揭露共同研發上所必要

的技術(包括相關知識或

情報)之義務。 

從其他參加者揭示而得

到技術、情報之保密義

務。 

研究進展之相互報告義

務 

限制將在共同研發時由

其他參加者揭示得知的技

術使用在共同研發以外的

事項。 

限制研發實施期間獨自

或與他人為同一主題之研

發。 

為預防爭執，限制在共

訂定成果明確範圍或所

有權歸屬之事項。 

限制成果對第三人的實

施授權，但可能產生不公

平交易方法共同拒絕交易

或其他的拒絕交易之問

題。 

成果對第三人授權之權

利金分配協定。 

課以成果秘密保持義

務。 

對於成果改良發明，課

以對其他參加者揭示之義

務，或對其他參加為非專

屬授權義務。 

但以上情形如對於參加

者間顯失公平者不在此

限。 

 

為保持成果之專門技術

（know-how）的秘密性，

而在必要的情形下，在合

理期間內，對於成果產品

的販賣對象，限定於其他

的參加者或是其所指定的

事業。 

為保持專門技術成果的

秘密性和確保基於成果的

產品品質，而在必要的情

形下，限於合理的期間

內，對於基於成果的產

品，其原料或零件的購買

對象，限定為其他的參加

者或其所指定的事業。 

上述的「合理的期間」

是指依照還原工程

（reverse engineer）的技術

水準來看，該領域專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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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研發期間參與其他相同

或密切相關之研發。 

為預防爭執，限制在共

同研發終了後的合理期間

內參與其他相同或密切相

關之研發。 

在共同研發實施期間，

限制從其他地方導入與共

同研發之目的技術同種技

術。 

限制其他事業參加共同

研發，但此可能產生差別

待遇之問題。 

術交易價值消失為止的期

間，或從其他處所取得同

等原材料或零件為止的期

間。 

成果產品從其他參加者

接受供給時，為確保成果

技術之效用，於必要的範

圍內，對於供給的產品課

以一定以上的品質或規格

的義務。 

大多

屬於

不公

平交

易者 

為防止技術流用而作超

出必要範圍之限制（例如

限制：即使從參加者揭示

得知的技術或情報得到靈

感，而開發完全不同之技

術，仍不得使用在共同研

發以外的事項） 

超過必要的範圍，限制

從其他地方導入與共 

同研發之同種類技術者。

90

無 限制基於成果的產品之

生產或販賣地域。 

限制基於成果的產品之

生產或販賣數量。 

限制基於成果的產品之

販賣對象。 

限制基於成果的產品之

原料或零件購買對象。 

限制基於成果的產品的

品質或規格。 

但綜合酌量合作廠商的

                                                 
90 參加者願放棄關於共同研發的相關知識、成果等權利，而離開共同研發，希望從他處導

入優良技術，若締約時有不同意此作法之限制，則為超出必要範圍，不當的拘束參加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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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地位、關係、市場的

狀況、限制期間的長短等

的結果，被判斷為有阻礙

公平競爭之虞的場合，仍

會構成不公平交易的問題

（排他條件的交易或附以

交易拘束條件）。 

可能

屬於

不公

平交

易者 

限制在共同研發主題以

外之主題為研發開發。 

於共同研發結束後，限

制與共同研發主題相同之

研發事項。 

限制自己使用既有的技

術，或是限制向第三人授

權。 

限制參加者的生產或販

賣共同研發成果產品以外

相競合之產品。 

限制利用成果的再研

發。 

對於成果之改良發明，

課以向其他參加者為讓渡

之義務，或向其他參加者

為專屬授權之義務。 

 

限制基於成果的產品向

第三人為販賣之價格限

制。 

 

 

                                                                                                                                  
事業活動。此事項剝奪了具有競合技術之事業的交易機會，或剝奪參加者技術選擇的自

由，被認為有阻礙公平競爭之虞（排他條件的交易或附拘束條件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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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共同研發所涉聯合行為相關規定之評析 

我國公平法規範體系，以規範限制競爭行為及不公平競爭行為為二大

主軸；其中限制競爭行為又以事業結合之管制、事業聯合之管制及違法限

制競爭行為之調查為內容。共同研發是廠商合作行為之一種，基本即為廠

商市場力之集中行為，故屬限制競爭行為之規範體系。 

共同研發所形成之廠商合作關係，並不一定以限制廠商間之競爭為主

要目的，在大多數的聯盟關係中，係以增加效率、提升競爭力、產業創新

等經濟利益為合作目的，且廠商間仍存在競爭之可能，因此，不應即當然

認屬聯合行為，而認為違法。其次，合作廠商之市場力量不大，並不足以

影響市場競爭時，該廠商之合作關係，亦不生限制競爭之效果，自無庸予

以高度管制。至於非競爭者間之合作關係，除非可認定廠商間具有潛在的

競爭關係，而足以阻礙技術創新等情形，而發生利用搭售、槓桿等方式，

損害競爭，原則上，對於非屬於同一產業階層之合作關係，亦無須過度管

制。參酌國外競爭法例，以競爭者之合作協議為主，而競爭者之合作協議

該當於我國公平交易法之規範體系，則應以公平交易法第七條及第十四條

之規範定為主要探討架構。並從國外競爭法上納入產業「競爭且合作」之

新思維後，可藉以檢討我國之聯合行為管制是否有調整及檢討之處。 

以下將就我國公平交易法規範及實務針對共同研發核心部分之規範部

分，包括廠商間之合作行為在何種情形下，會被認屬於公平交易法第七條

之聯合行為、如何依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規定豁免違法予以說明。 

 63



第一節  聯合行為之規範分析 

一、聯合行為之構成要件 

依據公平法第七條規定: 「本法所稱聯合行為，謂事業以契約、協議

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

或限制數量、技術、產品、設備、交易對象、交易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

活動之行為而言。」另依公平法施行細則第二條規定，公平交易法第七條

之聯合行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聯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

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為限。 

在法律解釋上，公平交易法第七條及施行細則第二規定之聯合行為可

解構為下列要件：91

（一）聯合行為主體：有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 

（二）聯合行為方式：契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三）聯合行為內容：1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2限制數量、技術、

產品、設備、交易對象、交易地區等； 

（四）聯合目的：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 

（五）聯合效果：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從公平交易法第七條所描述的聯合行為特色來看，凡事業有「共同決

定」及「相互拘束」事業活動內容之行為，均屬於聯合行為，並依施行細

則第二條之規定，聯合行為之主體縮限為：「具有水平競爭關係間之事業

主體之間」。換言之，必須是在同一產銷階層的水平產業聯合，而不及於

不同階層的垂直產業聯合。其次，依據公平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聯合之

限制競爭效果，若不影響市場上供需關係時，並不構成法律所禁止的聯合

行為，申言之，公平法有意將不會影響市場功能之聯合行為（如市占率極

低）排除在外，然而，公平法第七條第二項之要件，畢竟屬於不確定法律

                                                 
91 黃茂榮，公平交易法理論與實務，植根法學叢書，初版，191-192 頁(1993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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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在欠缺具體化之明確標準或依據可供遵循之情況下，事業根本無從

預為判斷所為之合作行為是否會落入聯合行為之管制範疇，最終仍取決於

公平會之個案審查，此無形中提高廠商風險評估之成本，也浪費許多政府

管制的行政成本。 

二、聯合行為之例外許可 

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對於事業間之聯合行為，採「原則禁止，例外許

可」，因此，除能依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二條第一項規定解釋，認該事

業相互約束活動之行為，非屬於第七條所稱之聯合行為外，皆必須向公平

交易委員會申請許可。但聯合行為之態樣極多，亦不乏有對於整體經濟與

公共利益有益者，不宜完全否定其存在價值。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但書即

就聯合行為列舉七款類型化的例外情形，允許事業先向公平會申請許可92。 

                                                 
92 其行為類型及公平會衡量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應考量因素請參閱：行政院公平委員會，

認識公平交易法，增定九版，2002 年 9 月，120-1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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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共同研發 

    現行公平法對共同研發的規範係規定於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從條

文規定來看，必須是參與事業以「提高技術、改良品質、降低成本或增進

效率」為目的，才能申請許可。且參與事業需是屬於同一產銷階段有競爭

關係之事業始為適格主體。一般而言，參與事業之所以參與共同研發主要

目的在於避免風險過大，或者本身技術、資金不足之情況之下，才會與他

事業共同為之，因此上述四種目的應是主管機關准駁與否的考量因素，參

與事業共同研發之目的乃在於希望能創新或改良產品或技術，藉此取得市

場競爭優勢。 

    又根據公平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共同研發的對象有二：一

為商品，一為市場，商品指的是具有經濟性性質，得成為交易對象之客體

即屬之，因此，凡是有形產品及無形勞務皆涵蓋在內。以歐盟 2659/2000

規則為例，第一條只定義產品與製程；而日本研發準則亦認為只有技術、

產品之研發。基此，共同研發對象包括產品和技術（製程）斷無疑義。但

我公平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尚包括共同研發「市場」，較具競爭政策的

意義，一來增加市場上的競爭度、強化競爭結構，特別是保障中小企業聯

合開發新市場，二來鑑於國內市場有限，宜積極拓展國際市場，故予以正

當化。93

                                                 
93 劉華美，聯合行為例外範圍之探討，台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1994 年 5 月，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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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兩者間之關係 

誠如前述，共同研發在我國公平法之下屬於聯合行為，若未經許可，

自屬違法。有謂倘廠商所共同研發係一「全新之產品」可解釋為非共同行

為，因為各廠商尚未生產新產品（因尚在研發階段），自無現在之競爭關係，

而第七條係規定「與有競爭關條之他事業‥」，其應限於現在之競爭關係，

而未包括「將來之競爭關係」。會有如此解釋之原因，乃是因法制不健全，

為緩和公平法對共同研發過度干預之權宜之計。但是仔細想想何謂「全新

之產品」仍是十分抽象，在卡帶盛行的時代，研發CD算不算全新之產品？

而DVD在無人生產時，是不是也算全新之產品？此例之判斷方式在前述歐

盟法制已提過，不再贅述。類似這樣的問題，外國在累積多年之實務經驗

後已制訂出具體而實用之法規範，值得我們在相關之法規範上作補足與修

正，免得來自各方的見解眾多，但廠商卻無所適從。 

第二個值得探討者為會構成聯合行為之共同研發主體範圍是否包括研

究機構（如工研院）、學術機構和政府機關？聯合行為之主體為有水平競

爭關係之事業，因此關鍵在於上述有爭議性之機構是否與另一事業有競爭

關係，根據公平法第四條規定：「本法所稱競爭，謂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

以較有利之價格、數量、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易機會之行為。」

依台灣目前之狀況，教育部登記有案之大專院校、依特別法所設立之財團

法人以及政府機關，均不會以其主體與他事業產生競爭之行為，因此並非

構成聯合行為之共同研發主體。 

第三個問題為公平法第十四條第二款與第七款之關係為何？公平法第

十四條第七款乃規定中小企業之聯合，其目的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

率，或加強其競爭能力。其共同行為態樣有： 

（一）引導生產力向上之手段； 

（二）改善對大企業的交易關係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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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確定健全合理的交易規則之手段。94

我國產業結構以中小企業占事業絕大多數之比例，因此，如中小企業

共同為研發，究應依第二款或第七款為申請許可呢？第七款乃沿襲德國

法，主要是指中小企業之合理化聯合和行銷聯合，95而共同研發則專係指合

理化聯合下之狹義合理化聯合，因立法之初，有意將其獨立作一類型而有

別於其他行為，因此，如中小企業共同為研發，亦應先依第二款為申請許

可始合乎立法體系。相同見解為：凡符合第十四條第七款意義下之企業者，

固不妨礙其仍可能符合其它六款之許可事由，即使不具備其餘六款之特定

行為態樣，亦得僅以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率或加強競爭能力為理由申請

許可，只要其行為之結果有助於總體經濟或公共利益，即係正當而應予保

障之聯合行為，是以第十四條第七款相較於其他例外類型而言，在設計上

即已隱藏了可能的「擴大適用」空間，提供了法律適用者對於本款的判斷

上更為寬廣的自由。96雖然公平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聯合行為以「足以影

響生產、商品或服務供需市場功能者」為限，然而業者是否得以確信自己

之聯合行為並無限制競爭誠屬疑問，因此造成了如需確信本身之聯合行為

合法，唯有老實申請一途，但行政機關的審查往往費時許久，有礙研發之

時效性。尤有甚者，若競爭者間之合作行為不屬於第十四條列舉之七項情

形之一，儘管該合作行為「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亦根本無從向公

平會申請「例外許可」，而落入所謂「原則禁止」之列。由於此種行政不效

率與法規範不健全之現象，導致民間業者成本大增，因此，目前業者普遍

是自認有正當理由之競爭合作，不向公平會申請許可便私下進行共同研

發。如此一來法規範形同具文，而願守法者反而受到不利益，長期而言，

對於台灣之科技發展具有不利之影響。 

                                                 
94 賴源河編審，公平交易法新論，月旦出版社，1994 年 11 月，頁 291。 
95 黃茂榮，公平交易法理論與實務，植根法學叢書編輯室，1993 年 10 月，頁 250-252。 
96 台大法學基金會，公平交易法行為主體之研析，八十二年度行政院公平會委託研究計畫

案四，82 年 6 月，頁 250-252。 

 68



第五章  共同研發成果擴散過程所涉及聯合行為 

於公平法之適用 

第一節  共同研發經濟效果的分析 

    如前所述，研究與發展（R&D）依據其不同的屬性，大致上可分區分

為基礎研究（basic research）、應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發明（invention）、

創新（innovation）以及擴散（diffusion）等五個階段。大部分的基礎研究是

學術單位、非營利機構與政府部門所執行。97私人廠商主要是從事於研究發

展的後三個階段：發明、創新以及擴散。 

    在發明與創新階段，由於投入成本非常的龐大，以及研究發展可能有

極高失敗的機率與風險性，共同研發的制度乃因應實務上的需要而被發展

出來。該制度產生的基本動機乃在於藉由許多廠商的參與，從而減輕個別

廠商的成本負擔與風險。相反的一面的誘因是，參與研發廠商可藉此共同

享受研究之成果。當然，尺有所長，寸有所短，任何一項制度，對整體社

會而言，它的存在固然可以解決若干問題，帶來正面的效果；但不容否認

的，它也可能因此為社會帶來不好的負面效果，以下先談共同研發制度帶

來的正面效果。 

一、正面效果 

（一）共同研發可擴大研究規模，提高廠商研發成功的機會 

    共同研發係集眾多廠商之資金、人力、物力，投入研究之工作，相對

而言，它所能提供的資金、人力、設備，必然比個別廠商單獨所能提供的

要多、要廣，在充足的物資的支援下，研發成功的機會就比較大。尤其是

處於當前高科技主導市場的時代，充足的資金，充足的人力，絕對是研發

是否能夠獲得具體成果的必要條件。共同研發制度乃提供研發成功的平台。 

                                                 
97 美國 1996 年基礎研究支出中，學術單位與非營利機構占了 57.1﹪，相對的政府部門內

占了 19.1﹪，二者共占了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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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研發使廠商間互補技術能夠產生綜效之效果 

    參與共同研發的廠商，原則上係來自同一產業，或同一產品的上下游

產業的廠商，他們所擁有的技術形式，也許極為接近，甚至幾乎雷同，但

不可否認的，他們彼此之間在不同的技術之間，仍有強弱或相對優勢或弱

勢。藉由共同研發的平台，將能產生互補之機制，截長補短，大大的提高

共同的研發能力，提昇研發成功的效果。 

（三）減輕技術專用的問題 

    共同研發所產生的技術，或產生的新產品（product）或新製程（new 

process），將歸於參與廠商所共享，因此參與廠商均可接近新技術、新產品、

新製程的機會，不會形成技術封閉於少數廠商手中，無法發揮全面效果之

弊病。 

（四）技術的功效可以全面普及 

    共同研發，若非全部廠商均參與，仍然會產生搭便車（free rider）的效

果。未參與廠商能有可能藉由技術的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而獲得好

處。但是共同研發制度的確有它的正面效果。第一，參與廠商由於可立即

使用該技術，因此將使研發的結果，產生新產品或節省生產成本的功效。

第二，共同研發使知識變成共同資產（common asset），有利於技術訊息的

普及於整體社會，它將使研究發展的成果，能為社會所共用，有益整體社

會福利的提升。98

二、負面效果 

（一）降低個別廠商研發的努力程度 

    共同研發是以眾多廠商努力的方式，從事新產品、新生產製程發現的

工作。但是就市場的本質而言，「研發」本來就是個別廠商所能採行的競爭

                                                 
98 基於共同研發帶來上述的正面效果，許多政策決策者與經濟學家均主張，政府部門尤其

是反托拉斯部門內，應改變對共同研發的看法，採行鼓勵的態度，這些學者包括Ordover ＆ 

Willig（1985）、Grossman ＆ Sharpiro（1986）、Brodley（1990）、Jorde ＆ Teece（1990）、

Sharpiro and Willig（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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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之一，廠商以共同研發取代個別研發，勢必使市場上廠商間研發競爭

的可能被排除，不利於整體社會。99

（二）降低社會創新的步調 

許多正式的R＆D共同研發模型100證實了，共同研發會降低整體社會創

新的步調（pace），但它卻對整體社會則有福利增進的效果，它的出現是反

熊彼德主義（Un－Chumpeterian）的。之所以會產生反熊彼德現象的理由是，

眾多參與共同研發的廠商會有投機的行為，提供較少的研究投入，仍有機

會共同享受其他廠商研發的成功。因此形成整體社會研發投入的減少，不

利於產業創新的提高。但在另一方面卻由於共同研發共享成果的機制，使

得每位參與研發之廠商有機會使用新的技術，從而使研究出來的技術立即

能夠獲得發揮，整體社會福利因而上升。換言之，它顯現新產品的供給或

新技術的使用，產生相互對抗之效果，最後則因後者效果大於前者之效果，

使社會上之消費者受益。 

（三）可能形成生產或配銷上勾結的平台 

共同研發的過程，不可避免的參與廠商在技術上或其他管理動作上，

必須相互協調，交換訊息，而這些行為很可能延續於生產產品上，甚至延

伸到產品的配銷上，使市場績效由寡占朝向獨占的發展。如同 Katz（1986）

所述：「合作性的 R＆D 安排，可能提供廠商們碰面，在一起討論產品市場

勾結方法的機會」，此懷疑觀點，亦為學者 Pfeller ＆ Nowak（1976）所強

調。而該情形亦為學者 Berg ＆ Friedman（1980）所實證。 

大致而言，非經濟學界的工程師、科學家及管理學界較傾向於支持共

同研發的活動，但相對的在經濟學界仍有不少質疑之聲，如Sharpiro ＆ 

Willig（1990）、Brodley（1990），均懷疑廠商可能利用共同研發、聯合開發

之方式，在生產甚至行銷階段進行勾結、剝削消費者，導致社會福利的降

                                                 
99 見Nelson（1961）。 
100 見d’Apremont ＆ Jacquemin（1988，1990），Henriqens（1990）and Martin（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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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此外，共同研發的組織、管理過程相當困難，業者之目標分歧，加上

道德風險（moral hazard），整合不同廠商之科技資源非常困難，因此他們抱

著反對之意見。101

（四）成為參與者處罰競爭同業的手段 

Brodley（1982）以為共同研發可能成為某些廠商處罰競爭合夥廠商的

工具。有些廠商可能會藉由抑制達成共同研發的持續性的合作，而處罰過

度競爭的合夥廠商。102

此外，Goto ＆ Wakasugi（1988）也從另外一個面向討論共同研發可能

帶來的負面效果，他們認為共同研發已成為參與廠商的共同資產（common 

asset），它們可能會鼓勵參與廠商藉共同研發成果提高對手進入市場的成

本，以達成阻止潛在廠商進入市場的目的。103學者Vickers（1985）也持相同

看法，認為共同研發所造就的共同資產，將只利於所有參與共同研發之廠

商。104

三、小結 

總之，由以上經濟學界對共同研發的研究，發覺共同研發的確在發現

新產品、新技術、新製程上，它的確有減少風險與不確定的效果，為參與

廠商帶來生產成本的降低，從而鼓勵廠商增加研發支出之效果。該制度之

施行除有助於社會對新產品的發現，新技術、新製程的發覺外，最重要的

是它促進新技術的快速使用，有利於廠商生產效率的提高，增進整體社會

的福利。 

但在相反的角度而言，共同研發廠商合作的機制，可能在技術產品的

銷售上，以及產品的生產與配銷上，進一步形成合作之可能，不利於原有

競爭機制之運作。換言之，共同研發即使為社會的研發提升有正面的貢獻，

                                                 
101王健全，影響台灣製造業共同研發活動之因素及其可行性之探討，台北：中華經濟研究

院經濟彙編，1993，頁 13。 
102 Brodley（1982），p.1530-1。 
103 Goto ＆ Wakasugi（1988），p.199。 
104 Vickers（1985），p.26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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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不可否認的，該活動的運作，也可能為參與廠商提供進一步共用合作之

平台，可能從而形成共同杯葛、勾結等不利市場競爭之行為，它是吾人同

意共同研發時，所不得不擔憂，以及不樂見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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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共同研發的合作不能延伸於生產的理由 

共同研發的經濟分析裡，大部分經濟學者同意廠商共同研發對社會的

正面貢獻，但卻擔憂其延續於生產時合作帶來的負面效果。以上之看法只

是臆測，是否真的如此呢？國內何志峰（1992）的研究可提供一明確的答

案。 

該文假設市場有 n 家生產同質產品的對稱廠商，每家廠商的成本函數

為本身產量、本身研發水準、對手廠商研發成本的函數，廠商的研發具有

規模報酬遞減的性質。然後作者依據（1）、研發與生產階段均採競爭，（2）、

研發階段採共同合作方式，生產階段維持競爭，（3）、研發與生產兩階段均

採合作方式等三種假設，分別分析其最後之最適研發水準與產出水準，並

比較其間之關係，他獲得下列之結果： 

一、只有在研發階段合作而生產階段維持競爭的產業，研發水準恆大於兩

階段皆合作條件下的研發水準。但若細究之下，則可以發覺兩階段均

採合作下的「有效」研究水準卻是最高的。是項結果顯示兩階段均採

合作下，廠商將最能有效率的分配研發水準，減少研發重複投資浪費

的程度。 

二、在產業產出的分析結果，則兩階段均採合作時，其產出水準在三種條

件下，呈現出最低之結果，表示其最不利於消費者之消費。 

三、廠商利潤水準的比較上，則發覺兩階段均採合作時，廠商的利潤水準，

恆大於只有研發階段合作的利潤水準。由此情況之瞭解，即可體會廠

商為何在研發合作的許可下，還想進一步的取得生產也能在共同合作

下進行的理由。在估計靜態社會福利時（即生產者剩餘加上消費者剩

餘），則發現兩階段合作條件下的社會福利最低。其形成之理由是兩階

段合作雖然使廠商有效率的分派研發投入，從而產生研發成本節省與

利潤增加之效果。但同時間內也因為產出水準因合作機制而受到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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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成消費者剩餘受到嚴重之傷害。因此，最後形成消費者剩餘減

少效果大於廠商利潤增加的效果，顯現出社會福利淨損的結果。換言

之，兩階段均予以合作的特權，將形成廠商利益增加，消費者福利減

少的不公平結果。若以消費者福利最大為衡量指標判斷，理論上當然

不支持兩階段均採合作之方式。反之，若以社會福利水準高低衡量該

行為之正當性，也一樣呈現社會福利水準降低之效果，認為兩階段合

作不利於社會福利之增進。 

四、參與共同研發獲得成果的廠商，若面臨未加入研發廠商的威脅，則參

與研發廠商可能將彼此的外溢比例訂到技術上可以到達的程度。而且

共同協議有可能成為成員廠商排擠非成員廠商，以及阻止新廠商參與

的有效手段。 

五、小結 

基於以上之認知，可以理解為何世界各國，在面對廠商採行共同研究

策略，基本上是持肯定的態度，因為該策略將產生社會有效率配置研發投

入的結果，可避免社會重複投資的浪費。對個別廠商而言，亦可因為研發

成本的節省而獲得利潤提高之效果。然而，若允許此合作行為延續於生產

階段時，一方面由於限制產出效果的產生，將不利於消費者福利的提升。

二方面則由於該行為將產生廠商利潤增加消費者福利降低之相反效果，最

後則由後者之效果主導（dominant）前者之效果，形成社會福利水準的降低。

因此不管以消費者福利水準極大化，或是以社會福利水準極大化為衡量指

標，它顯示的結果均不支持允許廠商在研發水準合作，爾後又可將此合作

行為延伸於下一階段的生產或配銷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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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共同研發成果商品化可能產生的限制競爭效果 

共同研發的成果基本上可創造出兩項產品，一是研發本身所獲的「技

術」，它的功能可能從而產生新產品的出現，或使舊產品的改良。它產生的

效果，基本上是以產品形式表示。當然就廠商本身而言，獲得新技術之後，

它不一定要以產品的形式彰顯研發效果，它也可以直接以「技術」本身做

出售品的標的物，它呈現的方式是新技術與舊技術的改良。 

根據以上的認知，共同研發成果擴散（使用）的分析，應當將其區分

為產品市場與技術市場分別討論。以下即根據此分類，說明共同研發所獲

得的成果在擴散時，可能產生的限制競爭行為： 

一、技術市場 

（一）獨占性訂價 

共同研發的推動，參與成員一般都是聚集了同業之成員，例如 DVD 的

光儲存聯盟，3C Group，由 Philips、Sony、Pioneer 三家大廠組成，6C Group

由 Toshiha、Hitachi、Matsushita、Mitsubishi、Time Warner、JVC 等 6 家大廠

組成。而且有能力與夠資格參與的廠商，大都為該業的大廠，例如台灣目

前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TFT－LCD）產業聯盟，參與廠商幾乎網羅業界

的主要廠商：友達光電、中華映管、翰宇彩晶、元太科技工業、奇美電子、

廣輝電子、統寶光電、工研院電子研究所等八家公司與研究單位。 

未來這些廠商共同研發成功，創造出新的「技術」產品出來，未參與

此研發聯盟的廠商，或是生產相近想進入此行業的相關產業廠商，若想向

進入該行業，或能夠持續存活於該產業，則必須向該研發聯盟購買獨一無

二的「技術」投入。基於共同研發成員由有能力夠資格的廠商組成，這些

廠商若以集體方式出售其「技術」時，必然具有市場之優勢地位（dominant 

position），其售價可能採行如獨占性訂價為訂價，則容易產生公平法第十條

的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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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技術」由參與共同研發廠商各自獨立出售，仍須檢視個別廠商之

市場地位，以及其出售之價格水準而定，若個別廠商具有市場優勢地位符

合公平法第五條之一的條件，而「技術」之售價又高得出奇時，則很可能

為交易相對人指責為「獨占性訂價」之行為，從而違反公平法之第十條「對

產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不當之決定、維持或變更」。 

（二）拒絕交易 

參與共同研究發展之廠商，在獲得產業上獨占之技術時，立即會有兩

種人有意取得同樣技術，一是原產業未參與共同研究的廠商，亦即外面廠

商（outsider firms）可能為能在該產業與其他廠商競爭，能夠存活下去，必

須向共同研發廠商購買技術，二是相關產業之廠商或新廠商評估該產業未

來發展樂觀，因此必須向共同研發廠商們購買。當然站在共同研發廠商的

立場而言，它可能就是想利用該新技術創造市場進入障礙，一方面對未加

入研發的小廠商產生市場淘汰的效果，二方面則希望藉此阻止潛在廠商進

入市場。因此對新技術的銷售態度上，會採行拒絕出售（refusal to deal）的

策略。 

果真共同研發廠商有此行為，而其本身不管是個別廠商或是群體廠

商，又在市場上具有顯著之優勢地位時，則其均可能符合公平法第十條第

一款：「以不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參與競爭」的要件，將有

受罰之可能。 

（三）差別待遇 

共同研發組織對於「新技術」產品的銷售，有可能採行利潤中心的方

式，成立一銷售組織，負責新技術使用費用的收取，而共同研發組織在訂

定新技術的使用價格時，若對組織內成員廠商與組織外成員廠商或新廠

商，收取不同之價格，組織內成員價格較為便宜，相對的非組織成員的價

格較高，將造成組織成員與非組織成員因技術使用成本的不同，而造成市

場競爭的不公平。若共同研發組織具有市場優勢之地位，則將因違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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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十條第二款而有觸法之虞。反之，若共同研發組織成員不具市場優勢

地位，該項差別取價之行為，亦將可能形成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二款的差別

待遇行為。當然，是項行為是否屬於不當，仍須依據施行細則第二十六條

之規定，應審酌（1）、市場供需情況，（2）、成本差異，（3）、交易數額，（4）

信用風險、（5）、其他合理之事由等五項條件，評斷共同研發組織之行為的

正當性。 

（四）杯葛 

共同研發組織在銷售「新技術」產品的過程，有可能由個別廠商取得

銷售之權利，但在銷售的對象上，則可能產生「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

而促使他事業斷絕供給」；從而符合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之行為。而該行

為又無法以施行細則第二十六條的合理理由以為解釋，則可能有違反第十

九條第一款而觸法。 

（五）聯合行為 

若出售「新技術」之情節與杯葛所描述相同，而係由個別取得技術權

利之廠商分別為之。若新技術之出售價格均相同統一由共同研發組織所訂

定者，則可能符合公平法第七條之聯合行為之定義，以及第十四條之禁止

規定。因為這些個別廠商係屬同一產業，屬於公平法第七條之水平聯合之

規定。如前所述，參與共同研發廠商均屬市場上主要廠商，是項「新技術」

之交易，也必然產生「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為公平法聯合行為禁止中所欲規範之對象。 

（六）限制交易相對人與之交易之行為 

共同研發的成果－創造了「技術」的新產品，新技術的所有者，所有

參與共同研發的專利權人，在銷售其產品－「新技術」時，仍有可能產生

對專利權購買人，限制其購買對象，形成獨家交易的結果，也可能對其專

利的使用要求地區限制、使用限制、客戶限制，從而形成地域限制、顧客

限制、使用限制的情形。當然「專利」產品可能並非一種，在銷售專利技

 78



術時，這些專利權人，可能會強制專利購買人必須另外購買他不想購買的

專利為要件，從而形成銷售上的搭售行為。這些行為經公平法施行細則第

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的檢驗：「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

結構、商品特性及履行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證實說當行為屬於不正當

時，即有公平法第十九條之違反可能。 

二、產品市場 

我國共同研發之許可原則上和世界其他國家的規範類似，只同意當事

人單純就研發部分允許其有共同之行為，不容許其共同行為為延伸至生產

行銷的部分。例如台灣國際商業機器股份有限公司（即 IBM）與摩扥羅拉

股份有限公司（Motorola）申請成立「技術服務中心」聯合一案，在許可內

容六，公平會即明示：「雙方不得藉該技術中心從事或與客戶從事任何聯合

促銷產品、議定價格或市場調查等行為」禁止業者進一步共同行銷之行為。

在許可內容七中指陳：「威力晶片技術服務中心係屬服務性質，應依所申請

成立宗旨不予收取費用，或從事其他形式之交易行為」此即禁止參與共同

研發之當事人共同利用研發成果之行為，亦即禁止當事人「共同生產」之

活動。是故，我國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所採之原則是，共同研發之「共同行

為」僅止於研究活動，不能逾越至生產或行銷階段。 

職是之故，我國參與共同研發廠商，取得研發成果－「新技術」之後，

生產階段的部分，參與共同研發廠商只能獨立操作，各自進行，不能再像

共同研發時一樣大家有「一致之行為」。即使是做這一層限制，新技術在實

際運用上仍然極有可能產生下列之限制競爭行為。 

（一）聯合行為 

參與共同研發廠商，使用相同之技術生產相同的產品（可能為零組件，

可能為最終產品），在進行銷售時，很可能藉由共同研發的平台，共同協議

產品的銷售對象、地區，甚至是訂定統一訂價，而由新技術所生產出來的

產品，在競爭市場上一般又很容易達成「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效果，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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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聯合行為的成立。 

（二）獨占力濫用行為 

若參與共同研發廠商，若開始即為公平法所稱之獨占事業，或在新產

品的特定產品市場上成為獨占事業時，其銷售新技術產品的價格若過高，

或者訂定差別取價，或以低價打擊既有之替代產品，則有被質疑為獨占力

濫用的可能。 

（三）不公平競爭行為 

共同研發廠商出售新技術產品之情況，如同前面單純出售「技術」產

品一樣，可能藉由其市場若干壟斷力，而進行杯葛、差別待遇、搭售、獨

家交易、地域限制、使用限制等之行為，均可能因此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

九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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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自比較法觀點論共同研發之案例 

第一節  評價基準之建立 

一、美國 

（一）權衡方法 

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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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egal per se），另一為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分述如下。 

1、當然違法 

所謂的當然違法，是指該協議之內容幾乎或常常造成價格之上漲或產

出之減少之情況而言。例如，固定價格或產出、圍標（rig bid）、或約定顧

客、供給者、區域及營業項目等以劃分市場者，均屬於當然違法之範疇。

但是，如果此一協議對於經濟活動效率之提昇具有合理之關聯性時，或其

係為促成競爭力所必須者時，則適用合理原則進一步加以檢視。105

2、合理原則 （rule of reason） 

當競爭者合作之協議非屬於當然違法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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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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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之以協議存在之現實狀態來加以判斷。簡言

之，即以有此協議或無此協議為其根本之分析模式。106既然如此，合理原

則本身即是一個及具彈性與靈活度的論理方式，亦即需以協議本質、市場

狀況等洵依個案斷之，從而，事實調查之充足，不可欠缺。 

（二）權衡的法律屬性 

在美國反托拉斯法的架構下，對於廠商間損害或限制交易市場貿易或

商業之共謀行為，均屬違法之行為，而對於廠商間彼此之合作行為，在符

                                                 
105 Section 1.3 of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 
106 劉紹樑/吳志光，聯合行為競爭規範之再思考，月旦法學雜誌，第 98 期，2003 年 7 月，

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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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這樣的概念要求下，亦必須受到相同的規範。 

1980 年間，美國即制定國家合作研發法（NCRA），對廠商間之共同研

發之行為採取較為寬鬆之態度，已如前述。然而，因NCRA僅限於基礎之研

發行為，並不符合現今之經濟需求及競爭力之提昇，從而，針對共同研發

之規範，美國司法部於 2000 年 4 月及公佈了競爭者合作指導原則，其內容

係對於策略聯盟、合資等合作行為加以規範，並針對整體競爭行為，進行

補充性、全面性之規定。是以，就現今美國執法而言，該指導原則具有高

度參考之意義所在。而就此一原則之法律屬性而言，於我國法制上之對照，

則相當於我國行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1 款107中的作業性之行政規則。

108

（三）權衡內容 

在競爭者合作指導原則中，首先確立者，是對於競爭者合作予以條文

上之定義，其認為所謂的競爭者合作（competitor collaboration）的意義是指，

除結合協議（merger agreements）外，對從事經濟活動之競爭者及因此所生

之經濟活動之競爭者所訂立之一以上之整體協議。 

至於所謂的競爭者，包含現實（actual）競爭者與潛在（potential）之競

爭者；其合作行為則往往涉及一種或數種之商業活動，例如研究發展、製

造、行銷、經銷、銷售或採購。資訊分享及各種工會組織活動，也可經由

競爭者合作加以達成。109

值得注意的，合作指導原則之所以將結合劃分為競爭者合作之外，其

原因主要有二，一為競爭關係之考量，一為時間性之因素。就前者言，結

                                                 
107 行政程序法第 159 條規定：「本法所稱行政規則，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

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力之

一般、抽象之規定。（第一項）行政規則包括下列各款之規定︰一  關於機關內部之組織、

事務之分配、業務處理方式、人事管理等一般性規定。二  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

釋法令、認定事實、及行使裁量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量基準。（第二項）。」 
108 然而，此時吾人所面臨的問題時，對此一操作性基準，其所生之法效果如何，是因遵

循此一操作基準後即可推定合法抑或是僅具參考基準而已；反之，若未遵循此一基準，其

所生之法效果就真的可以將之推定為違法乎，再再皆值得吾人關注與研究。 
109 Section 1.1 of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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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之後，競爭關係即隨之而消滅，而在競爭者合作中，仍保留形式上之競

爭關係，此為第一點之不同；其次，就時間性而言，在結合中，是屬於永

久性的時間繼續，相較於暫時性的競爭者合作行為，亦有不同。從而，合

作指導原則中將結合協議排除於經爭者合作之規範之外。 

此外，合作行為準則亦指出，如果具有下列情形者，即視為水平結合

之行為，而非競爭者合作之行為：（1）參與者是特定市場之競爭者；（2）

合作關係之形成涉及特定市場中經濟活動效率提昇之整合；（3）透過此一

整合，使參與者消除了在特定市場中所有的競爭關係；（4）對於此一合作，

並未設有足夠的期間限制來加以終止合作關係。110

分析內容上，須先判斷者乃在於當然違法抑或合理原則之判別，若涉

及固定價格或產出、圍標等情形，則屬當然違反。反之，即須以合理原則

加以檢視。就合理原則之分析方式言，執法機關需先檢驗協議之本質，對

於協議之目的，亦需先加以詢問，並檢驗若協議已然發動，是否會造成限

制競爭之危害。在一般的競爭者合作協議的案件中，以該協議之本質內涵

及市場力量來看，即可能認定其不具有市場之反競爭損害。換言之，針對

此一案件，主管機關並不會去質疑這樣的協議內容。反之，由協議內容之

本質而言，若可能損及競爭時，或該協議已損及競爭時，其合作所生之利

益又無法大於所造成之損害時，此時主管機關則得質疑此一協議之違法

性，無須進一步去做市場分析。 

然而，若開始檢查協議之本質內涵時，即發現有可能損及市場競爭關

係時，主管機關則需進一步去加以分析。主管機關一般以定義特定市場範

圍、計算市場占有率及集中度為判斷的第一步，檢測該協議是否增加其市

場力量或容易實行其市場力量。其次，檢視參與者是否有能力或誘因進行

各自獨立之誘因。當然，主管機關議會斟酌其他市場情況，如市場進入之

難易等。在調查後若確實發現產生限制競爭之危害時，主管機關則需進一

                                                 
110 Section 1.3 of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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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再檢視該相關之協議所得之利益是否大於反競爭之不利益，111以此觀

之，即需有比例原則適用之餘地來加以衡量。 

此外，為提供較明確性之判斷標準，合作指導原則設有安全區域（safe 

zone）之判斷標準，亦即若競爭者合作在特定市場中並未超過 20﹪者，原

則上並不會受到主管機關的挑戰。112而在創新市場中，除合作外，若上有

三家以上獨具有獨立研究能力者，並有誘因去從事替代可替代該合作協議

之研發活動時，主管機關也不會對此一情形加以挑戰。113當然，在上述的

情況中，並不適用當然違法之情形，也不適用於毋庸詳細分析即可質疑其

合法性之協議及應適用結合管制分析的合作行為。114

二、歐盟 

（一）權衡方法 

觀諸歐盟法制對於合作研發及所簽訂之協議，最早以歐體競爭法之規

定為中心，原則上為禁止，例外得申請許可，但經過實務運作加上產業經

濟環境變遷等因素之影響，歐盟理事會及授權執委會針對許多限制競爭程

度較輕之合作研發協議，制訂出合作研發集體豁免規則，嗣後並針對競爭

者水平合作協議制訂適用競爭法的準則，使參與合作者較容易預期其行為

之適法與否。 

值得注意的是，歐盟合作研發集體豁免規則自首次於1985 年實施後經

多次修正，從原本條列出合法條款、豁免條款、灰色條款及黑色條款，到

最近2001年實施的新法中僅保留黑色條款觀之，歐盟在前階段對於合作研

發協議之審查，較著重於如何鬆綁管制，因此明訂合法條款，而後經過多

年之運作，廠商的共同研發環境與態樣可能不復以往單純，所以到了較為

成熟的階段，僅針對何種情形為違法而直接排除適用。可見，歐盟在處理

                                                 
111 張向昕，競爭法對策略聯盟之規範－從科技產業之「競爭且合作」思維論競爭者合作

在競爭法上之規範，國立台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2000 年 6 月，頁 76。 
112 Section 4.2 of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 
113 Section 4.3 of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 
114 Section 4.2/4.3 of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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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發法制的態度上，是隨著整體經濟環境的改變而做階段性的調整。 

（二）權衡的法律屬性 

基本上，EC條約、研發協議集體豁免規則，及歐盟水平合作協議適用

準則均屬於歐盟競爭法規，EC條約第81條可視為是規定共同研發協議之母

法，根據母法之基本精神，理事會授權執委會制訂共同研發協議之集體豁

免規則，另外，共同研發屬於水平協議的一種，因此亦受到歐盟執委會所

制訂頒佈的「水平合作協議適用EC 條約第81 條準則」的拘束，該準則係

用以補充集體豁免規則之不足，並確定該協議之本質。在法律位階上，EC

條約相當於我國的法律，研發協議集體豁免規則相當於我國的法規命令，

水平合作協議適用準則提供評估水平合作協議的原則性規範，其性質較類

似我國之職權命令。 

（三）權衡內容 

在歐盟，權衡總體經濟利益的方式主要是根據市場占有率。依照共同

研發協議集體豁免規則（2659/2000/EC規則），共同研發協議參與事業之生

產或改良商品，在特定市場總占有率須低於25%以下，始得適用集體豁免

規定。 

除了當事人之市場地位及市場占有率外，市場集中度（即競爭者之地

位及數量）也應列入考量，以評估合作行為對市場競爭之影響。HHI

（Herfindahl-Hirshman Index）指數115可用來評估市場的集中度，若HHI值低

於 1000，則其市場集中度為「低」；若HHI指數介於 1000-1800，則其市場集

中度為「中」；若HHI指數高於 1800，則其市場集中度為「高」。另一項可

能採用之指標為主要事業集中比率（the leading firm concentration ratio），亦

                                                 
115 該指數之計算方式為「所有競爭者之個別市場占有率平方的總和」，例如：某一市場由

四家廠商所構成，其市占率分別為 30 %、25 %、25 %和 20 %，則在合作前HHI值為 2550 

(900+625+625+400)，如果市占率前兩名之廠商合作，則合作後之HHI值為 4050 

(3025+625+400)。合作後的HHI值可用來評估合作後對市場可能造成之影響。 

 85



即主要競爭者之個別市場占有率的總和。116

    其他次要因素，如：一段時間的市場占有率穩定度、市場進入障礙與

市場進入之可能性、買賣雙方的市場力量或產品的特性（例如：同質性、

成熟度）等，亦應分別列入考量。117

三、日本 

（一）權衡方法 

日本對共同研發合法性之判斷，於其「獨占禁止法上關於共同研究開

發之準則」中並未言明適用何種法則，其國內學者認為，獨占禁止法是以

實質限制競爭及阻害公平競爭作為違法性基準118，當判斷共同研發是否實

質限制競爭，應對其造成市場影響層面及促進競爭效果全盤加以考慮檢

討，基此，可知與採用合理原則場合之結果上並無多大差異。 

（二）權衡法律屬性 

「獨占禁止法上關於共同研究開發之準則」乃是關於共同研發及其實

施的附隨約款，將公平交易委員會的考量方法加以明確化，其目的不但是

為了讓共同研發不會阻害競爭以及促進更深一層的競爭，並且不能變更獨

占禁止法向來的解釋和運用基準。 

另外，因共同研發當在多種情形下有促進競爭的效果，因此，限於共

同研發有產生競爭限制效果之虞時，始在獨占禁止法加以檢討。該準則性

質相當於在我國的職權命令。 

（三）權衡內容 

    誠如第二章所述，「獨占禁止法上關於共同研究開發之準則」將共同研

                                                 
116 Commission Notice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1.3.1-29. 
117 Ibid., 1.3.1-30. 
118 日本所謂「實質的限制競爭」，本質上是一種機能概念，並非數量概念。亦即，某事業

以單獨或聯合方式支配交易領域內之一定數量，此事業本身並非實質的限制，但是因某事

業的限制競爭行為造成有效競爭機能喪失的狀態，則構成實質的限制競爭。阻害公平競爭

主要指的是獨占禁止法第二條第九項所指的行為。詳細內容請參閱：松下滿雄，經濟法概

說，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 年版，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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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區分為「有關共同研發成果技術事項」以及「有關利用共同研發成果技

術的產品事項」三種型態，在每種型態下再將「原則不屬於不公平交易者」、

「可能屬於不公平交易者」及「大多屬於不公平交易者」之項目列舉出來。 

    綜合言之，在判斷共同研發是否會限制競爭時，其考量之事項有「參

加者之數量及其市場占有率」、「研發性質」、「共同研發之必要性」、「對象、

範圍與期間」以及「其他造成限制競爭之可能」，詳細內容請見第二章，此

不贅述。 

    雖然「獨占禁止法上關於共同研究開發之準則」已將各種考量的方式

予以說明及例示，但廠商在個別具體案子發生時，仍會有適用上的困難，

因此，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特別設置了關於共同研發的事前諮商制度，以

因應來自於共同研發之當事人的個別的諮商。如此一來，廠商可避免適用

法律上的錯誤所可能帶來的法律風險，也讓權衡總體利益的方式及內容更

為明確。 

 

 87



第二節  實務作業流程 

以下利用簡圖，初步說明美國、歐盟、日本以及我國之司法或行政機

關現階段在判斷共同研發合法與否或對共同研發申請准駁與否之作業流

程。基本上各作業流程並無優劣之區別，乃各國基於不同政策目的，配合

司法或行政體系所發展出之不同作業方式，我國亦可將之納入參考並根據

當前產業狀況做最適化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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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 

 

 

 

 

相關合作協議之調查 

協議本質判斷 

固定價格或產出、圍

標（rig bid）、或約定

顧客、供給者、區域

及營業項目等以劃分

市場者 

ˇ 
當然違法 

（per se illegal）

×
若合作係屬有助於效率提昇 

合理分析原則

界定市場 分析個別市場的市場占有率及集中度

的高低；分析有無限制競爭；分析市場

的進入障礙等 

判斷所產生之競爭力利益

綜和分析整體競爭

 89



二、歐盟 

共同研發協議之產生 

是否符合集體豁

免規定？ 

是 

該協議當然取得豁

免，無須申報，期間

原則為七年 

須
考
量 

1、豁免類型 
2、豁免條件 
3、市場占有率門檻

4、違法條款 

否

事業申請

個別豁免 

是否符合 EC 條約

第 81 條第 3 項？

可參考水平合

作協議準則 

是 

可得到豁免，期間通

常為十年，事業亦得

向執委會申請「豁免

證明」 

否

應屬於 EC 條約

第 81 條第 1 項所

禁止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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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 

事業欲進行共同研發

公平會主動
調查或發現

受理申訴或
檢舉 

事業主動提出
申請 

駁回申請，或
處罰並令其
停止 

否

是否向公平交易
委員會請求事前
諮詢？

可
進
行
共
同
研
發 

是 

否 

修正協議內容
或停止共同研
發 

依「獨占禁止法上
關於共同研究開發之準
則」分析判斷是否違反獨

占禁止法

否 

是否作出不牴 
觸獨占禁止法之
書面答覆？ 

是

是 

許可決定或附條
件許可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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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 

 

 

共同研發事實之發生

公平會主動
調查或發現 

受理申訴或
檢舉 

事業主動提出
申請 

具有限制競爭
之聯合行為？

是

是否符合公平法第
十四條但書七款例
外聯合許可類型？

許可決定或附條
件許可決定 

是

駁回申
請，或處
罰並令其
停止 

否

准許其共同
研發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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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共同研發案例之研究 

研發聯合行為申請案例彙整表 

名稱 申請日

期 

參與廠商 申請內容 申請結果 對產業的影響 

九家事業以新設

公司方式開發高

壓電力接續器材

提出聯合行為許

可申請案 

84/8/16 大山、大同、大東、

大亞、太平洋、台

一國際、宏泰、華

新麗華、華榮 

共同合資籌設公

司，由該新設公

司開發高壓電力

接續器材，並製

造、銷售、進口

69KV至161KV接

續器材 

．除共同進口接續器材

乙項外，其餘申請項目

因符合整體經濟利益，

且尚無明顯限制競爭之

不利益情事，應予許

可，許可期限三年。 

．提昇國內電纜工業技術水準，及解決長

期依賴外商供料之問題。且為國內業者進

入國際電力工程市場之必要條件，對其上

中下游之相關產業亦有正面之影響。 

 93



十一家業者合資

成立策盟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從事

電動機車之研

發、設計、製造

及銷售等聯合行

為許可申請案 

87/5/19 三陽工業、台灣山

葉、台鈴工業、台

灣偉士伯、摩特動

力、永豐工業、台

全電機、長達富、

信通交通、全興開

發、統一工業 

1.計畫合資成立

策盟公司，經營:

  (1)電動機車之

研發、設計、製

造及銷售 

  (2)電動機車零

件之製造及銷售

  (3)前述產品之

進出口貿易業務

2.申請聯合時間

為十年 

．准予聯合研發、設計、

製造之申請，期限至 89

年 12 月 31 日，並駁回聯

合銷售之申請 

1.聯合研發、設計及製造，整體而言將造

成相關零件及生產流程之規格化，可以降

低成本、改良品質、增進效率及促進合理

經營 

2.聯合研發及設計可以降低整體及個別研

發設計成本，提升研發意願；集合大家現

有之技術，可提升相關之技術 

3.聯合製造可以達成規模經濟，以降低電

動機車生產成本，進而降低消費者購置成

本，以促進市場需求 

4.有助於電動機車之上下游產業形成及政

府電動機車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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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延展合資設

立「策盟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共

同從事電動機車

之研發、設計、

製造及銷售之聯

合行為例外許可

案 

89/11/20 三陽工業、台灣山

葉、台鈴工業、台

灣偉士伯、摩特動

力、永豐工業、台

全電機、長達富、

信通交通、全興開

發、統一工業 

1.擬繼續以合資

方式持有「策盟

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共同從事電

動機車之研發、

設計、製造及銷

售之聯合行為 

2.申請延展期間

自

90/01/01~92/12/31

．准予聯合研發、設計

及製造之行為，許可 有

效期間至民國 92 年 12

月 31 日；關於聯合 銷

售部分仍駁回申請 

1.可以提高技術、降低生產成本、促進相

關零件規格化促進電動機車市場初期需

求及建構完善市場使用環境 

2.促進電動機車產業成長、降低傳統空氣

污染及溫室效應氣體減量之環保效應，及

減少能源使用等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而

無明顯限制競爭之不利益 

3.有助於我國電動機車及其相關零組件生

產計數之發展，以及特定市場之形成，對

於整體經濟之發展有其正面利益，又鑑於

電動機車及其相關零件市場發展仍屬初

期，尚不致造成申請人所合資設立之策盟

公司市場地位過高、機車市場集中過度、

市場進入障礙增加等限制競爭之不利益 

 

上述共同研發聯合行為申請案例於美、歐、日所需考量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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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美國 歐盟 日本 

九家事業以新設公司方

式開發高壓電力接續器

材提出聯合行為許可申

請案 

因此協議內容並不會造成造成價

格之上漲或產出之減少之情況，故

與當然違法無涉。是以，需進一步

須以合理原則檢視，即依協議之性

質並判斷市場占有率及集中度考

量為彈性判斷。同時，亦應考量安

全區域 20﹪之規定。 

所開發之高壓電力接續器在特定

市場上的總占有率是否超過 25%？

或者共同研發協議是否有「黑條

款」之情形？若否，可適用集體豁

免；若是，則不適用集體豁免，需

利用水平合作協有議準則判斷是

否可個別豁免。 

若協議無其他不當限制，應該可歸類

在「有關利用共同研發成果技術的產

品事項」之「原則不屬於不公平交易

行為者」項目中。 

十一家業者合資成立策

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從

事電動機車之研發、設

計、製造及銷售等聯合

行為許可申請案 

先 區 別 當 然 違 法 或 是 用 合 理 原

則，其次，在非當然違法之情形

下，可以考慮是否為安全區域之範

圍所含括，在彈性地靈活運用合理

原則。 

因所開發之電動機車在市場占有

率超過 25%，故需利用水平合作協

有議準則判斷研發、製造與銷售那

部分可個別豁免。 

有關「共同研發之實施事項」及「共

同研發成果技術事項」，因具有其必

要性，故構成獨占禁止法的問題可能

性低，但有關「利用共同研發成果技

術的產品事項」，因所有廠商合起來

市占率極高，因此有構成獨占禁止法

問題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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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延展合資設立「策

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從事電動機車之研

發、設計、製造及銷售

之聯合行為例外許可案 

考量方式同上。 考量方式同上。 考量方式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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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廠商研發聯盟個案彙整表 

共同研發

名稱 

研發組成 

時間 
參與廠商 研發內容 研發結果 研發結果對產業之影響 

瑞智研發

聯盟 

1989 聲寶、泰瑞共同出資，委託工研

院機械所進行研發。並成立瑞智

精密公司，與美國羅德公司簽訂

技術合作 

迴轉式冷氣壓縮

機 

．1994 年正式銷售

空調用迴轉式冷煤

壓縮機 

．1998 年完成新系

列迴轉式壓縮機開

發 

．精密公司之國內市場占有率達 25.8

﹪，國內冷氣機除東元、日立、國際外

皆為其客戶。 

．產生「誘發加入」效果，即促使東芝、

東元合資生產東芝精密公司，日立則獨

資在台灣設廠生產壓縮機。 

中華與三

菱汽車之

商用車共

同合作開

發 

1986 中華汽車 

三菱工業 

1100cc 威利商用

車 

．1988 年 12 月正式

生產 

．中華汽車至 2001 年之自製率達 70﹪，

市場占有率高達 57﹪ 

．增加產品多角化，以符合國內市場條

件－少量多樣 

．提升我國汽車工業研發水準，使我國

與國外大廠之分工模式，由垂直分工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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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共同研發 

汽車共用

引擎研發

聯盟 

1991 年初 ．第二階段：政府（經濟部技術

處、工業局）、工研院、直接參

與業者：中華、裕隆、羽田；間

接參與業者：福特六和、三陽、

國瑞、國產、三富、太子 

．第三階段：確定參與之業者－

裕隆、中華、羽田、三陽 

共同引擎＊ ．1997 年 10 月開始

試量產 1.2 升 8 汽

門引擎，並積極進

行各項設廠及 

建立零組件供應 

網。 

．促進我國汽車產業升級，提升汽車零

組件技術，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由於中心廠有自主引擎，因此可達整

車自主與零組件業同步踏入國際市場的

目標 

TFT-LCD

前瞻技術

研發聯盟

2000/12 奇美電子、廣輝電子、友達光

電、瀚宇彩晶、元太科技、統寶

光電、中華映管、工研院 

   

＊汽車共用引擎研發聯盟之研發時程如下:    

第一階段(1991/10~1992/4)：可行性評估。藉由國際合作完成國內引擎技術及產業基礎的評估與計畫之全程規劃。並成立計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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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指導計畫方向及決策。 

第二階段(1992/4~1993/2)：構想設計。與英國蓮花汽車公司進行技術合作，經由國外零組件及製造專業公司，進行製造規劃，估算

出引擎成本及製造投資規模。 

第三階段(1993/2~1994/7)：雛型引擎設計。工研院和英國 Lotus 公司簽約進行動力系統細部設計工作。  

第四階段(1994/7~1996/12)：量產導入期。成立「商業推動規劃小組」擬定時程表。並於 1995/12 由業者出資成立「華擎機械股份有

限公司」，進行產品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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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共同研發聯盟於美、歐、日申請時所需考量之重點 

名稱 美國 歐盟 日本 

瑞智研發聯盟 即使是在創新市場，仍需考慮當然

違法之情形。此外，因其市場占有

率已超過 20﹪，故無安全區域之適

用。從而需針對協議之性質，考量

市場占有率及集中度，綜合分析以

適用合理原則。 

雖精密公司與工研院非競爭事

業，但聲寶、泰瑞公司為競爭事

業，故仍須受豁免規則之檢視，又

由於精密公司之國內市場占有率

達 25.8﹪，故需利用水平合作協有

議準則判斷研發、製造與銷售那部

分可個別豁免。 

精密公司之國內市場占有率超過 20

﹪，故有構成獨占禁止法問題之虞，

但實際情況仍須是其協議內容判斷。 

中華與三菱汽車之商用

車共同合作開發 

仍需先行判斷究屬當然違法抑或

是用合理原則，同時，若非屬當然

違法，亦因市場占有率超過 20﹪而

無安全區域原則之適用。 

需考量在簽訂同研發協議時，兩家

公司原先商用車市占率是否高於

25﹪，若是，適用集體豁免；若否，

需利用水平合作協有議準則適用

個別豁免。 

若協議無其他不當限制，應該可歸類

在「有關利用共同研發成果技術的產

品事項」之「原則不屬於不公平交易

行為者」項目中。 

汽車共用引擎研發聯盟 判 斷 當 然 違 法 抑 或 是 用 合 理 原需利用水平合作協有議準則適用 此為基於政策所主導之共同研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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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另可考量安全區域原則。 個別豁免。 有其必要性，故構成獨占禁止法的問

題可能性低。 

TFT-LCD 前瞻技術研發

聯盟 

同上。 需利用水平合作協有議準則適用

個別豁免。 

因 TFT-LCD 屬於政策扶植產業，具

有其必要性，故構成獨占禁止法的問

題可能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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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共同研發成果產製過程之經濟分析 

研發是廠商發展新產品、新生產方法的手段，研究發展的最終目的，

是將此研究成果直接應用於最後產品的生產上。問題是在生產階段、以及

隨後的產品配銷階段，是不是可以允許參與共同研發的廠商，繼續維持如

同研發階段一樣以合作方式進行？ 

依據第四章經濟模型分析的結果顯示，若允許參與共同研發廠商在研

發與生產兩階段，均採合作之方式，將使產品的產出水準達到最低，不利

於消費者福利水準的提升。若以靜態福利水準為衡量標準，則發現研發與

生產兩階段均採合作時，社會的福利水準將最低。顯示若允許廠商的合作

模式由研發擴充至生產時，固然可為廠商帶來投入成本節省與利潤提高之

效果，但卻因為在生產上的合作，抑制生產水準，反而壓低消費者的福利，

兩種效果權衡之後，產生後者負面效果大於前者正面效果，整體社會福利

反而降低的結果。在政策的含義上，明顯的支持共同研發侷限於研發階段，

對社會是最適的。 

然而回顧這些經濟理論，有關於共同研發的效果，大都以技術是否帶

來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為基礎，例如 Kamien et , al（1992）的分析即

將兩家對占（duopoly）市場廠商的成本函數，設立如下。（1）、（2）式分別

代表兩家廠商的成本函數。第一家廠商的生產成本內容 

C1 = c-x1-βx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C2 = c-x2-βx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中，均包含固定成本c，自身的研究發展投入x1；以及對手廠商研究發展投

入x2。同理以廠商 2 的立場觀察亦同，亦受本身固定成本c，本身研究發展

投入x2，以及對手廠商研究發展投入x1的影響。三種變數對成本的影響方向

為，固定成本愈高，生產成本愈大，本身研發投入愈高，對手研發投入愈

高，生產成本將愈低。亦即研發投入多寡與廠商生產成本的關係，存在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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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關係。β值愈大表示對手廠商研發投入對特定廠商成本將有更大的降低

效果，反之則否。 

單看製造成本的部分，可以發現這些學者對廠商的生產是採固定規模

報酬不變（constant return of scale）的假定。表示廠商生產愈多，其單位成

本並不會隨之而上升，亦即在此假定下，其邊際成本為固定的。而實務上

廠商的實際生產可能並非如此。因此仍存有廠商共同生產仍有利於社會福

利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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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高額固定成本 

新產品若因研發投入而被發展出來，在科技產品的生產上，為能效率

的生產，或為使用特定技術的生產，在生產之前可能需要投入龐大的資本

與成本，購入特定屬性的設備，對於單一參與研發的廠商而言，可能很難

獨力承擔，尤其是當前處於電子、光電等高科技的產業，特別是呈現如此

情況。 

處於上述資本需求或設備需求的瓶頸下，以競爭政策主管機關的立

場，為使廠商共同研發的成果，得以以生產的最後步驟實現，使研發的目

標畢竟於一功，似乎應當在許可廠商共同研發之後，進一步的允許參與共

同研發之廠商，在生產上以共同投資方式，購買生產所需的必要設備，然

後進行共同生產。 

單純的僅為防止廠商之共謀，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即斷然的禁止廠商所

有共同一致的行為，就上述之情況而言，係屬不智，也不合情理。是項處

置也將使社會福利無從實現提高之效果。 

是故，若共同研發後，為應用新技術需龐大固定成本，而此資本又非

單獨一家廠商所能支持時，應在合理的條件，例如新投資金額遠遠超過既

有廠商之資本額，實應在共同研發之後，允許參與研發廠商進一步的在生

產階段，再以合作方式進行，以使研發成果產生應有的社會價值。當然允

許進一步在生產階段上可以以合作方式進行的許可，應當有一定之門檻標

準把關。換言之，生產階段的合作原則禁止，在高額投入資本下參與廠商

又難獨力完成的特殊情況下，允許有例外許可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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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廠商存在技術互補 

共同研發之後，可以允許參與廠商在生產階段合作的理由，是參與廠

商彼此之間，在新產品的生產上，或是新技術的應用上，他們在技術上具

有互補之效果。在當前科技產品的生產上，廠商間可能各自在不同階段，

或是不同類型產品的生產上，具有優勢。一旦新產品被生產出來，或新技

術被發覺出來，若一味的強制個別廠商，只能獨力使用，可能將使產品生

產不順利，或產生瑕疵品增加的不利結果。若基於技術互補與經驗共享的

考量，允許參與研發的廠商，截長補短進行生產技術交流，去蕪存菁的各

自貢獻最強的生產階段，它將在生產上產生綜效之效果。 

當然如同高額固定成本的情況，廠商間存有技術互補之效益，必需由

廠商主動向公平交易委員會提出申請，並經公平會的審核，通過後才得以

進行共同生產之行為。換言之，舉證責任由廠商為之，認定則由競爭政策

主管機關，聘請外面之技術專家審查衡量提出看法，再由公平交易委員會

決定該等廠商在新產品的生產或新技術的應用，是否確實存在技術互補之

效果，許可其共同生產以形成有利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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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規模經濟的考量 

新產品的產出或新技術的應用，雖可能為社會帶來正面的利益，但在

應用的過程中，往往可能如前所述需投入龐大的固定資本，而龐大資本的

回收或降低成本的需求，經常需要大規模生產為必要條件。否則將因少量

生產的關係，致生產成本提高，無法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競爭。 

若硬要求個別廠商各自設立生產設備生產產品，最後將因生產規模太

小，無法大幅降低生產成本，例如生產手機的模具可能最低以 100 萬隻為

單位，若個別廠商的銷售不足以達到 100 萬隻時，將會因為每單位手機所

需支付之固定成本偏高，無法在國際市場上與競爭廠商之產品抗衡。若由

參與廠商共同生產，只使用一套設備，使生產規模得以實現規模經濟之效

果，將使每位參與研發廠商，最後所能提供之產品，在市場上具有相當之

競爭力，如此共同研發之功能將能徹底的發揮，實現合作之功能。 

當然，如同前面兩項因素，廠商在要求以實現規模經濟為訴求，請求

公平交易委員會核准其共同生產許可時，仍需由業者負舉證之責任，而公

平交易委員會則承擔審核許可之任務。 

總之，廠商聯合研發之後，原則上應要求廠商分別各自應用研發所獲

得的技術生產產品，不得延續合作之行為於生產上，以避免因共同生產而

於市場上施行聯合行為。但在例外情況，如生產需投入高額固定資本、廠

商間生產技術具有顯著之互補效果，以及生產具有明顯之規模經濟現象

時，則在原則之外，應允許廠商在生產階段中，繼續其合作行為，以使生

產中的經濟效益，因合作而得以持續之發揮。惟有許可與否，業者仍需負

舉證之責任，向公平交易委員會申請，並獲得許可之後才得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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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公平會共同研發聯合行為例外許可審查標準及

總體經濟利益與公共利益之分析（代結論） 

第一節  例外許可之審查原則與基準 

一、聯合行為構成要件之於共同研發 

誠如前述，共同研發在我國公平法之下屬於聯合行為之類型，若未經

許可，自屬違法。有謂，倘廠商所共同研發係一「全新之產品」可解釋為

非共同行為，因為各廠商尚未生產新產品（因尚在研發階段），自無現在之

競爭關係，而第七條係規定「與有競爭關條之他事業‥」，其應限於現在之

競爭關係，而未包括「將來之競爭關係」。會有如此解釋之原因，乃是因法

制不健全，為緩和公平法對共同研發過度干預之權宜之計。然無可否認者，

何謂「全新之產品」自是十分抽象，例如在卡帶盛行的時代，研發CD算不

算全新之產品？而DVD在無人生產時，是不是也算全新之產品？類似之，

外國已在累積多年之實務經驗後制定出具體而實用之法規範，值得我們在

相關法規範上作補足與修正以免廠商卻無所適從。 

第二個值得探討者為會構成聯合行為之共同研發主體範圍是否包括研

究機構（如工研院）、學術機構和政府機關？聯合行為之主體為有水平競

爭關係之事業，因此關鍵在於上述有爭議性之機構是否與另一事業有競爭

關係，根據公平法第四條規定：「本法所稱競爭，謂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

以較有利之價格、數量、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易機會之行為。」

依台灣目前之狀況，教育部登記有案之大專院校、依特別法所設立之財團

法人以及政府機關，均不會以其主體與他事業產生競爭之行為，因此解釋

上原非構成聯合行為之共同研發主體。然則基於研發機構仍有可能藉由前

述之產學合作扮演足以影響市場競爭之研發角色，加以其同樣有參與廠商

爭取研發資源之身分，這些都將導致其仍有適用聯合行為規範之可能。凡

此均有待後續個案上之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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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問題為公平法第十四條第二款與第七款之關係為何？公平法第

十四條第七款乃規定中小企業之聯合，其目的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

率，或加強其競爭能力。其共同行為態樣有： 

（一）引導生產力向上之手段； 

（二）改善對大企業的交易關係之手段； 

（三）確定健全合理的交易規則之手段。119

    我國產業結構以中小企業占事業絕大多數之比例，因此，如中小企

業共同為研發，究應依第二款或第七款為申請許可呢？第七款乃沿襲德

國法，主要是指中小企業之合理化聯合和行銷聯合，120而共同研發則專

係指合理化聯合下之狹義合理化聯合，因立法之初，有意將其獨立作一

類型而有別於其他行為，因此，如中小企業共同為研發，亦應先依第二

款為申請許可始合乎立法體系。相同見解為：凡符合第十四條第七款意

義下之企業者，固不妨礙其仍可能符合其它六款之許可事由，即使不具

備其餘六款之特定行為態樣，亦得僅以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率或加強

競爭能力為理由申請許可，只要其行為之結果有助於總體經濟或公共利

益，即係正當而應予保障之聯合行為，是以第十四條第七款相較於其他

例外類型而言，在設計上即已隱藏了可能的「擴大適用」空間，提供了

法律適用者對於本款的判斷上更為寬廣的自由。121

    最後，雖然公平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聯合行為以「足以影響生產、

商品或服務供需市場功能者」為限，然而業者是否得以確信自己之聯合

行為並無限制競爭誠屬疑問，因此造成了如需確信本身之聯合行為合

法，唯有申請一途，但行政機關的審查往往費時許久，一方面有礙研發

時效性之疑慮，另一方面也有導致行政資源浪費之可能。尤有甚者，若

                                                 
119 賴源河編審，公平交易法新論，月旦出版社，1994 年 11 月，頁 291。 
120 黃茂榮，公平交易法理論與實務，植根法學叢書編輯室，1993 年 10 月，頁 250-252。 
121 台大法學基金會，公平交易法行為主體之研析，八十二年度行政院公平會委託研究計

畫案四，82 年 6 月，頁 25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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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間之合作行為不屬於第十四條列舉之七項情形之一，儘管該合作

行為「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亦根本無從向公平會申請「例外

許可」，而落入所謂「原則禁止」之列。由於此種行政不效率與法規範

不健全之現象，導致民間業者成本大增，因此，目前業者普遍是自認有

正當理由之競爭合作，不向公平會申請許可便私下進行共同研發。如此

一來法規範形同具文，而願守法者反而受到不利益，長期而言，對於台

灣之科技發展具有不利之影響。惟這些都有賴未來法規之調整，並非透

過審查基準之建立即能解決者。 

二、共同研發之經濟效果 

（一）正面效果 

1、共同研發可擴大研究規模，提高廠商研發成功的機會 

    共同研發係集眾多廠商之資金、人力、物力，投入研究之工作，相對

而言，它所能提供的資金、人力、設備，必然比個別廠商單獨所能提供的

要多、要廣，在充足的物資的支援下，研發成功的機會就比較大。尤其是

處於當前高科技主導市場的時代，充足的資金，充足的人力，絕對是研發

是否能夠獲得具體成果的必要條件。共同研發制度乃提供研發成功的平台。 

2、共同研發使廠商間互補技術能夠產生綜效之效果 

    參與共同研發的廠商，原則上係來自同一產業，或同一產品的上下游

產業的廠商，他們所擁有的技術形式，也許極為接近，甚至幾乎雷同，但

不可否認的，他們彼此之間在不同的技術之間，仍有強弱或相對優勢或弱

勢。藉由共同研發的平台，將能產生互補之機制，截長補短，大大的提高

共同的研發能力，提昇研發成功的效果。 

3、減輕技術專用的問題 

    共同研發所產生的技術，或產生的新產品（product）或新製程（new 

process），將歸於參與廠商所共享，因此參與廠商均可接近新技術、新產品、

新製程的機會，不會形成技術封閉於少數廠商手中，無法發揮全面效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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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病。 

4、技術的功效可以全面普及 

    共同研發，若非全部廠商均參與，仍然會產生搭便車（free rider）的效

果。未參與廠商能有可能藉由技術的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而獲得好

處。但是共同研發制度的確有它的正面效果。第一，參與廠商由於可立即

使用該技術，因此將使研發的結果，產生新產品或節省生產成本的功效。

第二，共同研發使知識變成共同資產（common asset），有利於技術訊息的

普及於整體社會，它將使研究發展的成果，能為社會所共用，有益整體社

會福利的提升。122

（二）負面效果 

1、降低個別廠商研發的努力程度 

    共同研發是以眾多廠商努力的方式，從事新產品、新生產製程發現的

工作。但是就市場的本質而言，「研發」本來就是個別廠商所能採行的競爭

策略之一，廠商以共同研發取代個別研發，勢必使市場上廠商間研發競爭

的可能被排除，不利於整體社會。123

2、降低社會創新的步調 

許多正式的R＆D共同研發模型124證實了，共同研發會降低整體社會創

新的步調（pace），但它卻對整體社會則有福利增進的效果，它的出現是反

熊彼德主義（Un－Chumpeterian）的。之所以會產生反熊彼德現象的理由是，

眾多參與共同研發的廠商會有投機的行為，提供較少的研究投入，仍有機

會共同享受其他廠商研發的成功。因此形成整體社會研發投入的減少，不

利於產業創新的提高。但在另一方面卻由於共同研發共享成果的機制，使

                                                 
122 基於共同研發帶來上述的正面效果，許多政策決策者與經濟學家均主張，政府部門尤

其是反托拉斯部門內，應改變對共同研發的看法，採行鼓勵的態度，這些學者包括Ordover 

＆ Willig（1985），Grossman ＆ Sharpiro（1986），Brodley（1990），Jorde ＆ Teece（1990），

Sharpiro and Willig（1990）。 
123 見Nelson（1961）。 
124 見d’Apremont ＆ Jacquemin（1988，1990），Henriqens（1990）and Martin（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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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每位參與研發之廠商有機會使用新的技術，從而使研究出來的技術立即

能夠獲得發揮，整體社會福利因而上升。換言之，它顯現新產品的供給或

新技術的使用，產生相互對抗之效果，最後則因後者效果大於前者之效果，

使社會上之消費者受益。 

3、可能形成生產或配銷上勾結的平台 

共同研發的過程，不可避免的參與廠商在技術上或其他管理動作上，

必須相互協調，交換訊息，而這些行為很可能延續於生產產品上，甚至延

伸到產品的配銷上，使市場績效由寡占朝向獨占的發展。如同 Katz（1986）

所述：「合作性的 R＆D 安排，可能提供廠商們碰面，在一起討論產品市場

勾結方法的機會」，此懷疑觀點，亦為學者 Pfeller ＆ Nowak（1976）所強

調。而該情形亦為學者 Berg ＆ Friedman（1980）所實證。 

大致而言，非經濟學界的工程師、科學家及管理學界較傾向於支持共

同研發的活動，但相對的在經濟學界仍有不少質疑之聲，如Sharpiro ＆ 

Willig（1990），Brodley（1990），均懷疑廠商可能利用共同研發、聯合開發

之方式，在生產甚至行銷階段進行勾結、剝削消費者，導致社會福利的降

低。此外，共同研發的組織、管理過程相當困難，業者之目標分歧，加上

道德風險（moral hazard），整合不同廠商之科技資源非常困難，因此他們抱

著反對之意見。125

4、成為參與者處罰競爭同業的手段 

Brodley（1982）以為共同研發可能成為某些廠商處罰競爭合夥廠商的

工具。有些廠商可能會藉由抑制達成共同研發的持續性的合作，而處罰過

度競爭的合夥廠商。126

此外，Goto ＆ Wakasugi之（1988），也從另外一個面向討論共同研發

可能帶來的負面效果，他們認為共同研發已成為參與廠商的共同資產

                                                 
125王健全，影響台灣製造業共同研發活動之因素及其可行性之探討，台北：中華經濟研究

院經濟彙編，1993，頁 13。 
126 Brodley（1982），p.1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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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asset），它們可能會鼓勵參與廠商藉共同研發成果提高對手進入

市場的成本，以達成阻止潛在廠商進入市場的目的。127學者Vickers（1985）

也持相同看法，認為共同研發所造就的共同資產，將只利於所有參與共同

研發之廠商。128

（三）經濟理論就不同研發類型之評價 

總之，由以上經濟學界對共同研發的研究，發覺共同研發的確在發現

新產品、新技術、新製程上，它的確有減少風險與不確定的效果，為參與

廠商帶來生產成本的降低，從而鼓勵廠商增加研發支出之效果。該制度之

施行除有助於社會對新產品的發現，新技術、新製程的發覺外，最重要的

是它促進新技術的快速使用，有利於廠商生產效率的提高，增進整體社會

的福利。 

但在相反的角度而言，共同研發廠商合作的機制，可能在技術產品的

銷售上，以及產品的生產與配銷上，進一步形成合作之可能，不利於原有

競爭機制之運作。換言之，共同研發即使為社會的研發提升有正面的貢獻，

但不可否認的，該活動的運作，也可能為參與廠商提供進一步共用合作之

平台，可能從而形成共同杯葛、勾結等不利市場競爭之行為，它是吾人同

意共同研發時，所不得不擔憂，以及不樂見其發生。惟以上之探討通常係

概括的以共同研發為課題加以檢討，並未就研發及其闊及於產製或市場交

易行為時之影響加以探討，其實這後述兩者正屬公平法必須特別加以關注

者。以下謹就經濟分析上較為關切之問題歸納如下： 

1、共同研發安排擴及於生產階段之疑慮 

共同研發的經濟分析裡，大部分經濟學者同意廠商共同研發對社會的

正面貢獻，但卻擔憂其延續於生產時合作帶來的負面效果。以上之看法只

是臆測，是否真的如此呢？國內何志峰（1992）的研究可提供一明確的答

                                                 
127 Goto ＆ Wakasugi（1988），p.199。 
128 Vickers（1985），p.26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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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何文假設市場有 n 家生產同質產品的對稱廠商，每家廠商的成本函數

為本身產量、本身研發水準、對手廠商研發成本的函數，廠商的研發具有

規模報酬遞減的性質。然後作者依據（1）、研發與生產階段均採競爭，（2）、

研發階段採共同合作方式，生產階段維持競爭，（3）、研發與生產兩階段均

採合作方式等三種假設，分別分析其最後之最適研發水準與產出水準，並

比較其間之關係，他獲得下列之結果： 

（1）只有在研發階段合作而生產階段維持競爭的產業，研發水準恆大

於兩階段皆合作條件下的研發水準。但若細究之下，則可以發

覺兩階段均採合作下的「有效」研究水準卻是最高的。是項結

果顯示兩階段均採合作下，廠商將最能有效率的分配研發水

準，減少研發重複投資浪費的程度。 

（2）在產業產出的分析結果，則兩階段均採合作時，其產出水準在三

種條件下，呈現出最低之結果，表示其最不利於消費者之消費。 

（3）廠商利潤水準的比較上，則發覺兩階段均採合作時，廠商的利潤

水準，恆大於只有研發階段合作的利潤水準。由此情況之瞭解，

即可體會廠商為何在研發合作的許可下，還想進一步的取得生產

也能在共同合作下進行的理由。在估計靜態社會福利時（即生產

者剩餘加上消費者剩餘），則發現兩階段合作條件下的社會福利

最低。其形成之理由是兩階段合作雖然使廠商有效率的分派研發

投入，從而產生研發成本節省與利潤增加之效果。但同時間內也

因為產出水準因合作機制而受到抑制，造成消費者剩餘受到嚴重

之傷害。因此，最後形成消費者剩餘減少效果大於廠商利潤增加

的效果，顯現出社會福利淨損的結果。換言之，兩階段均予以合

作的特權，將形成廠商利益增加，消費者福利減少的不公平結

果。若以消費者福利最大為衡量指標判斷，理論上當然不支持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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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均採合作之方式。反之，若以社會福利水準高低衡量該行為

之正當性，也一樣呈現社會福利水準降低之效果，認為兩階段合

作不利於社會福利之增進。 

（4）參與共同研發獲得成果的廠商，若面臨未加入研發廠商的威脅，

則參與研發廠商可能將彼此的外溢比例訂到技術上可以到達的

程度。而且共同協議有可能成為成員廠商排擠非成員廠商，以及

阻止新廠商參與的有效手段。 

綜上，吾等可以理解為何大多數先進國家對於廠商採行共同研發策

略，基本上是持肯定的態度，因為該策略將產生社會有效率配置研發投入

的結果，可避免社會重複投資的浪費，且對個別廠商而言，亦可因為研發

成本的節省而獲得利潤提高之效果。然而，若允許此合作行為延續於生產

階段時，一方面由於限制產出效果的產生，將不利於消費者福利的提升。

二方面則由於該行為將產生廠商利潤增加消費者福利降低之相反效果，最

後則由後者之效果主導（dominant）前者之效果，形成社會福利水準的降低。

因此不管以消費者福利水準極大化，或是以社會福利水準極大化為衡量指

標，它顯示的結果均不支持允許廠商在研發水準合作，爾後又可將此合作

行為延伸於下一階段的生產或配銷階段。 

2、共同研發安排擴及於商品銷售或其他市場交易之疑慮 

共同研發的成果基本上可創造出兩項產品，一是研發本身所獲的「技

術」，它的功能可能從而產生新產品的出現，或使舊產品的改良。它產生的

效果，基本上是以產品形式表示。當然就廠商本身而言，獲得新技術之後，

它不一定要以產品的形式彰顯研發效果，它也可以直接以「技術」本身做

出售品的標的物，它呈現的方式是新技術與舊技術的改良。 

根據以上的認知，共同研發成果擴散（使用）的分析，應當將其區分

為產品市場與技術市場分別討論。可能產生的限制競爭行為： 

（1）技術市場 

 115



 

I、獨占性訂價 

共同研發的推動，參與成員一般都是聚集了同業之成員，例如 DVD 的

光儲存聯盟，3C Group，由 Philips、Sony、Pioneer 三家大廠組成，6C Group

由 Toshiha、Hitachi、Matsushita、Mitsubishi、Time Warner、JVC 等 6 家大廠

組成。而且有能力與夠資格參與的廠商，大都為該業的大廠，例如台灣目

前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TFT－LCD）產業聯盟，參與廠商幾乎網羅業界

的主要廠商：友達光電、中華映管、翰宇彩晶、元太科技工業、奇美電子、

廣輝電子、統寶光電、工研院電子研究所等八家公司與研究單位。 

未來這些廠商共同研發成功，創造出新的「技術」產品出來，未參與

此研發聯盟的廠商，或是生產相近想進入此行業的相關產業廠商，若想向

進入該行業，或能夠持續存活於該產業，則必須向該研發聯盟購買獨一無

二的「技術」投入。基於共同研發成員由有能力夠資格的廠商組成，這些

廠商若以集體方式出售其「技術」時，必然具有市場之優勢地位（dominant 

position），其售價可能採行如獨占性訂價為訂價，則容易產生公平法第十條

的違反。 

若「技術」由參與共同研發廠商各自獨立出售，仍須檢視個別廠商之

市場地位，以及其出售之價格水準而定，若個別廠商具有市場優勢地位符

合公平法第五條之一的條件，而「技術」之售價又高得出奇時，則很可能

為交易相對人指責為「獨占性訂價」之行為，從而違反公平法之第十條「對

產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不當之決定、維持或變更」。 

II、拒絕交易 

參與共同研究發展之廠商，在獲得產業上獨占之技術時，立即會有兩

種人有意取得同樣技術，一是原產業未參與共同研究的廠商，亦即外面廠

商（outsider firms）可能為能在該產業與其他廠商競爭，能夠存活下去，必

須向共同研發廠商購買技術，二是相關產業之廠商或新廠商評估該產業未

來發展樂觀，因此必須向共同研發廠商們購買。當然站在共同研發廠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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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場而言，它可能就是想利用該新技術創造市場進入障礙，一方面對未加

入研發的小廠商產生市場淘汰的效果，二方面則希望藉此阻止潛在廠商進

入市場。因此對新技術的銷售態度上，會採行拒絕出售（refusal to deal）的

策略。 

III、差別待遇 

共同研發組織對於「新技術」產品的銷售，有可能採行利潤中心的方

式，成立一銷售組織，負責新技術使用費用的收取，而共同研發組織在訂

定新技術的使用價格時，若對組織內成員廠商與組織外成員廠商或新廠

商，收取不同之價格，組織內成員價格較為便宜，相對的非組織成員的價

格較高，將造成組織成員與非組織成員因技術使用成本的不同，而造成市

場競爭的不公平。 

當然，是項行為是否屬於不當，仍須依據施行細則第二十六條之規定，

應審酌（1）、市場供需情況，（2）、成本差異，（3）、交易數額，（4）信用

風險、（5）、其他合理之事由等五項條件，評斷共同研發組織之行為的正當

性。 

Ⅳ、杯葛 

共同研發組織在銷售「新技術」產品的過程，有可能由個別廠商取得

銷售之權利，但在銷售的對象上，則可能產生「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

而促使他事業斷絕供給」；從而符合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之行為。而該行

為又無法以施行細則第二十六條的合理理由以為解釋，則可能有違反第十

九條第一款而觸法。 

V、聯合行為 

若出售「新技術」之情節與杯葛所描述相同，而係由個別取得技術權

利之廠商分別為之。若新技術之出售價格均相同統一由共同研發組織所訂

定者，則可能符合公平法第七條之聯合行為之定義，以及第十四條之禁止

規定。因為這些個別廠商係屬同一產業，屬於公平法第七條之水平聯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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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如前所述，參與共同研發廠商均屬市場上主要廠商，是項「新技術」

之交易，也必然產生「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為公平法聯合行為禁止中所欲規範之對象。 

VI、限制交易相對人與之交易之行為 

共同研發的成果－創造了「技術」的新產品，新技術的所有者，所有

參與共同研發的專利權人，在銷售其產品－「新技術」時，仍有可能產生

對專利權購買人，限制其購買對象，形成獨家交易的結果，也可能對其專

利的使用要求地區限制、使用限制、客戶限制，從而形成地域限制、顧客

限制、使用限制的情形。 

當然「專利」產品可能並非一種，在銷售專利技術時，這些專利權人，

可能會強制專利購買人必須另外購買他不想購買的專利為要件，從而形成

銷售上的搭售行為。這些行為經公平法施行細則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的

檢驗：「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履行

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證實說當行為屬於不正當時，即有公平法第十九

條之違反可能。 

（2）產品市場 

我國共同研發之許可原則上和世界其他國家的規範類似，只同意當事

人單純就研發部分允許其有共同之行為，不容許其共同行為為延伸至生產

行銷的部分。例如台灣國際商業機器股份有限公司（即 IBM）與摩扥羅拉

股份有限公司（Motorola）申請成立「技術服務中心」聯合一案，在許可內

容六，公平會即明示：「雙方不得藉該技術中心從事或與客戶從事任何聯合

促銷產品、議定價格或市場調查等行為」禁止業者進一步共同行銷之行為。

在許可內容七中指陳：「威力晶片技術服務中心係屬服務性質，應依所申請

成立宗旨不予收取費用，或從事其他形式之交易行為」此即禁止參與共同

研發之當事人共同利用研發成果之行為，亦即禁止當事人「共同生產」之

活動。是故，我國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所採之原則是，共同研發之「共同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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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僅止於研究活動，不能逾越制生產或行銷階段。 

職是之故，我國參與共同研發廠商，取得研發成果－「新技術」之後，

生產階段的部分，參與共同研發廠商只能獨立操作，各自進行，不能再像

共同研發時一樣大家有「一致之行為」。 

此外，即使是做這一層限制，新技術在實際運用上仍然極有可能產生

下列之限制競爭行為。 

I、聯合行為 

參與共同研發廠商，使用相同之技術生產相同的產品（可能為零組件，

可能為最終產品），在進行銷售時，很可能藉由共同研發的平台，共同協議

產品的銷售對象、地區，甚至是訂定統一訂價，而由新技術所生產出來的

產品，在競爭市場上一般又很容易達成「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效果，滿

足聯合行為的成立。 

II、獨占力濫用行為 

若參與共同研發廠商，若開始即為公平法所稱之獨占事業，或在新產

品的相關產品市場（relevant product market）上成為獨占事業時，其銷售新

技術產品的價格若過高，或者訂定差別取價，或以低價打擊既有之替代產

品，則有被質疑為獨占力濫用的可能。 

III、不公平競爭行為 

共同研發廠商出售新技術產品之情況，如同前面單純出售「技術」產

品一樣，可能藉由其市場若干壟斷力，而進行杯葛、差別待遇、搭售、獨

家交易、地域限制、使用限制等之行為，均可能因此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

九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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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總體經濟利益與公共利益之分析 

一、分析行為之法律屬性 

就比較法之角度來看待此種分析，在美國反托拉斯法的架構下，對於

廠商間損害或限制交易市場貿易或商業之共謀行為，均屬違法之行為，而

對於廠商間彼此之合作行為，在符合這樣的概念要求下，亦必須受到相同

的規範。 

1980 年間，美國即制定國家合作研發法（NCRA），對廠商間之共同研

發之行為採取較為寬鬆之態度，已如前述。然而，因 NCRA 僅限於基礎之

研發行為，並不符合現今之經濟需求及競爭力之提昇，從而，針對共同研

發之規範，美國司法部於 2000 年 4 月及公佈了競爭者合作指導原則，其內

容係對於策略聯盟、合資等合作行為加以規範，並針對整體競爭行為，進

行補充性、全面性之規定。是以，就現今美國執法而言，該指導原則具有

高度參考之意義所在。而就此一原則之法律屬性而言，於我國法制上之對

照，則相當於我國行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1 款中的作業性之行政規

則。 

然就歐盟之法令來看，因EC條約、研發協議集體豁免規則，及歐盟水

平合作協議適用準則均屬於歐盟競爭法規，EC 條約第81條可視為是規定

共同研發協議之母法，理事會係根據母法之基本精神，授權執委會制訂共

同研發協議之集體豁免規則，另外，共同研發屬於水平協議的一種，因此

亦受到歐盟執委會所制訂頒佈的「水平合作協議適用EC 條約第81 條準

則」的拘束，該準則係用以補充集體豁免規則之不足，並確定該協議之本

質。在法律位階上，EC條約相當於我國的法律，研發協議集體豁免規則相

當於我國的法規命令，水平合作協議適用準則提供評估水平合作協議的原

則性規範，其性質較類似我國之職權命令。 

最後就日本法之角度看，「獨占禁止法上關於共同研究開發之準則」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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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關於共同研發及其實施的附隨約款，將公平交易委員會的考量方法加以

明確化，其目的不但是為了讓共同研發不會阻害競爭以及促進更深一層的

競爭，並且不能變更獨占禁止法向來的解釋和運用基準。 

另外，因共同研發當在多種情形下有促進競爭的效果，因此，限於共

同研發有產生競爭限制效果之虞時，始在獨占禁止法加以檢討。該準則性

質相當於在我國的職權命令。 

就本國法之角度言，由於原則性的禁止聯合行為，其本質上不同於美

國法係以足以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之聯合行為為規範客體，從而不若美國法

嗣後的指導原則可以解釋為具有我國行政規則之屬性；其次，我國法也並

未提供集體豁免之法律基礎，是以也難以解釋為相當於我國之職權命令。

最後就日本法的角度來觀察，因其亦係在共同研發有產生限制競爭效果時

始加以分析，這點亦不同於我國之原則禁止規定，必須就所有符合定義之

聯合行為加以分析，故此也無法援引日本法之經驗以此種分析為職權命

令。整體言之，在法制基礎欠缺，且規範面較為廣泛之前提下，此項指導

原則應屬權責機關基於依法行政所設計之內部行政作業規範視，並不宜以

之為具行政程序法意義之行政處分行為。 

二、總則性考量 

綜合歐美國家及我國既往之經驗，在斟酌共同研發可能牽涉之聯合行

為例外許可時，其總體經濟利益或公共利益之分析應建立在下列之總則性

考量基礎上： 

（一）以市場影響之存在為前提 

雖然我國公平交易法對於聯合行為之規範採行原則禁止之態度，然依

據公平法第七條第二項之規定並綜合參考歐美之經驗，在審查系爭之共同

研發是否容有例外許可之空間時，執法機關仍應先針對系爭行為是否足以

影響市場加以分析，以之作為後續論斷其行為之總體經濟利益或公共利益

效果之基礎；例如，美國不論在 1980 年間制定之國家合作研發法（NC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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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司法部於 2000 年 4 月公佈之競爭者合作指導原則，其分析均係始之於

協議本質及市場結構之判斷，相同者，歐盟自 1985 年起即制頒之合作研發

集體豁免規則，更於最近 2001 年實施的新法中大幅鬆綁，僅保留了所謂

之黑色條款，而就豁免規範之適用加以分析，則很明顯的市場競爭結構之

顯著性亦為重點之一129。 

（二）延續公平會既有之考量因素 

這些考量因素如下130： 

行為類型 衡量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應考量因素 

標準化聯合行為： 

為降低成本、改良品

質或增進效率，而統

一商品或規格或型

式者。 

 

 生產成本降低之程度。 

 生產效率提高程度。 

 產品品質改良程度。 

 消費者便利性。 

 商品價格變化預估。 

 參與聯合事業之市場占有率。 

 對未參與聯合事業之阻礙程度。 

合理化聯合行為： 

為提高技術、改良品

質、降低成本或增進

效率，而共同研究開

發商品或市場者。 

 研究發展成本降低程度。 

 技術水準提高程度。 

 生產效率提高程度。 

 產品品質改良程度。 

 產銷量變化預估。 

 產品價格變化預估。 

 參與聯合事業之市場占有率。 

 業者有無濫用市場地位之虞。 

                                                 
129 歐盟權衡總體經濟利益的方式主要是根據市場占有率來判斷。依照共同研發協議集體

豁免規則（2659/2000/EC規則），共同研發協議參與事業之生產或改良商品，在特定市場總

占有率須低於 25%以下，始得適用集體豁免規定。 
130 行政院公平委員會，認識公平交易法，增定九版，2002 年 9 月，120-1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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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者產銷策略是否受約束。 

專業化聯合行為： 

為使聯合事業間採

取適當之專業分

工，以擴大個別專業

發展之規模，增進效

率者。 

 產銷成本降低的程度。 

 產銷效率提高程度。 

 商品品質改良程度。 

 生產技術提高程度。 

 產銷量增加程度。 

 參與聯合事業之市場占有率。 

輸出聯合行為： 

為確保或促進輸

出，而專就國外市場

之競爭予以約定者。 

 

 出口成本降低程度。 

 出口價格變化預估。 

 有無不當侵害國內一般消費者及其他相關事業

利益之虞。 

 外國政府報復之可能性。 

輸入聯合行為： 

為加強貿易效能，而

就國外商品之輸入

採取共同行為者。 

 進口成本降低程度。 

 影響國內產業發展之程度。 

 產業經營成本降低程度。 

 有無不當侵害國內一般消費者及其他相關事業

利益之虞。 

不景氣之聯合行為： 

經濟不景氣期間，商

品市場價格低於平

均生產成本，致該行

業之事業，難以維持

或生產過剩，為有計

劃適應需求面而限

制產銷數量、設備或

 總體景氣狀況。 

 商品市場價格持續低於平均生產成本之程度。 

 是否該行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成本或生產過

剩。 

 是否經事業之合理化經營，仍難克服不景氣之

困擾。 

 有無不當侵害國內一般消費者及其他相關事業

利益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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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之共同行為者。  參與聯合事業之員工人數。 

中小企業之聯合： 

為增進中小企業之

經營效率，或加強其

競爭能力所為之共

同行為者。 

 是否符合中小企業之認定要件。 

 中小企業聯合後，其經營效率或競爭能力是否

顯著提升。 

 參與聯合之事業，以個別之努力難以增進經營

效率，或加強競爭能力。 

 有無不當侵害國內一般消費者及其他相關事業

利益之虞。 

（三）確認國際間有關研發管制鬆綁之趨勢 

當前國際間普遍對於科技研發賦以高度之重視，是以歐美對此均有積

極鬆綁之傾向；例如美國因其 1980 年間之國家合作研發法（NCRA），對廠

商間共同研發之鬆綁原則僅適用於基礎研發行為，不符合現今之經濟需求

及國家競爭力之提昇，從而，在美國司法部 2000 年 4 月公佈的競爭者合作

指導原則中，將其鬆綁之範圍擴及於策略聯盟、合資等合作行為。 

其次，歐盟在此方面隻鬆綁態度更是積極，首先歐盟法制對於合作研

發及所簽訂之協議，最早係採原則禁止，例外得申請許可之制度131，但經

過實務運作加上產業經濟環境變遷等因素之影響，歐盟理事會及授權執委

會針對許多限制競爭程度較輕之合作研發協議，制訂出合作研發集體豁免

規則，嗣後並針對競爭者水平合作協議制訂適用競爭法的準則，使參與合

作者較容易預期其行為之適法與否。若再加上其近來針對集體豁免規則所

作之調整，更可以明顯看到此種鬆綁的趨勢，例如在詮釋集體豁免規則之

適用上，在 2000 年起實施的新規則中，便僅保留了黑色條款，質言之，歐

盟在先前對於合作研發協議所採之豁免審查規則中，與一般鬆綁理念相

似，較側重於合法條款之說明，換言之係採所謂「正面表列」原則，而今

                                                 
131 這與我國立法之初繼受之法律相關。而今歐洲法律既然有如此重大之變革，我國除在

審查之基準上應有所調整外，更應就整體聯合行為之管制原則思有所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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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過多年之運作後，由於廠商的共同研發環境與態樣可能不復以往單

純，歐盟僅針對違法情形列出「負面表列」名單而直接排除其適用豁免規

則之改變，很明顯的在實質上悖離於最早的原則禁止態度。 

至於日本的實務處理，更是早已將如何協助廠商進行合乎競爭理念的

共同研發納入其規範體制下。例如，早期日本公平交易委員即已制頒「獨

占禁止法上關於共同研究開發之準則」，將各種考量的方式予以說明及例

示，肆後，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更特別針對共同研發，設置事前諮商制度，

來提供擬從事共同研發者之個別諮商，使廠商可避免因錯誤所可能帶來的

法律風險，也讓權衡總體利益的方式及內容更為明確。 

綜上，我國在衡量有關共同研發之例外許可所涉總體經濟利益與公共

利益之考慮時，應同樣秉持鼓勵並協助廠商從事合乎競爭理念之行為，進

而促進國家科技發展並強化國家競爭力之基本態度。 

（四）總體經濟利益與公共利益應就共同行為涵蓋之不同而有所差異 

基本上，共同研發可以就廠商之作業過程以及科技之擴散流程區分為

「共同研發」、「共同生產」及「共同將研發成果商品化」三大部份，而其

中每一階段所涉及之正負面考量因素不同。132就共同研發部份言，一般而

言其正面之經濟效果較為顯著，而對於共同產製部分，則影響競爭之可能

性提高，至於在其合作擴及於技術商品之市場交易後，則許多限制競爭效

果將會具體呈現。故此，在鬆綁之餘，仍應對於共同研發行為之不同屬性

有其不同之觀察與權衡。其詳細容將分析於後。 

三、共同研發行為之審查 

                                                 
132 由經濟學界對共同研發的研究來看，共同研發的確在發現新產品、新技術、新製程上，

有減少風險與不確定的效果，也為參與廠商帶來生產成本的降低，從而鼓勵廠商增加研發

支出之效果。該制度之施行除有助於社會對新產品的發現，新技術、新製程的發覺外，最

重要的是它促進新技術的快速使用，有利於廠商生產效率的提高，增進整體社會的福利。

但在相反的角度而言，共同研發廠商合作的機制，可能在技術產品的銷售上，以及產品的

生產與配銷上，進一步形成合作之可能，不利於原有競爭機制之運作。換言之，共同研發

即使為社會的研發提升有正面的貢獻，但不可否認的，該活動的運作，也可能為參與廠商

提供進一步共用合作之平台，可能從而形成共同杯葛、勾結等不利市場競爭之行為，它是

吾人同意共同研發時，所不得不擔憂，以及不樂見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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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之共同研發 

1、共同研發經濟效果的分析 

    研究與發展依據其不同的屬性，大致上可分區分為基礎研究（basic 

research）、應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發明（invention）、創新（innovation）

以及擴散（diffusion）等五個階段。大部分的基礎研究是學術單位、非營利

機構與政府部門所執行 133 。私人廠商主要是從事於研究發展的後三個階

段：發明、創新以及擴散。 

    在發明與創新階段，由於投入成本非常的龐大，以及研究發展可能有

極高失敗的機率與風險性，共同研發（Research Joint Venture）的制度乃因

應實務上的需要而被發展出來。該制度產生的基本動機乃在於藉由許多廠

商的參與，從而減輕個別廠商的成本負擔與風險。其次，參與研發廠商亦

可藉此共同享受研究之成果。惟對整體社會而言，它的存在固然可以解決

若干問題，帶來正面的效果；但不容否認的，它也可能因此為社會帶來不

好的負面效果。以下係公平會在權衡研發行為之許可時會考量之經濟因素： 

（1）正面效果 

I、共同研發可擴大研究規模，提高廠商研發成功的機會； 

II、共同研發使廠商間互補技術能夠產生綜效之效果； 

III、減輕技術專用的問題； 

IV、技術的功效可以全面普及。 

（2）、負面效果 

I、 降低個別廠商研發的努力程度； 

II、 降低社會創新的步調； 

III、 可能形成生產或配銷上勾結的平台； 

IV、 成為參與者處罰競爭同業的手段。 

                                                 
133 美國 1996 年基礎研究支出中，學術單位與非營利機構占了 57.1﹪，相對的政府部門內

占了 19.1﹪，二者共占了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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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查原則與程序 

本諸前述之論述基礎，對於單純的研發行為，其審查將採取原則許可

之態度，只要依據公平法規定提出申請者具體說明其共同研發僅限於基礎

或應用科技之研發而不涉及產銷層面，經公平會確認後，即給予許可；除

非有具體事證，包括公平會依職權取得或其他市場上競爭者之舉發者，具

體證明系爭申請案確有前述限制競爭疑慮，否則公平會將不進行實質審

查，而逕行推定其申請案符合總體經利益與公共利益。公平會並將定期公

佈經許可申請案之內容，並據以建立正面表列名單，134以利社會大眾參考。

至於當這些申請案屬政府或學研機關等非營利機構所主導時，135則可透過

公平會與其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間的諮商於政策擬定或推動之初即

先給予許可同意。 

3、審查基準及指標 

有關於本項研發行為之審查，公平會之審查基準及指標如下： 

（1） 系爭共同行為之適用範圍是否及於產製及市場擴散之交易。136 

（2） 系爭共同行為，是否基於其他公共利益目標所採行，且必須接受

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監督。137 

（3） 系爭共同行為之類型及其參與者，是否在過去有從事違反公平交

易法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行為之紀錄。138 

（4） 申請人過去的共同研發績效，及其對於福祉提昇之貢獻。139 

                                                 
134 此相當於歐美之安全港或日本之參考違法行為類型之作法。 
135 如國家型計畫、政府出資超過 50%或依契約政府享有否決權之科技研發專案或計畫、

研究機構出資超過 50%或依契約研究機構享有否決權之產學合作計畫，或其他政府權責機

關如經濟部、交通部、財政部、國防部等基於公共利益需求所推動之共同研發計畫等均屬

之。惟公平會就此仍保有行政裁量權。 
136 若不及之，則除非有其他事證或具體之舉發，否則原則上傾向於許可之。 
137 如其然，則公平會得藉由諮商與該機關協調，並據以為考慮先期核給之可能。 
138 若其然，則這些紀錄將被認為屬於公平會必須加以斟酌之「其他具體事證」，此種安排

有助於提供合法進行聯合行為者之自律誘因。 
139以我國的產學合作為例便已經有不少收穫，如繞射式雷射光學尺系統之研發，在研發過

程中，即已申請二十四件專利，除四項光學尺專利外，同時完成了超過二十項之系統開發

與檢測相關技術及專利。雷射光學尺為一超精密定位系統，利用微型光學系統、次微米光

柵尺及創新積體電路應用，發揮光機電與信號處理晶片電路之整合特質來達成次奈米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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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請案是否涉及特定產品或服務之開發。140又是否以開發與既存

技術、產品不相競合之技術、產品為目的。141 

（6） 當必須進行實質審查時，若申請人彼此之間有競爭關係存在，則

除非共同研發所產出產品或技術之市場占有率預期達 25%以

上， 142 否則對於系爭行為仍得在無其他具體反競爭之事證前提

下，逕行予以許可。 

（7） 當必須進行實質審查時，指標如下： 

I、正面效果部份： 

（I）共同研發可擴大研究規模，提高廠商研發成功的機會。 

（II）共同研發使廠商間互補技術能夠產生綜效之效果。 

（III）是否有助調和技術專用的問題。 

（IV）是否有助於技術功效之全面普及。 

II、負面效果部份： 

（I）是否降低個別廠商研發的努力程度。 

（II）降低社會創新的步調。 

                                                                                                                                  
量測精度，為包含半導體步進機、平面顯示器製程設備等高精密生產設備之關鍵子系統，

開發完成不僅大幅提升我國關鍵系統之自製能力，對提升我國全球競爭力及協助我國產業

界往微笑曲線之上端遷移亦有極大助益。其他如經濟部，其多年來推動科技專案，達成以

促成知識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提升研究機構研發能力、加強創新前瞻研發、促成產業科技

之創造、流通與加值為總體目標，期強化國內產業技術競爭優勢之同時，持續帶動產業界

投入研發，有效提升產業研發能力及開創新興科技產業。其他再如農委會之共同研發亦有

不少收穫，如九十年之「開發芽菜生產、穴盤育苗及瓜果嫁接自動化機械農業生產自動化

之研究」。 
140例如產品研發涉及之市場行為階段言，可以有基礎、應用及發展三者之分，而為此類型

區分之目的，乃在於判斷共同研發於產品市場上對競爭之影響是直接或間接。如就發展研

究而言，其成果因為是直接對於產品市場造成影響，即有檢討之必要。至於不以特定產品

開發為對象之基礎研究，即使為共同研發，通常也不會對產品市場之競爭造成影響。 
141 原則上，若共同研發係以針對既存技術、產品的改良或對與既存技術、產品相競合技

術、產品之開發為目的，其產品或技術研發成功，將變成為市場上之新競爭者，從而對處

競市場競爭即有貢獻；而相對者，若開法者與既存技術、產品的改良或對與既存技術、產

品並不能競合，而係開發一個新技術、新產品，此時假如研發成功，可能會造成一個新獨

占狀態，對市場結構之改變非無影響。 
142 此係參考歐盟之規定而得。依據其規則，若事業間具有市場競爭關係，則必須在簽訂

共同研發協議時，所有參與協議事業依研發成果所生產或改良之產品，在特定市場上的總

占有率不超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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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可能形成生產或配銷上勾結的平台。 

（IV）成為參與者處罰競爭同業的手段 

（8）對於公平會已有許可經驗之案例，在申請案實質內容相似且無其

他具體反競爭事證前提下，系爭申請案得援例獲得許可。 

（二）包括共同產製之共同研發 

1、經濟效果分析 

誠如前揭乙、參、之三部份經濟理論之分析，一般的經濟研究確實傾

向認為共同研發延續於生產時合作時會帶來的負面效果。 

然則這些基本的經濟分析並不能滿足當前國際間激烈競爭的科技研發

需求，依據前述之經濟模型分析結果顯示，固然參與共同研發廠商在研發

與生產兩階段均採合作之方式，或將廠商的合作模式由研發擴充至生產，

容易產生負面效果大於正面效果，而整體社會福利降低的結果。在政策的

含義上，明顯的支持共同研發侷限於研發階段，對社會是最適的。 

然而回顧這些經濟理論，有關於共同研發的效果，大都以技術是否帶

來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為基礎，例如 Kamien et , al（1992）的分析即

將兩家對占（duopoly）市場廠商的成本函數，設立如下。（1）、（2）式分別

代表兩家廠商的成本函數。第一家廠商的生產成本內容 

C1 = c-x1-βx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C2 = c-x2-βx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中，均包含固定成本c，自身的研究發展投入x1；以及對手廠商研究發展投

入x2。同理以廠商 2 的立場觀察亦同，亦受本身固定成本c，本身研究發展

投入x2，以及對手廠商研究發展投入x1的影響。三種變數對成本的影響方向

為，固定成本愈高，生產成本愈大，本身研發投入愈高，對手研發投入愈

高，生產成本將愈低。亦即研發投入多寡與廠商生產成本的關係，存在負

向關係。β值愈大表示對手廠商研發投入對特定廠商成本將有更大的降低

效果，反之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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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看製造成本的部分，可以發現這些學者對廠商的生產是採固定規模

報酬不變（constant return of scale）的假定。表示廠商生產愈多，其單位成

本並不會隨之而上升，亦即在此假定下，其邊際成本為固定的。而實務上

廠商的實際生產可能並非如此。因此仍存有廠商共同生產仍有利於社會福

利的空間。 

2、審查原則與程序 

基於經濟分析之呈現對於兩階段並存之共同研發有較大之疑慮，故

此，回歸管制之基本態度恆有其必要，然不可否認者，包括製造在內之共

同研發仍有產生社會福利之空間，而實際上參考歐盟 2000 年以後的規範方

向，143
以及美國的進一步鬆綁，

144
吾等均可以發現國際間對於共同研發涉及

製造部份並非當然排斥，且大多係將規範重點置於其行為之實際安排是否

有壟斷之效果上。145準此，針對包括共同產製在內的共同研發而言，審查

                                                 
143 依據歐盟 2659/2000/EC規則；得享有豁免之規範客體包括： 

1. 共同研發產品或製程，以及共同運用（exploitation）該研發成果； 

2. 相同事業間共同運用根據先前協議所研發之產品或製程； 

3. 共同研發產品及製程，但未共同運用該研發成果； 

而只有在其行為有第 5 條第 1 項所列舉黑（負面表列）條款之情形時，方被排除。 

144 例如美國在 1993 年，通過國家共同生產法案修正法（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mendments of 1993；NCPRA），修正NCRA，並且將之重新設計為NCPRA，其中

將合理原則延伸至生產合資，並將因違法而生之損害賠償調整為一倍而非原來之三倍；另

一方面，該法也提供生產設備給在美國境內的生產合資，讓生產合資可藉由告知方式

（notified）向執行機關提出，基本上住屬於原NCRA的延伸。 

NCPRA 主要有兩個科技政策目標： 

（1）增加美國廠商的共同研發和生產合資； 

（2）增加美國廠商在關鍵性領域的研究、發展和生產的競爭力。 

145 此點在日本之「獨占禁止法上關於共同研究開發之準則」中「關於不公平交易的判斷

方法」項下，便具體的指陳：在執行共同研發時，根據共同研發的實際情形，可區分為「有

關共同研發之實施事項」、「有關共同研發成果技術事項」及「有關利用共同研發成果技術

的產品事項」等三階段，然後再依「原則不屬於不公平交易者」、「可能屬於不公平交易者」

及「大多屬於不公平交易者」等分類方式，盡可能將獨占禁止法上的考量因素明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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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採負面表列之方式進行，146換言之，當共同研發行為含括產製部分時，

申請人除應先就系爭行為之效益為說明外，更應具體就其是否有負面表列

名單之適用為舉證，若公平會確認其並非其名單所涵蓋者，則只要申請案

確有具體之效益，即可予以許可。其次為促進審查之效率，公平會得視情

就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之此類研發行為進行諮商，並據此作為

許可與否之輔助審查資料。 

3、審查基準與指標 

有關於本項研發行為之審查，公平會之審查基準及指標如下： 

（1）負面表列名單：147

I、 限制參加事業獨自或與第三者合作，從事與共同研發不相關領

域之研發工作；或於共同研發完成後，從事相同或相關領域之

研發； 

II、 禁止在研發完成後，對當事人在共同市場所持有或關於研發

之智慧財產權的有效性（validity）提出異議（challenge），或於

研發協議終止後，禁止對當事人在共同市場所持有且係用以保

護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的有效性提出異議。以上所述之前提

為其中一參加者對前述智慧財產權的有效性提出異議時，不會

對終止研發協議有不利之影響； 

III、 限制生產或銷售； 

IV、 限制以約定價格銷售研發成果之產品給第三者； 

V、 在研發成果之產品於共同市場問市 7 年之後，限制參加事業

服務之顧客；  

                                                 
146 其理念近似美國或歐盟之「安全港」（safe harbor）概念，也與日本所採列舉式之參考行

為態樣理念相通。 
147 下列之名單系綜合參考歐美日之規範所彙整，為基於我國之產業規模與研發能量均遠

不及於者些國家地區，故宜將其原本列為排除豁免之因素調整為是否進行實質審查之依

據，一方面提供國人學習之空間，另一方面在保有競爭機關審查機會之前提下，原則性的

支持國家科技能量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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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禁止在保留給其他當事人之特定區域內，對研發成果之產品

進行被動的銷售計畫； 

VII、 禁止將共同研發成果之產品提供至市場上，或禁止其他事業

在研發成果之產品上市 7 年後，於共同市場中的特定區域進行

主動的銷售計畫； 

VIII、 要求不得授權其他廠商生產共同研發成果之產品或應用共

同研發成果之製程，使至少一參與共同研發之一方無法運用共

同研發之成果； 

IX、 要求參與共同研發之事業不得滿足位在各參加事業所在區

域內，可於共同市場上其他區域內行銷研發成果產品之使用者

和經銷商（resellers）之需求； 

X、 要求讓使用者或經銷商在共同市場內，不易自其他經銷商處

取得研發成果之產品，特別是以行使智慧財產權等手段阻止使

用者或經銷商取得或上市業已經由其他當事人或其同意下之

合法流通於共同體市場之產品。 

XI、 限制在共同研發主題以外之主題為研發開發，或限制參加者

從事生產或販賣共同研發成果產品以外具競爭關係之產品。 

XII、 對於研發之改良發明成果，課以向其他參加者為讓渡或向其

他參加者為專屬授權之義務。 

凡符合負面表列名單之申請案均應接受實質之審查，反之不具備負面

表列名單定義者，即便其共同研發同時含括產製行為在內，仍得援用前項

「科技之共同研發」所採審查基準與指標來加以處理。 

（2）負面表單之審查 

至於被納入負面表列名單所示申請案，則申請人有義務就下列事項加

以說明或舉證，以利公平會之審查： 

I、 市場占有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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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運用系爭研發成果產製之產品或提供之服務其固定生產成本如

何？148 

III、 廠商間是否存有技術互補之情形？149 

IV、 是否有規模經濟之考量？150 

                                                 
148新產品若因研發投入而被發展出來，在科技產品的生產上，為能效率的生產，或為使用

特定技術的生產，在生產之前可能需要投入龐大的資本與成本，購入特定屬性的設備，對

於單一參與研發的廠商而言，可能很難獨力承擔，尤其是當前處於電子、光電等高科技的

產業，特別是呈現如此情況。 

處於上述資本需求或設備需求的瓶頸下，以競爭政策主管機關的立場，為使廠商共同

研發的成果，得以以生產的最後步驟實現，使研發的目標畢竟於一功，似乎應當在許可廠

商共同研發之後，進一步的允許參與共同研發之廠商，在生產上以共同投資方式，購買生

產所需的必要設備，然後進行共同生產。 

單純的僅為防止廠商之共謀，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即斷然的禁止廠商所有共同一致的行

為，就上述之情況而言，係屬不智，也不合情理。是項處置也將使社會福利無從實現提高

之效果。 

是故，若共同研發後，為應用新技術需龐大固定成本，而此資本又非單獨一家廠商所能支

持時，應在合理的條件，例如新投資金額遠遠超過既有廠商之資本額，實應在共同研發之

後，允許參與研發廠商進一步的在生產階段，再以合作方式進行，以使研發成果產生應有

的社會價值。當然允許進一步在生產階段上可以以合作方式進行的許可，應當有一定之門

檻標準把關。換言之，生產階段的合作原則禁止，在高額投入資本下參與廠商又難獨力完

成的特殊情況下，允許有例外許可的情形。 
149 共同研發之後，可以允許參與廠商在生產階段合作的理由，是參與廠商彼此之間，在

新產品的生產上，或是新技術的應用上，他們在技術上具有互補之效果。在當前科技產品

的生產上，廠商間可能各自在不同階段，或是不同類型產品的生產上，具有優勢。一旦新

產品被生產出來，或新技術被發覺出來，若一味的強制個別廠商，只能獨力使用，可能將

使產品生產不順利，或產生瑕疵品增加的不利結果。若基於技術互補與經驗共享的考量，

允許參與研發的廠商，截長補短進行生產技術交流，去蕪存菁的各自貢獻最強的生產階

段，它將在生產上產生綜效之效果。 

當然如同高額固定成本的情況，廠商間存有技術互補之效益，必需由廠商主動向公平

交易委員會提出申請，並經公平會的審核，通過後才得以進行共同生產之行為。換言之，

舉證責任由廠商為之，認定則由競爭政策主管機關，聘請外面之技術專家審查衡量提出看

法，再由公平交易委員會決定該等廠商在新產品的生產或新技術的應用，是否確實存在技

術互補之效果，許可其共同生產以形成有利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的效果。 
150 新產品的產出或新技術的應用，雖可能為社會帶來正面的利益，但在應用的過程中，

往往可能如前所述需投入龐大的固定資本，而龐大資本的回收或降低成本的需求，經常需

要大規模生產為必要條件。否則將因少量生產的關係，致生產成本提高，無法與世界上其

他國家競爭。 

若硬要求個別廠商各自設立生產設備生產產品，最後將因生產規模太小，無法大幅降

低生產成本，例如生產手機的模具可能最低以 100 萬隻為單位，若個別廠商的銷售不足以

達到 100 萬隻時，將會因為每單位手機所需支付之固定成本偏高，無法在國際市場上與競

爭廠商之產品抗衡。若由參與廠商共同生產，只使用一套設備，使生產規模得以實現規模

經濟之效果，將使每位參與研發廠商，最後所能提供之產品，在市場上具有相當之競爭力，

如此共同研發之功能將能徹底的發揮，實現合作之功能。 

當然，如同前面兩項因素，廠商在要求以實現規模經濟為訴求，請求公平交易委員會

核准其共同生產許可時，仍需由業者負舉證之責任，而公平交易委員會則承擔審核許可之

任務。 

總之，廠商聯合研發之後，原則上應要求廠商分別各自應用研發所獲得的技術生產產品，

不得延續合作之行為於生產上，以避免因共同生產而於市場上施行聯合行為。但在例外情

 133



 

V、 其他：例如合作研發是否有助於達成共同分擔風險或保持技術

優勢等目的。151 

（3）與結合關係之釐清： 

由於涉及產製之共同研發協議往往會被納入足以影響市場競爭結構之

結合案件中，是以有特別加以釐清之必要；152原則上，凡符合下列條件之

申請案，將被認為屬於水平結合案件，而同時有結合規範之適用： 

I、 參與者是特定市場中之競爭者； 

II、 合作關係之形成涉及特定市場中經濟活動效率提昇之整合； 

III、 透過此一整合，將使參與者消除了在特定市場中所有的競爭關

係； 

IV、 對於此一合作，並未設有足夠的期間限制來加以終止合作關

係。153 

（三）包括共同從事市場交易行為之共同研發 

1、經濟效果分析 

共同研發的成果基本上可創造出兩項產品，一是研發本身所獲的「技

術」，它的功能可能從而產生新產品的出現，或使舊產品的改良。它產生的

效果，基本上是以產品形式表示。當然就廠商本身而言，獲得新技術之後，

它不一定要以產品的形式彰顯研發效果，它也可以直接以「技術」本身做

出售品的標的物，它呈現的方式是新技術與舊技術的改良。 

                                                                                                                                  
況，如生產需投入高額固定資本、廠商間生產技術具有顯著之互補效果，以及生產具有明

顯之規模經濟現象時，則在原則之外，應允許廠商在生產階段中，繼續其合作行為，以使

生產中的經濟效益，因合作而得以持續之發揮。惟有許可與否，業者仍需負舉證之責任，

向公平交易委員會申請，並獲得許可之後才得以施行。 
151 陳振興，共同研發、外溢與專利授權，國立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頁 5-6。 
152 這是美國司法部於 2000 年 4 月及公佈了競爭者合作指導原則中特別列出者。由於我國

所採規範態度將在單純之科技研發部份大幅鬆綁，故此並無特別在前項部份就此加以說

明，然因納入產製之共同研發，往往會是企業結合案件中一個重要的協議環節，故此有特

別加以說明之必要，以利公平會在針對聯合行為加以管制時就系爭行為實質上同時應有結

合管制之適用者一併加以斟酌。 
153 Section 1.3 of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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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的認知，共同研發成果擴散（使用）的分析，應當將其區分

為產品市場與技術市場分別討論。以下即根據此分類，所呈現在共同研發

所獲得的成果在市場上進行擴散時，可能產生的限制競爭行為：154

（1）技術市場部份 

I、 獨占性訂價 

II、 拒絕交易 

III、 差別待遇 

IV、 杯葛 

V、 聯合行為 

VI、 限制交易相對人與之交易之行為 

（2）產品市場部份 

I、 聯合行為 

II、 獨占力濫用行為 

III、 不公平競爭行為 

2、審查原則與程序 

雖然共同研發成果在市場上之擴散，依然具有高度之反壟斷疑慮，然

綜合歐美日之規範趨勢，顯然均已傾向按合理原則來處理，而非當然以之

為反壟斷行為。至於在處理上則顯然個別行為之違法與否來加以論斷。準

此，針對涉及市場技術或產品擴散之共同研發而言，應回歸傳統的個案分

析，換言之，案審查原則所關切之未法行為類型及其考量因素來加以審酌，

並進行實體的判斷。原則上，申請人應就審查所關切之考量因素加以說明

並未必要之舉證。整體言之，有關於此部份之審查仍必須回歸公平法原本

所關切之聯合行為限制競爭疑慮，所不同者，主要在於審查因素的指標化，

155以利申請人之預期與規劃。原則上，此部份之審查得參考美國之經驗，

                                                 
154 其理論及分析請參見前揭之經濟分析部分。 
155 此點主要參考日本諮詢制度之功能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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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行判斷係爭行為對於市場之可能影響，並可自其所涉市場占有率之情形

來決定是否必須進一步就市場因素加以分析。當發現申請之行為確有產生

限制競爭之疑慮且其行為之利益並不當然大於不利益時，則公平會將針對

申請案所涉市場之條件加以分析。至於在在調查後若確實發現申請案有發

生限制競爭危害之虞時，主管機關則需進一步再檢視該相關之協議所得之

利益是否大於反競爭之不利益。156至於利益之權衡應如何進行，歐盟係以

經濟利益之評估、限制競爭之必要性、不具備排除競爭之效果三者為核心，

在執法之邏輯上與美國之執法程序具有銜接效果。至於在進行審查時得參

考之基準，157詳如後揭所述。 

3、審查基準與指標 

（1）基本考量指標158

I、 參與者之市場占有率以及市場之集中度。159 

II、 技術水準提高程度。 

III、 生產效率提高程度。 

IV、 產品品質改良程度與成熟度。160 

V、 產銷量變化預估。 

VI、 產品價格變化預估。 

VII、 研究發展成本降低程度。 

VIII、 業者有無濫用市場地位之虞或增加其限制競爭之可能。161 

IX、 業者產銷策略是否受約束，及其採行限制之必要性。162 

                                                 
156 張向昕，競爭法對策略聯盟之規範－從科技產業之「競爭且合作」思維論競爭者合作

在競爭法上之規範，國立台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2000 年 6 月，頁 76。 
157 參見Commission Regulation No. 2659/2000/EC 
158 以下除另有說明外，參見，行政院公平委員會，認識公平交易法，增定九版，2002 年

9 月，120-122 頁。 
159 本點之後段之「集中度」係參考美國司法部之審查原則。而依據美國之審查原則，若

是場集中度未超過 20%，則可以不加以禁止。 
160 成熟度是參考前述歐盟之審查規則而來。 
161 本點係參考美國司法部之審查原則。 
162 後段之必要性部份係參考日本之規範而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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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系爭行為是否增加參與者之市場力量或使之容易實行其市場力

量。163 

XI、 參與者是否有自行研發之可能或市場存在有其他替代研發之

誘因。164 

XII、 系爭特定市場之進出難易程度。165 

XIII、 共同研發之必要性及限制期間之長短。166 

XIV、 共同研發對於特定市場之整體影響。167 

（2）其他具體正負面指標168

I、正面效果部份： 

（I）共同研發可擴大研究規模，提高廠商研發成功的機會。 

（II）共同研發使廠商間互補技術能夠產生綜效之效果。 

（III）是否有助調和技術專用的問題。 

（IV）是否有助於技術功效之全面普及。 

II、負面效果部份： 

（I）是否降低個別廠商研發的努力程度。 

（II）降低社會創新的步調。 

（III）可能形成生產或配銷上勾結的平台。 

（IV）成為參與者處罰競爭同業的手段 

（3）結合規範之適用與前項就產製相關之共同研發規範同。 

 

                                                 
163 本點係參考美國司法部之審查原則。 
164 同上。 
165 同上。 
166 參考日本之審查辦法。 
167 在評估研發協議所造成的效果以定義出特定市場時，最重要的部分即在於識別研發協

議所產生之產品、技術或研發成果，因為這些都會對合作成員造成限制競爭的效果。舉例

而言，CD產品不僅代表創造出新市場，也產生對現存卡帶市場取代的作用。綜上觀之，

研析共同研發對市場的影響時，必須針對現存的產品與技術市場，以及創新市場加以分析。 
168 與前述「共同研發」之實質審查部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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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關鍵詞：聯合行為、共同研發、例外許可 

面臨全球化環境的快速衝擊，台灣正努力調整國家整體的發展方

向。近期行政院推動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便初步揭示台

灣未來發展的願景。其中，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挑戰？如何面對中國大陸

的競爭？如何建構人本的綠色矽島？如何因應國家組織再造與社會人才

供需結構的改變？如何滿足台灣運籌的國際視野？這些問題，都呈現出

未來台灣發展過程所必須面臨的挑戰。而列入國家十大重點投資中的 e

世代人才培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國家創新研發基地、產業高值化、

數位台灣計劃、全島運輸骨幹整建計劃、以及水與綠建設計劃等，則對

應的反映出國家以科技研發為本的規劃理念。 

長久以來，國家發展以及培植新興科技產業之企圖心始終如一，而共

同研發則更是規劃中之必要措施，這其中，不論在以基礎科技研發為重的

國家型計畫或在強調產業應用之研發聯盟俱然。尤其在我國加入 WTO 後，

如何調和科技政策與國家競爭福祉、維護不同產業間之競爭利益，以及維

持市場競爭機能並排除限制競爭，均使得共同研發因牽涉及聯合行為之規

定，而成為十分關鍵之重點課題。 

由於我國對於聯合行為採行原則禁止例外許可之制度，從而究竟在我

國大力發展科技之際，如何同時維護一樣攸關國家福祉之競爭秩序，已然

成為公平法施行以來持續為各界所重視之課題。 

就我國產業發展之經驗來看，不論支撐傳統產業升級之中心衛星工廠

體系、高科技廠商的共同研發或國家型研究計畫所推動之研發成果共享，

如國家基因體計畫之核心設施子計畫，以及近來積極推展中的光電產業聯

盟；這些都是承續我國過去之產業發展政策，以資源分配及共享為核心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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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領重點產業發展之規劃。 

然則不可諱言者，對於已正式加入 WTO 的我國而言，人為的資源配

置及其後所衍生的市場力量分佈，終將對於市場機制產生影響。尤其在產

業間或技術間之資源競用過程中，被納入資源共享圈之技術或機構通常享

有較優勢之競爭地位，且隨國家或產業同業公會積極推動必要之資源、技

術、設施等事項之合作或分配，往往更使新興科技之研發成果落入少數事

業之掌握，甚至隨其研發成果之市場化，轉而成為扭曲市場競爭機能之限

制競爭條件。當我們肯認共同研發乃持續創造台灣產業生命力之泉源時，

其可能對於競爭產業、技術或事業產生之負面效果仍不可小覤；而這也正

是歐美日等國之競爭法也始終對於共同研發投以相當關注之由來。 

整體而言之，就我國競爭法之角度來看，共同研發之例外許可應係

一個十分核心的研究課題，其研究除應重視註釋及比較法學之探討外，

更重要的是研判例外分際所應依賴之經濟分析及其評斷邏輯。此外，我

國公平法第十四條所設定之總體經濟利益與公共利益權衡標準，往往是

比其後各款之門檻規定更為複雜而繁複之分析，若不能嘗試將經濟分析

之內容與過程某種程度之規範化，以利執法者與受規範者之互動，則例

外許可審理過程之不確定性與可能之延宕將嚴重傷害國家整體福祉。是

以，共同研發之例外許可及其經濟分析，應係本研究案作根本之課題。 

本研究計畫之主要內容包括以下之重點： 

• 以當前國家之相關政策及市場實務探討共同研發之背景及類型。 

• 蒐集並研析國外（包括美國、歐盟及日本等國）競爭法對於共同

研發所為之規範或準則，並評估其與我國之主要異同。 

• 配合執行我國公平交易法有關聯合研發行為例外許可規定之必

要，探討共同研發成果進入量產後，從經濟角度分析，市場上關

於製造、行銷等行為之經濟效益與限制競爭之不利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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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蒐集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包括美國、歐盟及日本等國）處理共

同研發及其後進入市場之聯合行為之實務案例，加以整理，以提

供我國未來執法上之參考。 

• 探討公平會對共同研發之聯合行為例外許可之審查標準。 

• 研擬事業共同研發之聯合行為例外許可申請審查原則之草案。  

其中特別值得加以重視者應係「事業共同研發之聯合行為例外許可

申請審查標準與原則草案」部份。經過綜合參考歐美日之立法例，研究

報告係依據下列原則來擬定草案： 

一、 納入以市場影響為基礎之 de minimis 原則 

二、 對於研發採原則許可態度 

三、 對於產製採負面表列原則 

四、 對涉及市場銷售或成果擴散部份回歸原則，為提供受規範者指標 

具體而言之，在斟酌共同研發可能牽涉之聯合行為例外許可時，本報

告係認為總體經濟利益或公共利益之分析應建立在下列之總則性考量之基

礎上： 

（一） 以市場影響之存在為前提 

雖然我國公平交易法對於聯合行為之規範採行原則禁止之態度，然依

據公平法第七條第二項之規定並綜合參考歐美之經驗，在審查系爭之共同

研發是否容有例外許可之空間時，執法機關仍應先針對系爭行為是否足以

影響市場加以分析，以之作為後續論斷其行為之總體經濟利益或公共利益

效果之基礎。 

（二） 延續公平會既有之考量因素 

（三） 確認國際間有關研發管制鬆綁之趨勢 

例如美國司法部 2000 年 4 月公佈的競爭者合作指導原則中，便將其鬆

 143



 

綁之範圍擴及於策略聯盟、合資等合作行為。其次，歐盟在此方面之鬆綁

態度更是積極，例如在詮釋集體豁免規則之適用上，其在 2000 年起實施的

新規則中，便僅保留了黑色條款，質言之，歐盟在先前對於合作研發協議

所採之豁免審查規則中，與一般鬆綁理念相似，較側重於合法條款之說明，

換言之係採所謂「正面表列」原則，而今在經過多年之運作後，由於廠商

的共同研發環境與態樣可能不復以往單純，歐盟僅針對違法情形列出「負

面表列」名單而直接排除其適用豁免規則之改變，很明顯的在實質上悖離

於最早的原則禁止態度。至於日本的實務處理，更是早已將如何協助廠商

進行合乎競爭理念的共同研發納入其規範體制下。 

綜上，本研究以為，我國在衡量有關共同研發之例外許可所涉總體經

濟利益與公共利益之考慮時，應同樣秉持鼓勵並協助廠商從事合乎競爭理

念之行為，進而促進國家科技發展並強化國家競爭力之基本態度。 

（四）總體經濟利益與公共利益應就共同行為涵蓋之不同而有所差異 

基本上，共同研發可以就廠商之作業過程以及科技之擴散流程區分為

「共同研發」、「共同生產」及「共同將研發成果商品化」三大部份，而其

中每一階段所涉及之正負面考量因素不同。就共同研發部份言，一般而言

其正面之經濟效果較為顯著，而對於共同產製部分，則影響競爭之可能性

提高，至於在其合作擴及於技術商品之市場交易後，則許多限制競爭效果

將會具體呈現。故此，在鬆綁之餘，仍應對於共同研發行為之不同屬性有

其不同之觀察與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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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Collusion, Joint R & D, Exemptions 

Taiwan is now promoting a new national development 

scheme--“challenging the year of 2008.”Among variable goals to be achieved 

narrated in the scheme, to keep up the pace with the global trend, to cop with 

the competition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to build up a new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and e-Taiwan can hardly be implemented without subject to 

cooper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technology based industries has long been 

government’s policy. In turns, joi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ecomes 

essential to most of the major R & D plan, including the basic science 

research, national R & D plans & industry R & D alliance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after Taiwan becomes a member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harmonization betwee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olicy and national 

competition welfare, the protection of competition benefits among different 

industries fairly and the maintenance of market competition mechanism all 

share the same antitrust concern, viz. the possible collusion. 

According to the Fair Trade Law of Taiwan, the joint R & D between 

competitors has been generally prohibited unless the plan is pre-approved by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Therefore, it becomes necessary to figure out the 

way to gain a balance between the goal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welfare of competition policy. Indeed, this has been the core issue to be covered 

in the research project. 

In this research, taking the US, European and Japanese legislative trend as 

well as their regulations into consideration, a proposed guideline for reviewing 

 145



 

R & D cases was recommended. In principle, this guideline follows the global 

trend of deregulation in dealing with a joint R & D case. 

In the draft guideline for reviewing a submitted joint R & D case, this 

research proposed mainly that; 

1. The review should be conducted basing on the market impact 

evaluation subject to the doctrine of de minimis. 

2. To approve a basic R and D case generally. 

3. To review a manufacturing related R & D case with so called 

“negative list” approach. 

To review the market distribution or expansion relate R & D case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the Fair Trade Law, viz, generally 

prohibited without an approval in advance. However,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compliance guidance for the participant to be provided by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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