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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專利、專利授權、專利聯盟、標準化技術授權、標準、技術標準制定 
一、研究緣起 

隨著專利權在產業界（尤其是新興科技領域）日趨重要，美歐近年來有諸多

實務個案乃關於專利權行使及專利授權涉及之競爭法適用爭議。衡諸我國產業結

構係以中小企業為主，其資本小、資源少，難以獨立從事較大規模的研究開發，

因此，長久以來我國產業界之自有關鍵技術不足，於國際市場上替代性高；在受

制於國外專利擁有者之情況下，商品製造、代工或改良研發只能追隨國外關鍵專

利技術，能掌握之主控權甚微。從而競爭法對專利授權協議之規範，乃我國產業

實務所關切，尤其面對權利人拒絕授權或主張不合理權利金數額時，競爭法是否

有救濟之管道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之方法及過程如下： 

（1）問題瞭解及法令相關文獻探討 

（2）兼顧專利法、法律經濟分析及競爭法面向之探討 

（3）比較法之研究 

（4）法律學理及實務個案分析 

（5）分析與檢討建議 

三、重要發現 

目前對產業界最重要的專利授權及對競爭秩序影響最為深遠者，乃結合專利

授權、專利聯盟及技術標準三面向之專利授權協議；實務上透過專利聯盟方式制

定標準或推廣標準相關技術之應用，已為常態。對於專利聯盟之競爭法審視，並

無異於其他專利聯盟態樣，同樣適用相同的審查標準與因素。 

在專利授權、專利聯盟與技術標準三議題緊密結合之情況下，競爭法主管機

關在審視專利授權協議之適法性時，恐無法如過往般以單一專利權之排他性判斷

其權利行使正當性或違法性，而應通盤考量該專利在專利聯盟是否居關鍵專利之

地位、是否為標準利用上所不可或缺之技術，進而認定是否享有獨占地位、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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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地位濫用行為，另外，是否應對標準相關專利權濫用行為課以較嚴格的競爭

法懲處措施，亦容公平會日後審慎研議。 

在我國歷經近九年發展的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清楚呈現技術標準之形

成、專利聯盟建立及其後之授權協議等不同階段，各自涉及相異的競爭法規範及

迥異的法律適用疑義，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個案上應有各細膩的執法判斷與審視。 

四、主要建議事項 

本研究建議內容，詳如第六章內容，以下僅就其重點說明如下。 

（1）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檢討與建議：應檢討現行法之適用範圍，

在瞭解產業實務需求後於處理原則建立市場占有率之安全港規定、以

舉例方式說明執法標準、增訂技術授權協議禁制事項之例示、訂定專

利聯盟與標準化技術授權有關規定。 

（2）在兼顧國內既有法律制度與體系、考量國內產業實務現況後，引進美

國及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之事前諮詢制度。 

（3）公平會移與我國產業界有更深入而直接的對談，除了以公聽會或研討

會方式瞭解實務方式外，個別或匿名的實證訪談應屬重要。另外，參

照美歐國家在網站上公布研究報告及執法標準，亦屬重要的對話方式。 

（4）關於公平會就專利授權實務之執法實務與經驗方面，國內產業實務期

許主管機關增加執法之廣度與力度，並應更有魄力執法，不畏強權或

各方壓力。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關於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檢討建議、公平會與產業界深入而直接

的對談、瞭解產業實務需求及主動對外公開公平會研究及調查報告，應屬立

即可行之建議。 

（二）長期性建議 

引進國外事前諮詢制度及公平會累積在專利授權議題之執法實務經

驗，應屬長期累積與持續進行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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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背景 

知識經濟之智慧財產掛帥時代，專利權乃事業在市場上取得及確保競爭優勢

之重要手段。從國家社會整體利益著眼，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亦有助於人類生活文

明之提升，從而各國在法律上乃透過專利制度鼓勵發明人投入研發與創作；此即

我國專利法第1條之規定：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與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

特制定本法。據此，專利權人之權益必須加以保障，專利制度賦予發明人一定期

間之排他性權利（我國專利法第56條第1及2項參見），藉以確保其可透過權利行

使來維持經濟利益，進而有持續投入研發之誘因。 

惟隨著專利權在產業界（尤其是新興科技領域）日趨重要，美歐近年來有諸

多實務個案乃關於專利權行使及專利授權涉及之競爭法適用爭議，例如：2006
年8月2日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認定SDRAM設計大廠Rambus Incorporated
參與標準制定之不當行為構成獨占地位濫用；歷經FTC及法院冗長的審理程序，

本案於2008年8月6日由哥倫比亞巡迴上訴法院（The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採納Rambus見解而定案，但由於當事人被控之反競

爭行為乃事業內部常見之專利布局（patent portfolio）及專利策略，因而本案在

科技產業受到高度重視。 

衡諸我國產業結構係以中小企業為主，其資本小、資源少，難以獨立從事較

大規模的研究開發，因此，長久以來我國產業界之自有關鍵技術不足，於國際市

場上替代性高；在受制於國外專利擁有者之情況下，商品製造、代工或改良研發

只能追隨國外關鍵專利技術，能掌握之主控權甚微。從而競爭法對專利授權協議

之規範，乃我國產業實務所關切，尤其面對權利人拒絕授權或主張不合理權利金

數額時，競爭法是否有救濟之管道。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科技的日新月異及網路的快速發展，全球化的競爭市場早已成形，面對日趨

激烈的挑戰，高科技產業技術創新的需求極為殷切，然而時下高科技產業之研發

成本非常高，不論是通訊傳輸、數位儲存及生物醫藥的發明或是其他新科技產

品，產業界每年無不投注鉅額之金錢於研發及創新。由於創新速度的要求不斷加

快，研發成本持續增高，以及面臨詭譎多變的消費者市場可能造成商品化失敗的

風險亦大為提升，據此現今之產業趨勢係由多數廠商以由其他廠商技術授權或採

合作方式開發新產品以及新科技，以分散風險，並加速產品上市之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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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鑑於高科技產業與其他產業最大不同之處，在於產品的「網路效應」

（network effect），亦即消費者由產品的大量推廣使用以及模組件的相容性而得

到更高的價值。一個科技或產品的成功商品化，往往亦必須仰賴產業中多數廠商

共同致力於產品的「標準化」(standardization)或以專利聯盟方式（patent pool）
進行合作。目前實務上鮮有高科技廠商願意或有能力不與其他廠商合作，而能獨

力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因此技術授權、共同研發或策略聯盟乃高科技產業非常

普遍之現象，產業經營策略亦已經由過去的單純競爭關係轉向競爭兼具合作之方

式。然而對於技術授權協議中，當事人間透過不當限制約款，對於授權技術造成

壟斷，甚或造成限制競爭之情形屢見不鮮；近年來在資訊通信領域及醫藥領域，

不乏受到各界矚目的個案。 

原則上，當市場本身可達到經濟效率時，法律並不需要介入事業間的交易；

然而當市場無法透過自身機制達到經濟效率時，法律的介入即成為必須；然所謂

經濟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之概念係涵蓋交易成本最小化之達成，是以，有

效率之競爭規範應能以促進市場競爭之監理手段，達成社會資源之有效率分配。

本研究亦將採用法律經濟分析方法，透過對相關個案與採行規範之檢視，期能進

一步就規範架構之有效性提出適當分析建議。 

針對專利及專門技術權利行使涉及之公平法適用問題，我國由公平會於2001
年1月16日訂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以

下簡稱「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1作為審理依據，行之有年；2009年2月24
日公平會亦配合實務需求而修正此處理原則。然新近美國、歐盟等國家競爭法主

管機關對於部份專利授權態樣，諸如專利聯盟及技術標準涉及之專利授權執法標

準與態度，實有研析及深入探討之必要，並與我國現行之規定進行比較檢討，以

作為公平會未來審理專利授權案件之依據。 

在具體研究上，如下議題之探討，對於我國競爭法規範之發展及產業實務需

求，實有相當之重要性：  

1、專利授權衍生之競爭法議題，包括：國外競爭法立法例及執法實務之發

展，我國目前之專利授權實務個案、運作與發展及其所涉及之公平法規

範；於此研究過程，將特別著重專利聯盟及標準化技術授權（standardized 

technology licensing）相關競爭法規範之研析。 
                                                 

1 本處理原則在一開始頒佈時，其名稱為「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

則」，至2005年2月24日修正時，始更名為「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

理原則」。歷年來有數次微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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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法律經濟分析方式分析競爭法管制之理論基礎，就國內外較重要或較

受矚目之專利授權個案，研究財產權行使正當性與競爭法規範界線。 

3、我國現行法，包括公平法及公平會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是否有

值得檢討之處。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之方法及步驟，簡述如下。 

（1）問題瞭解及法令相關文獻探討 

為使本研究之結果能充分符合委辦單位之需要，而不致落於空泛或只是純理

論性之探討，因而在研究進行上，與公平會相關人員廣泛交換意見，以充分掌握

研究之方向與議題。 

除國內資料外，國際間對相關議題之發展情形及各國相關規範及實務判決等

資料，對本研究案之進行亦屬不可或缺。因此，透過網際網路、專業書籍、國內

外期刊文獻及國外資料蒐集等管道，取得必要之參考資料。 

（2）兼顧專利法、法律經濟分析及競爭法面向之探討 

本研究之進行，跨越專利法適用與實務需求分野，同時從專利法、競爭法及

法律經濟分析之不同法制面向，衡量專利權人與社會公益（競爭秩序維護）之利

益，檢視現行公平法規範下，專利授權協議之類型與實務運作，進而提出符合當

前我國實務需求之公平法適用及法制修正建議。 

就實際之研究進行，共同執行本研究之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及研究助

理，為科技法律研究所及財經法律研究所之學者及研究生，研究人員兼具科技、

財經與法律背景，從技術產業、法律經濟及純法律不同層面，進行本議題之研究。

因此，除了國內外競爭法及個案討論外，本研究於獨立一章獨立探討競爭管制之

理論基礎，從法律分析角度檢視目前競爭法管制專利聯盟及標準化技術授權之合

理基礎與界線。 

（3）比較法之研究 

鑑於我國迄今對於專利授權涉及之公平法規範問題，包括專利聯盟、標準化

技術授權新興科技產業領域之專利技術授權議題，尚無過多的文獻探討與分析，

行政及司法實務之案件亦甚為有限，從而比較法研究乃重要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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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立法例之研析上，將以美國、歐盟及日本立法例為主。惟受限於研究

團隊無法直接閱讀日文文獻，從而關於日本法部份，僅能就有英文翻譯之競爭法

及子法為討論重點，無法如美國、歐盟及德國立法例般，同時涵蓋法令規範與實

務個案。 

（4）法律學理及實務個案分析 

本研究將以專利授權為核心，分析國內外迄今以專利聯盟或標準化技術授權

為模式之專利授權個案、競爭法規範之學理依據、個案適法性判斷之重點與困難。 

鑑於專利授權、專利聯盟及標準化技術授權本身即為相當複雜及龐大的研究

議題，因此，本研究在進行上，不論是國外立法例或我國公平法之討論與檢討，

不再就基礎性之特定市場之意義及界定、聯合行為、獨占地位濫用、禁止妨礙公

平競爭行為等之學理及法條內容進行闡釋，各該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概念或行

為之內涵，已有相當多的既有文獻可供參酌。本研究僅就專利授權、專利聯盟及

標準化技術授權相關限制行為涉及之競爭法條文適用（諸如聯合行為或妨礙公平

競爭行為）進行探討。 

（5）分析與檢討建議 

本研究經過不同法律領域面向、理論與實務、國內外比較法之分析及比較

後，獲致結論，進而就我國現行公平法及執法實務面對相關議題應如何處理，積

極提出建議與結論，以供委辦單位之參考。 

第四節 章節結構 

本研究報告所呈現之章節結構如下： 

第一章 緒論 

包括內容為：研究動機與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章節結構。 

第二章 專利制度及專利授權概述 

包括內容為：專利制度之緣起及功能；專利授權協議之意義；專利聯盟及標

準之定義、對產業發展及競爭秩序建立之優點及缺點。 

第三章 國外立法例就專利授權之規範與個案探討 

包括內容為：美歐國家競爭法就專利授權之競爭法規範，尤其是關於專利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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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及標準化技術授權之適法性判斷標準探討。 

第四章 競爭管制之理論基礎-以專利聯盟及標準化技術授權為例 

包括內容為：以專利聯盟及標準化技術授權為例，以法律經濟分析之學理內

容探討競爭法管制基礎，並就新近重要之國外個案進行研究。 

第五章 我國公平法就專利授權、專利聯盟及標準化技術授權之規範 

包括內容為：我國公平法及相關子法之規定、公平會處分之個案分析、產業

實務授權需求之探討。 

第六章 我國現行法與執法實務之檢討與建議 

包括內容為：我國現行公平法及執法實務面對相關議題應如何處理，公平法

及公平會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是否有值得檢討之處等，提出建議與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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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專利制度及專利授權概述 

第一節 專利制度之本質 

一、專利制度之緣起 

專利制度的前身-「特許」（privileges; die Privilegien），其拉丁文之特許令為

litterae patentes，此一名詞後來被沿用而成為今日之專利（patent; das Patent）。接

近現代化的專利法乃1474年的威尼斯專利法（The Venetian Patent Act），為了使

發明人願意公開技術內容，減少以營業秘密形式之保護，威尼斯專利法已有公開

發明、賦予發明人一定期間利益及取得發明實施對價之制度2。 

關於專利制度之學理依據，有主張財產權說（Eigentumstheorie）3、受益權

說 （ Belohnungstheorie ） 4 、 激 勵 說 （ Anspornungstheorie ） 5 或 公 開 說

（Offenbarungstheorie）6。由於任一學說均無法單獨解釋或說明今日運作之專利

制度，因此，前述學說乃立於相互依存及補充關係，所指者乃：以專利權作為公

平正義（Gerechtigkeit）及保護發明人個人利益（die Individualinteressen des 
Erfinders）之戒律（Gebote）；在強調私權與公共利益調合及保護下，賦予公眾實

施及近用發明之機會7。從而今日之專利制度係以「公權與私權結合說」為其學

理基礎8；專利法之立法精神係在促進實用技術發展的公益基礎下，賦予發明人

                                                 

2 RUDOLF KRAßER, PATENTRECHT, 5. Aufl., 2004, S. 54. 
3 財產權說又稱自然法說（Naturerechtstheorie），乃基於自然法及天賦人權思想，認為精神上的

創作自始即為人類的所有權，發明人對於發明擁有財產權上的支配權，因而與有體物之財產權

相同；未得發明人同意而利用者，構成精神上的竊盜（geistiger Diebstahl）。Benkard et al., PatG, 
10 Aufl., 2006, § 1, Rdnr. 1b. 

4 受益權說又稱為報酬說或報償說，同樣源自於自然法思想，認為在公平正義原則下，發明人公

開其精神創作，增加公眾可得近用之技術知識，因此，社會應對於發明及技術創新給予相當的

對價作為報償。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2008年10月，頁23-24。 
5 激勵說係以技術進步為考量，以專利制度之排他權作為引誘他人從事發明的基礎。激勵說之理

論認為，專利制度乃引誘發明、達成技術進步最簡單、便宜及有效的手段，且其結果有利於公

共利益。蔡明誠，發明專利法研究，第3版，2000年，頁54；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前揭註

4，頁24。 
6 公開說認為，由於發明人願意及早公開發明，第三人因而能獲悉技術知識，進而繼續從事研究

與發展；公開發明之結果可避免重複發明之浪費，亦不致於使發明絕跡而無法流傳。因此，對

於非採取營業秘密方式保護精神創作之發明人，應給予一定期間的排他權作為對價；此說又被

稱為契約說（Vertragstheorie）。Benkard et al., PatG, 10 Aufl., 2006, § 1, Rdnr. 1b. 
7 RUDOLF KRAßER, a.a.O. (Supra. 2), S. 35. 
8 蔡明誠，前揭註5，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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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他性的權利與經濟利益。前揭立法目的亦明訂於我國專利法第1條：為了鼓勵、

保護、利用發明與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特制定本法。 

二、專利制度之功能 

不論對於專利制度之理論依據採何種學說，從社會及國家整體而觀，專利制

度發揮了兩個重要的作用，其一，使發明人可以獲得適當報酬，因而能繼續投入

新的研究與發展；其次，發明人應揭露發明內容，使公眾有近用可能，擴大公眾

之知識累積（public storehouse of knowledge）。結合前面兩個重要的機制，專利

制度提供創新及投入研發的誘因，促成知識技術之擴散，科學技術從而能持續的

創新與發展9。發明人因專利權賦予之排他性利益而有意願投入研發，此即美國

林肯總統所稱的：專利制度係在天才之火添加油料（The patent system added the 
fuel of interest to the fire of genius.）。在專利權的保護下，發明由權利人以有效率

的方式自行或移轉他人實施；不論是自行使用或技術移轉，均可達到專利法之目

的：公眾因發明而獲益、鼓勵發明人、被授權人及專利物品購買者能繼續從事研

發10。 

另外，經由專利制度之運作，亦可避免發生經濟學所稱的「公有之悲劇」

（Tragedy of the Commons）11。公有之悲劇理論雖常用來解釋人口過度、自然資

源及生態過度耗損之情形，但該理論同樣適用於專利制度：若將個別發明人的精

神創作視為公共資產，任何人均可基於私人利益而使用時，將使發明人不再有精

神創作的誘因，眾人亦因而無公共資產可以利用；此外，發明人為了避免其智慧

結晶成為公用地及公共資產，將以營業秘密或其他秘而不宣的方式保護及使用其

發明，其結果亦將導致眾人無公共資產可以利用。因此，為了避免人類智慧財產

上的公有之悲劇，專利制度必須賦予發明人排除第三人恣意使用其精神創作之權

利。 

在公有之悲劇理論的基礎下，若完全剝奪發明人的排他性權利，將使第三人

                                                 

9 Rebecca S. Eisenberg, Patents and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Exclusive Rights and Experimental Use, 
56 U. CHI. L. REV. 1017, 1024 (1989); U.S. FAIR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Chapter 1 at 6-7, Chapter 2 
at 6-7 (2003). 

10 Maureen A. O’Rourke, Toward a Doctrine of Fair Use in Patent Law, 100 COLUM. L. REV. 1177, 
1179 (2000). 

11 公有之悲劇理論乃學者Garret Hardin於1968年提出，意指每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恣意消耗共

有地時，將導致公共資產之耗盡，最終無人獲益；為了避免公有之悲劇，必須賦予私人財產權。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 162, No. 3859 (December 13, 
1968), 1243-1248, http://www.sciencemag.org/cgi/reprint/162/3859/1243.pdf (accessed 22 May, 
2009). 

http://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full/162/3859/1243
http://www.sciencemag.org/cgi/reprint/162/3859/124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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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搭便車方式複製發明人辛苦的研究成果，因而降低研發誘因；另一方面，若

使發明人享有完全的排他性權利，又會降低其他人從事發明之能力與誘因。因

此，專利制度可謂在「賦予排他權以鼓勵創新研發」與「維護公共財以利後續進

步」間尋求平衡之機制。 

惟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1980年起之Bayh-Dole Act帶動下，各國政府積極推

動研究成果之智慧財產權保護，大學及研究機構與一般產業界均積極申請專利

下，使得近年來在各領域之專利數量遽增，實務上已有專利壁壘（patent thicket）
及權利金叢林（royalty stacking）結果。有學者認為在此現象下，不僅無法達成

專利制度所欲避免的「公有之悲劇」，甚而因此而成為「反公有之悲劇」12。相

對於公有之悲劇理論，發明若過度受到專利保護，每一件精神創作都附著諸多專

利權，個別權利人均得基於專利權而排除或阻絕他人實施發明，因而無人能有效

的使用財產權，最終亦無人獲益，此即反共有地悲劇之結果。據此，如何基於公

共利益而適度限制專利權之行使，乃近年來專利法學者與主管機關關注焦點。 

第二節 專利授權概述 

特定發明符合專利保護要件後，由法律賦予發明人或申請人二十年的權利

（以發明專利為例），此即專利權。專利權固然為財產權之一種，惟在法律上之

性質為消極性的權利（negative right），亦即權利人享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

造、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進口之權（專利法第56條第1及2項）；由此衍生

者，乃專利權人得透過授權或讓與方式，使第三人免於因專利權人之權利行使而

被控侵權13。易言之，專利權行使之方式，除了由專利權人自己實施發明外，亦

可將專利權讓與、信託、授權他人實施或設定質權。產業實務基於授權或讓與之

不同專利實施方式，發展出各種類型之技術移轉模式，包括專利聯盟、合作研發

                                                 

12 Nikolaus Thumm, Blocking Patents and their Effects on Scientific Research: Evidence from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IPR Helpdesk, IPR BULLETIN No.23, September - October 2005, at 2; THE 

ROYAL SOCIETY, KEEPING SCIENCE OPEN: THE EFF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ON 

THE CONDUCT OF SCIENCE 10-11 (April 2003); 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ON AIDS, THE 

TREATMENT TIMEBOMB 26 (July 2009); Rebecca S. Eisenberg,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he Genome 
Project: Problems with Patenting Research Tools, 5 RISK 163 (1994); Eric K. Steffe & Timothy J. 
Shea, Jr., Drug Discovery Tools and the Clinical Research Exemption from Patent Infringement, 22 

BIOTECHNOLOGY L. REP. 369 (2003); David E. Adelman, A Fallacy of the Commons in Biotech 
Patent Policy, 20 BERKELEY TECH. L.J. 985 (2005); Henrik Holzapfel & Joshua D. Aarnoff, A 
Cross-Atlantic Dialog on Experimental Use and Research Tools, 48 IDEA 123 (2008); Wolrad Prinz 
zu Waldeck und Pyrmont, Research Tool Patents after Integra v. Merck-Have they Reached a Safe 
Harbor?, 14 MICH. TELECOMM. & TECH. L. REV. 267 (2008). 

13 JANICE M. MUELLER, AN INTRODUCTION TO PATENT LAW, 14, (2006),.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PROFILER-WLD&DocName=0288893001&FindType=h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PROFILER-WLD&DocName=0241238101&FindType=h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PROFILER-WLD&DocName=0120367701&FindType=h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PROFILER-WLD&DocName=0120367701&FindType=h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PROFILER-WLD&DocName=0188629301&FindTyp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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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ve R&D）、JV（joint venture）、技術併購（M＆A）。以何種模式進行

技術移轉（實施專利權），涉及專利策略及布局，亦屬跨領域之高度專業問題。 

本文以下將以專利權人以授權方式行使權利之態樣，為討論核心，並就本研

究核心之專利聯盟及標準化技術授權，探討其意義與重要性。 

一、專利授權 

（一）專利授權之意義 

授權（license）乃專利權人仍保留其在專利法上之權利人地位，僅於一定條

件下賦予他人實施發明之權利；專利授權同時往往伴隨營業秘密或其他智慧財產

權之授權14。學理上就授權關係之權利性質，有稱授權人享有之權利為「母權」，

被授權人享有之權利為「子權」。至若授權契約之性質，目前通說見解認為乃無

名契約，惟隨著當事人約定內容，可能有類推適用民法關於買賣、租賃或合夥契

約之規定15。德國學理上認為，專利授權契約本身包含債權及物權行為，前者乃

原因行為，建立雙方當事人之權利義務關係；物權行為則乃處分行為，亦即權利

授與之行為。 

專利授權方式可分為專屬或非專屬授權；專利權人是否繼續保留發明實施權

利，解釋上應視授權契約而定；但契約未約定者，解釋上應不可繼續實施16。相

較於非專屬被授權人，專屬被授權人在法律上應受到較高程度的保護，諸如專利

法第84條第2項明訂專屬被授權人請求權行使之規定。有學者17認為，專屬被授

權人所取得之使用權利，性質上乃物權或準物權性質；惟我國法院實務18亦有認

為當事人僅具有債權關係者。反之，非專屬被授權人原則上不享有單獨的排他

權，對於第三人未經同意而實施發明之行為，仍由專利權人行使專利法第84條第

1項之各該請求權19，非專屬被授權人僅能基於授權契約，向授權人主張瑕疵擔

保請求20。授權實務上應採取何者專屬或非專屬之授權模式，完全基於專利策略

考量。專屬授權固然能使專利權人主張較高的授權金與權利金數額，但非專屬授

                                                 

14 Maria Pluvia Zuniga & Dominique Guellec, Who Licenses out Patents and Why? Lessons from a 
Business Survey, OECD, DSTI/DOC(2009)5, 31 March 2009, p.6. 

15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2008年10月，頁284-288。 
16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2008年10月，頁280。 
17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2008年10月，頁281。 
18 例如：最高法院86年台非字第64號判決。 
19 專利法第84條第1項：「發明專利權受侵害時，專利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並得請求排除其侵

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20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2008年10月，頁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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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則可擴大技術之應用層面。易言之，特定發明若廣泛為上下游產業界所運用，

可能成為事實上的技術標準（de facto Standard），日後為專利權人帶來極為可觀

的經濟利益，近年來在我國引起各界關注的CD-R專利授權爭議案21，專利權保護

之發明即被認為乃事實上的標準，亦即上下游產業必須依附該等專利權內容，始

能製造相關商品及提供服務。 

專利權經由授權方式實施，專利權人以取得授權金及權利金作為對價；權利

金之計算方式可能依一段時間計算，亦可能（通常採之）依據被授權人實施發明

之次數、專利物品數量或銷售額計算之。除了單純收取授權金與權利金作為專利

授權之對價外，實務上亦有交互授權之模式（cross-license），亦即契約雙方當事

人授權彼此實施發明，可能因而免除實施發明之支付對價義務，或僅一方支付較

低數額之對價。 

技術授權契約中，除了關於專利授權條款（授權區域、實施方式及範圍、期

間）、權利金及授權金支付條款外，往往亦涉及保密義務、專利權人協力義務（技

術服務、侵權事由告知及訴訟協力）、授權協議終止後之剩餘專利物品處理等內

容。 

專利權人透過智財權保護制度取得法律上之排他性地位，得以藉此而排除市

場上之其他參與者，似與促進市場有效競爭之競爭法規範目的有所扞格，惟進一

步探究二者之立法意旨與緣由，均係為促進技術革新、確保消費者利益、使資源

達效率配置之目的22，此見解為今日多數論者所採。就專利授權而言，其限制被

授權人就授權發明之製造、使用或銷售範圍，此等約定應屬專利權行使之正當行

為；惟授權協議之限制約款若是以限制競爭、劃分市場範圍或不當阻礙交易對象

之營業自由者，可能構成專利權之不正當權利行使行為，因而引發限制競爭或不

公平競爭之疑慮。 

                                                 

21 (90)公處字第021號處分、台十九訴字第067266號、第059443號、第067401號訴願決定書、(91)
公處字第091069號處分及(95)公處字第095045號處分。 

22 關於智慧財產權保護制度與競爭政策關係，參閱Sheila F. Anthony, Antitrus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From Adversaries to Partners, 28 AIPLA Q.J, 2-4 (2000)；黃茂榮、謝銘洋、劉孔中、

陳家駿、石登祺，公平交易法對於技術授權關係之適用性的研究，頁15以下，公平會八十三年

度合作研究計畫三；楊嘉雯，<簡介日本獨占禁止法上有關專利及專門技術授權協議之執行準

則>，科技法律透析，2000年11月，頁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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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利授權之市場經濟基礎23 

1、經濟因素刺激授權行為 

促進授權技術的原因，說法呈現分歧的狀態，傳統的眾多解釋建立在一個概

念上，這些解釋是否能比被授權人更加有效利用創新，或是這些解釋旨在建立一

項事實上的標準。授權可以策略性地被用來影響競爭，以及刺激市場需求，

Shepard證明了授權能促進品質的競爭，透過授權行為，也可以增加供給，轉而

增加產業需求。授權行為也會受到「挑選競爭者」的刺激，意即在專利期屆滿後，

選擇競爭對手，擴充獨占地位（Rockett, 1990），或是Gallini於1984年提出的，

為了防止因為遠低於研發經費的授權金而取得授權，然後發明了競爭產品之新加

入者進入市場
24
。 

授權亦可自尚未被使用之發明，發揮其經濟價值，拓展特定發明之使用範圍

或市場範圍。對於無生產線，以研發為主的公司而言，授權就成了從智慧財產權

帶來收益之主要工具，此外，授權也可作為交換知識以及解決智慧財產權衝突的

工具。交叉授權對於克服專利叢林，以及當許多專利所有人互相阻擋對方的產品

時所衍生之問題，非常有用（Shapiro, 2001a; Hall & Ziedonis, 2001）25
。多項專利

在往前邁進發展的技術上扮演重要功能，在這樣累積創新的背景下，授權也自然

而然地發生（Scotchmer, 1991）。通常限制授權是由威脅對方將採取法律訴訟行

為之公司所實施，因為他們能負擔得起訴訟費用，且其獲得勝訴判決之機率也較

高（Shapiro, 2001b）26
。 

2、影響技術交流之因素 

技術市場之效率，往往被視為低於普通商品市場。決定是否授權是相當複雜

的，因為其意味著必須與被授權人分享創新的成果，對公司而言，最主要擔心的

風險，即為技術或產品被合作夥伴所模仿，而且最複雜及花費最龐大的，往往是

協議技術內容。撰寫和執行一份關於使用技術的可靠契約，需要足夠的智慧財產

權規範、使用和監督，以及執行契約條款，並非一件簡單的事。其他交易成本包

括搜尋合作夥伴、契約之起草、法律援助等。 

                                                 

23 專利授權之市場經濟基礎，由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歐彥廷同學整理。 
24 MARIA PLUVIA ZUNIGA & DOMINIQUE GUELLEC, WHO LICENSES OUT PATENTS AND WHY? LESSONS 

FROM A BUSINESS SRUVEY 7 (2009). 
25 MARIA PLUVIA ZUNIGA & DOMINIQUE GUELLEC, WHO LICENSES OUT PATENTS AND WHY? LESSONS 

FROM A BUSINESS SRUVEY 8 (2009). 
26 MARIA PLUVIA ZUNIGA & DOMINIQUE GUELLEC, WHO LICENSES OUT PATENTS AND WHY? LESSONS 

FROM A BUSINESS SRUVEY 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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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術交易中遇到的困難可歸咎於幾項因素：難以表達或在不同背景難以轉

移的認知性知識、受技術問題（成熟度、產品生命週期等）影響之產業特色或市

場特色、參與交易之各方特點等。知識的專有性即不可分割性之問題，以及技術

價值的不確定性，均會使得契約不完全，而這些方面產生了道德風險與訊息不對

稱，這也使得合作夥伴的風險增加（Williamson, 1991）。技術的交易也受到交

換隱含的知識（例如發展科技所必要的核心技術）之困難度之影響，而這在契約

中很難去定義；反之，依據一些模型、方法或科學原則推演出的知識，比較容易

轉移。 

保護智慧財產權對鼓勵技術商品化，是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它允許處理專用

性的問題，但某些文獻認為，在特定情況下，專利保護的強度能積極地影響決定

是否授權技術。更強大的保護能降低被授權人投機行為的風險(Merges, 1998; 
Arora and Merges, 2004)，也能加強授權人議價的能力，使授權人能占有較大比例

由授權協議所產生之總盈餘。另外，在實證文獻中亦有證據指出，越強大的專利

能減少技術授權時，交易的成本，以及有利於垂直專業化。在實證研究1365份授

權契約中，Anand和Khanna 在2000年發現，在智慧財產權很重要的產業中，專

利授權往往較高（化學和醫藥產業）
27
。又在實證研究11839個聯盟中，Vonortas

和Kim在2004年發現，授權人有一強而有力的智慧財產權在商業活動的第一線保

護，會正面地影響授權人從事授權協議之意願。而Nagaoka在2005年發現，在90
年代後期的日本，強而有力之智慧財產權保護會增加高權利金的契約。

Gambardella et al. 在2007年認為，當專利能提供更強的保護時，授權行為即更頻

繁地出現。 

Arora和Ceccagnoli於2006年證明，專利保護的程度對於授權意願的影響，是

受到下游廠商能力的影響。利用1994年卡內基梅隆大學在美國調查研究之結果，

他們發現增加專利保護之效益，即能增強授權意願，但只有當很少或甚至沒有互

補性資產
28
有必要將技術帶往市場。事實上，控制和分配下游業者共同擁有之資

產（如分配及製造能力，或品牌商譽）將直接影響收益的比例（Teece, 1986），

企業缺乏這些能力時，首先應選擇將技術商業化，即授權出去，因為這是花費最

低的策略。Gans et al.在2002年，從100家剛成立的公司中，發現與現存的企業合

作（透過授權、合資……）之機率，相較於已成為商品市場競爭者之機率，在管

控創新技術之智慧財產權上，明顯較高。 

                                                 

27 研究指出，80%的授權交易出現在化學製藥（46%），電子設備和電器（22%），材料和工業設

備（12%）。這項比例在電腦和電子產品上較低，因其大多採取合資或交叉授權的方式來保護

（但也很頻繁地發生訴訟）。 
28 所謂互補性資產，是指在創新的過程中，所需的支援性活動或能力，該能力是企業欲將技術

商品化所需的，包括行銷、製造、炮銷通路、服務、商譽、品牌與互補技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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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公司的規模和授權，負向關聯
29
經常較晚發生。就如Arora和Fosfuri於

2003年解釋，技術授權必須要權衡，授權費用扣除交易成本（收入效應）
30
必須

兼顧較低的價格成本利潤，或因被授權人增加競爭而降低市場比例（租值消散效

應）
31
。若被授權人在遙遠的市場，而這市場是授權人無法控制的，則上述後者

將產生較小的影響。因此，大公司和擁有較高市場占有率之公司將會因透過授

權，允許被授權人進入市場，而受到最大的損害。Fosfuri在2006年發現，在化學

產業中，授權的速度與授權人的市場占有率存在著負向關聯
32
。Gambardella et al. 

於2007年的報告指出，小公司的專利，均有較高的意願授權予他人。而Motohashi
於2008年，發現日本公司的規模與授權意願，存在著U型曲線的關係。一般來說，

較小的公司，特別是剛創業依靠技術為生的公司，更是傾向於將技術授權出去，

因為他們缺少進入商品市場的資產
33
。剛創業的公司可以選擇藉由與具規模的公

司組成聯盟，在商業上合作（例如授權、併購等），而不是在商品市場與之競爭

（Gans and Stern, 2003; Kollmer and Dowling, 2004）34
。專業技術公司也有幾個重

要的例子：化學工業領域中的專業工程公司，如散裝有機化學品及石油化學工業

產品；或是80年代早期，生物科技公司與大型製藥公司組成的聯盟（Gans et al., 
2002）。 

二、專利聯盟及交互授權 

（一）專利聯盟 

專利聯盟係指數權利人約定，將彼此擁有的專利或專門技術匯集起來，交互

授權（cross license）聯盟參與者共同使用，或將聯盟所匯集之技術以包裹方式

（package）直接對外聯合授權，或進而透過特定機制（諸如合資事業），執行專

利聯盟對外授權事宜。權利人建立或參與專利聯盟之源因，可能是為解決已發生

之專利侵權紛爭35，或為避免紛爭產生、促進技術研發。專利聯盟所包含之技術

                                                 

29 負向關聯指的是相對於正向關聯的觀念，當兩個不同資料項目的發生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依性

時，而此相依性是一個發生導致另一個的不發生，就稱其為負向關聯。 
30 收入效應是指消費者因收入的改變，而導致消費傾向的變化。 
31 租值消散理論的建立，是資源的使用權為公有的，任何人都可以競爭使用，沒有拘束，但使

用所的產品卻是私有的。準此，因資源為公有，而競爭使用的人太多，以致資源本身的租值下

降為零。 
32 MARIA PLUVIA ZUNIGA & DOMINIQUE GUELLEC, WHO LICENSES OUT PATENTS AND WHY? LESSONS 

FROM A BUSINESS SRUVEY 9 (2009). 
33 MARIA PLUVIA ZUNIGA & DOMINIQUE GUELLEC, WHO LICENSES OUT PATENTS AND WHY? LESSONS 

FROM A BUSINESS SRUVEY 9 (2009). 
34 MARIA PLUVIA ZUNIGA & DOMINIQUE GUELLEC, WHO LICENSES OUT PATENTS AND WHY? LESSONS 

FROM A BUSINESS SRUVEY 9 (2009). 
35 例如：Summit Technology, Inc., FTC Docket No.9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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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可能僅有少數幾件專利，亦可能多達上百件。專利聯盟若有對外聯合授權

功能者，涉及權利金分配問題，此時可能依據技術價值不同而有高低比例差異，

但亦可能所有技術都能分享相同比例之權利金。 

依據專利聯盟是否成立合資事業36負責對外事宜，可區分為簡單（einfache）
與具執行力（durchgefuehrte）之兩類型專利聯盟。另外，依據專利聯盟成立後，

參與聯盟之技術擁有者，是否仍保有單獨對外授權或其他技術交易機會、是否排

斥第三人加入、對未加入者在競爭上是否處於不利地位，專利聯盟又可區分為開

放性（offene）與封閉性（geschlossene）。從競爭法角度來看，封閉性專利聯盟

可能導致嚴重的限制競爭效果。 

（二）交互授權 

與專利聯盟具有相似性者乃交互授權，所謂的交互授權，係指二個以上之智

慧財產權人，將各自所享有之智慧財產權相互授予對方。交互授權之授權方式源

起於增進彼此之便利，或基於全體之便利，其具有節省權利金收取、節省分別進

行授權談判之成本、整合互補性技術、清除使用障礙及避免鉅額侵權訴訟等優點。 

交互授權是指多方均擁有技術之權利，為了彼此之商業活動，而彼此互相授

權，使其他人亦得使用自己之技術。大體而言，交互授權所牽涉之主體通常少於

專利聯盟或多重授權。但即使涉及之主體較少，交互授權所創造之效果類似於專

利聯盟，，參與交互授權之事業往往亦會共謀而在特定市場掌握高的市場占有

率。因此，交互授權協議同時若有其他限制參與者事業活動之約定，亦有限制競

爭之疑慮
37
。 

三、標準化技術授權 

（一）技術標準之意義 

工業標準在現代經濟社會被廣泛應用。所謂的技術標準，係指提供或企圖提

供技術之特定規格，包括重量、大小、品質、材料或技術特徵（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以使商品、服務、其製造或提供程序或方法能有共通的設計或相

容性（compatibility; interoperability）38；由特定規範性組織（regulatory body）要

                                                 

36 除了合資事業外，專利聯盟亦可能以成立信託事業（Treuhaender）方式負責技術之對外授權

事宜。Vgl. Emmerich, Immenga/Mestmaecker, GWB-Kommentar (2001), §17 Rdnr. 51. 
37 JFTC,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 PART 

III, para. (2) (ii). 
38 Joseph Scott Miller, “Standard Setting, Patents and Access Lock-In: RAND Licensing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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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市場上之商品或服務應符合一定品質者，亦被視為一種技術標準39。部份標準

涉及相當複雜的技術規格，但其亦可能僅是簡單的商品或服務規格，諸如日常生

活所用的電器插頭及插座規格、輸出入電壓40。 

在現代化的產業與專業分工細膩下，對於不同產品或技術之相容性有高度需

求，商品或服務必須以相同的技術標準（technical standards）為基礎，此尤以網

際網路、資訊通訊產業為然，蓋建立於相同標準之產品或技術，可避免消費者及

事業因不相容而必須付出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此外，在某種程度上，技

術標準亦扮演著確保商品或服務符合一定安全性、品質或環保需求之功能。基於

促進國際間之自由貿易，技術標準亦為不可或缺，其可避免跨國商品交易或服務

提供之技術性貿易障礙41。 

制定標準技術具有降低生產成本、促進創新、加強顧客選擇性、增進公共健

康及安全等優勢，並且建構國際貿易的基礎。最成功的標準是及時性、廣泛性應

用且可以有效解決技術問題。依據技術標準之制定程序或技術標準制定組織SSO
（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 SSO）42之組織運作，可分為事實上的技術標準（de 

                                                                                                                                            

Theory of the Firm”, 40 IND. L. REV. 351 (2007); Matthew N. Kriegel, “Would You Go to Work if You 
Weren’t Paid? The Problem of Incentives for Participants in Standard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84 WASH. U. L. REV. 211, 215-216 (2006); Constanze Kübel, Zwangslizenzen im Immaterialgüter- 
und Wettbewerbsrecht, S. 8 (2004); Mark A. Lemle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 90 CAL. L. REV. 1889, 1896 (2002); Sören Delf, 
“Innovation-Standardisierung-Recht (Das Beispiel Internet)”, Martin Eifer & Wolfgang 
Hoffmann-Riem (Hrsg.), Innovation und rechtliche Regulierung, S. 173 (2002). 

39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OJ C 3, 6. Jan.2001, p. 2, par. 159。本處理原則對於技術標準之定義為：Standardisation 
agreements have as their primary objective the definition of technical or quality requirements with 
which current or future products, production processes or methods may comply. Standardisation 
agreements can cover various issues, such as standardisation of different grades or sizes of a 
particular product or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in markets where compatibility and interoperability 
with other products or systems is essential. The terms of access to a particular quality mark or for 
approval by a regulatory body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a standard. 

40 李素華，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以近用技術標準之關鍵專利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16
卷第2期，2008年4月，頁87-88。 

41 李素華，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以近用技術標準之關鍵專利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16
卷第2期，2008年4月，頁86。 

42 亦有稱為SDO（Standar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於此所稱之SSO，係指為了達成技術標

準制定目的之有形或無形組織，包括強勢主導標準制定之政府部門、產業工協會或學術組織

（industrial or academic consortium or organization），亦可能係特定產業之上下游事業基於建立

技術標準目的，而以合資事業設立之新的法人組織，抑或單純以合作協議模式制定共通性的技

術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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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 standards）與法律上的技術標準（de jure standards）43。前者係由上下游事

業及消費者之廣泛使用而成為市場上所通用的技術標準，從而並無SSO運作或技

術標準之制定程序，在我國及國際間受到矚目的飛利浦CD-R專利授權案44，所涉

及者即乃事實上的技術標準。法律上的技術標準除了實務上常見由SSO所主導及

運作者外，亦有由政府部門所建立的45。 

另外，學說上亦有依據技術標準之制定目的或功能，將其區分為兩類：相容

性標準（compatibility or interface standards）及品質標準（quality standards）。相

容性技術標準之例，乃美國技術標準組織 JEDEC (Joint Electron Device 
Engineering Council)基於促進筆記型電腦、個人電腦、數位相機及PDA等產業發

展而建立之SDRAM（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Access Memory Chips）標準；

美國FFIEC（Fede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xamination Council)要求提供網路銀行

服務之事業，其網路金融交易機制應達到一定的技術規格，以符合交易安全及防

止駭客入侵，則乃技術標準在品質與安全控管上扮演重要功能之例46。 

不論是複雜或簡單、事實上或法律上、相容性或品質之技術標準，均可能與

產業發展及市場競爭秩序有直接之影響47。 

（二）技術標準有關之專利授權 

技術標準為達成產品及技術相容性所必要，基於產業發展與市場競爭，其亦

能使各事業在相同的技術基礎上從事商品或服務之競爭，因而具有促進競爭之功

能。惟技術標準制定過程或其後之實施，若涉及專利權者，亦有產生限制或不公

平競爭之可能。例如：事業結合智慧財產權之排他性力量，藉由參與標準之制定

過程，以不當方式掠取日後從事競爭之獨占地位。又如，由SSO所建立之標準，

                                                 

43 關於事實上及法律上技術標準之內容及實務個案討論，參見李素華，技術標準制定之競爭法

規範與調和，東吳法律學報，第15卷第1期，2003年8月，頁123-129。 
44 關於本案之案由、公平會處分及行政法院判決，參見范曉玲，專利權人權利行使與公平競爭

之平衡-以台美專利訴訟的幾個近期重要案例為核心，月旦法學，第139期，2006年12月，頁

229-231；何之邁、林怡君，荷蘭皇家飛利浦光碟案判決評析-以公平交易法對於『獨占』之規

範為中心，月旦民商法雜誌，2006年3月，頁91-105；黃銘傑，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

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第三家事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競爭法與

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233-285，2009年4月。 
45 李素華，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以近用技術標準之關鍵專利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16
卷第2期，2008年4月，頁88。 

46 李素華，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以近用技術標準之關鍵專利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16
卷第2期，2008年4月，頁88-89。 

47 李素華，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以近用技術標準之關鍵專利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16
卷第2期，2008年4月，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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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涵蓋專利權保護之技術或創作，智慧財產權行使即可能阻礙標準之廣泛使用，

甚而因專利權人之權利濫用而排除第三人近用（access）與標準有關的發明，諸

如要求不合理的專利授權條件或拒絕授權。例如：2006年8月2日美國FTC認定

SDRAM設計大廠Rambus Incorporated48參與標準制定之不當行為構成獨占地位

濫用49。 

值得注意的是，近來國際間諸多技術標準有關之專利權行使個案，當事人被

競爭法主管機關認定之反競爭行為，從專利法角度而觀，似為事業內部常見之專

利布局（patent portfolio）及專利策略行為，從而如何在競爭法與專利法之規範

中尋得平衡，實為各界討論焦點50。 

                                                 

48 In the Matter of Rambus Incorporated, Docket No. 9302。關於本案在美國FTC之案件發展及相關

資料下載：http://www.ftc.gov/os/adjpro/d9302/index.shtm (accessed 6 August, 2009). 
49 李素華，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以近用技術標準之關鍵專利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16
卷第2期，2008年4月，頁86。 

50 關於第三人如何近用技術標準有關專利問題，參見李素華，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以近用

技術標準之關鍵專利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2008年4月，頁85-121。 

http://www.ftc.gov/os/adjpro/d9302/index.htm
http://www.ftc.gov/os/adjpro/d9302/index.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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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外立法例就專利授權之規範與個案探討 

科技的進步，使得產業之交易型態由傳統有型商品之買賣及服務之提供，提

升至以智慧財產權之授權做為交易之內容，專利權屬於法律賦予排他專屬性之無

體財產權，其存在意義為保護因人類智慧所完成之結晶及鼓勵人類創新，進而可

對於整體社會之發展、生活水準加以提升。然而，競爭法所保護之法益在於維持

市場之競爭秩序，諸如禁止獨占地位之濫用、禁止限制競爭及排除不公平競爭，

在市場維持有效競爭下，間接達到保護消費者利益之結果。由專利法賦予排他性

地位之專利權人，從其權利行使方式及過程來看，似與競爭法促進競爭之立場有

所扞格。蓋專利權人透過技術授權，能提昇技術使用效率，進而創新技術或開發

新商品市場，有促進市場競爭之正面意義；反之，智慧財產權人之拒絕授權、主

張不當授權條件或藉此限制他事業活動，又可能造成限制市場競爭之負面效果
51。因此，智財權法律與競爭法間之衝突與調和問題，在國際間備受討論。 

本文以下討論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針對專利授權、專利聯盟及標準化技術授

權所揭示之執法標準及重要個案，由於各國競爭法規範架構有所不同，從而難以

對照表方式呈現，各國立法例之重點亦可能有所不同，端視該等國家競爭法主管

機關當前強調之重點而異。本計畫研究後將綜合國外立法例執法標準之內容，作

為第六章我國現行法與執法實務之檢討建議內容。 

第一節 競爭法關於專利授權之規範 

一、美國立法例 

（一）關於授權契約之競爭法規範 

美國之競爭法，亦即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在執行上可分為聯邦政府、

州政府及私人訴訟三種面向。聯邦層級之競爭法執行機關為司法部反托拉斯署

（Antitrust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及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52。聯邦政府所制定的反托拉斯法規範，最重要者乃休

曼法（Sherman Act）、克萊頓法（Clayton Act）、聯邦交易委員會法（the Federal Trade 
                                                 

51 顏廷棟，日本獨占禁止法對於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兼論對我國公平法規範之啟示，公平交易

季刊，第17卷第3期，2009年7月，頁100。 
52 DOJ及FTC兩機構皆可針對違反克萊頓法之案件提起調查，然DOJ對於違反休曼法規定之行為

擁有專屬之調查權。惟在執行之層面上，FTC可透過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有關不公平競爭

方法（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之規定，實際查處牴觸休曼法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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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Act）及羅賓森法（Robinson-Patman Act）；除了前述成文法外，美國

法院透過案例法（case law）累積闡釋上開法條之適用，亦有其重要性。 

從1890年休曼法制定以來美國即已開始發展法托拉斯法制，惟遲至三０年代

末期，始將專利權行使與競爭法適用問題納入競爭法之規範，實務態度則從寬嚴

標準幾經曲折。休曼法第一條開宗明義禁止限制競爭行為：「任何以契約、托拉

斯或其他方式作成之聯合或共謀，用以抑制各州間之貿易或商業活動，或抑制州

與外國間之貿易或商業活動者，均屬違法。任何人締結上述違法契約或從事上述

違法之聯合或共謀行為者，視為觸犯重罪…。」行為是否構成「不合理的抑制貿

易或商業活動」，需以「合理原則」（rules of reason）判斷。亦即，需審視該事業

是否具有「市場力量」（market power）、該行為是否產生限制競爭效果、限制競

爭與促進競爭之效果是否相當53。 

直至三０年代，實務界與學術界均一致認為，技術授權行為屬智慧財產權有

關特別法之規範範疇，原則上無反托拉斯法適用54。三０年代末期，法院始發展

出反托拉斯法審視授權行為之二階分析程序(a two-step process)。亦即，首先需判

斷授權行為是否超乎專利、商標等權利行使範疇、是否超越特別法之規範界限；

若該行為無法經由特別法獲得公平、合理的解釋者，再進一步以反托拉斯法原則

判斷該行為之適法性。因此，技術授權限制約款類推適用反托拉斯法關於轉售價

格限制、地域限制、授權技術使用方法限制、搭售禁止等原則；授權約款若包含

該內容者，乃違法休曼法55。 

（二）1968 年專利授權九大禁止條款 

1968年DOJ公布「專利授權九大禁止條款」(The “Nine No-Nos” of Patent 
Licensing)，列舉被推定為當然違反競爭法（presumed to be per se violations of the 
antitrust laws）之九大授權約款類型56： 

                                                 

53 KATHLEEN R. TERRY, ANTITRUST AND TECHNOLOGY LICENSING, p1. 
54 ALAN S. GUTTERMAN,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POLIC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EGULATION OF PATENT LICENSING AND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1997), p217,218. 
55 Id, p.218-222. 
56 The "Nine No-Nos" were: 

(1) tying the purchase of unpatented materials as a condition of the license,  
(2) requiring the licensee to assign back subsequent patents, 
(3) restricting the right of the purchaser of the product in the resale of the product, 
(4) restricting the licensee's ability to deal in products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patent, 
(5) a licensor's agreement not to grant further lic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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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售協議； 
--專屬性回饋授權； 
--限制轉售對象； 
--在專利權之權利範圍外限制被授權人關於商品或服務之產出； 
--未得授權人同意前不得再為授權； 
--強制包裹授權； 
--權利金計算上與被授權人之銷售無合理關連性； 
--限制被授權人使用由專利保護方法所產生之商品； 
--最低轉售價格之限制。 

於此時期，DOJ與FTC在政策上係採嚴格禁止專利授權之限制約款，因此，

自「專利授權九大禁止條款」公布後，美國產業界之專利授權數目銳減，亦使專

利權人較無意願以授權方式進行合作57。惟隨著七０年代科技產業發展，技術創

新成為提高效率的重要動力與國家競爭力的支柱，DOJ及法院的態度開始轉變，

八０年代開始強調智慧財產權保護之必要性，認為擁有智慧財產權不代表具有市

場力量；權利人在一定限度內，就智慧財產權之商業化程序有相當的自由與限制

權；技術授權限制約款是否違反休曼法，需經合理原則判斷始能確定58。此等政

策改變表現於1988年公布的「反托拉斯涉外案件處理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與1995年的「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反托拉斯準則」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以下簡稱「美國

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後者更進一步揭示DOJ與FTC處理智財權授權約款之

基本原則與態度。 

（三）美國 1995 年智財權授權準則 

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揭示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就智慧財產權人權利

行使之態度與適法性判斷標準，以下簡述其重點59。 

                                                                                                                                            

(6) mandatory package licenses, 
(7) royalty provisions not reasonably related to the licensee's sales, 
(8) restrictions on a licensee's use of a product made by a patented process, and 
(9) minimum resale price provisions for the licensed products. 

57 梁雅琴，美國智慧財產權與反托拉斯法之互動，93年度公務人員出國專題研究，93年3月，頁

11。 
58 Alan S. Gutterman,（supra note54）, p.230-235. p.230-235. 
59 以下內容節自李素華，技術授權協議之限制約款與競爭法關係-由歐美立法看我國公平交易法

適用，科技法律透析（原法務透析），1999年3月，頁39-54。關於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

之詳細介紹，參見姚嘉琳，授權契約限制約款與公平交易法－簡介美國1995年反托拉斯法智慧

財產權授權行為準則，科技法律透析（原法務透析），2000年8月，頁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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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原則 

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揭櫫之三大原則為：（i）智慧財產權與其他財產

權受到相同的反托拉斯法審視；（ii）權利人不因擁有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即

推定具有市場力量；（iii）智慧財產權授權乃有利於市場競爭與創造經濟效益。 

智慧財產權之行使雖常包含排他特性，惟其權利行使方式實與一般財產權無

異，因此，應受到相同的反托拉斯法標準審視60。市場力量之取得可能由於產品

品質較佳、商業策略得宜等因素所致。單純擁有市場力量之事業，並不代表其與

反托拉斯法規定扞格，惟一事業除擁有市場力量外，尚涉及其他不合理的交易行

為者，則可能影響市場公平競爭、違反反托拉斯法規定61。由於智慧財產權行使

過程通常需輔以其他要件，諸如製造設備、銷售通路、勞工與其他智慧財產權，

且於授權、交互授權、投入輔助要件等過程，直接或間接誘使技術創新、促進市

場競爭，亦有助於整體經濟效益之提昇，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承認，智慧財產

權之行使乃有利於經濟發展62。 

2、反托拉斯法審視與分析要點 

並非所有的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均需經過反托拉斯法審視，主管機關亦不意

欲創造一個「完全競爭」市場，使授權當事人毫無競爭優勢而喪失技術創新之誘

因。再者，反托拉斯法主管機關審視授權行為之適法性時，不會僅拘泥於形式上

的契約內容與用詞，而係著重於授權協議可能或真正產生的限制競爭效果，並以

合理原則判斷該授權行為在「特定市場」(relevant markets)之限制競爭效果。因

此，「促進競爭」或「反競爭」效果發生的範圍，亦即特定市場之界定，乃授權

協議適法性判斷所不可或缺者。 

依據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智慧財產權之授權行為可能在三種不同的

市場發生影響：（i）利用授權技術而製造或提供商品、服務的傳統「商品市場」

（goods markets)；（ii）以被授權人是否用其他價格相當技術代替授權技術為範

圍所界定的「技術市場」（technology markets）；（iii）以潛在可能從事商品或服

務之研究發展為界定範圍的「創新市場」（innovation markets）63。由於授權協議

亦可能阻礙特定範圍內之技術研發與創新，此時即需以「創新市場」作為特定市

                                                 

60 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2.1。 
61 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2.2。 
62 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2.3。 
63  詳細定義與內容參考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3.2.2與3.2.3；羅昌發，WTO架構下智慧財產

權與競爭法之關係（公平會86年度合作研究計畫報告），頁128-129，199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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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之界定標準，此概念乃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所新增。 

3、合理原則之判斷基準 

競爭法主管機關基本上肯定授權行為對促進市場競爭具有正面意義，因此，

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對於授權協議之適法性認定，乃採取「安全地帶」

(safety zone)政策。亦即，除非有極不尋常情況，否則DOJ與FTC不會主動質疑授

權行為之適法性。惟授權行為需符合下列三要件，始有「安全地帶」之適用：（i）
授權協議本身不具「表面上的反競爭性」（facially anticompetitive）64；（ii）授權

人與被授權人在特定市場之市場占有率合計未超過20%；（iii）授權行為最後不

會導致合併或併購結果65。 

在「安全地帶」政策下，依據授權行為之反競爭性大小，授權限制約款可區

分為「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與合理原則判斷兩類。前者乃授權約款之「本質」

會產生限制競爭結果，不必問其約定內容或公平、合理與否，只要有此種約定則

必屬違法，諸如價格限制、產量限制、水平競爭者間之市場瓜分、集體杯葛與轉

售價格維持等授權限制約款66。合理原則判斷之授權約款，則需個案決定其適法

性。首先需確定該授權協議是否產生反競爭效果；其次再審視該授權行為對促進

競爭是否屬合理必要之行為；最後再權衡促進競爭之利益是否大於反競爭效果；

此外，授權協議期限之長短，在個案判斷上亦為重要因素67。若授權行為在特定

市場對商品或勞務之價格、數量、質量產生或可能產生不利影響者，則有限制競

爭疑慮。 

4、授權協議類型 

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就常見的授權限制約款類型，有詳盡的適法性判

斷標準說明，分述如下： 

（1）水平限制之授權約款（horizontal restraints） 

水平競爭者間授權協益之限制約款，例如：合資企業當事人間之授權協議、

智慧財產權共同研發或使用協議，並不當然導致限制競爭效果，可能反而有益於

經濟效益之提昇。因此，水平限制之授權約款原則上需以合理原則判斷其適法性

                                                 

64 「表面上的反競爭性」係指，授權行為有明顯的導致「當然違法」效果者，諸如該行為必然或

多數情況會使商品產量減少或使商品價格提高。參考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4.3。 
65 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4.3。 
66 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3.4。 
67 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4.1及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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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效力，例外屬當然違法之水平限制約款者為：價格限制約款、市場或顧客劃分

約款、產量減少約款與集體杯葛約款68。 

（2）轉售價格維持之限制約款（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由美國法院諸多判決69結果可知，轉售價格維持之限制約款乃明顯違背反托

拉斯法規範，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遵循此一原則，明確揭示授權契約中所

包含之此類約款，其效力乃當然違法70。 

（3）搭售約款（tying arrangements） 

所謂搭售約款係指，被授權人除授權標的外，尚需購買或接受與授權標的無

關之其他商品或服務，或至少承諾不向特定相對人取得其他商品或服務。由於搭

售約款並不一定導致限制競爭效果，因此，需以合理原則判斷適法性。然搭售協

議同時符合下列要件者，可能與競爭法規範違背：（i）授權人就授權標的擁有市

場力量；（ii）搭售協議對被搭售標的之特定市場產生不利的競爭影響；（iii）搭

售協議所衍生之經濟效益遠低於其產生的限制競爭效果71。 

（4）排他性協議（exclusive dealing） 

授權協議中之限制約款，若以排除被授權人利用或銷售與授權標的相競爭之

技術或智慧財產權為目的者，即為排他性協議。其違法性需依據合理原則判斷，

並斟酌授權標的因該協議所增加之利用機會與排除競爭效果之影響程度為何；此

外，特定市場進出之難易程度、市場集中度與排他協議期限長短，亦需一併考量
72。 

（5）交互授權或聯盟協議（cross-licensing and pooling arrangements） 

數當事人就彼此擁有的智慧財產權相互授權他方使用者，即為交互授權或專

利聯盟。透過此等協議不僅可減少當事人之權利金支付、降低技術移轉費用、避

免權利侵害事由發生，亦有助於智慧財產權之利用與擴散。然而，由於交互或聯

合授權協議而使參加事業降低智慧財產權之研發意願73，或該協議所附隨之價格

                                                 

68 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5.1。 
69 例如：Dr Miles Medical Co. v John D. Park & Sons Co., 220 US 373, 408 (1911)；United States v 

Univis Lens Co., 316 US 241 (1942)；Ethyl Gasoline Corp. v United States, 309 US 436 (1940). 
70 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5.2。 
71 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5.3。 
72 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5.4。 
73 例如：交互授權或專利聯盟之參加者，在相當期限內得以極低的價格或權利金支付方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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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商品生產限制，則可能受到反托拉斯法非難，需以合理原則進一步認定。若交

互或聯盟協議單純以價格限制或市場劃分為目的者，即屬反托拉斯法之「當然違

法」行為74。 

（6）回饋授權約款（grantbacks） 

回饋授權有助於當事人進一步利用授權標的之改良，能提昇經濟效益；惟其

亦可能降低當事人的技術創新意願，不利於市場競爭。因此，需視回饋授權約款

之強制性、授權人在技術市場或創新市場是否具有市場力量、該約款是否增加當

事人之技術移轉誘因、是否有助於市場競爭等情況，以合理原則判斷該約款效力
75。 

5、小結 

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所揭示之反托拉斯法處理原則，實質上未大幅改

變DOJ與FTC既有之授權限制約款適法性認定標準。惟本準則之能使當事人知悉

反托拉斯法主管機關處理授權行為之態度與政策，以避免觸法情事，增加法律行

為之安定性。 

（四）美國 2007 年智財權報告 

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適用多年後，2002年2月起，美國競爭法主管機

關再次就智財權行使問題瞭解各界意見，透過一系列的公聽活動，廣泛聽取了來

自企業界、學術界和法律實務界的300多名代表的意見；此等意見來自不同產業

面向，包括生物技術、電腦硬體與軟體、網際網路、製藥行業、獨立投資人、在

競爭法及智慧財產權、經濟學領域有影響的學者和執業律師。FTC彙整各界意見

後，於2003年10月公布了「競爭與專利法制調和報告」（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76。 

鑑於各方專家學者均認為，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固然揭示了競爭法對

於智財權行使適法性之判斷原則，惟面對多元的技術移轉與產業活動，如何具體

適用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不無疑問，從而於2007年，DOJ及FTC共同公

布了「反托拉斯執法與智財權：促進創新與競爭報告」（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用該智慧財產權或授權技術，因而降低參與者自行從事研發之意願，參考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

權準則5.5。 
74 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5.5。 
75 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5.6。 
76 全文下載：http://www.ftc.gov/os/2003/10/innovationrpt.pdf (accessed 31 July, 2009). 

http://www.ftc.gov/os/2003/10/innovationrp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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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77（以下簡稱「美

國2007年智財權報告」），以下簡述其重點。 

1、再次肯定競爭法審視智財權行使之三大原則 

美國2007年智財權報告再次肯認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之立場與三大

原則，並就其中三原則作進一步的闡釋。以下就美國FTC公布之2007年智財權報

告分述與本研究有關議題之重點。 

（1）智慧財產權與其他財產權應適用相同之反托拉斯法審查標準78 

美國2007年智財權報告進一步列舉了智財權與其他財產權的主要區別，並就

其特殊性產述之。（i）相較於其他財產權，智慧財產權更容易被其他未經授權的

競爭者非法利用，更容易被複製且在被侵權的同時不會影響其他人的使用。（ii）
產生智慧財產權的固定成本往往非常高，而使用智慧財產權的邊際成本往往非常

低。（iii）智慧財產權行使之違法界限不像其他財產權般清楚，往往需要競爭法

執法機關及法院進行判斷；（iv）智慧財產權的價值實現往往需要與其他生產要

素或與其他智慧財產權進行結合；（v）智慧財產權之權利具有期限性，僅有少數

類型的智慧財產權可以無限延續。 

由於智慧財產權與其他財產權相較有如上不同的特徵，因此，某些在權利行

使過程，對第三人所為之合理或必要的限制行為，目的是為保護創新，因而屬於

促進競爭的行為。蓋唯有如此，始得保護智慧財產權人收回創新投資、阻止其他

競爭者的非法複製，進而促進發明之商業化應用。 

（2）權利人不因擁有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即推定具有市場力量79 

美國2007年智財權報告特別指出，即便智慧財產權提供權利人合法的排他性

力量，但很少有智慧財產權能夠因此在實際上享有獨占力，此乃由於智慧財產權

所欲保護的技術或產品替代性甚高。因此，僅僅擁有智慧財產權此一事實，不能

自然得出權利人具有市場支配力的結論。然美國2007年智財權報告亦承認，智慧

財產權人若具有市場支配力，諸如專利權為該產業之標準或某種疾病唯一治療方

法，抑或無其他替代的研發或發明，智財權行使仍可能有反托拉斯法適用問題。 

                                                 

77 全 文 下 載 ：

http://www.ftc.gov/reports/innovation/P040101PromotingInnovationandCompetitionrpt0704.pdf 
(accessed 31 July, 2009). 

78 美國2007年智財權報告，Chapter 1.III.A. 
79 美國2007年智財權報告，Chapter 1.III.B. 

http://www.ftc.gov/reports/innovation/P040101PromotingInnovationandCompetitionrpt07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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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闡釋特定授權態樣之適法性判斷標準 

美國2007年智財權報告特別列出數種授權態樣，亦即針對實務上常引發限制

競爭疑慮之智慧財產運用態樣，包括搭售（tying）、排他性協議（exclusive 
dealing）、權利金收取約定、專利聯盟、交互授權及標準有關授權，探討其適法

性判斷標準。美國2007年智財權報告肯認前揭授權條款有加強競爭及利於消費者

之效果，因此，DOJ及FTC將依合理原則評估個別授權條款的合法性，不會逕認

其係當然違法。 

美國2007年智財權報告關於專利聯盟與標準化技術授權之討論，詳如本章第

二節及第三節討論之。 

二、歐盟立法例 

歐洲聯盟（The European Union）甚早即注意到專利或專門技術（know how）

授權可能產生競爭法適用疑義，為鼓勵技術研發及擴散、促進生產及確保單一市

場內的完全與良性競爭，自八０年代起即在歐盟既有的競爭法架構下，另行頒訂

規範揭示授權協議之競爭法執法標準。 

（一）關於授權契約之競爭法規範 

歐洲聯盟之發展雖然打破會員國間的藩籬，惟在部份議題及法律領域，仍可

見各國謹慎的捍衛其國家主權，內國法仍扮演舉足輕重地位，財產歸屬制度（the 
system of property ownership）即為一例。依EC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第295條規定：EC條約內容不得損及各會員國關於財產歸

屬制度之規範80。因此，關於財產上權利之取得及維護事宜，仍屬歐盟會員國權

限；智慧財產權亦屬財產權之一種，從而關於智慧財產權，自然亦屬內國法規範

事宜81。智慧財產權之行使，乃法律賦予權利人一定期間及一定範圍之排他權，

在本質上似與單一市場四大自由原則有所扞格。有鑑於此，從歐洲經濟共同體

（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 到 歐 洲 共 同 體 （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之發展過程，立法上亟待解決之重要議題之一，即為消彌智財權

對四大自由所生衝擊，競爭法則為不可或缺之手段。 

EC條約第81條至第89條乃歐盟競爭法的基礎規範，其中與專利授權最相關

                                                 

80 Article 295 EC: This Treaty shall in no way prejudice the rules in Member States governing the 
system of property ownership. 

81 ALINA KACZOROWSKA, EUROPEAN UNION LAW 91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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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條文是第81條及82條，前者係規定限制競爭行為82禁止，後者則規定濫用獨占

地位83禁止。依據EC條約第81條第1項規定84，禁止任何造成妨礙、限制或扭曲市

場競爭的事業行為；第2項85則規定了違反第1項之契約或決定無效；第3項86則規

定第1項之例外允許情況，也就是豁免（exemption）條款；易言之，若事業間的

聯合行為能夠改善貨物的生產或銷售、促進技術的進步並且可使消費者合理分享

結果利益，且限制競爭行為要是達成以上目的的必要手段，亦不能降低事業間產

品的競爭，則可豁免而不受到EC條約第81條第1項之非難。EC條約第82條乃關於

事業獨占地位濫用之禁止規定：事業在共同體擁有控制地位（a dominant position）
者，不得濫用因而與共同體競爭秩序不相容87。所謂濫用控制地位係指直接或間

                                                 

82 限制競爭行為態樣有許多，例如：競爭者間的卡特爾（cartel）行為，包括操縱價格（price-fixing）
及分割市場（market sharing）等。 

83 濫用獨占地位的行為如掠奪性訂價（Predatory Pricing）等。 
84 Article 81(1) of the EU Treaty: The following shall be prohibited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all agreements between undertakings,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which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which have as their object or 
effect the prevention, restriction or distortion of competition within the common market, and in 
particular those which: (a)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ix purchase or selling prices or any other trading 
conditions; (b) limit or control production, markets, technical development, or investment; (c) share 
markets or sources of supply; (d) apply dissimilar conditions to equivalent transactions with other 
trading parties, thereby placing them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e) make the conclusion of 
contracts subject to acceptance by the other parties of supplementary obligations which, by their 
nature or according to commercial usage, have no connection with the subject of such contracts. 

85 Article 81(2) of the EU Treaty: Any agreements or decisions prohibited pursuant to this article shall 
be automatically void. 

86 Article 81(3) of the EU Treaty: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1 may, however, be declared 
inapplicable in the case of: 

- any agreement or category of agreements between undertakings, 
- any decision or category of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 any concerted practice or category of concerted practices, 
which contributes to improving the 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goods or to promoting technical or 

economic progress, while allowing consumers a fair share of the resulting benefit, and which does 
not: 

(a) impose on the undertakings concerned restrictions which are not indispensable to the attainment of 
these objectives; 

(b) afford such undertakings the possibility of eliminating competition in respect of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products in question. 

87 Article 82 of the EU Treaty: Any abuse by 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of a dominant position within 
the common market or in a substantial part of it shall be prohibited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in so far as it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Such abuse may, in particular, consist 
in: 

(a)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mposing unfair purchase or selling prices or other unfair trading conditions; 
(b) limiting production, markets or technical development to the prejudice of consumers; 
(c) applying dissimilar conditions to equivalent transactions with other trading parties, thereby pla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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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響交易價格或不公平交易條件、限制生產、限制市場與技術發展而不利於消

費者、差別待遇而使交易相對人處於不利的競爭條件、不當搭售等。 

衡諸共同體建立及競爭法規範之重要目的，即在達成共同體內部市場整合及

四大自由流通原則。惟EC條約第295條又將與貨品、服務流通具有密切關連之智

財權保護規範，交由會員國內國法決定；貫徹智財權屬地保護理論，似有阻礙共

同體市場整合之嫌。據此，為劃分會員國內國法之智財權保護與共同體法律層級

之競爭規範，歐洲法院88在早期乃發展出權利存在與權利行使（existence and 
exercise of an IPR）兩大概念，並在Consten-Grundig案89中，闡釋其重要區別：僅

「權利存在」為EC條約第295條及第30條規定之內國智財權保護範疇，「權利行

使」仍有EC條約（諸如四大自由流通及共同體競爭法）等規範之適用。 

在權利存在與權利行使不同定義下，歐洲法院進一步衍生出”specific subject 
matter”概念，認為”specific subject matter”乃智財權核心、構成智財權內容（specific 
subject matter is the core package of rights that make up the IPR itself）。但對

於”specific subject matter”與權利存在、權利行使的關係如何，學說上又有不同看

法。一說認為：為確保權利人”specific subject matter”利益之一般性智財權利用

（normal use of an IPR），為權利存在所必需者，不容競爭法有介入空間，因

此，”specific subject matter”基本上係與權利存在概念相一致。惟亦有另一見解認

為：所謂權利存在，僅指取得智財權保護之要件，此亦為會員國所擁有之權限；

而為確保”specific subject matter”利益之智財權利用行為，則應受到競爭法檢視。

不論採取何等見解，歐洲法院或執委會對於”specific subject matter”概念係採縮限

解釋，並認為擁有智財權亦即賦予權利人進行授權、主張權利金或授權金之權

利，但授權條件本身可能有EC條約第81條及第82條適用90。例如：基於EC條約

第82條禁止企業濫用獨占地位，而不允許在不同被授權人間有相異授權條件（歧

                                                                                                                                            

them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d) making the conclusion of contracts subject to acceptance by the other parties of supplementary 

obligations which, by their nature or according to commercial usage, have no connection with the 
subject of such contracts.  

88 歐洲法院對此之重要判決有：(1971), 487 - Deutsche Grammophon v. Metro; (1974), 731 – 
Centrafarm v. Sterling; (1974), 1183 – Centrafarm v. Winthrop; (1976), 871 – EMI v. Columbia; 
(1978), 1139 – Hofmann LaRoche v. Centrafarm; (1978), 1823 – Centrafarm v. American Home 
Products; (1981), 2063 – Merck v. Stephar; (1981), 2913 – Pfizer v. Eurim-Pharm; (1982), 3381 – 
Coditel v. Vog; (1985), 2913 – Pharmon v. Hoechst; (1988), 3381 – Allen v. Hanbury; (1990), 3711 – 
Hag II; (1994), I-2837 – Ideal Standard; (1996), I-3606 – Eurim-Pharm v. Beierdorf; (1996), 
I-3671 – MPA Pharma v. Rhone Poooulenc. 

89 (1996) ECR 299, 346 - Consten-Grundig v. Commission. 
90 Nicola Padfield, European Union Law 330 (2000)；何之邁，歐洲共同體競爭法論，頁192-194，

1999年；王泰銓，歐洲共同體法總論，頁466-467，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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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禁止）或權利金過高。 

由前述分析可知，如何處理智財權涉及之競爭法適用問題，乃執委會之重要

挑戰，為了能合理劃分會員國與執委會權限，將智財權區分為權利存在與權利行

使：智財權保護（權利存在）之重要性大於競爭法適用，但競爭法適用之重要性

又先於權利行使。技術授權協議內容若係彰顯智財權存在，當無競爭法介入權

限；但協議內容所涉及者已非智財權存在與否問題，而係權利行使者，有無濫用

情事則應由競爭法檢視91。 

以技術移轉與貨品自由流通所產生之平行輸入（parallel imports）問題為例，

執委會認定，權利人不得依據內國智財權法律而禁止共同體內貨品之平行輸入，

此即學說上所稱之「共同體權利耗盡（exhaustion of right）」原則92。蓋允許平行

輸入貨品之自由流通，並不影響權利人所擁有之獨占權、排他權存在

（existence），僅對其智財權行使（exercise）有所限制，此等限制乃基於EC條約

第81條第1項禁止權利濫用所必需者。 

（二）歐盟 1996 年技轉集體豁免規則 

在EC條約第81條原則禁止、例外豁免限制限制競爭行為之規定下，實務上

之技術授權協議通常包含限制約款，諸如專屬性授權、市場區隔、價格限定、改

良技術交換等，視其內容不同，授權協議之全部或部份可能受到前揭競爭法規定

之規範；若授權行為產生限制競爭效果者，需經由EC條約第81條第3項個案豁免

程序，始得為之。惟個案豁免不僅耗費時間，亦對當事人造成交易上之不便。蓋

豁免申請需檢具內容詳盡之各種表格、資料，甚而進行言辭陳述；歐盟執委會礙

於人力，每年能核准之豁免案件，亦屬有限93。面對技術授權行為日益增多，勢

必需簡化此一豁免程序，使執委會工作置於真正嚴重影響市場競爭之案件，因

                                                 

91 惟學界不乏批評，認為權利存在及權利行使之法律區別存有困難。參見何之邁，前揭註，頁

198-200；王泰銓，前揭註，頁468。 
92 共同體權利耗盡理論最早係由歐洲法院於1971年Deutsche Grammophon案（ECR 487）所建立。

該理論認為，在智財權侵害訴訟中，若系爭產品先前已經智財權權人同意而在任一會員國內國

市場合法銷售者，被告即可抗辯系爭受智財權保護產品已因先前銷售行為，導致產品上所附著

之智財權已被耗盡，權利人不得再依據該智財權阻止系爭產品於共同體自由流通。共同體權利

耗盡理論基礎在於，權利人首次將受到智財權保護產品置於市場交易流通時，已獲得報酬，自

不允許其在同一市場內再次利用該已實施之專屬權利，重複獲取利益。 
關於共同體權利耗盡理論之詳細介紹，參見何之邁，歐洲共同體競爭法論，1999年，頁195-200。 

93 根據統計，每年申請個案豁免案件超過三百件，但歐盟執委會僅能處理約二十件的豁免申請。

參考Steven D. Anderman, EC Competition Law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Regulation of 
Innovation (1998), p.39, 40；Thomas Stoffmehl, Technologietransfer im europaeischen Kartellrecht 
durch Gruppenfreistellung (1997), 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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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於1984年及1989年歐盟分別公布專利授權集體豁免規則94（The Patent 
Licensing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 2349/84）及專門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95

（The Know-how Licensing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96。 

1996年歐盟檢討、修正上述兩規則，發布240/96 (EC)技術移轉協議集體豁免

規則（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240/96 of January 1996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5(3) of the Treaty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以

下簡稱「歐盟1996年技轉集體豁免規則」）97。技術授權協議之限制約款屬於歐

盟1996年技轉集體豁免規則之「豁免條款」或「合法條款」者，逕可排除歐盟競

爭法適用，乃當然有效；僅於限制約款屬「灰色條款」者，始需向執委會提出報

備與異議程序，且該程序亦較共同體條約之個案豁免程序簡化許多。基於前揭不

同授權契約條款之規定，且歐盟1996年技轉集體豁免規則設有市場占有率之安全

港規定，大幅減輕執委會個案豁免之審查工作，亦釐清授權限制約款與競爭法規

範的混沌界限。 

（三）2004 年 TTBER 規則98 

歐盟1996年技轉集體豁免規則適用多年，2001年歐盟執委會公布此規則之評

估報告99後，基於各會員國及第三團體之建議，執委會決定廢除較為僵化的1996
年歐盟技術移轉協議集體豁免規則，取而代之的是2004年歐盟執委會發布的「技

術移轉協議於歐盟條約第81條第3款之適用規則」（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772/2004 of 27 April 2004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to 
categorie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以下簡稱「TTBER規則」）；除了

                                                 

94 Commission Regulation (EEC) No 2349/84 of 23 July 1984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5 (3) of 
the Treaty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patent licensing agreements. 

95 Commission Regulation (EEC) No. 556/89 of 30 November 1988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5(3) 
of the Treaty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know-how licensing agreements. 

96 國內亦有文獻將「規則」稱為「規章」。規則乃針對未來事項所為之一般抽象規定，依據EC
條約第249條第2項規定，規則一旦生效後，其全部內容直接適用於會員國，對會員國政府與人

民有全面拘束力，亦即具有直接適用性（directly applicable）；既為能由歐盟立法程序所制定的

規則，且具有直接適用性，則其規範內容必然屬於歐盟有直接權限之事由。對於普通法體系而

言，規則之法律位階相近於「成文法」（a statutory law）。參見王泰銓，歐洲聯盟法總論，2008
年，頁161-162；Alina Kaczorowska, European Union Law 220-221 (2009). 

97 關於歐盟1996年技轉集體豁免規則之介紹，參見李素華，技術授權協議之限制約款與競爭法

關係--由歐美立法看我國公平交易法適用，科技法律透析（原法務透析），第11卷第3期，頁

39-54，1999年3月。 
98 TTBER規則內容，由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王振儀同學整理。 
99 Commission Evaluation Report on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 (EC) 

No. 2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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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BER規則外，執委會亦就此規則之適用另行頒佈具體適用之處理原則100。本

規則共有11條，其中第1條係定義本規則的基本概念，第9條至第11條則為程序性

規定，因此，與技術移轉協議豁免實質內容有關的條文是第2條至第8條，其重點

說明如下。 

1、TTBER規則之適用範圍 

根據TTBER第2條第1款規定，本規則明定適用於「兩個事業之間」的技術

移轉協議。但多個事業間相互訂定技術移轉協議也是時常出現的狀況，協議中任

一授權行為在本質上與兩事業間的技術移轉有相同評價，執委會認為此時可以類

推適用TTBER之規定101。 

TTBER第2條中揭示了本規則所處理之技術移轉協議，必須要以生產契約產

品為目的；此處所指的生產契約產品，不僅只是實體的產品，也包括了利用授權

技術進行貨品製造。亦即，在TTBER規範下，授權人必須允許被授權人利用授

權技術製造貨物或提供服務。授權技術與產品間要有直接關連102，如此方能符合

歐盟條約第81條第3項與消費者合理分享結果利益之精神。 

由於TTBER是規範授權技術與產品間有直接關連的協議，因此，以再授權

為主要目的的契約並不適用於TTBER103，同樣的，在專利聯盟（patent pool）協

議中，各個授權人以再授權為目的而將所有之技術授權給特定一人所訂定的技術

移轉協議亦不適用於TTBER104。此外，商標與著作權之授權不適用TTBER之規

定，例外適用TTBER的包括軟體著作權（software copyright）或是與授權之技術

有直接相關的商標或著作權授權105。 

2、集體豁免規則所建立的安全港 

根據TTBER第3條之規定，技術移轉協議的雙方當事人若有競爭關係，則雙

方在特定市場的合計市占率（market share）低於20%時，其協議適用第2條之豁

免規定。若技術移轉協議的雙方當事人不處於競爭關係，則雙方在各自特定市場

的市占率低於30%時，其技術移轉協議亦適用第2條之豁免規定。 

                                                 

100 Commission Notice -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 Official Journal C 101, 27.04.2004, p. 2-42 

101 TTBER Guidelines, points 38-40. 
102 TTBER Guidelines, point 45. 
103 TTBER Guidelines, point 42. 
104 TTBER Guidelines, point 41. 
105 TTBER Guidelines, point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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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BER以市占率為門檻，為事業打造安全港（safe harbor），在安全港範圍

內都能夠適用豁免規則。市占率較高之事業無法落入安全港之保護是因其通常具

備優勢市場地位，其所為之事業行為容易造成反競爭（anti-competitive）之效果，

則TTBER認為必須依照個案評價該事業是否適用豁免規定106。 

3、惡性限制競爭條款不適用豁免規則 

TTBER的第4條列舉了一系列不適用豁免規則的惡性限制競爭（hardcore 
restrictions）行為，例如：轉售價格限制、產量限制，這些限制競爭行為本質上

就具有高度反競爭特性。若技術移轉協議包括了任何一個惡性限制競爭之約款，

則此協議全部皆不能適用TTBER之豁免利益，除非這些約款完全符合歐盟條約

第81條第3項的四個要件。 

觀察本條之規定可發現，歐盟執委會對於競爭關係當事人之互惠性

（reciprocal）授權協議的惡意限制競爭行為禁止，有較為嚴格之要求，互惠性授

權的意義不完全等同於交互授權（cross-licensing），互惠性授權協議是技術移轉

協議之雙方當事人約定交互授權，且交互授權之技術具有競爭關係或是該些技術

係用以競爭關係的產品107。 

4、排他性限制競爭不適用豁免規則 

TTBER第5條規定有4種限制競爭行為不能逕行適用豁免規則。據此，技術

移轉協議若有第5條各項限制競爭之約款，必須就該約款是反競爭或促進競爭進

行個案評價108。 

TTBER第5條第1項各款之限制競爭行為無法適用豁免規則，均是為了避免

集體豁免造成被授權人創新意願之下降。例如：本項c款規定，技術移轉協議中，

任何直接或間接約定被授權人不能挑戰授權技術之智慧財產權有效性109條款，不

能適用豁免。由於被授權人處於實施技術的地位，通常最能夠評斷該技術是否具

備有效智慧財產權，從公平競爭及保護智慧財產的角度進行觀察，無效的智慧財

產權若不允許挑戰則無異於遏止創新及限制競爭。若授權技術的類型為專門技術

（know how），因為專門技術的價值會在技術公開後降低且難以回覆，執委會同

意專門技術竅的不挑戰條款可以達到增進授權促使技術傳播的效果，也會使弱勢

                                                 

106 TTBER Guidelines, points 65-66. 
107 TTBER Guidelines, points 78-80.. 
108 TTBER Guidelines, point 107. 
109 通常稱為禁止質疑條款（non-challenge cl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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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門技術擁有者勇於將技術授權給強勢的被授權人110。 

5、撤銷豁免利益條款 

TTBER的第4條及第5條規定有各種情況不適用豁免規則，皆是為了確保集

體豁免利益不會降低創新及技術傳播111。但惡性限制競爭條款及排他性限制競爭

條款的規定，可能無法囊括技術移轉協議所造成的影響，例如：各個符合豁免要

件的約款可能造成整體性限制競爭的效果。因此，TTBER的第6條規定，若發現

有任何適用TTBER而取得豁免利益的協議，無法達到歐盟條約第81條第3項之目

的，執委會及各會員國主管機關可撤銷該協議之豁免利益。 

此外，TTBER第7條也規定，當特定市場的平行經銷網路（parallel network）
技術移轉協議已經達到市占率的50％，則執委會有權宣布該特定市場不適用於豁

免規則。 

6、小結 

不同於1996年歐盟技術移轉協議集體豁免規則，TTBER取消了個案申請豁

免的灰色條款，技術移轉協議當事人應自行判斷約款是否符合豁免規則，雖然使

豁免的不確定性增加，但適用上較為靈活。此外TTBER增設了安全港設計可讓

非優勢之事業輕易取得豁免資格，促進競爭及技術傳播。 

TTBER係規定兩事業間以生產契約產品為目的的技術移轉協議如何適用豁

免規則，實際上複雜的技術移轉協議的內容也包括水平研發或是多階的垂直協

議，不同性質的約款各有不同豁免規定。縱然技術移轉協議可能會適用多個豁免

規定，但豁免規定的基本精神均來自歐盟條約第81條第3項之四個要件，當事人

在適用法律上應可據此確立授權約款效力。 

三、日本立法例 

（一）關於授權契約之競爭法規範 

日本於1947年制定「禁止司的獨占及確保公平交易的法律」（通稱為獨占禁

止法），該法乃促使財閥解體及分割獨占事業之重要規範，藉以維持市場競爭秩

序之理想狀態（獨占禁止法第1條參照）112。關於限制競爭行為之規範為獨占禁

                                                 

110 TTBER Guidelines, point 112. 
111 TTBER Guidelines, point 121. 
112 楊嘉雯，簡介日本獨占禁止法上有關專利及專門技術授權協議之執法準則，科技法律透析，

 



34 
 

止法之核心議題，依其規範態樣及效果可分為不當交易限制之禁止（相當於聯合

行為之禁止113）、私的獨占禁止及不公平交易方法之禁止114。 

不當交易限制之禁止係以聯合行為為規範對象，禁止事業以不當交易方式限

制參與者之事業活動自由，甚而透過此等協議之合作在市場上形成支配力，因而

對市場競爭秩序產生不利影響。私的獨占禁止則在規範濫用市場支配力之行為，

易言之，特定事業仗勢市場支配力排除或支配他事業之事業活動，該等行為致使

一定交易範圍內之競爭受到實質的限制。不公平交易方法之禁止則以規範轉售價

格限制、搭售、共同拒絕交易、差別對價、交易條件之差別待遇、欺罔引誘顧客

等從事不公平競爭手段之行為115。 

由於專利權乃法律上所賦予之排他性權利，合法的排他權行使固無疑義，惟

逾越專利法範疇或在排他權之基礎上不當限制或排除他事業之競爭，即有違反獨

占禁止法之疑慮；依排他權行使內容及專利授權協議條款，可能分別或同時該當

不當交易限制、私的獨占或不公平交易法等反競爭行為。關於智慧財產權與獨占

禁止法之適用關係，該法第21條明訂：依照著作權法、發明專利法、新型專利法、

新式樣專利法或商標法行使權利之行為，不試用本法規定。此一規定所指為何，

學說上有創設的適外除外說、權利濫用說、逾越保護意旨說、確認的適用除外說、

創作發明人實施獨占的適外除外說、阻礙競爭之意圖目的說等，目前日本法院及

行政實務係採逾越保護意旨說116。據此，形式上雖為智財權之權利行使行為，但

實質上逾越智財制度之意旨者，仍不得主張獨占禁止法第21條，該等行為仍受到

獨占禁止法之規範。 

（二）日本 1999 年專利授權準則 

已如前述，專利授權行為可能受到獨占禁止法之規範，惟其具體適用內涵為

何，不無疑義，因此，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先後於1968年頒

訂「有關國際性技術輸入契約之認定準則」及1989年「不公平交易方法上有關專

                                                                                                                                            

第12卷第11期，頁42，2000年11月。 
113 顏廷棟，日本獨占禁止法對於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兼論對我國公平法規範之啟示，公平交易

季刊，第17卷第3期，頁112，2009年7月。 
114 楊嘉雯，前揭註，頁44。 
115 詳細討論，參見楊嘉雯，前揭註，頁44-46。 
116 關於以上學說、法院及行政實務見解之介紹，參見顏廷棟，日本獨占禁止法對於技術授權行

為之規範-兼論對我國公平法規範之啟示，公平交易季刊，第17卷第3期，頁101-104，2009年7
月；謝銘洋、陳人傑，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三），第四十五條除外適用-智慧財產權之

正當行使，編碼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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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專門技術授權協議之執行準則」117，1999年7月修正後公布了「獨占禁止法

上有關專利及專門技術授權協議之執行準則」（Guidelines for Patent and 
Know-how Licensing Agreements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以下簡稱「日本1999
年專利授權準則」）；透過前揭準則之頒訂，使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執法標準更為明

確。 

在1989年專利授權協議執行準則制定前，公平交易委員會扮演了避免日本企

業從國外引進技術時，處於不利地位之輔導角色，從而以外國專利權人為主要的

規範對象。1989年專利授權協議執行準則生效施行後，國內或國際的專利授權契

約，均一概適用相同的執法標準；本執行準則亦明確揭示專利授權協議是否該當

不公平交易方法之判斷基準。 

日本1999年專利授權準則乃參照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歐盟1996年技

轉集體豁免規則之規定而修正既有規定。該準則主要由四個部份構成，分別為

序、專利及專門技術授權協議與獨占禁止法第23條關係、專利及專門技術授權協

議於不當交易限制及私的獨占規制之適用基準、專利及專門技術授權協議於不公

平交易方法規制之適用基準118。 

（三）日本 2007 年智財實施準則119 

1、第一部份～緒論 

（1）立法背景 

近年來日本政府致力於智慧財產立國之政策目標，於2002年7月間頒佈智慧

財產戰略大綱。智慧財產權雖屬日本政府及各界高度重視之資產，惟如何妥適規

範智慧財產權之授權行為，亦為重大課題。有鑑於此，公平交易委員會乃同步檢

討日本1999年專利授權準則，並於2007年頒訂修正之「有關實施智慧財產之獨占

禁止法準則」（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以下簡稱「日本2007年智財實施準則」）120，指針內容亦以舉例方式闡釋

智慧財產授權涉及之公平法適用。 

依據獨占禁止法第21條規定，授權行為欲豁免於獨占禁止法之適用，前提在

                                                 

117 楊嘉雯，前揭註，頁46。 
118 關於日本1999年專利授權準則之詳細介紹，參見楊嘉雯，前揭註，頁47-53。 
119 日本2007年智財實施準則之以下內容，由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歐彥廷同學整理。 
120 關於日本2007年智財實施準則內容之介紹，參見顏廷棟，日本獨占禁止法對於技術授權行為

之規範-兼論對我國公平法規範之啟示，公平交易季刊，第17卷第3期，頁104-120，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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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乃屬於智慧財產權之「權利行使行為」。具體判斷上分別從形式面與實質面

觀察，前者應先審查該智慧財產權是否屬於有效之權利、有無逾越法定排他權之

範圍，例如：對於已生權利耗盡結果之智財權保護標的進行限制者，即非屬權利

行使之行為。在形式上即便屬於權利行使之行為，仍應進一步就其實質面判斷，

審酌其行為之目的、態樣及對市場競爭有無重大影響等因素，認定該等智財權行

使行為是否逾越智慧財產制度之立法意旨，據以決定是否受到獨占禁止法之規範
121。 

已如前述，智慧財產授權協議可能該當不當交易限制之禁止、私的獨占禁止

及不公平交易方法之禁止三種規範，因此，日本2007年智財實施準則在闡明公平

交易委員會執法基本原則後，分別就各該態樣進一步分析。 

（2）日本 2007 年智財實施準則之適用範圍 

相較於日本1999年專利授權準則僅適用於專利及專門技術之授權協議，日本

2007年智財實施準則擴大其適用範圍，舉凡技術有關之授權，均有適用，從而不

論是以發明專利、新型專利、新式樣專利、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植物品種權及

著作權保護之技術，其授權協議均有本準則之適用122。 

2、第二部份 

（1）減損競爭效果之分析方法 

日本2007年智財實施準則在例示對競爭有重大或輕微影響之授權協議內容

前，先闡釋公平會分析授權協議是否有減損競爭效果之方法。易言之，本準則明

訂減損競爭效果之評估及審酌酌事項，以此判斷技術授權涉及之限制約款有無造

成特定市場之競爭減損結果。有無構成減損競爭效果之判斷事由包括123：（i）
各該限制行為之內容及態樣；（ii）授權技術之用途及重要性；（iii）特定市場

之特性，諸如授權協議當事人間有無競爭關係、市場占有率及排名順位；（iv）
所屬市場之整體狀況，包括競爭者之數目、市場集中度、交易商品之特性、差別

化之程度、行銷通路及是否有進入市場之障礙（v）各該限制有無正當理由

（reasonable grounds）及對從事研究開發或取得授權之意願有無影響。 

                                                 

121 JFTC,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 Part II, para. 
(1). 

122 JFTC,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 Part I, para. (1), 
(2). 

123 JFTC,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 Part II, par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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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若技術授權存在有複數之限制行為，應分析減損競爭效果是發生於同

一市場或分別發生在數個市場；於判斷競爭之減損效果是否發生及於某一市場

時，應一併分析其是否附隨的影響其他市場。另外，市場上若有其他替代性技術，

則應注意該替代性技術之授權協議有無相同的限制內容124。 

（2）例示對競爭有重大影響之限制行為 

日本2007年智財實施準則在第二部份第4點進一步例示對競爭有重大影響之

限制行為，易言之，此等授權協議之限制行為，容易被認定為過去所稱之黑條款

內容。包括： 

--競爭者間之授權限制協議：相較於對非競爭者實施相同之限制行為，競爭

者間之授權限制協議容易達到規避競爭或排除競爭者之目的，因而具有重

大影響競爭之效果。 
--重要技術之授權限制協議：相較於一般技術之授權限制協議，關於重要技

術之授權限制協議約款對競爭有重大的影響。特定技術是否重要，在認定

上非從技術本身之優劣來判斷，而應綜合衡量該技術在該產品所屬市場之

使用狀況、迂迴該技術之難易程度、有無其他替代技術、技術權利人之市

場地位等因素。因此，特定技術若在相關技術或產品之市場具有實際上的

標準地位，極有可能被認定其為重要技術及對競爭秩序具有影響力。 

（3）例示競爭減損效果輕微之限制行為 

日本2007年智財實施準則在第二部份第5點同樣例示競爭減損效果輕微之限

制行為，此類行為在性質上相近於過去所稱的白條款內容。值得注意的是，日本

公平會在作法上，參照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及歐盟2004年TTBER內容，

增訂市場占有率之安全港（Safe Harbor）門檻，亦即以20％市場占有率作為門檻，

藉由此等客觀市場占有率之標準，促進技術授權相關案件審理之迅速化及明確

化。 

詳言之，技術授權相關案件，若有如下情形之一者，原則上會被推定其對特

定市場之競爭減損效果輕微： 

--實施該授權技術之事業，在該商品市場的占有率合計未逾20%者。 
--無從計算該產品之市場占有率，或不適合依據該產品之市場占有率判斷其

                                                 

124 JFTC,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 Part II, par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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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技術市場之競爭效果時，若除了該授權技術外，尚在有四種以上之替

代技術者。 

同於歐盟立法例，日本2007年智財實施準則亦規定，符合前揭安全門檻之技

術授權協議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限制約款之內容仍有嚴重影響市場競爭之可

能排除不適用前揭白條款之推定： 

--技術授權契約附加限制產品之銷售價格、銷售數量、市場占有率、銷售區

域或對象之約款，或限制被授權人事業之研究開發活動、包含改良技術之

讓與或專屬回饋授權義務。 
--各該行為包含不公平競爭手段或侵害自由競爭之基本條件，致有阻礙公平

競爭之虞者。 

除此之外，若授權協議存在手段的不當性時，亦排除不是用白條款之安全門

檻規定。於此等狀況，應依各案狀況審查其對市場限制競爭之效果及其違法性。 

3、第三部份～私的獨占與不合理限制交易之觀點125 

（1）私的獨占之觀點 

關於限制技術之實施，若該限制「排除或控制其他事業之活動」者，將視其

是否適用關於私的獨占之規定。又該限制是否「排除或控制」，非依照統一確定

的方式進行，而是藉由檢驗個別行為之目的及效果判斷之。就其內容而言，可將

該等限制分為：（i）限制技術之實施（Inhibiting the use of technolog y）；（ii）限

制技術之實施範圍（Limiting the scope of the use of technology）；（iii）附加技術

實施之條件（Imposing conditions on the use of technology），除了理論闡釋外，本

準則亦配合實例分別說明之。 

（i）限制技術之實施
126 

權利人拒絕授權他人實施技術（要求高額的權利金因而使他人無法取得授

權，亦視為拒絕授權），或對未經授權即逕實施技術者提起訴訟，此等行為原則

上屬於權利行使之行為，且通常被認為沒有競爭法違反疑慮。然而，前揭權利行

使行為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等限制行為可能被認為與智慧財產權設立之宗旨

相違背，或違反智慧財產權之精神，因而不會被視為權利行使；若因此而在特定

                                                 

125 本部份初稿由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歐彥廷同學整理。 
126 JFTC,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 Part III, para. (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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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產生限制競爭之結果，將構成私的獨占，為公平法所禁止： 

（a）參與專利聯盟者拒絕授權給任何新進入市場或既存的競爭者，抑或無

任何充分理由即妨礙他人實施技術，此等限制行為會造成對他事業活

動之排除，進而構成限制競爭。 

<<實例說明>>X公司與其他九間公司合作製造生產小鋼珠遊戲機台，Y聯盟

握有專利及其他關於生產小鋼珠遊戲機台之權利。若無法取得Y聯盟所擁

有之專利及權利，對生產小鋼珠遊戲機台對製造業者而言，是非常困難

的，故X公司與其他九間公司向Y聯盟提出授權請求，並要求拒絕授權予

第三人，以阻礙第三人進入市場，前揭行為即違反了反獨占法127。 

（b）若某技術在特定交易領域被認為具相當的影響力，且被眾多事業在其

商業活動中所實施，若其一事業從權利擁有者獲得該技術之權利，進

而拒絕授權予其他事業，以避免其他事業實施這項技術，此等行為將

構成對他事業活動之排除。例如：眾多事業參加專利聯盟，接受聯盟

管理者之授權以使用對其商業活動非常重要之技術，其中有些事業在

未知會其他事業之情況下，向聯盟管理者取得能阻擋其他參加者在其

商業活動範圍內實施該技術之權利。 

（c）某業者就其商業活動範圍內，蒐集了所有關於某項技術之權利，而該

權利對於既有及潛在的競爭者而言實屬重要，惟對該事業而言無實質

重要性。但取得技術之事業拒絕授權予競爭者，以防止競爭者使用該

技術而危及其在市場之地位，此等行為同樣會構成對他事業活動之排

除。例如：A技術與B技術在市場上具有替代性，A技術之權利人與B
技術之權利人均希望其所擁有之技術成為事實上的標準，因而彼此相

互競爭，其後A技術之權利人購買了實施B技術之關鍵技術的權利，且

其對實施A技術而言並不重要，在取得該關鍵技術後拒絕授權予欲實

施B技術之事業。 

（d）當產品之標準由一些事業共同建立，權利人拒絕授權以阻擋研發或生

產任何符合標準之產品，此等行為構成對他事業活動之排除。同樣會

被認為私的獨占行為，乃技術擁有者參與政府招標採購案件，以不當

之方法，使招標機關誤信必須使用該技術始得符合採購產品之規格，

                                                 

127 本例子為日本實務個案，日本公平會處分及學界看法，參見顏廷棟，日本獨占禁止法對於技

術授權行為之規範-兼論對我國公平法規範之啟示，公平交易季刊，第17卷第3期，頁110-111，
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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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拒絕其他參標廠商技術授權之請求，以阻礙其參與競標。 

（ii）限制技術之實施範圍
128 

某一技術之權利人授權其他事業實施該技術，同時限制技術之實施範圍，看

通常被認為乃權利行使的行為，基本上不構成競爭法違反問題。然而，明確指定

及強迫被授權人實施技術之範圍，可能被視為操控被授權人之事業活動。若被認

為與智慧財產權設立之宗旨有所違背，即不再被認為是權利之行使；若導致在特

定交易領域之實施限制競爭，甚至有可能構成私有獨占。 

（iii）附加技術實施之條件
129 

技術擁有者對於被授權人附加下列實施技術之條件限制，若因此而支配被授

權人事業或排除他事業之活動，致有實質的限制特定市場之競爭者，將構成私有

獨占。 

（a）技術擁有者實施多重授權（multiple license）予複數事業，促使其於事

業活動中實施該技術，同時要求被授權人必須遵守諸多指示，包括產

品售價、品質、交易對象及其他因素。於此情況，技術擁有者之行為

可能被認為乃支配他事業之活動。 

<<實例說明>>為了調整供需關係及藉由控制產品產量以穩定市場，X聯盟在

授權協議中明確要求，產品數量必須由地區會議決定及委員會批准，若被

授權人之產量超過先前決定之生產數量，X聯盟有權終止協議。若X確實

執行前揭內容，則該行為可能被認為違反獨占禁止法第8條之規定。 

（b）在特定技術或商品市場上，擁有與標準相關之關鍵技術，且限制被授

權人不得從事替代技術之研發，原則上構成支配被授權人事業活動；

若限制被授權人不得採用其他替代技術，構成排除事業活動之行為。 

（c）在特定技術或商品市場上，擁有與標準相關之關鍵技術，若無正當理

由而限制被授權人不得接受其他技術之授權，或指定被授權人必須購

買一定之產品，亦屬支配被授權人之事業活動或排除他事業活動之行

為。 

                                                 

128 JFTC,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 Part III, para. (1) 
(ii). 

129 JFTC,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 Part III, para. (1)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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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當交易限制之觀點 

技術實施之限制必須適用不當交易限制之規定來檢驗。 

（i）專利聯盟
130 

專利聯盟為擁有專利的事業與研究機構共組之聯盟，經由此聯盟的運作，使

得專利授權及協商事宜得以進行。組成聯盟的事業或組織種類或許不同，有的是

為了特定目的而成立，有的是現有機構被指定為完成某項目的。專利聯盟對於高

效率技術，有鼓勵並且促進之作用，而交易活動最需要高效率技術；專利聯盟本

身原則上不會立即地構成不合理之交易限制。 

儘管如此，若眾多事業在特定技術市場持有替代技術，成立專利聯盟並聯合

訂定授權條件，廣泛的限制該領域之技術競爭，將構成不當交易之限制。若此等

事業之共謀限制任何技術之進步，即構成不當交易之限制。此外，具競爭關係之

事業為了共同利用技術而建立專利聯盟，並在彼此間交互授權，若有聯合制定價

格、數量或決定實施技術的交易相對人，則該行為實質限制了該領域交易之競

爭，亦會構成不當交易之限制。 

<<實例說明>>在特定商品市場互相競爭之事業，為了使他們的產品為僅有

之來源，因此建立了專利聯盟，當此聯盟拒絕授權予新進者，且無任何合

理理由，將構成聯合阻礙新進者及既存事業之活動。若該行為在該特定交

易領域實質的限制競爭，將構成不當交易之限制。 

（ii）多重授權
131 

多重授權乃授權予諸多事業實施技術之權利。在多重授權制度下，若對於實

施技術之範圍、銷售價格、銷售數量、交易相對人或關於實施該授權技術所製造

之產品設下許多限制，且該行為在該特定交易領域實質的限制競爭，將構成不當

交易之限制；此外，限制被授權人關於從事技術改良或採用替代性技術，亦會構

成不當交易之限制。 

<<實例說明>>某公家機關採購汙水處理系統之鐵蓋，X公司的多功能模型被

採用，並附隨必須授權與其他業者之條件，故X公司同意授權予其他六家

                                                 

130 JFTC,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 Part III, para. (2) 
(i). 

131 JFTC,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 Part III, para. (2)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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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然而X公司在授權契約中要求，六家公司對於鐵蓋之價格預估，必

須要等於或高於X公司之預估，且由X公司及六家公司報給製造鐵蓋商之

價格及毛利必須固定；X公司亦要求確保在市場上享有20%的市場占有

率，其餘的市場占有再由X公司及其他六家公司平分。此種種限制行為，

翠被認為違反獨占禁止法。 

（iii）交互授權
132 

已如前述，交互授權所牽涉之主體通常少於專利聯盟或多重授權。但即使涉

及之主體較少，交互授權所創造之效果類似於專利聯盟，也包括了聯合制定價

格、數量、交易相對人、或不同意授權予其他事業；參與交互授權之事業往往亦

會共謀而在特定市場掌握高的市場占有率。基於前揭理由及同於前述討論，若在

交易範圍內包含大量的限制行為，將構成不當交易之限制。 

4、第四部份～不公平交易方法之觀點133 

關於技術實施之限制，並不僅從私的獨占以及不當交易限制之觀點來檢驗，

還有不公平交易方法之觀點。以下將乃關於技術實施是否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

違反，分成四個項目討論：（i）限制技術之實施；（ii）限制技術之實施範圍；（iii）
附加技術實施之限制（imposing restric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use of technology）；
（iv）其他限制。 

是否適用不公平交易方法來檢驗技術實施之限制，應考慮一些重要的因素，

諸如如受限制事業之數量、事業間之競爭程度。另外，是否藉由限制價格、獲取

客戶或其他手段來降低價格，在判斷該等行為對限制所導致結果時，亦應納入考

慮；是否構成不公平競爭或妨礙自由競爭，亦應檢驗阻礙公平競爭之意圖。最後，

在判斷上亦應檢視授權人在議價上是否擁有壓倒性的主導地位，此應從對技術影

響之程度做詳盡的考慮。準此，關於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反與否，必須依據整體

細節考量，方能做出判斷。 

（1）限制技術之實施
134 

當技術擁有者拒絕授權予他事業，或提起法律訴訟、聲請強制令，使得任何

                                                 

132 JFTC,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 Part III, para. (2) 
(ii). 

133 本部份初稿由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歐彥廷同學整理。 
134 JFTC,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 Part IV, par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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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授權之事業不得實施該技術以防止侵權時，此等行為看似屬於權利之行使，

然而，依據前述討論，以下所列之行為不認為是權利之行使，反而會被進一步檢

驗是否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限制。 

（a）被授權人取得技術實施之權利，是為了阻止競爭者實施使用該授權技

術，藉由拒絕授權予競爭者。 

（b）技術擁有者透過不正當方法，諸如以欺罔的授權條件迫使其他事業在

交易活動中實施該授權技術，並使被授權人欲轉移使用其他替代性技

術將面臨重大困難後，再拒絕授權予該事業。於此情況，權利擁有者

以不正當的手段創造了必然侵權的結果，乃違背智慧財產權制度之宗

旨。若該行為弱化了其他事業在競爭上的功能，將構成不公平交易方

法及意圖阻礙公平競爭。 

（c）聯合制定標準的其中一家事業，同意以其極為優勢之條件將關鍵技術

授權予其他事業，因而使其技術成為標準，在該該標即將建立，其他

事業欲轉移實施其他替代性技術將面臨重大困難時，技術擁有者再拒

絕授權予其他業者。 

（d）獲得授權之事業在市場上從事交易活動，於無合理理由且有差別地拒

絕授權予其他特定事業時，此等行為與智慧財產權制度之宗旨背道而

馳。若該行為弱化了其他事業在競爭上的功能，將構成不公平交易方

法及意圖阻礙公平競爭。 

（2）限制技術之實施範圍
135 

（i）部分授權（Licensing in part） 

（a）特定功能授權（Function-specific licensing）：授權人藉由限制被授權人

實施該技術來限制被授權人之事業活動，諸如僅在製造、使用或銷售

範圍內取得授權，此等限制通常被認為是權利行使，且原則上不構成

不公平交易方法。 

（b）限制授權期限：原則上權利人限制被授權人實施該授權技術之期限，

不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 

                                                 

135 JFTC,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 Part IV, par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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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限制技術使用之領域：權利人限制被授權人在事業活動上實施該技術

之領域，諸如僅在製造特定產品之範圍取得授權，此等限制亦不構成

不公平交易方法。 

（ii）關於製造之限制（Restrictions pertaining to manufacturing） 

（a）限制製造領域或範圍（area）：授權人限制被授權人於領域或範圍內利

用該技術製造產品，不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 

（b）限制產品數量或製程中技術之實施次數：原則上權利人對被授權人實

施該授權技術製造產品訂立了最低數量限制，或實施該授權技術的最

低次數，不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反之，訂立產品數量之最大值或實

施該授權技術製造產品之最多次數，不會被認為是權利之行使，若出

現限制供應至市場產品數量之效果，且意圖阻礙公平競爭，即構成不

公平交易方法。 

（iii）關於出口之限制 

權利人禁止被授權人出口含有實施該授權技術所製造之產品，或限制被授權

人將該產品出口至特定地區，原則上不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 

（iv）再授權 

權利人限制被授權人不得再將該技術再授權予他事業，不構成不公平交易方

法。 

（3）附加技術實施之限制
136 

技術擁有者授權予其他事業實施該技術，所加諸之限制是為了瞭解功能或技

術之效用、確保安全、預防任何核心資訊或其他機密資訊被洩漏，抑或用於未預

期目的，此等限制被認為是合理的，亦可提升技術實施效率。惟由於其乃限制被

授權人之事業活動，此種限制在某些情形下有阻礙競爭之虞，因此，無論技術擁

有者是否意圖阻礙公平競爭，都必須檢驗此等限制是否符合前述合法之目的。 

（a）原料與零組件之限制（restrictions on raw materials and componnets）：
權利人限制品質、原料供應商、零組件或其他技術實施過程所需利用

                                                 

136 JFTC,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 Part IV, par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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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項目，此等限制應屬必須的，藉以保證技術的功能與效用，亦能確

保安全性及預防機密資訊被洩漏。但對於原料與零組件之限制若逾越

必要之合理範圍，致有排除他事業提供替代原料或零組件交易機會之

效果者，可能構成不當的搭售、不當的附排他條件或不當的附限制條

件之交易。 

（b）銷售之限制：權利人限制被授權人販售產品之地區或販售數量（包括

電腦程式之複製品），可能構成限制被授權人之事業活動；限制實施技

術之領域或範圍已於上述討論。若授權技術依智慧財產權法律已經耗

盡（權利耗盡137），前揭限制即有可能構成阻礙公平競爭。另外，權利

人課以被授權人使用特定商標之義務，原則上不認為構成不公平競

爭，因這項義務不被認為有降低競爭之意圖，除非該商標為限制競爭

之手段，且被授權人同時被禁止使用其他商標。 

（c）對於售價及轉售價格之限制：權利人對於實施該技術所製造產品之售

價或轉售價格附加限制，此等行為限制被授權人在事業活動中最基本

的競爭手段，此外，下游批發商再向被授權人購買該等產品，明顯的

即為降低競爭，因此，原則上視為不公平交易方法。 

（d）限制製造及販賣競爭商品或限制與競爭者之交易：限制製造或銷售與

權利人有競爭關係之商品，或禁止與權利人之競爭者訂定有競爭關係

的技術授權契約，妨礙被授權人有效實施技術或達成技術交易，致排

除競爭者之交易機會者，可能構成不當的單獨拒絕交易、不當的附排

他條件或不當的附限制條件之交易。反之，若該授權技術與營業秘密

相關，且無其他預防洩漏秘密之方法，為保持秘密性所為之必要限制

行為，有可能不視為阻礙公平競爭；在授權協議期滿後之短期內為此

等限制者，一同。 

（e）最大努力義務：權利人課以被授權人盡可能的善加實施該技術之義

務，此等義務有確保該技術被善加利用之效果，對被授權人事業活動

之限制是有限的，不太能產生降低競爭之結果。因此，這等義務原則

上不會構成不公平競爭方法。 

                                                 

137 以專利權為例，所謂權利耗盡（exhaustion）係指，專利物品若由專利權人或其授權之人所合

法製造，並由專利權人同意而在市場上流通者，專利權人之使用權與販賣權即被耗盡，就該專

利物品不再享有禁止權限，從而該物品不再受到專利拘束（patentfrei），任何人皆可自由使用

該專利物品或再販賣，不會構成權利之侵害，專利權人亦不得再主張報酬。RUDOLF KRAßER, 
PATENTRECHT (2004), S. 818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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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保護核心技術機密性之義務：權利人要求被授權人於授權協議期間及

協議期滿後，負有保護秘密之義務，且無意阻礙公平競爭者，原則上

不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 

（g）不質疑之義務：權利人課以被授權人不得質疑權利正當性之義務，在

某方面上去有促進競爭及技術交流之效果，且不太可能降低競爭。惟

若意圖藉此延續應屬無效之權利及限制技術之實施，以阻礙公平競

爭，即有可能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一般而言，在授權協議中約定，

被授權人若質疑權利之正當性，權利人得終止契約者，不構成不公平

交易方法。 

（4）其他限制
138 

除了前述之外，尚有諸多對於被授權人事業活動的限制。 

（a）單方終止條款：若此限制與其他違反獨占禁止法之限制措施一起做

成，且被用來做為限制競爭的手段，即為不公平交易方法。例如：權

利人可任意單方面終止授權契約或未經適當之寬限期間立即終止契

約。 

（b）設定與技術實施無關之權利金或授權金計算標準：非以實施該技術製

造產品之生產或銷售數量作為計算標準者，有妨礙被授權人生產競爭

性產品或實施競爭性技術之結果，可能構成不當的附排他條件之交

易、不當的附限制條件之交易。但授權技術僅用於製造過程之一部分

或存在於零件，為計算方便起見，以最終產品之生產數量、銷售金額

或使用原料零件之數量，作為計算授權金之基礎者，不在此限。 

（c）權利耗盡後之限制：權利人在技術已生權利耗盡之結果後，限制被授

權人實施技術，或課以支付權利金之義務，原則上乃阻礙實施技術之

自由，若意圖阻礙公平競爭，將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反之，若支付

權利金是在允許範圍之內的分期付款或延期支付權利金，則權利金支

付義務即不被認為是不合理的限制被授權人之商業活動。 

（d）包裹授權：權利人將眾多技術以包裹授權方式處理，其中包含了被授

權人不需要的技術，若逾越整合技術效用之必要合理範圍，致限制被

                                                 

138 JFTC,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 Part IV, par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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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人選擇實施技術之自由，並有排除競爭技術之效果，可能構成不

當的搭售或不當的附限制條件交易。 

（e）關於技術新增之功能（addition of function to technology）：已授權之技

術因被授權人實施而發現新功能，由授權人再次授權，基本上與授權

改良後之技術無異，此等行為不會立即被認為是對於被授權人之限

制。但若特定技術藉由其他產品及服務，在原先的技術平台上，以該

平台技術為基礎發展出許多不同的應用技術，以與其他產品競爭，此

時權利人就技術新增之功能再為授權，則新的授權將阻礙被授權人實

施其他應用技術，因而剝奪其他事業之交易機會，致被授權人除了接

受原技術之新授權外無其他選擇；若有阻礙公平競爭之虞，構成不公

平交易方法。 

（f）不主張權利之義務：授權契約若禁止被授權人對權利人或或其指定之

事業主張權利
139
，此等義務將增強權利人在產品或技術市場之獨占地

位，或阻礙被授權人從事研究發展，因而對新技術之發展產生妨礙。

準此，若意圖阻礙公平競爭即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 

（g）研發活動之限制：權利人對於被授權人之研發活動設限制，諸如禁止

被授權人獨自或聯合第三人研發與授權技術相互競爭之技術，此類規

定會對研發活動之友校競爭產生影響，最終將降低產品或技術市場之

有效競爭。此等限制會被認為有阻礙公平競爭之虞，原則上會被認為

是不公平交易方法。反之，若是為了保護權利人之核心技術，因而限

制被授權人與第三人聯合進行研發活動，或限制被授權人用來進行未

經授權之行為者，不被視為阻礙公平競爭，亦不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 

（h）轉讓更改良技術或同意獨家授權改良技術之義務：權利人課以被授權

人負有改良技術之回饋授權義務，或負有義務將該技術授權予權利人

指定之事業，此等行為將增強權利人在產品或技術市場之地位，且妨

礙被授權人實施改良技術，將使被授權人不願再進行研發。正常情況

下權利人無任何正當理由為此等限制，因而原則上在授權契約中包含

此等義務，將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另外，若強迫被授權人與權利人

共同擁有改良技術之權利，此等義務亦限制了被授權人之事業活動自

由，但在某種程度上雖亦阻礙被授權人從事研發意願，但較前述之直

接限制來得輕，若權利人有阻礙公平競爭之意圖，即可能構成不公平

                                                 

139 這項義務包括要求被授權人授權給權利人或其指定之事業，以實施被授權人擁有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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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方法。其次，若被授權人改良之技術若不可避免地將利用到授權

技術，則加諸被授權人轉移改良技術權利之義務作為交換，對提升技

術交流是重要的，此義務不被認為對於被授權人研發之動機是不利

的，因此不會有阻礙公平競爭之虞。 

（i）同意改良技術之非專屬授權義務：被授權人負有改良技術之非專屬回

饋授權義務。與此情況，被授權人原則上仍得自由實施改良技術，因

而不會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另外，此項義務對於被授權人之事業活

動僅有些微影響，且不被認為將導致被授權人不願投入研發活動。但

若此項義務伴隨其他限制，例如：不得授權予任何授權人之競爭者或

其他的被授權人，將降低被授權人從事研發的意願，且可能增強授權

人在產品或技術市場之地位，因而有阻礙公平競爭之虞，構成不公平

交易方法
140
。 

（j）報告所獲得知識及經驗之義務：權利人要求被授權人知會實施授權技

術時所獲得的知識或經驗，此等義務會鼓勵授權人以授權方式實施技

術，且不會降低被授權人從事研發之動機，因此原則上並不構成不公

平交易方法。但若加諸被授權人報告所獲得知識及經驗之義務，意味

著強迫被授權人同意授權人取得被授權人之核心技術知識，則有構成

不公平交易方法之虞。 

5、小結 

從以上討論可知，同於歐盟TTBER之作法日本2007年智財實施準則已不再

如過去般區分黑色條款、灰色條款或白色條款，而是根據實務上常見之授權協議

內容，分別討論各該限制條款在何種狀況下較容易構成競爭法之違反，在何種狀

況下則無違法疑慮，於此同時，進一步闡釋競爭法主管機關審視該等條款適法性

之重點與內涵。據此，相較於舊的準則內容，現行準則在適用上更為靈活。 

第二節 競爭法關於專利聯盟之規範 

前一節已探討美歐國家之競爭法就專利授權的一般性執法標準；國外立法例

或重要報告中，有針對專利聯盟涉及之專利授權協議事宜另為特別闡釋者141。以

                                                 

140 若由被授權人改良後之技術，非依賴授權人之技術不能實施者，原則上規定必須從授權人獲

得同意後方得授權予其他事業，此時又不會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 
141 惟關於特定領域專利聯盟之規範問題，不在討論之列，例如：美國專利專責機關（USP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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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就有明確揭示專利聯盟授權協議之競爭法規範與適法性判斷標準之美國及日

本立法例與實務，進一步探討之。 

一、美國立法例 

（一）美國 2007 年智財權報告142 

1、事前授權協議 

在某些情形下，市場力量、智慧財產權的揭露或許都無法降低市場上其他參

與者對於特定技術倚賴及被套牢的可能性，因此，部分組織，尤其是SSO建議，

在專利聯盟正式運作前，應要求智慧財產權人提出比合理不歧視授權條款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RAND）143更完整的特定授權條款。此等授

權條款可能是透過智慧財產權人的事前單方宣布，或藉由智慧財產權人及專利聯

盟成員間以多邊之事前授權協議所達成。然而，競爭者在事前以專利聯盟方式達

成授權協議時，可能引發限制競爭之疑慮，如同亞當斯密所言，「當競爭者共同

進入一間房間時，不會產生什麼好結果」
144
，若利用多邊授權協議做為掩護，實

際上是進行價格協議，則當然構成競爭法之違反。 

至於真正的多方事前授權協議有可能導致價格競爭，專利權人加入專利聯盟

或標準制定程序，以技術優勢、價格以及其他授權條件與其他專利權人進行技術

競爭，使其技術得以涵蓋在標準內。透過事權授權協議，專利聯盟在運作前或SSO
在制定標準前，可獲得授權條款相關的競爭資訊，諸如價格或技術條件等等，進

而做出最有效之決定。 

2、交互授權與專利聯盟 

在許多產業中，使某項產品商品化的專利權通常掌握在不同權利人手中，為

了協商多項授權所產生的交易成本及其所累積的龐大權利金結果，均使產品之成

本提高很多。交互授權及專利聯盟可免除一一取得授權之不便，進而減少被授權

                                                                                                                                            

於2001年1月就生物技術領域發表了專利聯盟白皮書（White Paper on Patent Pooling, Patent 
Pools: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Access in Biotechnology Patents），以政策明確鼓勵生物技術領

域 發 展 專 利 聯 盟 制 度 。 參 見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dapp/opla/patentpool.pdf 
(accessed 31 July, 2009). 

142 本部份初稿由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歐彥廷同學整理。 
143 學說上亦有稱為FRAND授權條件，亦即合理且不歧視之授權條件（free,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terms, RAND）。 
144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51 (2007).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dapp/opla/patentpoo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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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交易成本；再者，交互授權與專利聯盟，亦保有促使發明人將專利商品化的

財務動機，使其能繼續從事研發活動。 

（1）專利聯盟 

專利聯盟是一群專利權人共同決定，相互授權或授權給第三人，較常出現在

生產具有標準化產品，且同時需要多項專利技術時。與交互授權相同，專利聯盟

也有減少訴訟風險、降低權利金以及減少授權成本之利益。 

然而，由純粹替代性專利所組成的專利聯盟與由互補性專利所組成的專利聯

盟，二者相較，前者損害社會福利之可能性較高。換言之，替代性專利之專利聯

盟較會引起限制競爭之疑慮；反之，互補性專利之專利聯盟較能增加效率，提供

消費者較低的價格。再者，組成專利聯盟之專利除了替代性或互補性外，其他可

能引發反競爭疑慮之因素，包括：專利聯盟之專利是否重要且有效、聯盟參與者

是否保有對聯盟外第三人授權之權利、回饋授權是否會降低創新動機、聯盟參與

者取得具有競爭上之敏感性或專門性的資訊是否應受限、執法機關是否應審查專

利聯盟授權權利金費率等。 

（2）交互授權 

交互授權於某些情形下，可能有反競爭之不利效果，如交互授權僅為單純約

定價格或分割市場，其唯一效果係減低當事人間之競爭時，將適用當然違法原則

判定其非難性。 

跟據實務及研究指出，交互授權通常是契約當事人出於避免侵權訴訟而簽

訂，尤其是半導體與電腦產業，因為這些產業有大量重疊專利（overlapping patent 
right）的特性，此時交互授權所產生的最顯著利益，在於使用彼此的專利權技術，

不必負擔訴訟風險
145
。同時，交互授權也有助於改善累積權利金的問題，當權利

人之間協議交互授權，即得以較低廉之權利金，取得生產所需之技術。故FTC認
為，多數非專屬交互授權協議通常不會引起太多限制競爭之考量，當智慧財產權

之授權為有助於整合互補性生產因素時，該授權通常有利於競爭。 

因此，交互授權協議通常依據合理原則加以分析，檢視授權限制是否損害在

無該項授權時，實際或潛在競爭對手間已經存在的競爭，以及該項限制是否出自

於促進競爭利益之考量。若交互授權成為固定價格或分割市場之協議，抑或成為

                                                 

145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59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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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製造廠商價格或產量串通共謀之手段，自然會受到反托拉斯法的關注
146
。 

（二）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實務147 

美國競爭法之實務運作中，商業審閱函（business review letter）148乃瞭解主

管機關對於特定交易活動之意見。依其制度，由當事人就即將從事之交易活動及

其涉及之競爭法適用疑慮，提請競爭法主管機關表示意見；即便競爭法主管機關

曾於商業審閱函表示無競爭法違反疑慮者，仍保留隨時就該交易活動調查及採取

禁止措施之權利。實務上不乏由DOJ就重要專利授權活動核發商業審閱函者，以

下除了概述重要的個案外，並就近年來較重要個案詳細分析專利聯盟運作模式及

競爭法審視重點。 

1、MPEG-2專利聯盟149 

MPEG-2是一種數位影像壓縮技術，使用在許多不同產品與服務上，包括

DVD、通訊產業、以及有線、衛星與廣播電視等。製造符合MPEG-2技術標準之

產品可能會涉及許多不同權利人的專利權，因此，對於採用MPEG-2技術標準感

興趣之公司，開始聘僱獨立專利專家搜尋對於實施該技術「必要」的專利。搜尋

結果，共九家公司持有27項關鍵專利，連同其他公司成立MPEG LA，扮演專利

共同授權管理角色，亦即MPEG-2專利聯盟。MPEG LA雇用獨立的技術專家，確

定是否有其他涉及MPEG-2標準之關鍵專利，而MPEG LA將與MPEG-2技術標準

不可或缺的關鍵專利加以整合，並以包裹授權之方式，授權予聯盟成員，同時依

個別專利權基礎來分配權利金。 

另外，專利聯盟之成員與第三人均可挑戰聯盟專利的必要性與否，換言之，

製造符合MPEG-2技術標準的產品時，聯盟內的專利是否確實需要，若非屬必要，

則可經由挑戰而從專利聯盟中移除。為了確保聯盟能持久及永續經營，專利聯盟

授權契約亦要求被授權人應將所有可能擁有或發展中的MPEG-2相關專利，回饋

                                                 

146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64 (2007). 

147 本部份之MPEG-2專利聯盟案、Summit-VISX專利聯盟案由介紹，由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歐彥廷同學整理。 
148 關於商業審閱函之法律依據及內容，詳見28 C.F.R. Section 50.6. 
149 Letter from Joel I. Klein, Assistant Attorney Gen., U.S. DOJ, to Gerrad R. Beeney, Esq. Sullivan & 

Cromwell, 26 June 1997;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68 (2007)。關於本案之中文介紹，參見施錦村，美國、

台灣專利集中授權個案內容分析-反托拉斯準則的觀點，公平交易季刊，第17卷第3期，頁

153-154，2009年7月；張聖怡，由飛利浦光碟授權案探討專利聯合授權的法律爭議，智慧財產

權管理季刊，頁52-60，200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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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予專利聯盟成員。 

2、飛利浦DVD專利聯盟150 

飛利浦DVD專利聯盟乃1998年由飛利浦公司（Phillips Electronics N.V.）整合

飛利浦、新力（Sony Corporation）及先鋒（Pioneer Electronic Corporation）三家

公司，就其所擁有符合製造DVD-Video及DVD-ROM規格之DVD光碟片及放影機

之關鍵專利，此一專利聯盟涉及之專利數量有210項。 

專利聯盟之建立上，先由新力及先鋒將其所擁有之專利權以非專屬方式授予

飛利浦，再由飛利浦擔任獨立管理人之角色，對欲取得授權之DVD光碟及DVD
放影機業者授權，並對內分配權利金。該專利聯盟僅包括一定期間內之關鍵專利

（飛利浦所擁有之關鍵專利限於專利申請日在1996年12月12日之前、新力及先鋒

之關鍵專利申請日限於1997年11月24日及1997年10月1日以前所擁有）；另外，

此一專利聯盟成立後，新的必要性專利無法再加入，因而乃封閉式型態的專利聯

盟。 

關於哪些專利為關鍵專利之認定，係由獨立專家審核必要性專利，但該等專

家不審核專利的有效性，且新力及先鋒對飛利浦之授權亦不保證關鍵專利的有效

性及其範圍。關於權利金分配則是透過協商決定，不是依據貢獻聯盟之專利數量

來決定。在對外授權上，係依合理與不歧視之方式（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進行授權。另外，專利聯盟要求被授權人應將所擁有之關鍵

專利以非專屬方式回饋授權予專利權人。 

DOJ認為，本案專利聯盟所涉及之權利金與總生產成本相對偏低，無使聯盟

參與者將無效專利納入聯盟之誘因。另外，本案專利聯盟所包含之專利在性質上

乃互補性、封閉性及非競爭性專利，被授權人若必要權利亦可對專利權人回饋授

權，並獲得公平合理的權利金，避免授權人與被授權人間產生專利爭議。關於參

與聯盟者之事業活動自由是否受限部份，參與聯盟之專利權人可以單獨對外授

權，增加被授權人選擇的機會。再者，飛利浦對該等專利授權有設定單一條件及

價格，故該以專利聯盟方式授權尚不致對授權者產生授權條件（含權利金）歧視

結果。 

                                                 

150 Letter from Joel I. Klein, Assistant Attorney Gen., U.S. DOJ, to Gerrad R. Beeney, Esq. Sullivan & 
Cromwell, 16 December 1998;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69 (2007)。關於本案之中文介紹，參見施錦

村，美國、台灣專利集中授權個案內容分析-反托拉斯準則的觀點，公平交易季刊，第17卷第3
期，頁154-155，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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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DOJ認為，基於如下考量本案適用合理原則判斷後，此一專利聯

盟仍不會損及相關產業的創新與競爭： 

（a）系爭專利聯盟僅將關鍵專利納入； 

（b）參與聯盟之專利權人仍可單獨授權； 

（c）在對外關係上，雖被授權人有回饋授權之義務，但僅限於關鍵專利； 

（d）專利權人與被授權人間之契約期限只有十年，其後無更新條款，因而

影響之層面有限； 

（e）未限制被授權人使用其他方法來達成DVD規格。 

3、東芝DVD專利聯盟151 

本案專利聯盟係1999年由東芝（Toshiba Corporation）公司整合該公司及

Hitachi、Matsushita、Mitsubishi、Time Warner、Victor等六家公司，就其所擁有

製造DVD-ROM、DVD-Video及DVD 光碟片等產品標準之關鍵專利，建立專利

聯盟以管理及實施相關專利權。專利聯盟之建立上，先所有參與者進行交互授

權，再由東芝整合並負責對外授權及權利金分配事宜。相較於前述之飛利浦DVD
專利聯盟，東芝DVD專利聯盟包括既有及未來可能之關鍵專利，且其專利聯盟

係以開放式型態運作。 

關於關鍵專利之認定，東芝DVD專利聯盟同樣由獨立的專家審核，專家同

樣不審核專利的有效性；專利有效性疑義由法院認定之，若經法院認定無效者，

再從專利聯盟中移除。在對外授權上，被授權人若擁有DVD標準之關鍵專利，

亦應對專利權人回饋授權，並可獲得公平合理的權利金，藉以避免授權人與被授

權人間產生專利爭議；同樣的專利聯盟亦使加入聯盟之專利權人可單獨對外授

權，以提高被授權人之選擇機會。管理對外授權之東芝，就授權事宜設定單一條

件及價格，不得對授權對象有授權條件（含權利金）歧視之情形產生。 

綜合而言，DOJ認為，基於如下考量本案適用合理原則判斷後，此一專利聯

                                                 

151 Letter from Joel I. Klein, Assistant Attorney Gen., U.S. DOJ, to Carey R. Ramos, Esq. 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 Garrison, 10 June 1999;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69 (2007)。關於本案之中文介紹，

參見施錦村，美國、台灣專利集中授權個案內容分析-反托拉斯準則的觀點，公平交易季刊，

第17卷第3期，頁155-156，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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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仍不會損及相關產業的創新與競爭： 

（a）系爭專利聯盟僅將關鍵專利納入； 

（b）新的必要性專利占專利聯盟之比重大於舊的專利，使授權人仍有創新

的誘因。 

（c）參與聯盟之專利權人仍可單獨授權，仍有選擇單獨授權的機會； 

（c）未被限制被授權人一定要實施專利聯盟之專利始能符合DVD標準。 

4、Summit-VISX專利聯盟152 

Summit Technology, Inc.與VISX, Inc.將其擁有之37像專利共同組成專利聯

盟，涵蓋的專利是應用在雷射屈光角膜切削術（PRK，一種矯正視力的眼睛手術）

中，乃關於雷射製造與使用的技術。當時Summit與VISX執行PRK手術的雷射設

備是唯二兩家公司獲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銷售認可。透過該專利聯盟，

Summit與VISX將其擁有之關鍵專利授權予另一獨立事業，並放棄對外獨立授權

的權利，在運作上，Summit與VISX享有否決（Single Firm Veto）權，亦即得禁

止專利聯盟將技術內容授權給第三人的權利，因此，該專利聯盟存續的六年內，

未授予專利給任何第三人。此外，該專利聯盟要求設備公司每次使用其雷射設備

執行PRK手術時，須支付250美元費用，該費用轉而成為設備公司向眼科收取使

用其設備的底價，故醫生每次執行PRK手術時，Summit與VISX均可獲得250美元

之收入。 

1998年FTC質疑此一專利聯盟之合法性，認為該專利聯盟消除Summit與
VISX兩家公司在銷售或租賃PRK雷射設備及授權與PRK有關技術領域間的競爭

關係。兩公司辯稱透過專利聯盟以降低專利訴訟的不確定性與訴訟費用，因其間

包含潛在互斥性專利在內。FTC則否決了兩公司的說詞，認為Summit與VISX可

以透過減少限制競爭的方法達成這些目的，例如：專利授權或交互授權之目的在

於減少價格競爭或限制他人進入市場。另外，FTC認為Summit 與VISX將競爭性

及互補性的專利均納入專利聯盟，且有一項VISX擁有之方法專利，應為無效專

利，仍被納入其中。因此，該專利聯盟在實際上並無法提高授權效率、促進競爭

與創新。 

                                                 

152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73 (2007)。關於本案之中文介紹，參見施錦村，美國、台灣專利集中授權個

案內容分析-反托拉斯準則的觀點，公平交易季刊，第17卷第3期，頁158-189，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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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該Summit及VISX與FTC達成行政和解，解散該專利聯盟。 

5、3GPP專利聯盟153 

現代化之行動通信網路往往包含眾多設備，諸如手機、無線基地台及交換

機，各該設備之相互溝通則仰賴通信協定（protocol）作為共通語言，從而通信

標準之制定乃無線通信賴以生存最重要的制度154。3GPP聯盟（3G Patent Plantform 
Partnership）由跨國界之十九個無線通訊系統業者與設備製造商所共同發起，該

聯盟結合會員之關鍵（essential）專利制定授權契約，藉以授權給任何欲實施3G
技術標準者。2002年11月12日DOJ針對3GPP專利聯盟是否違反競爭法之詢問發出

商業審閱函155。 

（1）3GPP 聯盟內容 

根據當事人所檢具事實，3GPP聯盟所包含之專利內容，乃實施3G標準之關

鍵專利，因此，無論是3G設備的製造商或系統服務者，皆須取得眾多專利權人

之授權；只要有其一專利權人拒絕授權，技術需求者即可能被排除於3G產品或

服務市場156。3GPP聯盟之授權業務分屬五個獨立之授權組織（a Licensing 
Administrator, LA），其為獨立的公司（platformCos），各自負責一種3G產業標準

的授權業務157。 

3GPP聯盟在運作上，開放給所有的技術擁有者加入。但為了確保所納入的

專利皆為實施3G技術標準之關鍵專利，設有評估程序（evaluation process），分

別由CA（Common Administrator）及ESP（Evaluation Service Provider）兩個機構

負責。所謂的關鍵專利，係指由專利保護之物品、方法或程序乃履行3G標準所

必要者（an apparatus a method or a process necessary for compliance for the 3G 
Standards）；易言之，至少有一項申請專利範圍（claim）符合前揭要件者，則該

當3GPP聯盟之關鍵專利。技術擁有者主張特定發明為3G之關鍵專利時，由CA及

                                                 

153 Letter from Charles A. James, Assistant Attorney Gen., U.S. DOJ, to Ky P Ewing, Esq., Vinson & 
Elkins LLP, 21 November 2002.;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70 (2007); 關於本案之中文介紹，參見施錦

村，美國、台灣專利集中授權個案內容分析-反托拉斯準則的觀點，公平交易季刊，第17卷第3
期，頁157-158，2009年7月。 

154 宋皇志，技術授權之法制規範-以瓶頸設施理論在專利強制授權的應用為中心，清華大學科技

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36-37，2003年6月。 
155 Letter from Charles A. James, Assistant Attorney Gen., U.S. DOJ, to Ky P Ewing, Esq., Vinson & 

Elkins LLP, 21 November 2002. 
156 Id., p. 3. 
157 關於3G專利聯盟之組織及運作，詳見，Id., 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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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委任專家評估其是否符合前揭要件、屬於哪一種3G產業標準類型；若認定屬

於關鍵專利者，則由3GPP聯盟負責授權事宜。透過評估程序，使得專利權人無

法左右技術關鍵與否之評估過程158。 

在授權程序上，3GPP聯盟涉入程度相當有限，且不對具體的授權金數額為

任何建議，亦不涉入攸關競爭事宜之授權條款；3GPP聯盟僅提供建議性質的授

權契約格式（不包括授權金條款）供當事人進行授權協商之用，關於授權金事宜，

3GPP聯盟僅有制定標準權利金費率及最高累進權利金費率的限制，避免過高的

權利金影響最終產品售價。另外，3GPP聯盟賦予被授權人挑選所需關鍵專利之

自由，不強迫其接受不需要專利。最終當事人所簽訂的授權協議雖以3GPP聯盟

範本契約（a default Standard License）為基礎，但由技術需求者與個別關鍵專利

權人訂定，當事人亦得調整範本契約之內容159。 

（2）DOJ 之競爭法分析 

關於3GPP聯盟涉及之競爭法適用分析，DOJ揭示適用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認為重點有二：（i）專利聯盟是否由互補性專利所組成；（ii）若是，專

利聯盟所帶來的競爭利益是否高於對反競爭之不利益。針對問題一，DOJ認為，

3GPP聯盟考量到3G通信協定可藉由至少五種產業標準達成，為了使納入專利聯

盟的專利均為互補性技術，3GPP聯盟以五個獨立的組織運作，各自有不同的授

權金費率標準，使具有競爭關係之技術仍保有競爭關係160。關於專利聯盟之促進

競爭與反競爭分析，DOJ認為3GPP聯盟可促進3G相關專利權人在資訊匯集

（generation）與擴散（dissemination），並以鑑定及評估制度決定特定專利是否

屬於其中一個或數個3G產業標準之關鍵專利，此等制度可有效降低授權人與被

授權人之協商成本，對於促進競爭之貢獻大於反競爭之不利益161。 

另外，3GPP聯盟使參與者負有回饋授權（grant-back）義務，亦即關鍵技術

之被授權人若擁有與3G產業標準相關之專利，負有義務將使其接受評估程序決

定是否為關鍵專利；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諸多個案已經肯定回饋授權之適法

性，而3GPP聯盟在制度上使專利權人與技術需求者協商之自由，從而此等義務

並無侵害參與者之合法利益162。 

                                                 

158 Id., p. 6. 
159 Id., p. 7-9. 
160 Id., p. 10. 
161 Id., p. 11. 
162 Id.,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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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DOJ就3GPP聯盟之商業審閱函意見，歸納本案被認為符合競爭法規範

之重點如下： 

（a）3GPP聯盟為開放性的組織；不涉入參與者間之競爭事宜（授權金數額

或涉及競爭關係之授權條款）。 

（b）不同納入聯盟的技術是否為關鍵，設有獨立的評估程序。 

（c）以五個獨立的組織負責標準有關之授權事宜，在制度設計上維持專利

聯盟所納入之技術為互補關係。 

（d）被授權人對於接受之技術內容有決定自由。 

6、RFID專利聯盟163 

（1）RFID 聯盟運作 

2008年10月DOJ針對RFID聯盟（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Consortium 
LLC）之專利授權事宜發出商業審閱函。易言之，RFID技術日趨成熟及廣泛應

用後，製造之商品欲符合RFID之技術標準Gen-2 Standard，必須同時實施諸多專

利，RFID聯盟之設立目的即在利於技術需求者取得專利授權。RFID聯盟之建立

及運作係基於如下四份基礎合作協議：建構RFID聯盟之LLC協議（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Agreement ）、關鍵專利權人之參與協議（ Participant 
Agreement）、專利組合授權協議（Patent Portfolio License）及授權管理機關執行

協議（License Administrator Term Sheet）。 

LLC協議乃由關鍵專利權人共同簽署建立RFID聯盟之協議。RFID聯盟設有

獨立的行政組織，其任務在於管理RFID技術標準之專利授權事宜，並避免及禁

止參與成員進行機密資訊之交換或揭露164。 

透過關鍵專利權人之參與協議，由專利權人將關鍵專利以非專屬方式授權

RFID聯盟，以便聯盟日後彙整所有關鍵專利為再授權事宜。所謂的關鍵專利，

係指不論是製造、使用或販賣符合RFID技術標準之產品必然會侵害到該專利或

以取得專利授權為必要，且無其他經濟上之替代可能性（no economically viable 
substitutes）。特定專利權雖被RFID聯盟列為關鍵專利，聯盟本身、成員及其他被

                                                 

163 Letter from Thomas O. Barnett, Assistant Attorney Gen., U.S. DOJ, to William F. Dolan and 
Geoffrey Oliver, Jones Day, 21 October 2008. 

164 Id.,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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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人均有權質疑其關鍵性，以由獨立的專利評估專家判斷之，但質疑者必須負

擔評估費用。關鍵專利權人雖簽署參與協議，但仍保留自行就該專利權為非專屬

授權與協商之自由。權利金分配依據RFID聯盟所建立之公式，亦即一半的權利

金係以每一參與者所貢獻的關鍵專利數目為基礎，另一半權利金分配則以所有參

與者均為平等地位為基礎165。 

專利組合授權協議乃將RFID聯盟之關鍵技術對外實施的契約，易言之，製

造、使用或銷售RFID技術標準有關產品者，得就關鍵專利取得全球、有償之非

專屬授權；專利授權期間為五年，被授權人得於每季終了前終止契約；五年授權

期間屆滿被授權人亦得請求再次延展五年之授權契約。關於權利金計算部份，依

據所利用RFID技術標準之各該產品種類有不同計算基礎，且依所涉及之產品數

量而定。授權契約可以包含「內國最優惠條款」（a most favored nation clause），
亦即日後若在同一國家有較低權利金數額或更優惠之授權契約條款，被授權人有

權修改原有授權契約；但於此同時，需一併修改及接受任何增加的條款。被授權

人必須接受非專屬之回饋授權條款；若有違反者，RFID聯盟得終止授權166。 

由於RFID聯盟僅為成員組成之合作模式，因此，透過授權管理機關執行協

議建立獨立的授權管理機關（License Administrator），以負責每日例行性之授權

事宜，包括評估哪些專利為關鍵專利、代表聯盟管理及行銷專利組合、收取及分

配權利金、製作及提供權利金收支報表167。 

（2）DOJ 之競爭法分析 

針對RFID聯盟運作，DOJ同樣認為適用合理原則之基本態度，進而探討聯盟

所預期產生之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結果。 

關於促進競爭之分析，DOJ首先肯定RFID聯盟在效率上的貢獻，亦即即可避

免技術標準受到專利控制之威脅（the treat of hold up）及權利金叢林結果，可減

少專利授權之交易成本。若無RFID聯盟，時為聯盟成員之七個專利權人有能力

阻絕或控制關鍵技術之近用；聯盟建立後除了可以限制專利權人外，亦可使第三

人能在合理不歧視之RAND條款下實施關鍵專利，進而因權利金數額較低而降低

生產RFID產品之成本；因此，即便非所有的關鍵專利權人均為RFID聯盟成員，

仍可察覺此一合作模式所帶來的效率。在減少交易成本上，不論是對專利權人或

被授權人而言，均屬有利。易言之，RFID聯盟以評估方式界定關鍵專利，進而

                                                 

165 Id., p. 4. 
166 Id., p. 5-6. 
167 Id.,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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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獨立的組織負責推廣及授權事宜，可減少技術需求者需逐一進行授權協商之不

便；最終由於授權契約之簽訂，將可減少侵權訴訟或相關爭議168。 

關於反競爭之分析，DOJ首先擔心RFID聯盟涵蓋無效或過期專利問題。然從

聯盟運作模式來看，此等疑慮應可降低。易言之，RFID聯盟使參與者負有義務，

一旦知悉有無效或過期專利被納入專利聯盟者，必須立即通知聯盟；此外，由於

有一半的權利金係依據成員所持有之關鍵專利數目分配，從而使參與者有足夠的

誘因質疑及隨時監控所納入專利之關鍵性與否169。RFID聯盟在運作上是否有排

除替代性專利權之加入，亦為DOJ關注焦點，然同樣因聯盟運作模式而可消除此

一疑慮。蓋RFID聯盟明確界定「關鍵專利」，在此定義下，若特定專利有其他經

濟上之其他替代技術存在，則不符合關鍵專利之意義，因而亦不會被納入專利組

合授權協益之標的。其次，關鍵專利之認定由獨立的專家認定之，聯盟完全尊重

專家評估意見；即便如此，聯盟、成員或其他被授權人仍保留質疑關鍵性之可能，

進而可委由其他專家再次進行評估；除此之外，RFID聯盟在運作上，有專家定

期評估關鍵專利之制度，從而日後若有經濟上具替代關係之技術出現，先前被納

入聯盟之關鍵專利會因此而被除去170。RFID聯盟是否不利於下游市場之有效競

爭，亦不容忽略，但DOJ認為，成員仍保有單獨授權之權利與自由，從而仍能與

相關技術維持競爭關係；甚而只要是有替代性技術出現，原被納入聯盟之專利即

會被剔除，誘使競爭者研發替代性技術，使原有專利權人不能在享有RFID聯盟

所帶來的授權利益。另外，由於RFID聯盟另外設有獨立的組織負責技術管理及

授權事宜，因此，成員間應無機會透過聯盟進行不當的共謀協議，諸如決定下游

市場之產品數量、型態或交易價格。值得注意的是，DOJ特別強調，獨立組織負

責技術管理及授權事宜具有重要性，亦為DOJ保留不就RFID聯盟採取管制措施之

重要原因171。最後，回饋授權條款往往與扼殺創新（foreclosure of innovation）有

關，但本案之回饋授權僅為非專屬性，不生前揭疑慮；專利聯盟常常涉及不當搭

售（tying）問題，但RFID聯盟對於關鍵專利採取嚴格定義，納入聯盟之專利均

為實施Gen-2標準所必要，且無替代關係，因而此等疑慮亦不存在。 

綜合而言，DOJ認為本案RFID專利聯盟並無反競爭之疑慮。 

（三）競爭法關於專利聯盟之評估因素 

從美國2007年智財權報告及DOJ商業行為審閱函內容，可歸納美國競爭法主

                                                 

168 Id., p. 7-8. 
169 Id., p. 8. 
170 Id., p. 9-10. 
171 Id.,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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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以如下因素審視專利聯盟之適法性。 

1、專利聯盟所包含技術之替代性 

儘管有許多不同的意見，2007年FTC之研究報告指出，依據美國1995年智財

權授權準則認為，事業間互補性生產要素之組合是有助於競爭，因此，評估專利

聯盟之競爭效益，基本上仍著重於聯盟內的專利組成是否具互補性而定。易言

之，限於關鍵專利始能納入專利聯盟。所謂的關鍵專利權係指，基於技術上的原

因（technical grounds），諸如技術應用實務或當時的技術發展狀態，不論是製造、

販賣、處分、修理、使用或操作符合技術標準之設備或方法，必然會侵害到該專

利權；因商業上的原因（commercial grounds）而必須實施特定專利技術者，仍

不構成關鍵專利172。從FTC及DOJ歷來針對專利聯盟個案所表示意見，亦可見採

取相同的立場。美國競爭法執法機關認為，專利聯盟若涵蓋互補性專利，可以產

生降低被授權人總權利金之效益，進而降低消費者支付的最終產品成本。 

至於如何判定聯盟內究竟是互補性專利或替代性專利，要排除替代性專利的

方法之一，即判定該專利是否為實施專利聯盟所欲達成目的之關鍵專利。以技術

標準為例，實施特定技術標準所不可或缺之各該專利（關鍵專利）即乃互補性專

利。FTC在2007年智財權報告中特別指出，在MPEG-2專利聯盟案，所謂必要性

專利是指「技術上不可或缺」（technically essential）的專利，而DVD專利聯盟案，

DOJ則採「事實上或經濟上不可或缺」（practically or economically essential）之判

斷標準，儘管略有差異，但兩案均依據當時的合理事實基礎做為判斷，原則上只

要能夠判定屬於符合該專利聯盟運作目的（諸如技術標準）所不可或缺的專利，

就可以確保聯盟專利為互補性專利
173
。雖然多數意見認為，專利聯盟若由替代性

專利組成可能引起較高的限制競爭疑慮，諸如價格僵固或固定價格，然而競爭法

主管機關並不完全排除，若聯盟專利為替代性專利時，仍可能存有若干合理性，

因此，仍將依據合理原則，就具體個案審視專利聯盟之適法性。 

最後，為了確保專利聯盟在運作過程並未涵蓋競爭性的專利，亦即確保各該

專利仍能符合關鍵性、必要性及互補性專利所構成，聯盟在運作上應使聯盟本

身、成員或其他被授權人仍有有權質疑該專利是否符合關鍵性之要件174。透過此

                                                 

172 § 15.6 of the ETSI IPR Policy (22 Nov.2000); § 1.5 of the ETSI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1 Sep.2004); § 10.2.1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Letter from Thomas O. Barnett, Assistant 
Attorney Gen., U.S. DOJ, to William F. Dolan and Geoffrey Oliver, Jones Day, 21 October 2008, p. 
4. 

173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77 (2007). 
174 Letter from Thomas O. Barnett, Assistant Attorney Gen., U.S. DOJ, to William F. Dol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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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制度之納入，亦能進一步支持專利聯盟之適法性。 

2、專利權係以專屬或非專屬授權實施 

美國DOJ所評估及肯定適法性之專利聯盟案中，參與者係以非專屬授權方式

將技術移轉與專利聯盟，但仍可以對專利聯盟外第三人授權；反之，Summit-VISX
一案中，專利權人乃授予聯盟專屬授權，且兩公司享有否決對方進行聯盟以外成

員授權之權利。專屬授權一方面極可能促進競爭，提供被授權人投資互補性資產

的重大誘因，但同時將造成其他市場參與者無法取得所需技術之結果，阻礙市場

上之競爭秩序形成。 

反之，若為非專屬授權，專利權人即得對聯盟外第三人授權，則創新者得以

繞過專利聯盟之技術從事研發，進而與專利聯盟相互競爭。因此，專屬授權之競

爭法適用評估，將視具體個案事實認定。應注意者為，專利聯盟使參與者享有對

外獨立授權的機會並不保證一定會有授權之結果，應使參與者可自由選擇是否授

權，並設定相關權利金費率。另外，若聯盟外授權之決策是出於阻礙聯盟外之他

人提供競爭性產品或製成之目的，則會引起限制競爭之疑慮。 

因此，在運作上，應使專利聯盟無權限干預專利權人之權利行使，專利聯盟

之工作小組及會議不會就個別專利權人同意之RAND內容進行討論175。專利聯盟

是否有直接涉入關鍵專利授權事宜，很清楚從3GPP聯盟及RFID聯盟兩個模式看

出，DOJ認為並非重點，前者仍使當事人自行進行授權協商，後者一併負則協商

事宜，最重要的是專利權人是否仍保有自行授權之自由。 

二、歐盟立法例 

關於專利聯盟部份，TTBER第2條第1款明訂，本規則適用於「兩個事業之

間」的技術移轉協議；多個事業間相互訂定技術移轉協議雖常出現，但執委會認

為此時可以類推適用TTBER之規定176。關於專利聯盟協議問題，執委會特別指

出，專利聯盟之運作係使專利權人將技術授權給聯盟後，以再授權為目的而將所

                                                                                                                                            

Geoffrey Oliver, Jones Day, 21 October 2008, p. 4. 
175 § 2.14.2 of the ISO/IEC P Directives (Patent Policy);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at 4; §10.3.4, § 10.3.2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從實際面來看，代表

事業參與SSO者，通常為技術領域之專家或技術人員，往往未擁有進行專利授權協商之法律或

經濟權限，因而亦不宜在SSO會議決定RAND之條件或內容。§ 4.1 of the ETSI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1 Sep.2004); Robert A. Skitol, Concerted Buying Power: Its Potential 
for Addressing the Patent Holdup Problem in Standard Setting, 72 Antitrust L. J. 727, 734 (2005). 

176 TTBER Guidelines, points 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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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技術授權給特定一人，以此為目的所訂定的技術移轉協議不適用於

TTBER177。 

因此，關於歐盟目前關於專利聯盟議題，並未有揭示特別的執法標準，若屬

TTBER規範狀況，則有類推適用可能，但一般而言，專利聯盟運作制度與TTBER
規範內涵不合，原則上無適用餘地。 

三、日本立法例 

日本於2007年之智財實施準則中有關於專利聯盟之討論，前已述及，為使專

利聯盟涉及之競爭法規範問題有整體性的審視，以下綜合日本2007年智財實施準

則關於專利聯盟之內容。 

（一）關於專利聯盟之建立及內部運作
178 

專利聯盟為擁有專利的事業與研究機構共組之聯盟，經由此聯盟的運作，使

得專利授權及協商事宜得以進行。若眾多事業在特定技術市場持有替代技術，成

立專利聯盟並聯合訂定授權條件，廣泛的限制該領域之技術競爭，將構成不當交

易之限制。若此等事業之共謀限制任何技術之進步，即構成不當交易之限制。此

外，具競爭關係之事業為了共同利用技術而建立專利聯盟，並在彼此間交互授

權，若有聯合制定價格、數量或決定實施技術的交易相對人，則該行為實質限制

了該領域交易之競爭，亦會構成不當交易之限制。 

<<實例說明>>在特定商品市場互相競爭之事業，為了使他們的產品為僅有

之來源，因此建立了專利聯盟，當此聯盟拒絕授權予新進者，且無任何合

理理由，將構成聯合阻礙新進者及既存事業之活動。若該行為在該特定交

易領域實質的限制競爭，將構成不當交易之限制。 

易言之，成立專利聯盟若是為了達成與其他事業共謀之目的，則構成聯合行

為，自為競爭法所不允許。由此等基本競爭法規範原則所導出者，乃專利聯盟應

審慎選擇所納入之技術性質（關鍵技術），亦應避免在聯盟運作過程造成參與者

交換競爭資訊、決定對外價格等聯合行為之結果。 

                                                 

177 TTBER Guidelines, point 41. 
178 JFTC,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 Part III, para. (2)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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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被納入聯盟技術之實施
179 

智慧財產權人限制他人實施智財權之領域（諸如產業或技術領域）或範圍（諸

如僅能用於製造、販賣或進口行為），原則上應為適法之權利行使行為。然前揭

關於技術實施之限制若是透過專利聯盟達成，則可能有限制競爭之違法疑慮。易

言之，參與專利聯盟者拒絕授權給任何新進入市場或既存的競爭者，抑或無任何

充分理由即妨礙他人實施技術，此等限制行為會造成對他事業活動之排除，進而

構成限制競爭。 

<<實例說明>>X公司與其他九間公司合作製造生產小鋼珠遊戲機台，Y聯盟

握有專利及其他關於生產小鋼珠遊戲機台之權利。若無法取得Y聯盟所擁

有之專利及權利，對生產小鋼珠遊戲機台對製造業者而言，是非常困難

的，故X公司與其他九間公司向Y聯盟提出授權請求，並要求拒絕授權予

第三人，以阻礙第三人進入市場，前揭行為即違反了反獨占法180。 

另外，若某技術在特定交易領域被認為具相當的影響力，且被眾多事業在其

商業活動中所實施，若其一事業從權利擁有者獲得該技術之權利，進而拒絕授權

予其他事業，以避免其他事業實施這項技術，此等行為將構成對他事業活動之排

除。例如：眾多事業參加專利聯盟，接受聯盟管理者之授權以使用對其商業活動

非常重要之技術，其中有些事業在未知會其他事業之情況下，向聯盟管理者取得

能阻擋其他參加者在其商業活動範圍內實施該技術之權利。易言之，專利聯盟在

對外運作上，不應使特定聯盟參與者能透過專利聯盟限制其他參與者實施該技

術。 

四、專利聯盟之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內涵 

從專利聯盟形成之本質與背景來看，並歸納美國、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特別

針對專利聯盟所公布之研究報告或準則，專利聯盟實同時具有促進競爭及限制競

爭之不同面向，以下分述之。 

（一）專利聯盟利於產業發展與促進競爭 

專利聯盟對於參與者之內部關係而言，可減少當事人間進行授權談判與權利

                                                 

179 JFTC,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 Part III, para. (1) 
(i). 

180 本例子為日本實務個案，日本公平會處分及學界看法，參見顏廷棟，日本獨占禁止法對於技

術授權行為之規範-兼論對我國公平法規範之啟示，公平交易季刊，第17卷第3期，頁110-111，
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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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支付之冗長時間；成員整體對外而言，亦可以包裹授權方式完成相關技術之授

權與談判事宜，甚而降低技術移轉之整體費用，因而有助於技術利用與擴散、加

速相關產業之建立與發展。 

1、解決互斥性專利之衝突問題 

透過專利聯盟可有效解決互斥性專利利用之衝突問題。一般而言，專利聯盟

所包含之專利內容，通常存有某種程度之關連性。依據此等關連性，亦即其產生

過程與利用關係，可將專利區分為互斥性專利、互補性專利及競爭性專利。深入

探究競爭法發展歷史悠久、執法經驗豐富的美國，其審視專利聯盟之適法性時，

首先區別者乃涉及專利之利用關連性，亦即由互斥性專利（blocking patent）、互

補性專利（complementary patent）或競爭性專利（competing patent）所組成之專

利聯盟，其可能構成之違法性有所不同。 

（1）互斥性、互補性及競爭性專利之意義 

（a）互斥性專利 

所謂互斥性專利，係指特定專利（亦即附屬專利，subservient patent）之利

用，將不可避免的侵害到基礎專利（basic patent）181。詳言之，發明人甲就某發

明已取得A專利，發明人乙發現A專利之改良或新應用方式，該等改良或新應用

方式若符合專利取得要件（新穎性、進步性與產業利用性），乙得向智慧財產權

主管機關申請專利，並因而取得A`專利182。任何人欲就A`專利為商業化利用時，

必須先取得A專利之授權，否則即會侵害到甲所擁有之專利權；反之，若未取得

A`專利之授權，則A專利無法為任何改良或後續發展，此時即A與A`即為互斥性

專利。互斥性專利間並不存有競爭關係，即便A與A`具有相同功能，但A與A`相
互間無法完全彼此替代183。 

由互斥性專利所構成的專利聯盟，通常較無競爭法違反疑慮，蓋對專利權人

而言，彼此可能不具有競爭關係，對外關係上有助於各該專利權之實施，第三人

                                                 

181 “One blocks another if it cannot be practiced without infringing on the basic patent.” See M. 
Howard Morse, M. Howard Morse, Prepared Testimony of Cross-Licensing and Patent Pools (April 
17, 2002), http://www.ftc.gov/opp/intellect/020417mhowardmorse.pdf (accessed 2 November 2009), 
p. 3. 

182 專利法上允許A專利之後續改良或新應用方式取得專利權保護，其用意在於任一發明產生之

初，絕對無法確定其所有或潛在可能之利用方式。因此，基於鼓勵創新與研發，乃限制基礎發

明之保護範圍，並賦予後續改良或新應用方式另外取得專利權之可能性。 
183 R. Andewelt, Analysis of Patent Pools under the Antitrust Laws, 53 ANTITRUST L.J. 611, 614 (1985); 

Steven C. Carlson, 16 YALE J. ON REG. 359, 363 (1999). 

http://www.ftc.gov/opp/intellect/020417mhowardmor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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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面進行授權協商。 

（b）互補性專利 

與互斥性專利相同，不同技術間並不存有相互替代性，但具有共同使用之可

能性184。特定產品之不同零件（components）各自受到專利權保護，且專利權人

分屬不同人者，即有可能建立互補性專利聯盟。以燈泡為例，真空燈泡與鎢絲分

別有不同專利保護，缺少鎢絲的真空燈泡無法使用，反之亦同，此等專利即具有

互補性質。此時不僅生產燈泡本身需取得不同專利權人同意，即便後續改良或研

發燈泡，往往亦需同時取得互補性專利之授權185。 

同於互斥性專利之專利聯盟，互補性專利聯盟往往亦被歸類為有益競爭。 

（c）競爭性專利 

競爭性專利則為不同技術間具有替代性，諸如同一產品可有不同製程，該等

製程分屬之專利即為競爭性專利186；此外，完全的改良A專利技術之內容，因而

產生B專利，而B專利之利用並不會侵害A專利者，A與B間亦屬競爭性專利187。

例如：製造大口瓶（glass jars）可採用填塞（suspended gob feeding process）或吸

吹（suction process）不同方式，製造商亦得依據生產成本、規模或其他條件選

擇最適當的製程，此等製程技術即屬競爭性。 

競爭性專利聯盟對於競爭秩序則會產生不利影響，蓋專利權人具有競爭關

係，第三人往往亦僅需實施其一專利權即可，但以專利聯盟型式對外授權，權利

金或授權金計算上往往對被授權人不利，專利權人可據此而獲得不當利益。 

（2）專利性質區分之困難 

學理上來說，雖然可依據不同專利間之產生過程與利用關係，將專利區分為

                                                 

184 “Complementary patents cover technologies that may be used together and are not substitutes for 
each others.” See M. Howard Morse, Prepared Testimony of Cross-Licensing and Patent Pools 
(April 17, 2002), http://www.ftc.gov/opp/intellect/020417mhowardmorse.pdf (accessed 2 November 
2009), p. 3. 

185 R. Andewelt, supra note 183, 364-365. 
186 “Competing patents are generally views as substitutes for each other, where there are separate 

patents covering alternative processes for manufacturing a product.” See M. Howard Morse, 
Prepared Testimony of Cross-Licensing and Patent Pools (April 17, 2002), 
http://www.ftc.gov/opp/intellect/020417mhowardmorse.pdf (accessed 2 November 2009), p.3. 

187 R. Andewelt, supra note 183, 365，此即實務上常稱之專利迴避。 

http://www.ftc.gov/opp/intellect/020417mhowardmorse.pdf
http://www.ftc.gov/opp/intellect/020417mhowardmor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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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斥性、互補性或競爭性，進而判斷此等專利聯盟在競爭法上的適法性，但就實

際個案而觀，此等區別實屬不易。蓋依專利法規定，專利權人之權利範圍，以說

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claim）為準188，其通常包含不同敘述內容，若其中

一部份之敘述內容被認定無效者，則可能由互斥性專利轉而成為競爭性專利。 

再者，由法院實務所發展出的均等論（doctrine of equivalents）189，亦增加

專利保護範圍之認定困難。均等論之產生，係為了避免投機者實際上乃抄襲特定

發明，但在申請專利範圍做一些無關緊要的文字改變，掩飾其轉換專利書及圖示

之抄襲行為。因此，美國法院實務在審理專利侵權案時，以均等論來判斷不同技

術之相似性。在均等論適用下，專利權人所取得之權利範圍，將不侷限於申請時

就申請專利範圍所使用之文字意涵，因而擴大對專利權人之保護，但亦增加專利

範圍任困難。個案紛爭發生時，受理法院是否與專利核發之智財權機關採取相同

認定標準，亦為另一問題190。 

此外，同一專利可能應用不同產品或產業類別，亦增加互斥性、互補性或競

爭性專利之認定困難。此外，除了從技術觀點來看外，尚須從管理經濟及產製過

程整體而論191，以認定技術是否具有替代可能性，更增加互斥性、互補性或競爭

性專利認定困難。 

2、加速於技術研發與應用 

以互斥性專利所組成之專利聯盟，可免除不同技術間之侵權情事；互補性專

利聯盟則可有效整合相關產業，因此，專利聯盟對於技術研發與應用具有正面意

義。在特定技術及其相關產業尚屬萌芽階段，若由個別事業分別進行技術研發，

可能會發展出許多規格不一的產品，因而不僅不利於該產業整體發展，對於下游

產業或消費者而言，亦因產品規格不一致而增加不便。從美歐產業發展經驗可

知，諸多專利聯盟形成之背景考量即在於建立技術或產品規格，例如：MEPG LA
專利聯盟個案 192及美國DOJ於1998年12月16針對DVD專利聯盟之審閱函

                                                 

188 參見EPC公約第69條第1項前段及我國專利法第56條第3項規定。 
189 劉孔中、倪萬鑾，均等論在我國實務應用上所生問題之檢討，智慧財產權月刊，第40期，頁

55、58-60，2002年。除了專利均等論外，專利侵害認定及爭議解決過程尚需依據「全要件原

則」、「禁反言原則」等認定不同專利之關係。黃文儀，專利實務，頁818以下，2000年。 
190 Steven C. Carlson, supra note 1831, 365-367. 
191 公處字第021號飛利浦CD-R處分案，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十卷第二期，頁500。 
192 關於MEPG LA專利聯盟個案之詳細討論，參見張聖怡，由飛利浦光碟授權案探討專利聯合授

權的法律爭議，智慧財產權管理季刊，第29期，頁52-60，200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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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Review Letter）193。 

3、降低專利爭議解決成本 

因專利侵權所生之爭議解決程序不僅耗費時間，事業所需投入成本亦相當可

觀194。對於經營產業、擁有技術領域相近之事業而言，不僅可透過專利聯盟解決

已發生之侵權爭議，亦可事前以專利聯盟方式避免未來可能發生之爭議或需負擔

之不確定責任。除此之外，經由訴訟程序所解決之專利爭議，存有法院認定專利

一部或全部無效之風險。 

近年來，在業者與研發人員均一致看好生技產業發展所帶來的龐大利益下，

諸多權利人在申請生物技術專利時，不僅擬定廣闊的專利申請範圍以尋求更大保

護，引發保護先驅型發明（pioneer invention）及其對後續發明產生阻絕效果之矛

盾；此外，利用「延展性申請專利範圍」（reach-through claims）來擴大專利權所

及之技術領域與權利保護範圍，為生技專利所產生之另一問題。專利權保護範圍

擴大後，造成後續生技研發活動不可避免的將觸及先前諸多專利權，而特定藥品

或生技應用更需取得眾多權利人之授權始得為之。因此，大型生技業者及無法負

擔過多費用成本之小型企業，均樂於以專利聯盟方式降低爭議解決成本。 

4、避免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與分散風險 

外溢效果往往會降低當事人之研發意願。當個別事業在投入研究發展時，某

些知識或技術不可避免的將會外溢（spill out）成為公共財（public domain），使

得競爭對手獲益。專利聯盟則可防堵外溢效果之產生，讓參與者同時為技術之創

造者與接受者，共同享有參與成員之技術資訊195。 

再者，由於專利聯盟乃整合相關技術對外授權或利用，所得權利金或授權則

由參與者共享，因而確保參與成員具有一定收入，增加參與事業投入技術研發、

創新之誘因，直接或間接降低個別事業之研發或經營風險，此等分散功能在新興

產業（諸如生技與電子商務產業）與小型企業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193 關 於 DOJ 於 1998 年 12 月 16 日 針 對 DVD 專 利 聯 盟 的 審 閱 函 ， 參 見

http://www.usdoj.gov:80/atr/public/busreview/2121.htm (accessed 5 August, 2009). 
194 以1991年柯達、Polaroid專利爭議案為例，柯達所付出之損害賠償金額即高達9億兩千五百萬

美元。”Kodak Settles with Polaroid”, N.Y. TIMES, July 16, 1991。專利等技術爭議所生成本，除

了一般的損害賠償、訴訟費用、法律專業人員聘僱費用外，尚需負擔技術鑑定、專利性質認定

等費用。 
195 Steven C. Carlson, supra note 1831, 382.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busreview/21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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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利聯盟不利於產業發展與限制競爭 

專利聯盟在諸多情況下雖然有利於產業技術發展及競爭秩序形成，但專利權

人之此一合作模式亦可能不利於產業發展、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例如：參與專利

聯盟者，可能為彼此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專利聯盟此一共同行為若進一步包含

價格、數量、生產技術或其他競爭因素之限制，即可能產生約束事業活動之效果，

因而降低參與成員之技術研發意願，構成競爭法之聯合行為；此外，若專利聯盟

所涉及之技術範圍與重要性相當可觀，則可能形成某種程度的技術障礙與壟斷，

對特定市場構成水平壁壘。 

1、形成專利卡特爾（patent cartels）與獨占地位 

專利聯盟雖有前述正面意義與促進競爭效果，但個別技術本身已具有智慧財

產權法律所賦予之獨占權與排他權，輔以專利聯盟之整合功能，往往容易形成專

利卡特爾，整體對外關係上乃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優勢，取得競爭法上

之獨占地位；專利聯盟參與者進而可能濫用此等獨占地位，對競爭秩序與消費者

因而產生不利影響。 

以互斥性專利為例，任一技術之單獨利用將不可避免的侵害到其他技術；若

權利人願意捨棄可能侵權部份，僅利用較小的技術範圍以避免爭議產生，亦無法

發揮該技術所能帶來之最大效益，下游事業或消費者亦無機會選擇最佳技術、產

品，僅能接受次級之技術或產品。因此，互斥性專利聯盟基本上具有競爭法上之

正面意義。惟從產業實務發展來看，下游廠商及消費者未必能藉由互斥性專利聯

盟而獲有利益，甚而常常因專利擁有人濫用權利、控制商品市場而受到不利益影

響。 

2、降低特定市場之競爭性 

專利聯盟之參與者在特定市場可能為具有某種程度的競爭關係，而透過專利

聯盟，參與者可共同對外決定權利金數額、決定價格、限制或維持交易價格，就

涉及技術或特定市場而言，形成某種程度的結合效果，降低專利聯盟參與者間之

競爭性196。 

3、對於技術創新與研發產生不利影響 

前述專利聯盟具有加速技術研發與應用之正面意義，但反過來說，專利聯盟

                                                 

196 Steven C. Carlson, supra note 1831, 382-387, 395-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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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能妨礙或降低參與者從事研發之意願。例如：專利聯盟參與者約定，任一成

員未來有新技術產生時，其他成員得以極低價格或無償取得該等技術之使用權。

又如專利聯盟對外授權所取得之權利金，由權利人平均分配。由於單一專利價值

為何，實難以鑑定，而個別專利對於特定商品之產出有多少貢獻，亦難以明確估

算，因此，實務上常約定專利聯盟之權利金為平均分配。惟此等約定亦可能產生

搭便車（free ride）效益，降低專利聯盟個別成員從事研發與技術創新之意願。 

此外，專利聯盟亦可能對未參與者產生妨礙或降低研發意願情事，特別是該

專利聯盟對外具有壓倒性之市場力量，形成一定程度的技術障礙與壟斷，此時未

參與專利聯盟者可能即無投入該技術研發或創新之意願。 

4、專利聯盟包含無效專利 

衡諸智慧財產權法制，主管機關決定特定技術是否應授與專利，乃公共政策

考量問題，蓋其賦予專利權人一定期間內之法律獨占權與排他權。若特定技術不

應受到專利法保護，卻經由專利聯盟方式擁有與專利權相同之獨占權與排他權，

實乃違反社會公益與智財權法之設置目的。 

專利權人透過專利聯盟與其他權利人達成某種程度之合作協議，其中若有特

定技術不應受到專利權或其他智財權保護者，專利聯盟之存在即會阻礙其他參與

者（可能與該無效專利權人存有競爭關係）爭執該專利之有效性。 

5、專利聯盟對外包裹授權（package license）所衍生問題 

專利權人整合各自擁有之權利成立專利聯盟，除了為方便成員間的技術利用

外，通常亦以包裹授權方式對外利用技術，以避免個別技術應用之繁瑣程序，授

權人與被授權人雙方均可獲益。已如前述，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認為，以

互斥性專利為標的之專利聯盟，對外為包裹授權者，基本上不會有競爭法虞慮，

蓋對於被授權人而言，以包裹授權方式取得技術不會產生不利影響197。 

惟對於被授權人而言，專利聯盟之所有技術是否均為其所需要，殊有疑義，

惟對於包裹授權之技術內容，被授權人往往並無過多協商空間，因而專利權人乃

以專利聯盟、輔以包裹授權，作為提高權利金的手段。據此，強制包裹授權往往

                                                 

197 惟如前所述，不同技術間為互斥性專利與否，存有認定上的困難。再者，所謂互斥性專利與

否，往往僅存在專利聯盟中之少數技術間，而非該專利聯盟全部由互斥性專利所構成。此外，

X技術與Y、Z技術具有互斥性專利關係，但對於被授權人甲而言，僅利用到Y技術，因而以X、

Y及Z互斥性專利所為之包裹授權，對甲而言即屬不必要，強而要求甲全盤接受，亦與競爭法

規範不合。Steven C. Carlson, supra note 1831,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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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較高非難性，亦難以認為仍屬智財權行使之正當範圍。專利聯盟若包含無效

專利或不受智財權保護的技術內容（例如：該技術不具備專利保護要件或其專利

保護期限已屆滿），且以包裹方式對外授權者，亦有競爭法疑慮。蓋此等包裹授

權對於專利聯盟之交易相對人即屬不公，其不僅被強迫接受無效專利，亦需就該

無效專利一併支付權利金。 

從競爭法規範之角度來看，以包裹授權對外利用專利聯盟技術，若符合下列

三要件者，則不會構成競爭法違反問題：（i）乃互斥性專利聯盟；（ii）包裹授權

所含技術對於多數被授權人而言乃必要者，亦即該等專利乃基礎專利或關鍵專利

（essential patents）；（iii）包裹授權所含技術均為有效及可實行（enforceable）者
198、199。 

6、專利聯盟涉及標準制定所衍生問題 

從美國產業實務發展歷程來看，有越來越多的專利聯盟具有制定標準

（standard-setting）功能，從扶植新興產業、促進產業發展、上下游廠商或消費

者便利性角度來看，制定標準基本上具有正面意義。反之，上下游廠商或消費者

亦可能因標準化制定後而喪失競爭技術或產品之選擇機會，僅能接受專利聯盟所

提供標的200。 

特定技術若已受到智慧財產權保護者，標準制定機關（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通常不會採納該技術作為技術標準，蓋標準制定機關基本上因持中

立立場，對於標準制定採取開放態度，不應標準制定後而使特定事業獲有利益。

然而技術擁有者卻可透過專利聯盟，產生事實上的（de facto）標準制定效果，

我國的CD-R專利聯盟案即為一例。專利聯盟結合技術標準之功能後，強化專利

權之排他性影響力，極可能因而在市場上形成獨占力量，其權利之行使方式或不

行使，甚易引發競爭法主管機關關注。 

                                                 

198 Steven C. Carlson, supra note 1831, 389-391. 
199 在審視包裹授權協議之適法性時，首先需判斷該整組授權技術是否可分開獨立者，若僅是為

多收取權利金，被授權人乃被強迫者，則非難性較高。其次需考慮授權人的市場力量如何，亦

即該包裹授權對市場秩序之影響情形。再者，整組技術授權是否會增加其應用效能，亦應一併

考量之。最後需瞭解的是，這樣包裹授權對授權人增加的利益為何、減少的利益又為何。參見

何之邁，整合專利包裹授權之聯合行為公平性探究，科技產業法務主管聯盟2001年3月2日會員

大會專題演講摘要。 
200 Steven C. Carlson, supra note 1831, 39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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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競爭法關於標準化技術授權之規範 

本章第一節已探討美歐國家之競爭法就專利授權的一般性執法標準；國外立

法例或重要報告有針對技術標準涉及之專利授權協議事宜，另為特別闡釋者。以

下則就技術標準有關授權協議之競爭法規範與適法性判斷標準，進一步探討之。 

一、美國立法例 

（一）美國 2007 年智財權報告201 

2007年美國智財權報告的第二章對於專利權納入標準的競爭法議題進行探

討，其內容包括聯合標準制定的競爭法議題及SSO如何減少或避免規格為關鍵專

利權所綁架的方式，以下僅與本研究議題相關之標準化技術授權內容進行介紹。 

1、背景簡介202 

標準的建立有許多不同途徑，通常商業聯盟會透過SSO來制定標準，任何公

司無論是否參與制定過程皆可使用被制定的標準。藉由標準之制定過程能避免標

準戰爭增加成本及時間的耗費，可實質減少公司及消費者進行規格轉換的成本，

從而亦有助於事業在相同規格下相互競爭，達到促進有效競爭及有益於消費者之

結果。反過來說，以商業合作方式制定標準會降低競爭及減少消費者的選擇，也

會潛在性的指引市場發展的方向，因此，法律實務對於標準制定的合作內容可能

引起的反托拉斯法議題十分敏感，包括了標準制定過程中的壟斷議題以及不當使

用標準以獲得超越對手的競爭優勢。 

2、參與標準制定涉及之聯合行為規範問題203 

SSO進行標準制定前的授權協議之競爭法適用問題，其重點在於該等合作是

否構成聯合行為（joint conduct）而違反休曼法第1條。易言之，競爭者彼此之間

進行聯合磋商，參與標準制定的事業彼此可能在特定市場具有競爭關係，因競爭

者合作制定標準會減少消費者選擇的機會，從而有違反競爭法之疑慮。關於此一

問題，FTC認為，應考慮此等標準制定行為有可能促進競爭而應以合理原則進行

                                                 

201 美國2007年智財權報告之初稿，由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王振儀同學整理。 
202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33-37 (2007). 
203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33-3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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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性檢視。 

惟FTC雖然以合理原則來檢視標準制定事前合作行為（諸如參與者事前共同

將標準相關專利授權SSO）之違法性，但SSO應謹記即便以標準制定為目的的事

前合作協議，若造成壟斷、減少競爭、統一價格等效果仍是當然違法。 

3、專利技術成為標準而具有排除競爭的力量204 

標準制定的智慧財產權相關反托拉斯法議題，包括了專利權人在其專利被

SSO納入標準後的可能的規格綁架行為。標準制定前各公司的技術彼此競爭，但

在標準選定後被選擇的標準技術在市場上可能無其他競爭對手可與之抗衡，因

此，專利技術的權利人就可能因為沒有競爭者而展現收取高額權利金的力量，此

種情形會使製造者將高額權利金轉嫁給消費者。 

易言之，當一個標準被採用後要轉換為另一個標準會耗費鉅額的成本，因

此，當專利技術被納入標準時，專利擁有者便取得獨占地位，被競爭技術取代的

可能性低，使該專利技術價值提高，造成規格綁架的情形。若發展新標準成本高

且耗時，可能會延宕生產。此外，轉換標準還要考慮現存產品對新標準的相容性

及相互運用性，甚至還可能需要貼補消費者轉換的不便。因此，一般來說轉換標

準的成本越高，專利持有者對外授權所能主張的權利金額就越高。 

若仔細審視被納入標準之專利技術內容，可以發現專利權人對外授權所主張

權利金之權利基礎，分別源自於技術本身及源自於被納入標準的價值，此二該專

利權獲得市場力量來源。因此，該技術在欠缺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下，

可能尚不足以創造技術擁有者的市場力量；但在智慧財產權之排他性保護下，另

有技術標準的加持，將使智慧財產權在市場上擁有排除競爭技術之獨占力量。 

4、利用SSO專利宣言之專利揭露義務來避免規格綁架205 

為了減少規則綁架的情形，部分SSO會以專利宣言（patent policy）206要求參

與成員揭露其擁有與標準相關之智慧財產權，並進一步要求參與者承諾若其有任

何與標準符合之智慧財產權，會以合理且不歧視（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RAND）條件授權給他人，抑或SSO為了減少規格綁架，會在決定標準前便要求

                                                 

204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37-40 (2007). 

205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42-45 (2007). 

206 關於專利宣言之性質，詳如本文下述。 



73 
 

參與者承諾特殊的授權條件。此處值得注意的是單方行為（unilateral conduct），
SSO的參與者若違反揭露義務，在其智慧財產權納入標準後要求實施標準者支付

權利金，FTC認為有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的可能。 

揭露義務有助於SSO決定標準，但部分SSO並沒有揭露的要求。有些SSO採

用明示揭露義務，也有些SSO採用默示的揭露義務。揭露義務的內容包括了既存

的專利、申請中的專利以及其他的智慧財產權，有時SSO也會要求參與成員檢視

其發明並申請專利。 

關於SSO揭露義務的優點及成本，FTC認為，事先揭露智慧財產權的存在可

使其他參與者獲得充分資訊進行標準制定前的決定，達到減少規格綁架的效果能

夠產生實質促進競爭的利益。但揭露義務也會產生成本及限制，揭露義務可能會

使標準制定的速度減慢，對於生命週期短的產業來說是更是成本極高。持有眾多

智慧財產權的事業遵守揭露義務的成本極高，甚至有可能因此而退出SSO。此

外，若是智慧財產權人因此選擇不加入SSO，反而導致揭露義務無助於解決規格

綁架的問題。 

過去十年，FTC介入數個違反揭露義務的案例，包括了Dell、Rambus以及

Unocol案宣告違反揭露義務會違反成FTC法案第5條造成不公平競爭現象207。 

5、利用專利宣言之RAND及無償授權避免規格綁架208 

雖然揭露義務讓SSO成員能夠事先得知既存專利技術的存在，但是規格綁架

的疑慮可能造成的授權問題仍被關注。SSO提出的解決辦法包括：於專利宣言要

求專利權人承諾RAND條款及無償之標準授權。易言之，SSO專利宣言所常見

者，乃要求參與者在知悉其所擁有之專利或技術被納入標準後，應於一定期間內

（諸如三個月內）同意，將以RAND或無償條件授權與技術標準之使用者209；所

同意之授權內容當然以非專屬（non-exclusive）授權為限。另外，有些SSO之專

利宣言進一步要求，前揭授權同意聲明乃不可撤回（irrevocable）210。 

                                                 

207 各該案件之介紹，詳如本文下述。 
208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45-48 (2007)；李素華，專利權與公平交易法之交錯-論技術標準涉及之專利

權行使與限制，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99-204，2008年12月。 
209 § 2.14.2 of the ISO/IEC Directives (Patent Policy); § 3.1.1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 6 of the ETSI IPR Policy (November 22, 2000); §10.3.1, § 10.3.2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 8.2, 
Annex A.1 of the JEDEC Manual of Organization and Procedure (December 2006). 

210 § 6 of the ETSI IPR Policy (November 22, 2000); §10.3.2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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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AND 及無償授權條款之內涵 

關於RAND條款有正反兩面看法，有認為RAND是有效解決規格綁架者，也

有認為RAND並非阻止專利濫用的安全港。RAND的難處是「合理」和「不歧視」

的定義。少數的SSO要求智慧財產權人在其智慧財產權被納入標準前承諾零權利

金授權，例如W3C（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要求所有的參與成員承諾零權

利金授權條款。有贊同零權利金者認為，此舉對於發展中的市場是最有效限制規

格綁架的方法，亦有認為零授權金條款不會造成參與市場的智慧財產權人競爭力

下降。但也有認為，零權利金授權者雖然有先發者優勢，但是這樣的優勢可能不

足以引發研發動機；強制性的零權利金授權最後可能造成買方壟斷的局面，剝奪

授權者藉由其智慧財產權獲利機會，並不符合智慧財產權鼓勵創新研發及賦予權

利人獲利機會之立法目的。 

針對RAND之內涵，學者認為應分別從公平、合理及非歧視條件審視。所謂

「公平」（fair）的授權條件，係指授權協商的程序應合理適當（due process），在

程序上兼顧雙方當事人之利益及可預期性211。授權條件「合理」（reasonable）與

否之判斷則是側重於結果，而非程序；亦即授權協商之結果是否對雙方當事人而

言乃可接受的（acceptable），各該事業亦能在此等結果下提供商品或服務212。「非

歧視」的授權條件所指者，不僅對SSO成員而言，甚而是對未參與SSO之事業，

亦應有等同對待。非歧視授權條件之意義不在於每一位被授權人享有完全相同的

授權條件與內容，而是各個被授權人在與專利權人進行協商時，授權條件之決定

基礎應為相同的213。 

從有效達成標準制定目的及落實標準應用之角度而觀，若專利權人不同意無

償或合理授權條件，SSO仍有機會考量是否採納其他替代技術214。另外，對於專

利權人而言，其所擁有的專利權若能為技術標準所涵蓋，代表該專利技術日後有

廣泛運用可能，從而亦能為專利權人帶來穩定的權利金及授權金收益；基於此等

利益考量，或可促使SSO參與者有足夠誘因及早就合理授權事宜為同意之意思表

示，進而有利於技術標準之制定215。 

                                                 

211 LARRY M. GOLDSTEIN & BRAIN N. KEARSEY, supra note 27346, 27. 
212 LARRY M. GOLDSTEIN & BRAIN N. KEARSEY, supra note 27346, 27. 
213 LARRY M. GOLDSTEIN & BRAIN N. KEARSEY, supra note 27346, 27-28. 
214 ETSI的專利宣言明確揭示，若專利權人拒絕授權，技術標準制定小組應尋求替代技術，參見

§ 8.1.1 of the ETSI IPR Policy (November 22, 2000)。 
214 § 3.2 of the ETSI IPR Policy (November 22, 2000). 
215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at 4; Kamiel J. Koelman, 

supra note 267, 838。惟不可否認的，專利權人若認為其所擁有之專利具有技術上的重要性或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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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體運作上，SSO無權限干預專利權人之權利行使，SSO工作小組及會議

不僅不會就RAND內容進行討論216，專利權人原則上亦無義務在工作小組中揭露

其具體授權條件217；關鍵專利權之RAND授權條件及內容，是在SSO運作外，由

技術需求者與專利權人進行授權協商。據此，SSO就專利授權之角色，僅是及早

賦予及鼓勵SSO成員（亦即專利權人）同意以RAND授權專利技術，諸如確保SSO
成員充分瞭解專利宣言內容及向專利權人闡明同意授權之優點，進而加速所制定

標準在產業界之具體落實218。另外，SSO在公告技術標準同時，亦會註明該標準

涉及專利技術及專利權人同意RAND授權事宜，且表明SSO對於專利權之有效性

及專利權行使方式未採取任何特定立場219。 

（2）RAND 及無償授權條款涉及之競爭法規範 

為標準所涵蓋之關鍵專利，往往攸關標準能否被廣泛使用、上下游產業能否

在該標準的基礎上建立良性競爭環境，競爭法主管機關通常樂見專利權人在標準

制定前或後，同意將其專利技術授權他人實施；競爭法主管機關甚而認為，基於

技術標準實施之效率及利於授權協商之進行，SSO應在標準制定完成前，亦即專

利技術取得市場經濟力前，先促使專利權人同意以RAND條件授權220。 

另外，從競爭法角度來看，關鍵專利權人若能事前表態是否同意無償或

RAND授權，或聲明其授權契約中限制性最高之條款（the most restrictive terms），
諸如欲主張之最高權利金數額（the maximum royalty rate）221，此舉亦可有效促

                                                                                                                                            

勢性，且SSO所制定之標準無法迴避其專利權，抑或無其他替代技術存在時，可能就不會同意

無償或RAND授權，而欲尋求標準制定後更龐大的授權利益。 
216 § 2.14.2 of the ISO/IEC P Directives (Patent Policy);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at 4; §10.3.4, § 10.3.2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從實際面來看，代表

事業參與SSO者，通常為技術領域之專家或技術人員，往往未擁有進行專利授權協商之法律或

經濟專業知識及權限，因而亦不宜在SSO會議決定RAND之條件或內容。§ 4.1 of the ETSI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ptember 1, 2004); Robert A. Skitol, Concerted Buying Power: Its 
Potential for Addressing the Patent Holdup Problem in Standard Setting, 72 ANTITRUST L. J. 727, 
734 (2005). 

217 § 2.2 of the ETSI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ptember 1, 2004). 
218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at 5, 6. 
219 § 3.1.3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 7.1, § 7.2 of the ETSI IPR Policy (November 22, 

2000) ; § 8.3 of the JEDEC Manual of Organization and Procedure (December 2006). 
220 Para. 225 of the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 (OJ C 101, April 27, 2004, p. 2-42); Roland G. Zahn, Normung und technische 
Schutzrechte, GRUR 1980, 157, 159 (1980). 

221 諸如VITA之專利宣言，其要求關鍵專利權人在揭露專利及同意RAND授權同時，必須告知欲

主張之最高權利金數額；VITA亦鼓勵關鍵專利權人能儘早提出日後欲採行之專利授權契約

書。§ 10.3.2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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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關鍵專利權與替代性技術間之良性競爭。蓋各個替代性技術之權利人揭露其授

權條件後，SSO及其成員可綜合考量不同技術間之技術優劣、授權限制條款或其

他商業條件，選擇最妥適的技術內容，例如：決定採納技術品質雖非最佳、但授

權成本最低者作為標準222。反之，若所揭露之授權條件內容不足，SSO及其成員

往往較難預期技術標準之實際使用可能，或容易因關鍵專利權行使而造成所制定

之標準無法為市場參與者使用或接受。 

惟應注意者為，競爭法雖鼓勵專利權人事前揭露可能之授權條件，但仍不宜

因此而剝奪專利權人及其他被授權人對於個別授權條件、權利金數額之協商自由
223。 

（3）RAND 及無償授權條款不得扼殺創新研發誘因 

專利制度之本旨在鼓勵創新研發，因而賦予發明人一定期間之排他權，以使

其能透過專利實施方式獲得報酬。此一基本原則，亦應同樣適用於被納入標準之

專利技術224；如同歐洲電信標準制定組織ETSI在專利宣言之揭示：SSO成員應享

有智慧財產權制度所賦予之權利及利益，包括拒絕授權之權利（right to refuse the 
granting of licenses）225。因此，本文認為，專利宣言對於SSO參與者所做之無償

授權或RAND要求，其主要功能及重點應在於，使關鍵專利權人「同意授權」、「同

意第三人近用專利技術」或「防止專利權人禁止他人實施標準相關之專利技術」
226。至若是否使第三人無償使用、具體之授權條件及內容為何，仍應於個案留待

專利權人與技術需求者協商；SSO或專利宣言本身不宜不當限制專利權之行使，

抑或介入產業界之授權實務227。 

                                                 

222 Thomas O. Barnett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DOJ Business Review Letter, October 30, 2006, 
at 9. 

223 Para. 225 of the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 (OJ C 101, April 27, 2004, p. 2-42); LARRY M. GOLDSTEIN & BRAIN N. KEARSEY, supra 
note 27346, at 36. 

224 § 3.2 of the ETSI IPR Policy (November 22, 2000). 
225 § 1.1 of the ETSI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ptember 1, 2004). 
226 相同見解，Joseph Scott Miller, supra note 38, 358, 363。Miller尤其強調RAND在專利實務之重

要性，認為只要關鍵專利權人已先承諾RAND授權，即可免除日後其以禁止令（injunction）限

制標準實施者近用專利技術之風險。Id., 374-378. 
227 惟SSO是否應涉入授權實務而決定RAND之授權條件、促使RAND內容更為具體，學者間有不

同看法；有批評現行SSO僅要求參與者事前為RAND授權承諾而放任專利權人及技術需求者協

商授權條件之作法。參見Joseph Scott Miller, supra note 38, 357-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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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無償授權對於創新研發誘因之影響 

本文認為，參與SSO或技術標準制定程序，不代表專利權人日後即不能行使

權利及主張權利金，部份SSO在運作上課以關鍵專利權人承諾無償授權之義務，

諸如VITA的專利宣言規定，成員若未揭露關鍵專利或事先表明其欲主張之專利

授權條件，即生同意無償將專利技術授權第三人之法律效果228。對於此等限制專

利權行使之專利宣言，本文持保留態度。 

以研發型事業（諸如Rambus）為例，積極研發、使研發成果獲得專利權保

護及將專利授權下游製造商以收取權利金，乃研發型或技術服務類事業之經營模

式與收入來源。若僅因該事業為SSO成員或曾參與技術標準制定過程，即使其不

能行使專利權或主張權利金，絕非妥適之競爭政策，亦違背智慧財產權制度鼓勵

創新研發、賦予先驅發明人研發誘因之意旨；甚者，無償授權措施無疑是對技術

創新者（innovators）之不當處罰，剝奪其透過授權回收研發投資之機會229，其

結果可能使擁有關鍵專利權之事業，對於參與SSO及標準制定活動避而遠之230，

最終亦不利於SSO運作。 

整體法律制度適用之結果，不應發生智慧財產權法鼓勵發明人或創作人而賦

予一定期間之排他性權利，並使其可獲得經濟上利益，但另一方面又透過競爭法

處罰率先有具體研發成果及取得智財權保護之發明人或創作人231。 

（ii）RAND強制授權對於專利權人競爭地位之影響 

即便是有償授權之情況，亦即要求關鍵專利權人事前同意RAND授權條件，

在性質上亦對專利權人構成強制授權之要求。衡諸專利法的強制授權制度232，僅

限於特定事由及依循特定程序後，始能由專利專責機關作成決定，因而其適用是

審慎的；部份國家諸如美國，在專利法甚而無強制授權制度233。另外，競爭法雖

                                                 

228 § 10.4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229 Johann Verbruggen & Anna Lõrincz, a.a.O. (Fn. 267), 821. 
230 Sören Delf, a.a.O. (Fn.38), S. 187. 
231  Giovanni B. Ramello, Copyright and Antitrust Issues, 

http://papers.ssrn.com/SSRNonlineimages/Stanford_dow_over.gif (accessed 10 November, 2007), at 
14; Kamiel J. Koelman, supra note 267, 831. 

232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76條至第78條。 
233 美國國會認為，發明人在取得專利權後可能因發明實施之商業利益有限、市場上已有更便宜

或更高品質之商品或服務、原材料無法以合理價格取得或專利權人欠缺資金等各種因素，因而

無法或不願意實施專利；基於財產權之確保及安定性，避免專利權人輕易失去排他性權利，因

而於1978年刪除專利法之強制授權規定。劉珮玟、許智誠，論專利權之強制實施-制度析述，

經社法制論叢，第4期，頁267，1989年7月。 

http://papers.ssrn.com/SSRNonlineimages/Stanford_dow_over.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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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強制授權更正反競爭行為及作為恢復市場競爭秩序之手段234，但適用上亦為

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判斷個案事實後所作成之行政處分。因此，建立於私法關係及

僅具契約拘束力之SSO與專利宣言235，欲對關鍵專利權人課以RAND強制授權義

務，應有更審慎之考量與合理性基礎。 

考量RAND合理性之另一個不可忽略事實在於，專利宣言之RAND要求，係

使SSO成員事前同意RAND授權條件，其代表專利權人負有義務，將研發成果與

競爭對手分享，使競爭對手與其處於相同的技術基礎236，蓋在私法關係下所運作

之SSO，其成員乃特定市場之參與者，彼此間往往有競爭關係，因而高度關切所

制定標準及產業未來將廣泛使用之技術內容237。SSO以契約關係強制關鍵專利權

人將專利技術授權競爭對手，某種程度實已脫溢專利制度賦予專利權人排他性權

利、決定是否行使權利或權利行使對象之內涵。 

據此，不論是競爭法主管機關或SSO以RAND授權條件限制專利權之行使

時，仍應考量其正當性，避免過度介入個案之授權協議而扼殺智財權制度所欲建

立之創新研發本旨。 

6、利用事前授權減少規格綁架 

若是專利宣言的揭露義務及RAND授權條款皆不足以避免規格綁架的情

形，有SSO成員在參與FTC公聽會過程，提出智慧財產權人應該事先承諾比RAND
更佳的授權條件。這樣的事前授權可以是雙邊或是多邊SSO成員之間的協商。 

有經濟學家認為，能以最低成本進行生產應被納入標準選擇的依據，因此，

SSO參與者會期待在標準制定前就確定應付出的權利金數額，經濟學家提出拍賣

式的標準選擇模式，認為各個智慧財產權人以出價的方式提出其智慧財產權人被

納入標準後收取的權利金數額，進而使SSO可選擇最經濟實惠的技術納入標準。

但也有認為，此作法會使標準制定程序緩慢、參與成本提高，甚至可能有競爭法

上的疑慮。 

                                                 

234 在我國應屬公平法第41條第1項更正措施之一。 
235 從而本文認為，技術標準制定參與者應負擔之關鍵專利揭露義務、事前同意授權等內容，應

隨著SSO為私人組織或由政府機關所主導，而有不一樣的拘束力與效果。 
236 Joseph Scott Miller, Standard Setting, supra note 38, 355. 
237 Matthew N. Kriegel, supra note 38, 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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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前授權協議之困難238 

SSO成員都期待標準制定透明化，但增加的行政成本以及時程延宕又讓SSO
成員對事前協商卻步。目前的情況是，參與SSO的事業著重在選擇適宜作為標準

的技術，而不是協商授權條件，多邊的事前授權協商需要事前授權協商需要各參

與者完全的投入，包括律師、行銷及市場人員都要參與標準制定過程，成本高又

耗時，致使事業參與標準制定之意願下降。 

（2）事前授權的反托拉斯議題239 

在標準制定前由智財權人與標準近用需求者先進行授權協商，美國FTC對此

等行為之評價如下。 

（a）不當協商下游商品或服務之價格：假意的多邊事前授權協議可能會造

成不正當的無償統一定價（price-fixing），反而對競爭秩序產生嚴重傷

害。FTC及法院都認為，SSO在技術標準制定過程給予製造者與智財

權人協商事前授權協議，反而可能導致當事人在不易被察覺的情況下

討論下游商品或服務價格，進而達到價格壟斷的效果。此等行為與競

爭法規範意旨不合。 

（b）群體購買力量：SSO制定標準可以達到促進競爭的效果，因為價格低

廉、增加消費者選擇及改進品質。當SSO沒有反競爭的限制規則時，

可以用合理原則評估SSO減少智慧財產權人以規格綁架未來標準使用

者的行為是否違法。以合理原則進行判斷，可發現事前授權協議可以

是合法的，因為事前授權協議只是削減了標準帶給專利權人的市場力

量。FTC發現，在多數的情況SSO將事前授權條款建構為標準制定程

序的一部份，以避免事後規格綁架的情形，可以達到促進競爭的效果，

這也是合理原則考慮的重要因素。另外，事前授權的討論會造成價格

競爭，替代性的技術間能彼此競爭。專利權人選擇參與標準定過程時，

會和其他專利技術、公共領域技術在技術價值、價格以及其他授權款

項相互競爭納入標準。事前授權討論增加SSO關於授權條款的認識而

可以促進競爭，並且可以增進標準決定的品質，除非專利技術的價格

在標準制定前已經知曉，否則價格與技術價值之間無法進行交易。然

                                                 

238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50 (2007). 

239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50-53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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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前聯合授權協議可能會增加競爭法上的疑慮，若是除了特定專

利技術外沒有任何技術能被納入標準，專利權人的市場力量不會因為

專利被納入標準而增加，則被授權人要求事前授權協議可能不合理。

在這種背景下，事前授權造成潛在被授權人不維持競爭，反而減少競

爭。 

（3）小結240 

部分的SSO對於讓價格成為標準制定過程的一部份感到猶豫。這些SSO不允

許擁有專利公司事前單向的授權，也不允許其成員間就授權條款進行討論。一定

程度上這樣的禁止是基於事前授權協議的當然違法性（illegal per se），但忽略了

應該將促進競爭的因素放入考慮。事前的授權資訊可以幫助減少既有揭露義務以

及RAND無法解決的規格綁架情形。因為有強烈的促進競爭潛力，所以FTC會以

合理原則來檢視事前授權行為是否違反反托拉斯法。 

首先，智慧財產權人的自願以及單向揭露其授權條款，包括權利金比例，不

是休曼法第1條規範的聯合行為，在把技術銷售給SSO成員前進行的單向價格宣

布不是排除競爭行為，也不違反第2條。其次，任一SSO成員和智慧財產權人在

SSO以外的雙向事前授權協議也不會有反托拉斯法的疑慮，因為智慧財產權的擁

有人只是和單獨的買家進行協商。再者，SSO在決定標準前減少規格綁架的聯合

行為不是當然違法。FTC會用合理原則來評估允許買家（潛在的標準被授權者）

和賣家（相互競爭的智慧財產權人）締結事前授權的聯合行為。這樣的聯合行為

有多樣化的形式包括了聯合事前授權協商或是SSO要求智慧財產權人公布智慧

財產權被納入技術後預期的或是最高的授權條件。 

若是智慧財產權人利用事前授權討論掩蓋無償授權協議，則智慧財產權人和

被授權方都會被認為是當然違法。同樣的，標準制定程序的事前授權討論提供

SSO成員統一定價的機會也是當然違法。除了討論購買標準需要的技術外，FTC
認為競爭關係的製造者販售統一定價的商品是當然違法。 

FTC不認為，SSO需要在標準制定過程中提出授權討論。合法授權的討論若

延伸到危險的反托拉斯領域中，可能會阻擋某些團體加入。此外，完全合法的事

前授權協議是不具有生產性也太耗時費力。要求事先承諾授權條款可能會導致某

些智慧財產權人不願參與標準制定，使標準制定過程反而缺乏那些具有專門技術

的智慧財產權人參與。 

                                                 

240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53-5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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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C對於SSO事前授權協議目前沒有任何立場，但承認在標準制定過程的事

前建立授權條款的聯合行為不絕對是當然違法。這樣的行為可能會減少規格綁架

的情況，因為有促進競爭的潛在利益，所以FTC會用合理原則判斷事前授權的聯

合行為違法性。 

7、其他可能降低規格綁架的因素241 

除了SSO本身的揭露義務、RAND授權協議等規則外，也有其他可能減少規

格綁架的因素。首先，違反揭露義務的公司會在同業間喪失商譽，使其他公司的

合作意願下降。但此因素效用有限，在某些情況下標準制定仍然必須與曾有不良

紀錄的廠商合作。其次，專利所有權人會試圖在SSO程序外影響標準的決定，例

如：與特定公司簽訂事前授權協議，這樣的動作若被SSO得知，則專利所有權人

的技術被納入標準的可能性會大減。 

另外，智慧財產權人的技術若被納入標準，其本身就有先發優勢（first-mover 
advantage），若是生產並銷售使用標準技術的產品可以獲得大於收取授權金的利

益，則規格綁架的情形會大減。最後，若公司擁有為數眾多智慧財產權，抑或被

選入標準的專利權人若有大量的交互授權協議，也可減少規格綁架的情況，但這

並不適用在智慧財產權數量較少的公司。 

（二）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實務 

1、關於技術標準制定之商業審閱函 

DOJ在2006年10月30日針對VITA（VEMbus International Trade Association）
的商業審閱函242已經明確揭示，DOJ暫時無意就SSO專利宣言中涉及之專利授權

規範採取執法行動，蓋促成技術標準之建立在本質上乃有益於競爭秩序之形成。 

同於VITA商業審閱函之意見，DOJ於針對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nc.）之商業審閱函243中清楚揭示，SSO僅在程序上要求關

鍵專利權人同意，日後該專利技術將以無償（royalty-free）或公平合理且非歧視

                                                 

241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40-41 (2007). 

242 Letter from Thomas O. Barnett, Assistant Attorney Gen., U.S. DOJ, to Robert A. Skitol, Esq., 
Drinker, Biddle & Reath, LLP, 30 October 2006. 

243 Letter from Thomas O. Barnett, Assistant Attorney Gen., U.S. DOJ, to Michael A. Lindsay, Esq., 
Dorsey & Whitney LLP, 30 April 2007,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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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free,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terms, RAND）244授權技術標準之使

用者245，抑或先揭示其授權契約中限制性最高之條款（ the most restrictive 
terms），諸如欲主張之最高權利金數額（the maximum royalty rate）246，並無競爭

法違反之疑慮，反而能促進關鍵專利權與替代性技術間之良性競爭。因此，在SSO
運作過程或標準建立過程，未直接由SSO干預具體的授權條件，仍使專利權人與

技術需求者日後自行協商授權條件，SSO之功能僅在建立標準及促成標準形成後

當事人之授權協商，競爭秩序未因此而受到不利影響。 

從2002年DOJ針對3GPP專利聯盟之見解，到2006年VITA及2007年IEEE之商

業審閱函內容，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均一再強調，SSO不直接涉入具體授權條件

之重要性，尤其是關於具體之授權金或權利金數額；專利權人及技術需求者在標

準建立後是否仍保有授權協商之自由，應為競爭法主管機關審視適法性之重要基

礎之一。 

2、標準有關專利權不當行使之個案247 

本文以下討論近十年來，FTC介入技術標準有關專利權行使之個案，特別是

與前述之SSO專利宣言有關者。以下先討論專利宣言之意義、技術標準參與者之

揭露義務涉及的競爭法規範問題；另外，基於鼓勵創新研發之專利法角度，亦不

容競爭法主管機關忽略，一併於下探討之248。 

                                                 

244  學說上亦有稱為RAND授權條件，亦即合理且不歧視之授權條件（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terms, RAND）。 

245 § 2.14.2 of the ISO/IEC Directives (Patent Policy); § 3.1.1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 6 of the ETSI IPR Policy (22 Nov.2000); §10.3.1, § 10.3.2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 8.2, Annex 
A.1 of the JEDEC Manual of Organization and Procedure (Dec.2006). 

246 諸如VITA及IEEE之專利宣言，其要求關鍵專利權人在揭露專利及同意RAND授權同時，必須

告知欲主張之最高權利金數額；VITA及IEEE亦鼓勵關鍵專利權人能儘早提出日後欲採行之專

利授權契約書。§ 10.3.2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247 以下內容，整理自李素華，專利權與公平交易法之交錯-論技術標準涉及之專利權行使與限

制，第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85-199，2008年12月。 
248 競爭法限制智慧財產權行使之個案近年來時有所聞，尤其是美國FTC針對標準有關之專利權

行使有相當程度的介入（諸如本文以下討論之個案），惟值得注意的是，有越來越多的智慧財

產領域學者開始從專利法角度捍衛智財權人各該行為之正當性，認為競爭法主管機關管制智財

權權利行使行為同時，應考量智財權法律（諸如專利法）之立法目的。參見德國專利法權威學

者新近之文章：Joseph Straus, Patentanmeldung als Missbrauch der marktbehrrschenden Stellung 
nach Art. 82 EGV, GRUR Int 2009, 94；美國學者見解包括：LARRY M. GOLDSTEIN & BRAIN N. 
KEARSEY, Technology Patent Licensing: An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on 21st Century Patent 
Licensing, PATENT POOLS AND PATENT PLATFORMS 38 (2004); Maurits Dolmans, supra note 343, 181, 
182; David J. Teece & Edward F. Sherry, The Interface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Antitrust Law: Standards Setting and Antitrust, 87 MINN. L. REV. 1913 (2003); Robert M. Webb, 

 



83 
 

（1）專利宣言之意義 

為了避免受限於特定專利權之規格綁架結果，確保所制定的標準能由技術需

求者廣泛使用，SSO在內部通常會採行專利宣言。 

專利宣言所欲達到之目的在於，及早發現標準可能涵蓋之專利技術與確保專

利權人同意授權，以利標準制定程序之進行與標準實施249；從而專利宣言可謂在

公眾實施技術標準之需求與智財權人之權利行使間，尋求平衡250。歸納而言，專

利宣言之主要內容乃要求SSO參與者揭露與技術標準相關之專利權或申請中專

利，並表明日後是否及如何行使該等權利。關於專利宣言之性質，學說251及SSO
實務運作252大抵認為，其屬私法規範（private ordering），亦即事業在參與SSO時，

專利宣言乃參與契約之一部份，因而對於SSO參與者發生私法契約之拘束力。據

此，若SSO之專利宣言明訂，參與者未履行關鍵專利之揭露義務，日後若專利技

術被納入標準，其法律效果乃標準使用者能以無償授權方式實施關鍵專利。於此

情況，事業一旦同意加入該SSO，在契約關係上即負有專利宣言所課以之無償授

權義務253。 

另外，有認為254特定專利技術屬於標準之內容時，在專利權人與技術實施者

間可謂成立默示授權（implied license）之關係。再者，SSO參與者若違反專利宣

言而於日後行使關鍵專利權時，可能受到專利法上的禁反言（equitable estoppels）
或誠信原則255之限制。例如：事業參與技術標準制定過程，本於誠信（on a bona 
fide basis; make a good faith）而聲明無相關專利權或無行使權利之意願，日後若

                                                                                                                                            

There Is a better Way: It’s Time to Overhaul the Model for Participation in Private Standard-Setting, 
12 J. INTELL. PROP. L. 163 (2004).  

249 § 1.1 of the ETSI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ptember 1, 2004); § 10.1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250 § 1.1 of the ETSI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ptember 1, 2004). 
251 Mark A. Lemle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 90 CAL. L. REV. 

1889, 1910-1912 (2002); Joseph Scott Miller, Standard Setting, Patents and Access Lock-In: RAND 
Licensing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40 IND. L. REV. 351, 360 (2007). 

252 § 12 of the ETSI IPR Policy (November 22, 2000)。由國際間重要的技術標準制定組織ISO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 及 IEC （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 所 制 定 之 技 術 標 準 ， 亦 屬 自 願 性 的 契 約 履 行 及 遵 從 ， 參 見

http://isotc.iso.org/livelink/livelink/fetch/2000/2122/3770791/customview.html?func=ll&objId=3770
791&objAction=browse (accessed 10 November, 2007). 

253 §10.4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254 Mark A. Lemley, supra note 38 1918-1926. 
255 我國專利法及實務雖無禁反言原則，但應可從民法第148條誠信原則規定得到支持：權利之行

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第1項）。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

信用方法（第2項）。 

http://isotc.iso.org/livelink/livelink/fetch/2000/2122/3770791/customview.html?func=ll&objId=3770791&objAction=browse
http://isotc.iso.org/livelink/livelink/fetch/2000/2122/3770791/customview.html?func=ll&objId=3770791&objAction=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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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該聲明而向技術實施者主張侵權或要求權利金時，技術實施者可以禁反言或

誠信原則抗辯。 

以下就國外重要SSO，包括ANSI（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ISO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 及 IEC （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ETSI（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VITA Standard Organization及JEDEC（Joint Electron Device Engineering 
Council），歸納其專利宣言中涉及專利權行使之內容，並從新近國外競爭法主管

機關處理之技術標準個案，討論SSO參與者違反專利宣言而被競爭法主管機關非

難之各該行為態樣，並試著從專利法角度檢視該等行為之妥適性。 

（2）聲明未擁有關鍵專利權或同意不行使專利權 

（i）專利宣言之內容 

衡諸SSO之專利宣言，有要求參與者在決定或同意SSO所選定之技術作為標

準前，應聲明（disclaimer）未擁有及未預期會擁有關鍵專利權256。在具體適用

上，可能是SSO或工作小組選定技術將進行表決程序前，參與者應為該等聲明；

抑或是SSO在例行性的會員通訊資料中，促使參與者履行揭露義務257；另外，SSO
參與者就研擬中的標準提出技術建議同時，亦可能就被課以揭露關鍵專利之義務
258。應揭露之關鍵專利應涵蓋國內外專利權，參與者應告知SSO之資訊包括專利

權人及專利名稱、專利字號、專利權人之聯絡資訊、准予專利之國家、該等專利

與所制定標準具有關連性之資訊259，必要時亦應提供相關文件。惟對於參與者所

揭露之關鍵專利資訊，SSO僅在內部保存及對外公告260，原則上不主動確認所揭

露之資訊是否正確、關鍵專利是否有效，亦不主動展開專利檢索以確認是否有其

                                                 

256 § 3.1.1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 4.1 of the ETSI IPR Policy; § 2.14.2 of the 
ISO/IEC Directives (Patent Policy); § 10.2.1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VITA的專利宣言明訂，成員若未揭露關鍵專利，即乃同意該專利技術將以無償授權方式使第

三人使用。§ 10.4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257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at 3; § 10.2.3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 5.1 of the JEDEC Manual of Organization and Procedure (December 2006)。ETSI
之具體作法為，標準制定工作小組之會議均以Call for IPRs為開始程序，亦即在會議進行前，

由主席以書面或口頭形式，提醒及鼓勵ETSI成員揭露關鍵專利權與履行其他專利宣言明訂之

義務。§ 2.3.2, § 2.3.3 of the ETSI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ptember 1, 2004). 
258 § 10.2.3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259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at 3-4; § 10.2.2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260 § 3 of the ETSI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ptember 1,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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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關鍵專利261。 

從SSO運作及技術標準制定程序來看，若能及早使參與者揭露關鍵專利及聲

明其權利行使之限制，可使標準制定與程序進行更有效率；該等揭露亦能使其他

SSO參與者有更多的時間與機會評估，是否將專利技術納入標準，甚而先與專利

權人進行合理授權條件之協商事宜262。 

SSO在制定技術標準時，雖然儘可能的避免納入關鍵專利，但SSO的專利宣

言通常亦明確表示，不因特定技術已受到專利權保護而排除之，只要基於技術考

量有選定為標準之合理基礎，仍可能決定關鍵專利為技術標準263。 

（ii）Dell參與VESA技術標準案 

1992年VESA技術標準協會（Video Electronics Standards Association）制定了

電腦硬體的VL-bus標準，其主要功能在整合CPU及其周邊設備的傳送指令，對於

電腦及周邊設備製造商而言，只有在不同商品內容能彼此相容之情況，始能增進

商品效率與銷售量。Dell代表者在參與VESA技術標準制定過程曾聲稱，就VL-bus
標準並未掌握任何專利權；但當VL-bus標準廣泛為電腦製造商使用，且個人電腦

銷售量達一百四十餘萬台時，Dell開始向VESA成員行使其於1991年獲准之專利

權。 

對於Dell之前揭行為，FTC認為Dell不當誤導VESA，使VL-bus成為技術標

準；Dell企圖搭技術標準制定之便，利用專利權所賦予的排他性來妨礙市場競

爭。Dell故意未揭露擁有關鍵專利權，FTC基於此一事實認定Dell有濫用獨占地

位之主觀意圖，而故意隱瞞關鍵專利進一步導致日後的獨占地位濫用結果。FTC
認為，Dell之不當行為對競爭秩序產生不利影響，包括關鍵專利近用問題懸而未

決將阻礙產業界接受VL-bus標準及妨礙技術標準之廣泛使用可能；VL-bus標準之

市場接受度不明，將增加VL-bus標準之應用成本及開發競爭性技術之支出，甚而

降低事業日後參與技術標準制定之意願。 

                                                 

261 § 3.2.1 of the ETSI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ptember 1, 2004). 
262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at 3. 
263 參見§ 2.14.1 of the ISO/IEC Directives (Patent Policy); § 3.1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 § 8.2 of the JEDEC Manual of Organization and Procedure (December 2006)。但依據

ISO/IEC的專利宣言，僅在例外狀況始會選定專利保護之技術為標準。 
基於競爭法考量，SSO亦不宜因特定技術已受到專利權保護而當然排除之。蓋SSO參與者通常

包含特定市場之參與者，不論是否具有競爭關係，若以群體力量排除優異的專利技術而不選為

標準，可能會構成杯葛之聯合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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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最後由美國FTC與Dell達成協議收場，Dell承諾對於事業使用VL-bus標
準而構成專利實施之行為，不會主張專利權；就Dell參與技術標準過程中未揭露

之專利權，Dell亦同意不行使之。 

（iii）競爭法之規範 

專利權人雖享有一定期間的排他性權利，亦即對於未經同意而實施專利技術

之第三人，專利權人得禁止之264。惟專利制度僅賦予率先投入研發而有具體智慧

財產成果者能主張排他權，並無意創設權利人在市場上的獨占性（monopoly）；
單純擁有專利權之事實不代表擁有市場力量，專利權行使亦不等同於獨占地位之

濫用行為，此乃目前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及學說之見解265。蓋專利權之權利行使

方式與一般財產權並無不同，擁有此等權利並不當然對市場競爭秩序產生不利影

響，甚而其本質上乃有利於競爭秩序之形成與發展266，因此，應以相同的競爭法

標準來審視其適法性。 

惟專利保護之技術若被納入標準，專利權人所享有之權利內容，則由排他權

進一步擴展為獨占權或優勢地位267。由於市場參與者必須使用SSO所制定之技術

標準，採用不同標準之商品或服務往往無法與上下游其他商品或服務相容，難以

為市場所接受，因而必須取得關鍵專利之授權以實施專利技術。另外，在標準涵

蓋下，關鍵專利技術成為通用技術，與其具有競爭關係之其他技術無法與之抗

衡，關鍵專利權人在特定市場因而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具有可排

除競爭之能力268。惟同樣的，在競爭法主管機關眼中，單純獲得或擁有獨占力量，

亦不具有非難性，例如：因較高超之技巧（superior skills）或先見之明（foresight）
而取得市場力量。競爭法所欲禁止者，乃不當掠奪獨占地位或濫用獨占地位之行

為。 

                                                 

264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56條規定：物品專利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

意而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品之權（第1項）。方法專利權

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使用該方法及使用、為販賣之要約、販

賣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方法直接製成物品之權（第2項）。 
265 參見美國FTC及DOJ於1995年頒布之反托拉斯法智慧財產授權行為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Section 2.2、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

案件處理原則（以下簡稱「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三點。 
266 關於專利法與競爭法之關係，參見楊宏暉，創新誘因的維護與競爭法規範-以專利拒絕授權為

例，公平交易季刊，第12卷第2期，頁74以下，2004年4月。 
267 Kamiel J. Koelman, An Exceptio Standardis: Do We Need an IP Exemption for Standards?, IIC 

2006, 823, 825-826 (2006); Johann Verbruggen & Anna Lõrincz, Patente und technische Normen, 
GRUR INT 2002, 815, 820 (2002). 

268 參見我國公平法第5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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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SO情況，專利權人若於標準之制定過程，以不當方式使其專利技術被納

入，即可能構成以不當方式獲取市場經濟力之獨占地位濫用。美國FTC在Dell案269

認定，SSO參與者若刻意隱瞞擁有關鍵專利之事實或未充分揭露，日後又積極行

使其專利權，構成反托拉斯法所禁止之獨占地位濫用270。 

（iv）專利法及實務觀點 

不論是從競爭法觀點，甚而是基於權利行使應符合誠實信用原則之基本法

理，SSO成員若有故意隱匿或惡意而未揭露其擁有關鍵專利權之事實，乃試圖設

下專利圈套（patent ambush）、操控（manipulate）技術標準制定活動，確實具非

難性271。惟從專利法及實務觀點而論，為履行關鍵專利之揭露義務，SSO成員勢

必需進行相關專利之檢索與鑑定。從而本文認為，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判斷SSO參

與者是否構成獨占地位濫用時，應考量專利檢索（patent search）及鑑定之困難

與既有專利制度之公開機制，審慎認定專利權人是否具有違法之惡意。 

（a）專利檢索及鑑定之困難 

雖則諸多SSO之專利宣言揭示，要求SSO成員揭露關鍵專利權，不等同於使

其負有義務，就自己或其他人之專利檔案（patent portfolio）進行專利檢索272。

惟本文認為，若不進行技術比對及專利檢索，何能確認SSO參與者是否擁有與所

欲制定標準相關之專利權、所擁有專利技術之權利範圍或內容與所欲制定的技術

標準有無關連，從而SSO成員在某種程度上，仍應為一定的專利檢索與鑑定工作
273。 

從智慧財產權之管理實務可知，專利檢索及認定系爭技術之實施是否為特定

專利權所涵蓋，必需綜合判斷圖式、發明說明、摘要、申請專利範圍及其各請求

項（claim）、請求項之釋義（claim interpretation）、文字之文義解釋274；均等論

                                                 

269 FTC File No. 931 0097 (1995); Dell Computer Settles FTC Charges, Won’t Enforce Patent Rights 
for Widely Used Computer Feature, http://www.ftc.gov/opa/1995/11/dell.shtm (accessed 10 
November, 2007). 

270 15 U.S.C. § 2. 
271 Edward G. Biester III, Ground Ruled and Hot Topics in Antitrus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228-JUN N.J. LAW 18, 22 (2004); Johann Verbruggen & Anna Lõrincz, a.a.O. (Fn. 267), 822. 
272 參見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at 3; § 4.2 of the 

ETSI IPR Policy (November 22, 2000). 
273 相同見解：Larry M. Goldstein & Brain n. Kearsey, Technology Patent Licensing: An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on 21st Century Patent Licensing, PATENT POOLS AND PATENT PLATFORMS 38 (2004). 
274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56條第3項：發明專利權範圍以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於解釋申

請專利範圍時，並得審酌發明說明及圖式。 

http://www.ftc.gov/opa/1995/11/dell.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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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rine of equivalents）275、逆均等論（reverse doctrine of equivalents）276及專

利檔案禁反言（file wrapper estoppels）277等原則之適用，亦屬必要。據此，專利

檢索與鑑定實具有高度的專業性及複雜性；欲有完整而詳盡的檢索結果，尤其當

參與SSO之事業擁有數百或數千個國內外專利權，檢索所耗費的費用及時間更鉅
278。此外，建立特定技術標準往往歷時數年，針對討論中的技術規格進行相關專

利權之檢索與鑑定，將更增添其困難度。 

SSO若要求參與者必需進行縝密的專利檢索及分析，將造成事業過鉅的財務

負擔，進而降低事業參與技術標準制定或投入創新研發意願；但事業若因不認同

SSO作法而未能參與技術標準制定過程，又可能使其處於競爭上的不利益，亦有

礙市場競爭秩序之形成。據此，不論是從SSO運作或競爭法觀點，僅能使SSO參

與者在合理範圍內進行相關專利檢索；SSO不應對參與者現有或未來的技術研發

與商業化產生不確定性。為避免專利宣言引發限制競爭疑慮，SSO應使外界明確

知悉所欲制定的技術標準內容為何、參與者應檢索及認定的技術範圍為何。另

外，檢索義務不能造成參與者的財務負擔，諸如要求SSO參與者徹底檢索其所擁

有的專利技術279。 

（b）專利制度之公開機制 

衡諸目前各國之專利制度，有環環相扣的公開機制設計。首先，專利申請人

在說明書及圖式中，應明確而充分揭露技術內容，使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

                                                 

275 均等論適用下之專利範圍解釋，應認為申請專利範圍不僅包含所有在申請說明中表達之構成

要件，亦包含其均等物。亦即，侵權物如以實質上同一手段而發揮實質上同一功能，並獲得同

一結果者（it performs substantially the same function in substantially the same way to obtain the 
same results），仍可認為構成專利權之侵害。楊崇森，《專利法理論與應用》，頁359以下，修訂

二版，2007年；黃文儀，《專利實務：第二冊》，頁1003-1005，第4版，2004年。 
276 依據逆均等論之內容，被控專利侵權者若能證明，後發明或改良發明雖然仍會落入系爭申請

專利範圍之文義內容，但其透過實質上完全不同的方式，後發明或改良發明已徹底改變系爭專

利保護標的所表現之相同或相似功能者，法院應就申請專利範圍為縮小解釋。蔡明誠，《發明

專利法研究》，頁191，第二版，1998；楊崇森，前揭註2753，頁364；Maureen A. O’Rourke, Toward 
a Doctrine of Fair Use in Patent Law, 100 COLUM. L. REV. 1177, 1193-1194 (2000). 

277 專利檔案禁反言亦稱為專利申請歷史禁反言（patent prosecution history estoppels），係指申請

人要受到專利申請過程各個決定之拘束，包括申請人與專利專責機關在申請程序中，一來一往

間的整個檔案歷史，諸如任何修正（amendments）、陳述（statement）或答辯（replies）。從

而專利權人於日後對第三人主張權利時，不得將申請過程曾表示縮限的申請專利範圍再度擴

張。楊崇森，前揭註2753，頁491-493。 
278 LARRY M. GOLDSTEIN & BRAIN N. KEARSEY, supra note 27346, 88, 110. 
279 Maurits Dolmans, supra note 343, 181, 182; David J. Teece & Edward F. Sherry, The Interface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Antitrust Law: Standards Setting and Antitrust, 87 MINN. L. 
REV. 1913, 1946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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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能瞭解及可據以實施280；其目的在使公眾能知悉及近用專利技術之內容，亦能

共同檢視系爭技術是否符合可專利性之要件。其次，專利申請日起十八個月後，

專利專責機關原則上會公開專利申請案281；申請案經核准，又會公告所准予專利

之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該等內容乃任何人均得閱覽、抄錄282。前揭專利公開機

制不僅適用於內國專利，甚而是國外專利及專利技術之內容均可經由網際網路與

資料庫而瞭解之。 

在既有專利制度之公開機制下，單純未揭露關鍵專利之事實是否能逕認為有

不當掠取獨占地位、專利權濫用之主觀意圖，實宜由競爭法主管機關審慎評估；

非有足夠的客觀證據證明，不宜據以認為SSO成員有惡意之非難性。蓋持平而

論，即便專利權人在參與技術標準制定過程未揭露其擁有關鍵專利之事實，SSO
或其他SSO參與者基於專利制度之公開機制，仍有知悉該等事實之可能。 

在Dell參與VESA技術標準制定案中，於FTC決定持不同意見的FTC委員

Mary L. Azcuenaga，其認為，該案並無足夠證據證明Dell有惡意之主觀意圖；能

否基於競爭法而新增SSO成員應負擔之責任，尤其在SSO僅為私法上組織及當事

人間為契約關係下，義務違反即課以競爭法之制裁責任，對此Mary L. Azcuenaga
亦持保留態度283。另外，針對FTC處分Rambus之決定284，上訴審法官在2004年2
月17日作成之行政裁決285，就SSO（該案為JEDEC）及其成員可否（或應否）合

理的信賴Rambus檢索及揭露結果，行政裁決官（Administrative Law Judge）持否

定態度。亦有學者286認為，各國或重要國際組織目前均已建立完善的專利資料

庫，SSO實無必要課以參與者檢索義務；由SSO進行相關之專利檢索與認定，可

能更有效率。若參與者未揭露關鍵專利權易被競爭法主管機關認定構成反競爭行

為，反而會導致SSO成員儘可能提出有關或無關的專利資訊，其結果反而不利於

SSO運作或技術標準之制定287。 

                                                 

280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至第4項。 
281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36條第1項。 
282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45條第1項及第2項。 
283 Dell Computer Settles FTC Charges, Won’t Enforce Patent Rights for Widely Used Computer 

Feature, http://www.ftc.gov/opa/1995/11/dell.shtm (accessed 10 November, 2007). 
284  FTC File No. 011 0017, Docket No.9302 ； 本 案 在 FTC 之 相 關 文 件 ， 參 見

http://www.ftc.gov/os/adjpro/d9302/index.htm (accessed 10 November, 2007). 
285 Order of the Administrative Law Judge Dismissing the Complaint. 
286 David J. Teece & Edward F. Sherry, supra note 27946, 1945-1948; Mark A. Lemley, supra note 38, 

1905; Robert M. Webb, There Is a better Way: It’s Time to Overhaul the Model for Participation in 
Private Standard-Setting, 12 J. INTELL. PROP. L. 163, 215-220 (2004). 

287 David J. Teece & Edward F. Sherry, supra note 27946, 1949. 

http://www.ftc.gov/opa/1995/11/dell.shtm
http://www.ftc.gov/os/adjpro/d9302/index.htm
http://www.ftc.gov/os/adjpro/d9302/040217rambu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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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揭露申請中專利及相關資訊 

（i）SSO之專利宣言 

除了SSO參與者揭露關鍵專利有其重要性外，申請中的專利資訊亦與技術標

準日後能否為市場參與者所廣泛使用有密切關連，因此，諸多專利宣言亦要求

SSO成員，負有揭露申請中專利之義務288，避免技術標準制定後始有「U-Boat
專利」之出現289。 

惟所制定之標準是否能因揭露而避開申請中專利，有其不確定性，蓋申請中

專利的最終權利範圍為何，仍屬未知。美國Unocal案290及Rambus案顯示，專利

申請人可能藉由參與SSO過程，配合所制定之標準而修改申請專利範圍，最終仍

對技術標準之近用產生限制。 

（ii）Unocal及Rambus案 

關於Rambus案之詳細討論與介紹，參見本文第四章第三節之個案分析，以

下僅介紹Unocal參與技術標準過程未揭露申請中專利而構成競爭法違反。 

自八０年代起加州政府為改善空氣污染問題，由CARB（California Air 
Resources Board）開始推動新汽油淨化標準之制定工作，1991年11月CARB公布

新的標準，其於1996年強制適用於加州境內所有汽油產品。Unocal（Union Oil 
Company of California）在1990年至1994年間參與CARB，並於1990年就汽油成分

相關發明提出專利申請；1992年7月間得知專利申請案有獲准可能，1994年2月取

得美國5,288,393號專利（簡稱為’393專利）。Unocal在獲准專利之初，未對外為

任何表示，至1995年1月底加州政府公布將強制適用CARB新汽油淨化標準前

夕，Unocal始揭露該技術標準涵蓋’393專利，並聲明專利技術實施者應取得授權

及支付權利金。 

隨後Unocal開始向Atlantic Richfield、Chevron、Exxon等公司主張專利權及

追索權利金，該等石油公司反訴’393專利無效，亦質疑Unocal參與標準制定程序

                                                 

288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SI Patent Policy (March 2003), at 4; §§ 10.2.1, 10.2.2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289 「U-Boat專利」係指，專利權人一直潛在暗處，直到市場上有事業開始提供與專利技術有關

之商品或服務後，專利權人始出面主張權利，其行為與潛水艇相似，因而稱之。Johann 
Verbruggen & Anna Lõrincz, a.a.O. (Fn. 267), 822. 

290  FTC File No. 011 0214, Docket No. 9305 ； 本 案 在 FTC 之 相 關 文 件 ， 參 見

http://www.ftc.gov/os/caselist/d9305.htm (accessed 10 November, 2007). 

http://www.ftc.gov/os/caselist/d93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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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正當性，其認為，CARB在制定汽油淨化新標準過程，曾與諸多石油業者進行

意見交換與諮詢，Unocal亦屬之，但Unocal實際上已就發明提出專利申請，卻未

向CARB或其他業者揭露該等事實；待CARA所公布之技術標準涵蓋’393專利

後，相關石油業者陷入強制性環保規定與專利追索之雙重困境。對於Unocal行
為，輿論亦批評其乃挾’393專利權及其效力之名，行搶劫與扭曲州法之實（hijack 
and distort the state regulatory process），藉由參與州政府制定技術標準之行政程

序，壯大其獨占力量。 

Atlantic Richfield等公司所提出的確認專利無效訴訟，在第一審及第二審均

告敗訴後，FTC對本案展開調查，於2003年3月正式向Unocal提出獨占地位濫用

之限制競爭控訴。但行政裁決官在2003年11月底做成初步裁決（initial decision），
駁回FTC控訴。首先，裁決官肯定當事人行為有Noerr-Pennington原則適用而豁免

於競爭法規範，蓋CARB制定汽油淨化新標準乃政府公權力行使行為291。其次，

裁決官Chappell認為，標準制定參與者行使權利之正當性與否，分析重點均為專

利法的核心議題，應回歸探討專利權之本旨，此非競爭法主管機關之權限。FTC
不服初步裁決結果，提出異議，繼而依據FTC Rule of Practice § 3.52 (a)規定由聯

邦交易委員會審理，2004年7月委員會決議又推翻初步裁決內容292，否定本案適

用Noerr-Pennington原則，認定Unocal的誤導行為應受競爭法非難，且從各項論證

肯定FTC有權決定專利權行使之競爭規範爭議。 

（iii）競爭法觀點 

1、隱匿申請中專利及修正申請案可能構成獨占地位濫用 

技術標準涵蓋關鍵專利可能影響競爭秩序；SSO成員故意隱匿或惡意未告知

申請中之關鍵專利，甚而配合制定中之標準而修改說明書及圖式，同樣亦會被認

為乃不當獲取市場經濟力而構成獨占地位濫用。惟SSO課以成員揭露申請中專利

之妥適性，近年來因Unocal案及Rambus案而在美國引發熱烈討論。FTC在前揭案

件先否定隱匿申請中專利及修正申請案之適法性，但第二審的行政裁決官則認為

乃正當的智慧財產權確保行為；最後，各該案件到第三審又為聯邦交易委員會判

定，該等行為乃欺瞞行為（ deceptive conducts ），亦即對於 SSO 之誤導

                                                 

291 關於Unocal是否適用Noerr-Pennington競爭法豁免問題，非本文討論重點，詳細內容參見FTC 
File No. 011 0214, Docket No. 9305, 本 案 之 FTC 決 定 , 
http://www.ftc.gov/os/adjpro/d9305/040706commissionopinion.pdf (accessed 10 November, 2007), 
at 10-28. 

292 FTC決定內容，參見http://www.ftc.gov/os/adjpro/d9305/040706commissionopinion.pdf (accessed 
10 November, 2007). 

http://www.ftc.gov/os/adjpro/d9305/040706commissionopinion.pdf
http://www.ftc.gov/os/adjpro/d9305/040706commissionopin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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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representations）及不作為（omissions）。由前揭競爭法主管機關在不同審級

之意見不一可知，未揭露申請中專利行為是否構成競爭法違反或屬於專利權允許

之適法行為，實難拿捏。 

（iv）專利法及實務觀點 

同於關鍵專利揭露義務之論述，本文同樣認為，競爭法主管機關在認定申請

中專利之權利人是否有獨占地位濫用行為，仍應考量專利制度與智慧財產權管理

實務293。誠如我國公平法第45條所揭示：依照….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

不適用本法之規定。 

（a）早期公開前專利申請人有權決定是否公開申請案 

相異於Dell案，Unocal案及Rambus案之當事人在參與技術標準制定時，已履

行揭露關鍵專利權之義務，但未告知SSO及其他成員申請中的專利，此等行為被

評價為獨占地位濫用之限制競爭行為。值得注意的是，受理本案第二審的行政裁

決官卻認定，Unocal及Rambus係採取合法的權利確保措施，而非排除競爭行為；

從專利法及實務觀點，某種程度上確實能支持前揭見解。 

首先，在現行專利制度下，新穎性及進步性乃取得專利保護之要件。特定發

明在申請專利前，若已見於刊物、已公開使用或已為公眾所知悉，則喪失新穎性

要件294；發明若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

完成者，則不具進步性295。從而發明人過早與第三人分享或交換技術資訊，可能

導致日後在專利申請時，被專利專責機關認定已為公知而不新穎性不備，抑或被

認定所交換之技術資訊乃先前技術（prior art），因而喪失進步性，據以駁回專利

申請案296。 

其次，採取早期公開制度297的國家，諸如我國，專利主管機關在接獲專利申

                                                 

293 David J. Teece & Edward F. Sherry, supra note 27946, 1964. 
294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22條第1項。 
295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22條第4項。 
296 OddzOn Products Inc. v. Just Toys Inc., 122 F.3d 1396, 1402, 1403. 
297 早期公開制度與專利審定後之公告制度相同，均是藉由公開方式，使第三人能協助專利專責

機關共同檢視發明是否符合專利保護之可專利性要求及其他實體或程序瑕疵是否存在，See 
ALAN L. DURHAM, PATENT LAW ESSENTIALS: A CONCISE GUIDE 34 (2d ed. 2004)。另外，早期公開

制度可使大眾及早取得技術資訊，相同技術領域從事創作之發明人，可藉由早期公開之內容評

估是否繼續投入研發、既有研究成果是否提出專利申請、是否撤回已申請之專利案或請求實體

審查。楊崇森，前揭註275，頁256-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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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後一定期間，應將該申請案公開；在公開前，專利申請人得撤回申請案298。從

而即便專利申請人已提出專利申請，於法定期間內仍能再次評估，若認為申請案

准予專利之可能性較低，抑或繼續以營業秘密方式保護更適宜者，仍可及時撤回

申請案，避免公開後第三人可知悉發明之技術內容，或競爭對手能因此而推知申

請人進行中的研發方向與專利布局等。 

據此，現行專利法允許發明人在一定期間內繼續保有技術之秘密性，甚而可

改變心意而撤回專利申請案。競爭法主管機關審視SSO參與者有無故意隱匿或惡

意不揭露申請中專利時，應尊重專利制度之規範；此外，基於競爭法而欲於專利

制度外課以申請人公開發明之義務，亦宜審慎。 

（b）專利制度允許申請人補充、修正或更正說明書或圖式 

衡諸Unocal及Rambus在參與SSO過程修正說明書，被競爭法主管機關認定乃

不當獲取市場力量之獨占地位濫用行為。惟從各國專利法規定來看，申請人在專

利審定前，於符合一定要件及程序下，有權補充或修正說明書或圖式；亦即只要

補充或修正未超出申請時原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299，此等補充或修正在實

務上甚為常見。另外，即便專利申請已經核准，專利法亦允許專利權人在一定情

況下申請更正說明書或圖式之內容300；專利更正制度在專利侵權訴訟程序有其重

要性，其乃專利權人對抗他人舉發其專利權之措施301。 

據此，依據現行專利法及產業實務，專利申請人在合於法定期限及範圍內得

就申請案之內容提出補充或修正；即便專利權已經核准，專利權人亦有更正說明

書或圖式之可能。基於此等觀點，亦不難想見Unocal案及Rambus案第二審行政

                                                 

298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36條：專利申請日後18個月，專利專責機關公開申請案（第1項）。專利申

請日起15個月內，申請人得撤回申請案（第3項第1款）。 
299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49條：申請人得於發明專利申請日起15個月內，申請補充、修正說明書或

圖式；其於15個月後申請補充、修正說明書或圖式者，仍依原申請案公開（第2項）。發明專利

申請日起15個月後，申請人仍得於一定期日或期間內補充、修正說明書或圖式（第3項）。 
依據我國專利法第49條第4項規定，申請人所為之補充、修正，不得超出申請時原說明書或圖

式所揭露之範圍。惟在美國專利法35 U.S.C. § 251之reissue制度下，專利權人只要未在發明說

明書及圖式中增加新的事實資料，甚而可擴張申請專利範圍或新增申請專利範圍；在第三人受

到信賴利益保護下，修正後的專利權溯及至申請日生效。詳細內容參見JANICE M. MUELLER, AN 

INTRODUCTION TO PATENT LAW 244-256 (2d ed. 2006) 
300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64條：發明專利權人僅就特定事項，包括申請專利範圍之縮減、誤記事項

之訂正或不明瞭記載之釋明，得申請更正專利說明書或圖式（第1項）。所允許之更正，不能超

出申請時所揭露之範圍，且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更正經公告後，溯及

自申請日生效（第4項）。 
301 黃文儀，前揭註2753，頁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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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官，會認為當事人就專利申請案之補充或修正行為，乃合法的權利確保措施。 

（c）專利布局及智慧財產權管理策略應受到尊重 

審視SSO參與者未揭露申請中專利及修改說明書是否構成限制競爭行為，亦

不能忽略事業為了維持競爭力所採取之專利布局與智慧財產權管理策略。 

不可否認的，事業參與SSO並非加入紳士名流俱樂部（gentlemen’s club），
對於事業而言，SSO毋寧為擴展技術競爭優勢及確保其專利權日後能有效攻擊或

防禦之商業戰場302。從而在專利申請結果未明之際，事業對於發明採取保密措

施、不對外公開專利申請事實，或為正確及適當的智財權管理策略，尤其在SSO
所面對者往往為市場上具有競爭關係之其他事業；過早公開專利申請事實，可能

使專利申請人處於競爭上的不利地位。申請中專利一旦公開，有被競爭對手仿冒

或實施的風險，專利申請人對此幾乎無法採取任何權利確保措施，亦無法主張專

利侵權之損害賠償303；過早公開專利申請案，亦可能不利於准予專利後之權利主

張304。另外，知識經濟時代下，專利及其他智慧財產權乃確保事業具有競爭優勢

之重要利器。在電信、生技或其他高科技產業，所需投入之研發成本甚鉅，就重

要發明申請專利及獲得最完整的權利內容，以利後續商業化利用或對抗專利侵權

行為，均為專利布局及智慧財產權管理策略所應採取之必要措施305。蓋在專利制

度下，發明人應使其研發成果符合專利保護之要件與要求，進而於獲得專利權

後，權利人始能享有法律所賦予排除他人實施專利技術之權限，使專利權人能經

由授權實現經濟上的利益306。 

對於研發型事業，諸如曾為JEDEC成員之Rambus，其乃從事晶片記憶體設

計業務，擁有SDRAM關鍵專利，並將專利授權Micron、Infineon等晶片製造商以

收取權利金，為主要的營運收入來源，亦可因此而確保有足夠的經費持續投入後

續研發。因此，Rambus欲保持在SDRAM領域之技術領先地位，除了積極進行研

發外，在專利法允許範圍內修改發明說明及申請專利範圍，以確保所准予專利權

                                                 

302 LARRY M. GOLDSTEIN & BRAIN N. KEARSEY, supra note 27346, 26. 
303 除非該申請案已公開，且符合一定要件，專利申請人始能於取得專利權後，請求適當的補償

金。參見我國專利法第40條。 
304 此等不利結果在美國尤為明顯。學者認為，於SSO過早公開專利申請案之內容，日後之專利

侵權或無效訴訟過程，可能在事證開示程序（discovery）揭露下，構成不利於申請專利範圍之

解釋與權利界定。LARRY M. GOLDSTEIN & BRAIN N. KEARSEY, supra note 27346, 106, 107. 
305 ALEXANDER J. WURZER, PATENTMANAGEMENT: EIN PRAXISLEITFADEN FÜR DEN MITTELSTAND, 

2004, S. 17; Johann Verbruggen & Anna Lõrincz, a.a.O. (Fn. 267), 821; LARRY M. GOLDSTEIN & 

BRAIN N. KEARSEY, supra note 27346, 66. 
306 Matthew N. Kriegel, supra note 38,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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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最大有效性與效益，亦為Rambus經營之首要任務。又，Rambus在1996年6月17
日即將退出JEDEC時，曾以書面方式表明其可能擁有相關專利權、申請中專利及

保留日後行使專利權之聲明307。本文認為，誠然Rambus過晚揭露申請中專利，

某種程度意涵其有故意隱匿或誤導之嫌，但在判斷是否構成限制競爭行為時，其

他客觀事實亦不容忽略，包括Rambus是否確為惡意抑或是基於智慧財產權管理

策略之權利確保行為、JEDEC及其他成員是否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而未察覺

Rambus擁有關鍵技術之事實。 

歸納Rambus被FTC認定為限制競爭之行為，主要內容包括308：提出專利申

請、公司內部高階主管就競爭對手之策略或其他產業環境變遷而商討應對措施、

配合事業經營方向及市場需求修正發明說明與申請專利範圍、在（合法）的商業

場合獲悉競爭對手之商業布局而調整專利策略或修正申請案之說明書、事業為維

持商業競爭優勢而基於專利布局與智財權策略採取保密措施。前揭行為甚常見於

事業內部智慧財產權管理部門，今因事業參與私人性質之SSO或相似組織，競爭

法應否對於事業所為之前揭行為予以截然不同的評價與非難、競爭法在何等範圍

內可強制事業揭露其專利布局及智財權管理策略、在專利制度之本旨下競爭法應

否適度容許專利權行使對於競爭秩序之影響309，此等問題未來在競爭法與智慧財

產權領域，仍應有詳加討論之空間。 

3、技術標準制定參與者以不當方式阻礙技術改良 

由美國受理之Allied Tube技術標準制定案310為一例。本案技術標準乃應用於

電機導管（a code for electrical conduit），係由技術應用協會（association）發佈自

願性的電機導管技術規格，技術規格雖屬自願性，但在市場上使用普及，且被許

多地方政府認定安全性無虞。使用該技術標準之電機導管，若應用於高樓大廈，

傳統上都以鋼作為導管材料，但經由技術創新，使得電機導管可利用柔軟度高、

成本低的塑膠材質。為了使此一改良商品能在市場上廣為利用，部份業者乃向技

術應用協會提出技術標準修正議案，由該協會之年度會員大會投票決定是否接受

                                                 

307 Opinion of the Commission, http://www.ftc.gov/os/adjpro/d9302/060802commissionopinion.pdf 
(accessed 10 November 2007), at 45-46. 

308  參 見 Opinion of the Commission, 
http://www.ftc.gov/os/adjpro/d9302/060802commissionopinion.pdf (accessed 10 November, 2007), 
at 36-48. 

309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之發展與公平交易法之互動關係，律師雜誌，第315期，頁53，2005
年12月。 

310 Allied Tube & Conduit Co. v. Indian Head, Inc., 486 U.S. 492 (1988)。本案之中文介紹，參見李

素華，技術標準制定之競爭法規範與調和，東吳法律學報，第15卷第1期，頁36-37，2003年8
月。 

http://www.ftc.gov/os/adjpro/d9302/060802commissionopinion.pdf
http://www.ftc.gov/os/adjpro/d9302/060802commissionopin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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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對此，鋼鐵製造業者乃鼓動協會新加入成員投反對票，將塑膠材質的商

品排除於技術標準之外。 

美國最高法院就本案之審理重點，在於技術標準決議程序之正當性。首先，

對於法院而言，處理市場力量或決議所造成的限制競爭效果此等複雜議題，具有

高度困難性，不若直接處理程序問題反而較清楚而明確。最高法院認為，程序欠

缺或程序性的不當行為，可顯現出強烈的限制競爭動機或意圖；不當決議程序結

果，將造成潛在競爭者無法進入市場，改良商品無從為市場上所利用，消費者亦

無法享受創新研發所帶來的利益。再者，從法院審理之專業能力來看，一般法院

通常無足夠能力決定不同技術規格之優劣，特別是在高科技產業。因此，直接判

斷技術標準決定程序有無瑕疵，不失為個案適法性審理之另一思考方向311。 

三、歐盟立法例 

（一）水平合作協議指導原則312 

1、概述 

前已述及，歐盟TTBER適用於兩個事業之間以生產契約產品為目的的技術

移轉協議，但此授權之技術會接續延伸出商品販賣等行為，因此，技術授權也可

能屬於他種協議的一部，因而發生TTBER與其他豁免規範交錯適用的情況。除

了TTBER外，歐盟另有其他豁免規則，最常見的其他豁免規則包括了水平協議

的專業化契約集體豁免規則（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2658/2000 of 29 
November 2000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to categories of 
specialisation agreements）、研發集體豁免規則（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2659/2000 of 29 November 2000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to 
categorie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s）及垂直協議限制豁免規則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2790/1999 of 22 December 1999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to categories of vertical agreement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等。 

標準化協議（Standardisation agreements）是常見且重要的技術移轉協議，也

是水平合作協議指導原則（Commission Notice -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81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以下稱為Horizontal Guidelines）

                                                 

311 從此等角度與重點判斷個案適法性之作法，或可為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法院未來執法或個

案審理之參考。 
312 歐盟水平合作協議指導原則內容，由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王振儀同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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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六種契約類型313之一。所謂的標準化協議，包括對特定物品的等級、尺寸進行

規範，以及制定市場中各產品之間的規格相容性標準。標準化可以採取不同的形

式，可透過國家或產業間的標準機構協商，也可以是各個廠商的協議。標準化協

議在本質上為規格限制協議，因而有機會落入歐盟條約第81條第1項限制競爭之

禁止規定。 

2、標準化協議豁免競爭法規範之要件 

依據Horizontal Guidelines規定，標準化協議若要適用歐盟條約第81條第3項
之豁免規定，必須符合如下三要件：具備經濟利益（economic benefit）、不可或

缺的（indispensability）及不減少競爭（no elimination of competition）。 

（a）具備經濟利益：就具備經濟利益而言，執委會認為，若是為了達到貫

穿經濟市場、鼓勵發展新市場或改善供應條件等目的，方具備經濟利

益。此外，標準化團體必須個案證明標準化不會限制創新且有利於消

費者314。 

（b）不可或缺的：就不可或缺性而言，理想的情況中，標準化技術應是中

立且不歧視之技術，標準化的參與者必須說明何以此標準化對於促進

經濟利益是不可或缺315。 

（c）不減少競爭：就不減少競爭而言，執委會認為若企業間因其獨占地位

而建立了事實上的標準，則這些標準應基於不歧視的原則開放讓第三

人參與近用，方可達到不減少競爭的要求316。 

3、舉例說明 

歐盟於水平合作協議指導原則中進一步舉例闡釋競爭法執法標準。 

例如317：EN 60603-7:1993是電視接收器以及影像產生器（如錄放影機、遊

戲機）的連接標準，雖然此標準沒有法律拘束力，但是電視接受器以及遊戲機的

製造商都因應市場要求而採取此項標準。分析此情況並不違反歐盟條約第81條第

1項，因為此標準是由標準成員、歐盟和國際認可的標準機構透過開放和透明的

                                                 

313 六種協議包括了研發協議、生產協議、銷售協議、商業協議、標準協議、環境協議。 
314 EC, Horizontal Guidelines, points 169-170. 
315 EC, Horizontal Guidelines, points 171-173. 
316 EC, Horizontal Guidelines, points 174-175. 
317 EC, Horizontal Guidelines, point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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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所制定，且反應了製造商及消費者的多數意見。所有製造商都被允許實行該

標準。 

另外的情況是318，許多錄影帶製造商協議開發一種品質標誌或標準以表明該

錄影帶符合特定的最低技術規格。製造商可自由生產不同於該標準的錄影帶，並

且其它製造商能自由採用該標準。分析此案例，若是此協議沒有其他限制競爭的

情況，則不違反歐盟條約第81條第1項，因為參與標準是透明的，且沒有限制與

義務。若是此協議限制新技術的發展與其他產品的銷售，則此規定會違反歐盟條

約第81條第1項。 

又一種情況是319，不同市場的競爭者因為產品間必須相容而協議開發新的標

準，其相關市場的市占率超過80％。符合新標準的產品和既存標準不相容，新的

標準將會和市場上既存且廣泛使用的標準進行競爭。因為轉換並生產新標準產品

需要大量投資，為了創造新標準產品的臨界數量（critical mass），製造商協議分

配一定數量生產新標準產品，也協議限制非新標準產品的產量只能與去年相同。

分析以上情況，基於協議者的市場力量以及種種對於生產的限制，此協議會落入

歐盟條約第81條第1項限制競爭之禁止規定，並且無法符合第3項的豁免條件，除

非該標準協議能夠讓其他的競爭者合理且無歧視的取得技術資訊。 

（二）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實務 

歐盟執委會過去曾經就SSO專利宣言是否產生限制競爭之結果表示過非正

式意見，例如：1993年3月ETSI所公布之專利宣言，要求標準制定之參與者應同

意RAND授權條件，此一內容旋即於6月22日受到CBEMA（Computer and Business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質疑，認為其可能違反EC條約（EC Treaty）
第85條及第86條（目前為第81條及第82條）禁止聯合行為與獨占地位濫用之規定
320。除此之外，執委會近年來所處理之技術標準與標準化技術授權相關案件，最

重要者乃Mircrosoft微軟搭售案321及Qualcomm案322。除此之外，2004年德國

Spundfass案323乃技術標準相關專利權人拒絕授權，被法院認定乃獨占地位濫用行

為，法院詳盡而有層次的推論獨占地位濫用之構成要件及立論該等專利構成「關

鍵設施」（eine wessentliche Einrichtung, essential facility），甚為值得參考，本文以

                                                 

318 EC, Horizontal Guidelines, point 177. 
319 EC, Horizontal Guidelines, point 178. 
320 European Union Parliamentary Questions, OJ C 76, March 28, 1995, p. 5。本案因ETSI自行修改專

利宣言內容，因而歐盟執委會對於SSO之RAND強制授權問題，從未正式表示意見。 
321 COMP/37.792-MICROSOFT, 24.03.2004. 
322 COMP/39.247-Texas Instruments / Qualcomm, 1.10.2007. 
323 BGH, Urt. v. 13.7.2004 – KZR 40/02, GRUR 2004, 966 – Standard-Spundf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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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亦一併納入討論。 

1、Mircrosoft微軟搭售案 

關於本案之詳細討論及分析，詳見本文第四章第三節之個案分析。 

2、Qualcomm案 

Qualcomm案之案由與事實與本研究主題具有密切關連，惟執委會目前就本

案尚未有正式的決定324，因而本文以下僅簡述其案由。 

Qualcomm Inc.乃美國經片製造商，同時握有行動電話之CDMA及WCDMA
標準之關鍵專利權，CDMA標準乃3G標準之一部分內容，為歐洲地區廣泛利用

的行動電話通訊標準。向執委會提出反競爭控訴者為六家歐洲、美國及日本行動

電話及晶片製造商，包括Ericsson、Nokia、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
Broadcom、NEC及Panasonic，因此，執委會於2007年8月30日決定對Qualcomm
之專利權行使行為展開調查。 

根據檢舉人表示，Qualcomm專利授權協議不符合公平、合理及不歧視之

RAND授權條件，因而構成EC條約第82條獨占地位濫用之禁止規定。檢舉人認

為，Qualcomm所主張之不合理授權條件及權利金要求，將導致最終消費者必須

支付高額對價始能購得行動電話；不僅如此，此等不合理授權協議亦會延緩3G
標準之研發，在標準相關研發受阻之情況下，對經濟效率產生即為不利的結果。

其次，Qualcomm不當專利權行使行為對技術標準制定過程及4G標準之建立，均

有甚為負面之影響。 

執委會在新聞稿中表示，本案調查重點在於：Qualcomm是否擁有獨占力量、

加諸被授權人之授權條件及權利金是否構成不公平、不合理及歧視。經由前述重

點判斷Qualcomm之授權協議是否構成EC條約第82條獨占地位濫用行為。執委會

認為，關鍵專利權人不得因為專利技術與標準有關，因而能藉此額外獲取市場力

量。 

3、德國Spundfass案325 

2004年德國聯邦民刑事最高法院（BGH）在Spundfass案認定，實施標準所

                                                 

324 以下內容參見：MEMO/07/389, 1.10.2007. 
325 李素華，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以近用技術標準之關鍵專利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16
卷第2期，頁106-109，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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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之專利技術構成「關鍵設施」，因此，專利權人負有授權義務。本案之重要

性在於，德國GWB第19條第4項第4款326矯正獨占地位濫用之關鍵設施理論

（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 Lehre von den wessentlichen Einrichtung）327，首次

適用於改正智慧財產權行使（專利權濫用）328。 

（1）案由 

Spundfass案之原告為工業容器（Industriefässer）製造商，其於1993年取得歐

洲專利局（EPO）515390號專利，該發明乃關於裝載及運送化學品之緊口瓶材料；

本案被告乃義大利容器製造商在德國之子公司。1990年初德國化學工業協會VCI
（Verband der Chemischen Industrie e.V.）基於安全考量，擬就裝載化學品容器之

材質制定技術標準，當時除了本案原告外，另有K、L及S三家業者提出符合VCI
需求之技術規格，最後在原告的專利技術基礎下，VCI制定了新的標準，並要求

德國境內銷售之化學品容器應符合所公布之標準；原告同時承諾無償授權K、L
及S三家業者實施緊口瓶之專利技術。 

原告除了將緊口瓶專利授權K、L及S外，歐洲其他容器製造商亦與原告簽訂

有償之專利授權協議。惟本案被告之義大利母公司於1996年提出授權要求，遭原

告拒絕，因而乃轉向德國專利法院（BPatG）提起專利無效訴訟，2000年法院認

定專利有效。於此同時，原告則向民事法院提出專利侵權訴訟，主張被告製造及

販賣容器行為構成緊口瓶專利權之侵害；被告抗辯，認為原告在VCI公布技術標

準時承諾無償授權K、L及S三家事業，因而對所有的技術需求者負有無償授權之

義務。1999年Düsseldorf邦法院判定原告主張有理，專利侵權成立；本案上訴第

二審，最後由最高法院之BGH受理。 

BGH認為，原審法院僅認定原告不負有無償授權義務而判定被告敗訴，但法

院忽略了被告實際上亦有請求原告有償授權之主張。原告是否負有義務以有償方

式將系爭專利授權被告，乃本案專利侵權事實成立與否之前提問題（Vorfrage）；
                                                 

326 GWB第19條第4項第4款規定內容如下：商品或服務之支配性供應或買受事業尤其是有下列行

為之一者，會構成濫用支配市場地位：….4.拒絕以合理價格提供其網路或其他基礎設施給其他

事業使用，且該事業若無法使用此等設施將因法律上或事實上理由而無法在上游或下游市場與

該支配市場之事業從事競爭者。但支配市場事業證明基於企業營運或其他理由無法或不能期待

共同使用者，不在此限。 
327 亦有稱之為樞紐設施理論、基礎設備理論、瓶頸設施理論或瓶頸原則（Bottleneck Principle）、
瓶頸獨占理論（Bottleneck Monopoly Theory）。 

328 本案另一個值得注意之處在於，BGH在判決中捨棄歐洲法院就關鍵設施理論之強制授權應滿

足”new-product-requirement”要件見解。學者認為，若依循歐洲法院就關鍵設施理論應符

合”new-product-requirement”要件之要求，必然大幅限制關鍵設施理論在技術標準案之適用可

能。Kamiel J. Koelman, supra note 265, 828-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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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授權義務成立，則原告之排除侵害請求權與聲請法院禁止被告實施專利技術之

主張即不成立。 

（2）BGH 認定拒絕授權構成差別待遇 

BGH認定，原告所擁有之專利技術被納入VCI標準後，專利權人在一定範圍

內負有授權義務。從本案事實來看，由於VCI之要求，化學容器供應者所製造之

商品應符合該標準，否則即無法在德國境內銷售，因而符合VCI標準之商品與其

他商品間並無替代可能，準此，以VCI技術標準之化學容器（商品）為範圍，能

界定獨立的特定市場。另外，以系爭專利權為基礎，事實上該技術亦為一特定市

場（技術市場），專利權人乃該市場之唯一技術提供者；依據VCI公布之標準內

容，除了原告的專利技術外，無法實施其他替代技術以符合VCI標準。因此，不

論是從商品市場或技術市場之角度，原告均居市場控制地位，其能透過專利權之

行使或不行使而將第三人排除於市場參與。本案原告將專利技術授權K、L、S及
其他容器業者，卻拒絕被告母公司之授權要求，已構成GWB第20條第1項之差別

待遇。 

BGH進一步闡釋，原告之差別待遇行為不當然會受到競爭法之非難，只要其

有合理的正當理由。基於專利權，原告原則上能自由決定是否授權專利技術、授

權之對象為何、有償或無償，不因授權條件不一或拒絕授權而被認定為無正當理

由之差別待遇。蓋智慧財產權制度所賦予之排他權，係使專利權人有權禁止第三

人實施專利技術，讓競爭對手無法模仿專利權人所擁有之競爭優勢，而應尋求其

他替代性的競爭手段，因此，專利權人原則上無須與第三人分享經濟上的競爭利

益。在專利制度鼓勵技術創新之目的下，上述專利權之排他性內容，同樣亦適用

於具市場優勢地位之專利權人，即便權利行使或不行使的結果有導致市場上經濟

力獨占之潛在可能；僅在例外而有其他因素併存下，專利權人就授權條件為差別

待遇而對競爭自由所生之危害，始違背競爭法之立法目的329。 

有哪些併存因素會改變競爭法對於專利權行使之審視，原因甚多，BGH無

法、亦不應列舉之。技術標準與專利技術之密切關連，即屬其一，即便專利權人

並無意挾持技術標準之影響力者，亦同；只要專利權人確實因該標準而處於有利

（begünstigt）之狀態，即該當之330。觀察本案之產業實務可以確定，不符合VCI
標準之容器無法為德國化學產業所接受，亦無任何銷售可能；而欲採用VCI標準

來製造及銷售化學品容器，又以實施緊口瓶專利技術為前提。因此，在本案之事

                                                 

329 BGH指出，Magill及IMS等案件事實屬之，因而該等案件之智財權行使或不行使構成競爭法之

違反。BGH, Urt. v. 13.7.2004 – KZR 40/02, GRUR 2004, 966, 968 (2004). 
330 BGH, Urt. v. 13.7.2004 – KZR 40/02, GRUR 2004, 966, 968 f.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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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與條件下，專利權人對於技術需求者採取同意授權或拒絕授權之不同態度，所

生之限制競爭結果不符合競爭法目的，該等差別待遇並無正當理由。BGH亦指

出，不論是VCI或任何SSO在選定技術標準時，會儘量避免以特定專利技術為基

礎，避免陷入前揭標準實施與專利授權之衝突；VCI既然決定採納原告之專利技

術，必然是基於原告同意授權給所有的技術需求者，否則，VCI、原告及其他技

術標準參與者即有利用標準制定程序而杯葛或濫用獨占地位之嫌。 

（3）有償及無償之授權條件不構成差別待遇 

在肯定原告拒絕授權構成差別待遇，因而對被告負有授權義務後，BGH進一

步判斷該義務之內容為有償或無償。被告認為，基於GWB第20條第1項禁止獨占

地位事業為歧視行為之規定，主張原告既已將專利技術無償授權K、L及S等三家

事業，被告亦應受到相同對待（Gleichbehandlung）。對此BGH認為，唯獨K、L
及S三家業者獲得無償授權，被告或其他市場參與者則需支付對價始能實施專利

技術，此等作法有其合理性基礎，在該範圍內不構成獨占事業之經濟力濫用行為。 

衡諸VCI制定技術標準過程，K、L、S及原告同時投入研發且有具體的技術

規格產出，但最終原告之專利技術被選為標準。因此，即便同為技術需求者，K、

L及S仍較其他事業付出較大的成本，蓋其為了協助標準能順利制定而致力於新

技術之開發，考量其研發經費與時間之支出，原告將技術無償授權予K、L及S，
但其他事業則為有償授權。原告比較其與K、L及S三家事業之競爭關係、考量不

同事業在市場上之經濟功能（ihrer wirtschaftlichen Funktion），因而為無償或有償

授權之決定，有其合理基礎，不構成差別待遇。 

綜合而言，BGH在Spundfass案認為，基於技術標準與緊口瓶專利間之依賴

關係，原告得基於專利權而有排除競爭之能力，具有獨占地位；拒絕被告（及其

母公司）之授權要求構成獨占地位濫用，因而直接援引GBW第19條第4項第4款
關鍵設施理論之規定，認定原告應以有償授權方式使被告能近用緊口瓶之專利技

術。 

三、日本立法例～2005 年日本 2005 年標準及專利聯盟準則 

2005年日本公平會頒訂標準及專利聯盟準則（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以下簡稱「日本2005年標準及專利聯盟準則」），藉

以揭示競爭法就標準有關專利權行使之執法標準。以下整理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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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實務上不乏有相當多的技術標準係由公協會或商會（trade association）所主

導及制定，於此情況，有可能乃獨占禁止法第8條之規範對象331；該條禁止商會

從事限制競爭之行為。日本公平會先揭示，本準則適用於競爭者間共同制定技術

標準之個案332。 

（二）競爭者共同制定標準之反競爭疑慮 

同於美國2007年智財權報告關於標準制定之看法，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亦肯

定產品規格對於促進競爭秩序、加速特定市場之商品或服務商業化發展及消費者

利益等各方面，有其正面意義。相反的，標準制定活動若包含限制行為，則可能

限制上下游市場之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因而產生獨占禁止法適用疑慮。易言

之，標準制定活動包含如下限制行為者，獨占禁止法則有介入之必要333： 

（a）以標準限制新產品之價格：競爭者在標準制定過程共同限制與標準有

關新產品之價格、生產配額、限制市場活動等。 

（b）限制其他規格之發展：競爭者無正當理由共同限制其他規格發展（諸

如研究與發展），或限制他人利用替代性規格或採用替代性規格生產或

銷售產品。值得注意的是，本準則特別指出，關於此一問題不能忽略

1993年所制定之合作研發準則（Guidelines Concerning Joi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規定內容。亦即，若是

由少數競爭者在相互負有保密義務下以合作研發（joi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方式來制定標準，藉以發展出新產品的標準，於此情況

而限制參與者研發其他規格者，反而可能有鼓勵參與者投入研發之誘

因。 

（c）不合理的擴大規格之適用範圍：競爭者在標準制定時以共同方式擴大

規格之適用範圍，超過產品相容性之必要範圍，而其目的是為了限制

在新產品的研發者。易言之，行標準制定之名，達到限制參與者研發

自由之實。 

（d）不合理的排除競爭者的技術建議：競爭者故意、無正當理由排除由其

                                                 

331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2, para. 1. 
332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2, para. 1. 
333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2, par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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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競爭者所發展的技術建議或針對標準所提出的改良建議。 

（f）排除競爭者參與標準制定：競爭者故意排除特定競爭者參與標準制定，

使該競爭者處於被排除於特定市場或無法參與市場交易活動之風險。 

（三）標準有關專利之授權事宜 

本準則揭示，與標準有關專利權之授權及拒絕授權事宜，適用專利授權協議

執行準則334。舉例而言，專利權人若未曾參與標準制定，則其拒絕授權行為不會

引發反競爭疑慮；反之，專利權人不僅積極參與標準制定，且致力於將其專利技

術納入標準，則其拒絕授權則有該當獨占禁止法規範之可能；專利權人自己雖未

參與標準制定活動，但勾結參與者而使其專利納入標準者，亦同。標準制定後，

其他事業若難以開發或生產與標準相容之產品，專利權人之拒絕授權行為則可能

構成獨占地位濫用；若有其他危害公平競爭之行為，則可能構成不公平交易行為
335。 

（四）標準專利聯盟之競爭法規範 

1、標準專利聯盟之意義336 

日本2005年標準及專利聯盟準則在第三部份特別闡釋標準有關專利以專利

聯盟方式實施之競爭法規範問題。日本公平會認為，於此情況，專利聯盟參與者

之行為及其法律效果，不必然等同於一般的技術標準制定活動。因此，即便前階

段的標準制定活動不生反競爭之疑慮，但只要是透過專利聯盟模式授權標準實施

相關專利者，則需進一步審視其可能構成之獨占禁止法規範問題。 

一般而言，所制定的標準往往涉及相當數量之專利權，以專利聯盟方式推廣

及實施標準是有效率及合理的作法，亦可避免單一專利權人即可綁架標準或阻絕

標準利用之風險。易言之，標準近用者難以一己之力逐一探求及搜尋與標準有關

之所有專利權；即便可以，逐一協商授權及權利金事宜需相當時間與行政成本，

因專利堆疊會使合於標準之商品或服務價格甚高，從而專利聯盟反而能鼓勵標準

相關商品及服務之有效競爭。然而，若競爭者共同建立標準專利聯盟，則可能因

限制專利之使用或限制下游市場被授權事業之交易活動，因而產生限制競爭之結

果。 
                                                 

334 由於日本2005年標準及專利聯盟準則乃2005年所頒訂，因此，此所稱之專利授權協議執行準

則係指1999年之舊法。 
335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2, para. 3. 
336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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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平會在本準則中特別揭示，標準之專利聯盟是否構成限制競爭而違反

獨占禁止法，抑或該等合作有促進競爭之效果，須個案判斷，諸如考量該標準所

涉及商品或服務之市場狀況及市場地位、是否有其他替代性的標準專利聯盟或替

代性技術標準。因此，即便標準專利聯盟所涵蓋的競爭者數量甚多，亦不必然代

表會有競爭法適用疑慮。例如：只要該標準所涉及商品或服務之市場占有率不

高，且仍有其他替代性標準可供利用或其相關專利無須經過授權即可取得及近

用。 

一般而言，如下情況下之標準專利聯盟原則上不會有競爭法規範疑慮，除非

其涉及固定價格或限制產量之協議：（a）市場占有率未超過20%；或（b）在市

場占有率無法適當計算或分析的情況下，技術需求者仍有其他四種標準可以近

用，可以想見之情況，例如：標準係由國際組織所制定或跨國性的技術標準，此

時是否有替代性標準存在，即不能僅以日本為範疇判斷之。 

2、標準專利聯盟之競爭法審視因素 

競爭法審視標準專利聯盟是否產生反競爭或促進競爭效果時，分別從以下三

因素進行審視。 

（1）專利技術特性（Technological charcteristics of patents）337 

此一因素乃考量納入專利聯盟之專利性質。 

（i）納入標準之專利皆屬必要性 

關鍵專利乃開發或實施特定標準之不可避免會侵害的專利，其於標準實施過

程乃不可或缺之角色，各該專利在性質上乃互補性的，因而較不易引發違反競爭

法之疑慮。為了避免該當獨占禁止法之規定，標準專利聯盟應僅納入實施標準所

必要之關鍵專利。 

準則中特別揭示，為了確保納入聯盟之專利均為關鍵專利，需由獨立的專家

判斷及確保專利之必要性；日後若有其他在功能或利用上具替代性的技術被開發

出來，專利聯盟應將不再具有必要性的專利排除於聯盟。 

（ii）非關鍵專利納入標準專利聯盟 

非關鍵專利被納入標準專利聯盟會可能會產生兩種限制競爭之結果，因而構

                                                 

337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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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獨占禁止法之違反： 

（a）在對內關係上，具替代關係之技術被納入標準專利聯盟，且透過定型

化授權條款對外實施時，以使該等替代性技術之競爭關係受到限制。 

（b）在對外關係上，部份替代性技術被納入標準專利聯盟並與其他關鍵專

利以包裹授權方式對外實施，技術需求者將不再尋求未被納入標準之

替代性技術，從而該等技術無法與納入聯盟之替代性技術相互競爭，

甚而被排除於技術市場。 

基於前述理由，非關鍵專利納入標準專利聯盟對限制競爭所造成之影響無法

被忽略，從而必須以市場條件、專利聯盟對競爭秩序之影響程度為基礎以判斷其

適法性，同時必須考量如下因素：（a）將此等非關鍵專利納入是否為合理且有

助於競爭；（b）專利被納入後，專利權人仍可否不透過專利聯盟單獨再將技術

授權他人。 

（2）參與標準專利聯盟相關活動之限制338 

此一因素乃關於標準專利聯盟運作及制度上之審視。 

（i）限制標準專利聯盟之參與 

限制僅符合特定要件之事業始能參與專利聯盟或標準制定時，若該等限制條

件係於組織管理上所合理必要，且不會限制競爭，則不構成獨占禁止法之違反。

原則上，參與標準制定之事業於事前以專利聯盟方式集中之，若限制僅關鍵專利

權之擁有者能參與，且對納入聯盟之專利無利用上的其他限制，則無違法疑慮。 

（ii）對已參與者之限制 

同樣的，對已參與標準專利聯盟之事業所為的限制，若該等限制係於組織管

理上所合理必要，且不會對特定參與者產生歧視者，不構成獨占禁止法之違反。

例如：依據納入聯盟專利之重要性，抑或是基於參與者是否從事標準有關商品或

服務之製造及銷售決定授權金之分配，應為合理的限制。相反的，若是禁止參與

者就所納入之專利獨立授權，則不認為乃標準專利聯盟在管理上之必要限制，且

其對競爭秩序有嚴重的不利影響，因而此類限制有違反獨占禁止之風險。 

                                                 

338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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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標準專利聯盟之管理339 

為維持專利聯盟之運作，在管理上須進行授權、收取權利金及稽核被授權人

之事業等，此等活動在進行上極可能知悉被授權人之產品數量及銷售金額等機密

資訊。標準專利聯盟在運作上若使參與者或被授權人能取得此等機密資訊，將有

極高風險被認為乃違反競爭法，諸如共同決定產量及銷售價格。 

因此，為了防止標準專利聯盟之組織運作構成競爭法之違反，聯盟應避免被

授權人機密資訊或其他聯盟所蒐集的機密資訊為他人所近用。本準則建議，關於

機密資訊之蒐集與管理宜由與聯盟參與者無關之第三方執行。 

3、標準專利聯盟之授權契約條款適法性判斷340 

標準專利聯盟對外授權關係及其對被授權人限制之適法性判斷，依循專利授

權協議執行準於個案審視授權協議對競爭秩序之影響。以專利聯盟方式運用技術

標準相關專利時，不僅會深深影響下游市場被授權人之事業活動，更是以制式化

及深刻方式（in a uniform and extensive way）影響數量眾多的被授權人，因此，

必須極為審慎評估此等行為之反競爭與促進競爭效果。對此，本準則進一步細分

五像判斷因素。 

（1）採取不同授權條件 

標準專利聯盟在對外關係上若採取不同的授權條件，諸如授權不同的專利實

施範圍、地理區域或不同的授權金數額，未必即會引發獨占禁止法之適用疑慮。

競爭法主管機關會以個案審查方式，判斷不同授權條件之安排是否具有合理性。 

例如：以下游市場之供需狀況、授權商品之製造及銷售數量決定權利金，原

則上不會獨占禁止法介入之空間。反之，以專利聯盟方式進行授權，在無合理事

由下對特定事業活動採取不同的授權條件，諸如拒絕授權、相較於其他被授權人

要求極度高額之權利金及限制授權技術之實施範圍，因此而對競爭秩序有直接而

言重的影響時，即有相當高的違法風險。 

據此，為了避免構成獨占禁止法之違反，授權契約應在不歧視原則下進行；

若無合理之必要性，不應對被授權人有相異的授權條件。 

                                                 

339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3). 
340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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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限制研究或發展 

標準專利聯盟之授權協議中，任何對被授權人從事研發或被授權人與第三人

共同從事研發之限制，無論研發內容是關於標準相關技術或其競爭技術，均有相

當高的違法風險。 

反之，若是由少數競爭者在相互負有保密義務下以合作研發（joi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方式來制定標準或研發標準之核心技術，於此情況而限制其他

技術之研發或與其他人共同研發，此等限制始有合理化之基礎。然一旦標準制定

後，此等限制研發活動之約款則又不再視為合理而適法之限制。 

（3）關於標準相關技術改良之回饋授權條款 

透過授權協議使被授權人負有義務將改良技術回饋授權予標準專利聯盟，在

競爭法上會產生下列限制競爭之疑慮：  

（a）回饋授權之義務增加標準相關技術在市場上之有利及優勢地位； 

（b）若使被授權人負有回饋授權義務，將造成相同技術標準發展替代性技

術之難度。 

反過來說，若被授權人所改良技術為該標準之關鍵專利，則非專屬回饋授權

條款即有及必要性，在無附加其他改良技術實施限制，且未對被授權人採取任何

歧視性的措施時，競爭法主管機關會認為該等回饋授權條款實屬合理。 

（4）禁止主張專利無效之條款（Non-challenge clauses） 

在標準專利聯盟授權協議中，禁止被授權人主張專利無效之條款，對於競爭

秩序有極為不利的影響，蓋包含於標準專利聯盟中之專利可透過第三人質疑其有

效性而被排除於聯盟，若第三人無法挑戰專利有效性，將使無效專利能透過專利

聯盟方式取得非法的排他性權利。 

在禁止主專利無效條款外，另有終止授權契約之條款（亦即被授權人若主張

專利無效權利人可終止授權契約），同樣有獨占禁止法之適用可能。終止授權契

約條款在適用上，若僅限於被授權人質疑無效之專利（亦即以終止該專利授權方

式將其排除於原有的授權範圍），此等條款仍使被授權人保有挑戰專利聯盟所包

含專利有效性之機會，從而不會產生反競爭之疑慮。 

（5）禁止針對授權人或其他被授權者主張專利權條款（NAP） 

在標準專利聯盟之授權契約中，禁止被授權人對授權人或其他被授權者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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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之條款，在本質上會妨礙被授權人行使既有或未來即將擁有之專利權，使

得授權人或其他被授權人享有較有利的競爭地位；除此之外，此等條款亦會限制

替代性技術相互競爭之可能及對技術市場之有效競爭產生限制。 

相反的，要求被授權人所擁有或未來擁有之關鍵專利亦應授權專利聯盟或其

他被授權人，且此等授權義務為非專屬性，亦無其他限制條款（諸如限制該等專

利權之實施範圍或用途），此等條款並無反競爭疑慮。 

四、標準化技術授權之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內涵 

同樣從標準制定與標準化技術授權之本質與背景來看，並歸納美國、歐盟及

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此一議題所公布之研究報告、處理原則或準則，標準化

技術授權實同時具有促進競爭及限制競爭之不同面向，以下分述之。 

（一）技術標準及標準化技術授權利於產業發展及促進競爭341 

技術標準可能有促進競爭之效果，例如：所制定之標準乃開放的，不受任何

智財權保護或任何人在不歧視的條件下均得近用標準之內容及其相關技術。此

時，不僅市場上的既存事業可立於同一技術條件而相互競爭，對於新的競爭者，

亦無進入市場之技術障礙342；上下游事業或消費者可在相同的技術基礎上，選擇

品質、功能較佳的商品或服務。另外，標準制定後，可加速相關技術與產業發展、

利於上下游產品或技術之研發與應用。在特定技術及其相關產業尚屬萌芽階段，

若由個別事業分別進行研發，可能會出現許多規格不一的商品或服務，因而不僅

不利於整體產業之發展，上下游事業或消費者亦因商品或服務之技術規格不一而

產生不便343。 

技術標準在降低技術授權或專利爭議解決成本上，亦有其重要意義。標準制

定後，賦予事業近用該等技術之可能性；即便技術標準涵蓋特定專利權，諸多SSO
亦透過內部機制使技術需求者能以無償或合理條件取得授權，因此，建立標準可

減少技術移轉所需之費用或時間成本。此外，市場上尚無通用的技術規格前，事

業各自投入研發、相關技術百家爭鳴，不免有專利侵權情事，由侵權所生之爭議

                                                 

341 李素華，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以近用技術標準之關鍵專利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16
卷第2期，頁90-91，2008年4月。 

342 KNUT BLIND, THE ECONOMICS OF STANDARDS, 45-49 (2004). 
343 James J. Anton & Dennis A. Yao, “Standard-Setting Consortia, Antitrust, and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64 ANTITRUST L. J. 247, 248-249 (1995); David A. Balto, Standard Setting in a Network 
Economy (2002), http://www.ftc.gov/speeches/other/standardsetting.htm (accessed 10 November, 
2007); Maurits Dolmans, “Standards for Standards”, 26 FORDHAM INT’L L. J. 163, 166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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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程序不僅耗費時間，衍生的訴訟費用或損害賠償亦相當可觀，從而及早確定

技術標準可事前避免侵權爭議發生。 

（二）技術標準及標準化技術授權不利於產業發展與限制競爭344 

反之，技術標準亦可能不利於市場上之有效競爭。個別技術本身受到智財權

保護，即取得法律所賦予的排他權345，進一步被納入技術標準後，可能使市場力

量集中於單一或少數事業，整體對外關係上即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優

勢，因而在特定市場形成獨占地位，此時相當容易發生獨占地位濫用而產生限制

競爭之效果。 

此外，技術標準亦可能不利於技術創新與研發。一般而言，SSO成員為特定

市場之參與者，彼此間往往具有競爭關係，因而高度關切所制定標準及產業未來

會廣泛使用之技術內容346。標準制定後，若SSO能使技術需求者以無償方式實施

該等技術，可能降低參與者、競爭者或上下游事業持續投入新技術規格研發之誘

因，阻礙新的技術、商品或服務之發展、降低技術改良之可能性347。 

再者，觀察國外諸多個案可以發現，標準制定固然能達成商品或服務之相容

性，但企圖將其他競爭者排除於特定市場、或為了阻礙新加入者而提高市場進入

門檻，有時反而為制定標準之主要目的，其對特定市場之競爭秩序有甚為不利的

影響。例如：在封閉性的技術標準（closed standards; proprietäre Standards）348，

其由少數事業所制定，非所有的競爭者或市場參與者均能參與標準之制定過程或

近用該標準，從而SSO參與者在對內及對外關係上形成卡特爾（cartel）之聯合349

或杯葛350等限制競爭行為。 

                                                 

344 李素華，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以近用技術標準之關鍵專利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16
卷第2期，頁91-92，2008年4月。 

345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56條：物品專利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

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品之權（第1項）。方法專利權人，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使用該方法即使用、為販賣之要約、販賣或

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方法直接製成物品之權（第2項）。 
346 Matthew N. Kriegel, supra note 388, 216-217. 
347 Sören Delf, a.a.O., supra note 38 , S. 186 f. 
348 封閉式的技術標準乃相對於開放性的技術標準（open standards; offene Standards）。後者係指

市場參與者均有機會參與標準制定過程、獲悉標準之內容及使用標準相關之技術。David A. 
Balto, supra note 343; Mark A. Lemley, supra note 388, 1962, 1963; Priscilla Caplan, “Patents and 
Open Standards”, National Information Standards Organization (NISO), 3-4 (2003). 

349 例如：SSO或參與技術標準制定者拒絕第三人近用相關技術，可能構成我國公平法第7條之聯

合行為或第10條獨占事業濫用其獨占地位。 
350 例如：參與標準制定之事業聯合杯葛外部事業，提高其製造、行銷成本。黃銘傑，專利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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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第三家事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

次處分案，前揭註44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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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競爭管制之理論基礎—以專利聯盟及標準化技術授

權為例 

傳統就專利聯盟是否應受競爭主管機關規範，抑或是否違法公平交易法，影

響市場競爭秩序與消費者權益，主要核心議題均環繞於聯合行為與獨占市場之討

論。就專利聯盟與標準化技術授權之行為是否構成公平交易法第7條所規範之聯

合行為，需視參與專利聯盟之事業是否以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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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前項所稱聯合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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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

限。參考最高行政法院於飛利普一案中撤銷公平會認定構成聯合行為處分之理由

所示，該案判決法官即認為該案所涉patent pool中多數技術係彼此間具有互補性

質，因無替代性而多半不具競爭性。是以，最高行政法院據而認定，飛利普等三

家公司所提供之專利技術乃具有互補性，已不具有替代可能性，自不構成競爭關

係；從而該行為並不足以構成公平交易法第7條所欲處理之聯合行為。 

此外，事業間進行技術標準化，進而形成patent pool之行為亦有可能構成獨

占市場，進而影響市場競爭。依照公平交易法第5條之規定，所謂獨占事業係指

謂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

抑或，二以上事業，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

定之情形者，視為獨占。 

公平交易法對於獨占事業之規範，主要在於避免獨占事業基於其市場力量，

進而從事具有限制競爭效果之行為，進而損害消費者；是以，衡量事業是否取得、

維持或濫用其市場力量，成為評估事業是否具有獨占地位而需受相關管制之主要

指標。傳統而言，判斷市場力量大小之分析方法，多係利用市場集中度以推論該

事業所可能擁有之市場力量。事業若在特定市場中擁有較高之市場占有率，通常

被認定擁有市場力量；雖則，晚近學者亦承認單純以市場占有率作為判斷市場力

量之標準，並無法完全反映出市場競爭狀況，競爭主管機關需輔以其他指標或市

場資訊，以作為判斷獨占事業之參考351；然而，市場占有率仍是判斷事業市場力

量之主要指標，惟市場力量之判斷仍須透過對特定市場之界定。 

是以，在評估專利聯盟所涉相關行為對特定市場競爭產生之影響前，必須先

                                                 

351 See George A. Hay, Market Power in Antitrust, 50 ANTITRUST L. J. 807 (19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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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特定市場」加以界定，並綜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或「市場力量」等，分

析、判斷系爭行為對市場競爭產生之實質影響，從而論斷該行為是否構成公平交

易法所欲規範之獨占事業。 

本章先探討關於市場界定之經濟理論發展，次而檢視所謂市場力量的衡量方

法，經由市場界定與市場力量之分析，進而討論競爭主管機關是否有介入管制規

範專利聯盟與標準化之理論基礎。本研究並將藉由實際案件與判決之分析，檢視

廠商間組成patent pool之行為是否足以構成獨占市場而應受管制。 

第一節 相關理論發展 

一、市場界定之理論發展 

特定市場界定與獨占事業之認定間具有重大關連性。依我國公平交易法第5
條第3項之規定，本法所稱特定市場，係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

之區域或範圍。由此可知，所謂市場係指事業從事競爭之區域與範圍，而又依公

平交易法第四條規定，所謂競爭係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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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可見依我國公平交

易法之規定，所謂特定市場乃係具競爭關係之事業群所構成之抽象空間；而當事

業主觀無意或客觀無法向可能交易相對人提示較為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等交

易條件時，以於該空間中爭取交易機會時，該事業乃被排除於構成該特定市場之

競爭事業群外352。然上述文字定義仍顯抽象，於個案適用中尚有待進一步解釋。 

美國反托拉斯法之司法實踐過程中受經濟理論影響甚深。伴隨經濟學理論之

發展，產業組織理論將經濟學之概念與方法融入反托拉斯法之規範中，為相關市

場之界定建構一套分析架構；其後，並進一步發展出美國反托拉斯主管機關大量

採用之SSNPI檢驗法以作為市場界定之方式，而隨經濟學理論發展，SSNIP分析

架構也日趨完整。然近年來，隨高科技產業之發展，研究發展占事業發展越來越

高比例；相較於傳統之生產效率與配置效率，近年來創新效率得到競爭主管機關

越來越多的重視，智慧財產授權行為對於創新及市場競爭之影響，亦成為反托拉

斯審查之關鍵要件。以下概述反托拉斯司法實踐過程中，關於市場界定之理論發

展。 

                                                 

352 參閱，黃銘傑，技術標準與專利聯盟（Patent Pool）中獨占地位之取得及其濫用時之救濟措施

初探—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In the Matter of Rambus, Inc.案之啟示，全國律師，第12卷第1期，

頁31，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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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構、行為與績效理論（SCP） 

產業組織理論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在美國以哈佛大學為中心，以Professor 
Mason及Professor Bain為主要代表形成之理論，該理論之基本理論模式即是在

1950年代後，對美國反托拉斯制度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之結構、行為與績效理論

（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Paradigm, SCP）。該理論之主要主張為，市場結

構決定市場行為，市場行為又決定市場績效；若市場結構高度集中則必然產生反

競爭之市場行為，從而導致反競爭之市場績效。是以，為保持市場之有效競爭以

獲得較高之市場績效，控制市場結構將成為重要關鍵。 

1945年的Aluminum Co. of America一案中，首見法官將結構主義之理論應用

於判決中；該案法官Hand主張，美國鋁業公司占有90%以上之市場占有率，且又

無法證明該公司之獨占地位乃基於自然優勢所形成，因此縱使該公司並未濫用市

場力量之行為，仍因擁有過高之市場占有率而被認定違反Sherman Act第2條關於

禁止壟斷之規定，而被要求應強制分割為多家公司353。 

1968年哈佛大學經濟學家Turner所推動制定之司法部廠商結合準則（1968 
Merger Guideline）中，採用哈佛學派結構主義之觀點，納入相關市場涵義及其界

定標準，以廠商之市場占有率作為判斷廠商合併是否合法之主要依據，並以合理

互換性之檢視以界定市場，亦即依賴產品之品質、價格與用途等，主觀判斷產品

間可替代性之強弱，若認為彼此間具有高度替代性，則將其歸為同一市場。 

依照司法部於1968結合準則中所表示意見，所謂相關市場係由「銷售行為或

其他商交易所構成之集合，其中參與銷售之企業將因與其他為參與銷售之企業相

競爭，而得到某些利益354」而所謂市場可由產品（line of commerce）及地理（section 
of country）兩個維度加以界定，司法部並於該準則中分從商業習慣中多數購買

者與特定購買者不同的需求面向，提出商品市場界定方法。亦即：1.多數購買者：

任何產品或服務，其銷售依照商業習慣可與其他產品或服務相區別者，通常可構

成一個相關商品市場，即使以多數購買者的立足點，其他產品可能在價格、品質

及用途上可與之合理互換，亦屬同一商品市場；2.特定購買者：兩相異產品對特

定購買者群體之銷售，對此特定購買者群體而言，兩產品在價格、品質及用途上

可合理地互換時，亦可合適地併為單一商品市場。若以此特定購買者群體之立足

點，存在其他在價格、品質及用途上具有相同可互換性之其他產品時，亦應將其

                                                 

353 United States v. Aluminum Co. of America, 148 F.2d. 416, 433-55 (1946). 
354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68 Merger Guideline, S.2 (1968),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hmerger/11247.pdf (accessed 8 August, 2009). 

http://www.usdoj.gov/atr/hmerger/1124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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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入同一商品市場中355。 

在經過一連串司法實踐過程後，事業之市場占有率成為衡量其市場力量之關

鍵；然而市場範圍之界定則左右市場占有率之計算。若市場範圍定義過廣，則可

能稀釋廠商之市場占有率，行程市場力量之低估，反之則可能高估廠商之市場力

量。是以，在結構、行為與績效理論逐漸受到重視後，市場界定也成為競爭規範

之重要議題；美國法院亦陸續在判決中提出市場界定之各項理論。 

（二）SSNPI 之檢驗 

當以哈佛學者為代表之結構主義於1960達到發展顛峰時，以芝加哥大學為首

之經濟學家開始對結構主義提出批判，並進而對美國反托拉斯法政策產生重大影

響，進而建立對相關市場界定具有關鍵影響力，並沿用至今之「微幅且顯著之非

暫時性價格上升（Small but Significant and Non-transitory Price Increase, SSNPI）」
檢驗方法356。 

芝加哥學派主張，好的反托拉斯政策應該以促進效率為目標，並追求消費者

福利最大化，因此，芝加哥學派又被稱為是效率學派。針對過去哈佛學派以經驗

研究所得到的SCP 推論，Harold Demsetz 認為廠商獲得高額利潤是其大量生產

的規模經濟、先進技術及生產設備、優良品質和優異廠商管理所獲得之報酬，廠

商若因而獲得較高之市場占有率，應該是市場績效或市場行為決定其市場結構
357。因此，雖則市場占有率與廠商之獨占力量具有高度相關性，然若以實現效率

最大化為競爭政策之管制，市場占有率不應作為司法判決之唯一決定要件，而只

能作為參考因素之一。 

美國司法部於1968年提出結合準則後，因該準則在適用標準之模糊屢受抨

擊；司法部遂於1982年對該準則進行修正，將市場定義為「在沒有新加入者的狀

況下，其中一個假想、未受管制的廠商在該區域所進行的所有銷售，可以透過微

幅且顯著的非暫時性價格上升（高於一般水準或可能的未來水準）而提高其利潤

的一組產品及一個關連的地理區域」358。 

                                                 

355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68 Merger Guideline, S.3 (1968). 
356 See Eleanor M. Fox, The 1982 Merger Guidelines: When Economists Are Kings?, 71 CA. L. REV. 

281 (1983), available at http://www.jstor.org/stable/3480155 (accessed 8 August, 2009).  
357 See Harold Demsetz, Industry Structure, Market Rivalry, and Public Policy, 16 J. L.& ECON.1, 

(1973) available at http://www.jstor.org/stable/724822 (accessed 2009/08/08) 
358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1982 Merger Guideline, N.6 (1968),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hmerger/11248.pdf (accessed 8 August, 2009). 

http://www.jstor.org/stable/3480155
http://www.jstor.org/stable/724822
http://www.usdoj.gov/atr/hmerger/1124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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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1982 年結合準則中對於市場定義的概念，準則中對於界定商品市場的方

法，具體提出以一定期間內微幅價格上升價格為判定相關商品市場範圍的標準。

司法部對具有被獨占可能性的產品進行相關商品市場範圍界定時，將先假定市場

存在一個獨占的供給廠商，並假設該獨占事業對可能被獨占之產品價格做出「幅

度雖小但有意義且非短暫之價格漲幅時」（通常為5%，一年內），評估在一定期

間需求者購買其他替代產品的情形，若造成該廠商之銷售減少而使價格上升導致

無利可圖時，則將該可能獨占產品下一次優替代品加入分析範圍，再假設該獨占

廠商同時生產此二種產品，重複進行價格提升的測試，直至購買者在前述價格上

升的情況下，多數購買者不會購買其他產品作為替代品。通過上述SSNIP測試之

最小產品組合即構成所謂之相關商品市場359。 

而評估產品間替代性考量的因素，包含：（1）就購買者之觀點，特別是針對

會因相關價格或其他競爭變數之改變而調整其購買行為之購買者，則特別觀察其

是否認為產品為替代品；（2）產品在一般用途、設計、物理結構及其他技術特徵

上之相似或相異點；（3）產品多年來在價格波動上所顯示的相似或相異點；（4）
就銷售者之觀點是否認為產品為替代品，特別是針對其進行商業決定時所依據之

觀點360。  

（三）動態經濟分析 

1980年代後期，應用賽局理論以分析企業之策略行為與不完全競爭之討論促

進產業組織理論之發展，「新產業組織理論」興起，產業組織理論研究從重視市

場結構轉向重視市場行為，由結構主義轉向行為主義，並突破了傳統的單向、靜

態的研究架構，建立雙向、動態的研究基礎。主張廠商會以策略行為改變市場環

境，而市場結構和市場績效都是廠商間賽局之結果；且隨美國高科技產業之發

展，技術創新已經成為提高廠商核心競爭力之關鍵，是以與動態競爭分析密切相

關之技術進步及創新效率乃逐步影響美國反托拉斯管制政策361。 

動態經濟分析與靜態經濟分析兩者是分析方法上相對應的兩個類別。前者研

究均衡狀態及達到均衡狀態所要求具備的條件，但不涉及達到均衡狀態的過程或

達到均衡狀態所需要的時間；動態經濟分析則研究各經濟變數隨時間推移而不斷

                                                 

359 Id., at S.II(a). 
360 Id. 
361 See Richard J. Gilbert, Antitrust for Patent Pools: A Century of Policy Evolution, STANFORD 

TECHNOLOGY LAW REVIEW 2004 (2004), available at: http://works.bepress.com/richard_gilbert/11 
(accessed 8 August, 2009). 

http://works.bepress.com/richard_gilbert/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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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變化，探討各經濟變數調整及其對經濟體系變動的影響過程362。 

Professor Richard J. Gilbert 及Steven C. Sunshine於1995聯名發表一篇文章，

對於將動態經濟分析應用於反托拉斯判斷及創新市場之概念提出詳細說明，而該

文開宗明義即指出，廠商創新是經濟成長之核心363。依照動態經濟學之研究，所

謂經濟發展即指經濟內部自發地進行創新而呈現的重大變動，而價值的競爭應該

是新產品、新技術、新供給來源、新組織類型的競爭。Schumpeter並進一步提出

創新效率之概念，並認為創新效率可以體現於技術改進及產品改良，或是對生產

資產與研發，進行最優投資所獲得之長期產出最大化。是以，獨占廠商仰賴其龐

大組織，將較有財力進行研發活動，且市場占有率可確保創新收益之回收，因此，

科技創新的主要動力，來自於擁有獨占或準獨占力量之廠商。亦即，獨占廠商因

其組織龐大，較有能力在研究及發展上投資更多的資源，同時，獨占利益提供廠

商免於將專門知識擴散至競爭者的保護，而可確保完全回收其創新之收益而無須

與其他搭便車之競爭者分享。但Schumpeter也認為獨占廠商將持續遭受新科技的

挑戰，若其未能持續創新，便將遭到其他有效創新之新起獨占廠商所取代364。 

傳統反托拉斯分析之終極目標在於追求靜態效率（static efficiency）的實現，

藉由市場競爭，一方面希望達成產品價格等於產品生產的邊際成本，以獲得配置

效率（allocation efficiency）；另一方面則希望達成價格等於平均成本，以獲得生

產效率（production efficiency）。但長期而言，整體經濟發展仍須藉助技術發展，

以帶動生產力之提高；是以動態效率在討論一國經濟發展時因而受到特別重視
365。而經濟學家也發現傳統市場界定理論已不能反映動態競爭或創新對既有市場

結構之影響，在反托拉斯理論及管制政策中應納入技術進步要素之考量；美國司

法部1995年所公布之「智慧財產授權之反托拉斯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362 美國經濟學家在J.B. Clark「財富的分配（1899）」一書中提出，靜態經濟學所研究的是靜態社

會裡的經濟規律；在這個靜態社會裡，人口、生產技術、資本數量、生產組織和方法乃至消費

者的欲望，都被假設為恆定不變，社會處於靜止狀態；只有在這個既有完整的組織而又不受社

會進步所干擾的靜態社會裡，一切經濟範疇（如價值標準、工資、利息、利潤等），才是自然

的或標準的。而動態經濟學所研究的，則是現實社會中的經濟規律;在現實社會裡，一切事物

和現象（如人類的欲望、人口、生產技術與設備、生產組織與方法、所生產的財富種類）都在

不斷變化。 
363 See Richard J. Gilbert and Steven C. Sunshine, Incorporating Dynamic Efficiency Concerns in 

Merger Analysis: The Use of Innovation Markets, 63 ANTITRUST L.J. 569. 569, 570 (1995). 
364 See Edmund W. Kitch,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Patent System, 20 J.L. & ECON. 265, 276 

(1977), http://www.jstor.org/stable/725193 (accessed 8 August, 2009); Arti K. Rai, Fostering 
Cumulative Innovation in th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he Role of Patents and Antitrust, 16 
BERKELEY TECH. L.J. 813, 819 (2001). 

365 范建得、莊春發、錢逸霖，管制與競爭：論專利權之濫用，公平交易季刊，第15卷第2期，頁

14，2007年4月。 

http://www.jstor.org/stable/72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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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即引入動態競爭分析，提出技術市場與創新

市場之概念，並於其中確認創新市場概念及界定方法。 

二、市場力量之衡量 

（一）傳統市場力量衡量 

1、市場占有率 

市場占有率是指廠商在特定市場中的銷售額占整體市場銷售額的比例，故要

瞭解市場占有率需先理解相關產品的市場範圍。受到哈佛學院派結構主義的影

響，計算廠商市場占有率成為判斷市場力量之關鍵。美國法院自1950 年代起，

紛紛於判決中提出界定相關市場及地理市場之理論，由於市場範圍定義過於廣

闊，可能稀釋廠商之市場占有率，造成低估市場力量，反之則會高估廠商之市場

力量，在反托拉斯的實務上，一般皆以廠商在特定市場之市場占有率作為評估市

場力的依據366。至於在何種程度上的市場占有率才算是廠商已擁有市場力量？早

期美國法院便表示「90%的市場占有率足以構成獨占；60%或64%則未必足夠；

33%則肯定不會構成」367。 

動態競爭相較於靜態分析係較能研究各經濟變數隨時間推移而不斷發生的

變化，探討各經濟變數調整及其對經濟體系變動的影響過程。而是否有其他因素

會影響市場占有率之計算？其實牽涉到許多範圍界定及評估標準之問題，且資料

的蒐集亦有其困難度，因此市場占有率無法完全成為評估市場力量之單一標準。   

此外，市場力量受到的影響因素不單只有市場占有率，且其亦並非影響市場

力量的單一因素，若僅僅以市場占有率來推論市場力量，則忽略了潛在競爭者的

可能因素，因而高估了市場力量結果，故，應再置入其它影響因素綜合評估之，

例如：後面所提到價格與邊際成本之偏離程度、超額利潤、需求彈性與供給彈性，

或近幾年來美國學者所提出之關鍵設施理論等，非僅使用市場占有率作為市場力

量之評估方法。 

2、價格與邊際成本之分析 

理論上，市場力量的本質即為廠商面對之剩餘需求彈性（residual demand 

                                                 

366 參閱黃靖元，美國反托拉斯法專利授權案件市場界定之研究，世新大學法學院碩士論文，2006
年7月11日。 

367 United States v. Aluminum Co. of America (Alcoa), 148 F.2d 416, 424, 2d Cir.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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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ticity）368大小，若能直接測量剩餘需求彈性，便可得知廠商擁有之市場力量
369。由於以市場占有率衡量市場力的方法，只考量了供給面的因素，認為以此做

為市場力的衡量並不適當，而應同時考量供給面與需求面的影響。因此主張透過

測量產品價格偏離邊際成本的程度來推算需求彈性的大小，亦即透過對廠商之產

品價格及邊際成本之測量，推算出其所面對之需求彈性，進而推論該廠商所擁有

的市場力量370。 

然而，我們很難去取得實際的邊際成本，雖可利用價格和邊際成本的差距數

值來做為判斷廠商市場力量的大小，但此種衡量之結果並無法說明這樣的經濟情

況係因廠商經營而造成，或係因整個社會為追求未來利益所須付出之機會成本。

於此，學者Abba P. Lerner便以勒納指數（Lerner Index）來解決其問題371，他透

過測量產品價格偏離邊際成本的程度，推得需求彈性大小，可免於界定相關商品

市場及地理市場，作為評估廠商市場力量之方法之一。 

勒納指標(Lerner’s Index)又稱為價格成本差異(Price-cost margin)，其為價格

與邊際成本之差佔價格的比例，公式為： 

 

當廠商處於完全競爭市場時，其售價等於邊際成本，因此，勒納指數為零時，

廠商完全不擁有市場力量。若需求彈性愈大，則價格與邊際成本差異愈小；反之，

需求彈性愈小，則價格與邊際成本差異愈大。當價格與邊際成本差異愈大表示廠

                                                 

368 所謂剩餘需求彈性（residual demand elasticity），係指該特定廠商所面對之需求曲線，其與市

場需求彈性之差異在於，後者是在其他條件不變下，分析消費者購買量與價格之關連，而剩餘

需求彈性，需同時考量其他廠商之供給彈性，考量競爭對手因價格變動所影響之產量後，評估

消費者對該廠商產品之需求量與價格關連性。因此，當市場需求彈性不變時，市場上其他相同

之廠商越多，或其他廠商之供給彈性越大，則特定廠商之剩餘需求彈性之絕對值越大（當特定

廠商之競爭對手越多，或競爭對手因價格上揚而立即生產大量相同產品時，消費者對於特定廠

商之產品價格變動的敏感度便越高，此時特定廠商若維持價格上揚，消費者變會轉而購買其他

廠商生產之產品。）另一方面，當特定廠商獨占該商品市場時，且不存在其他潛在競爭者時（亦

即當產品價格上揚時，市場短時間內不會出現其他廠商生產之相同或替代產品），廠商之剩餘

需求彈性將等同市場需求彈性。 
369黃靖元，美國反托拉斯法專利授權案件市場界定之研究，世新大學法學院碩士論文，2006年7
月11日。 

370 William M. Landes & Richard A. Posner, Market Power in Antitrust Cases, 94 HARV.L. REV. 937 
(1981). 

371 Abba P. Lerner, The Concept of Monopol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Monopoly, 1 REV. ECON. STUD. 
157 (1934); see also Robert S. Pindyck, The Measurement of Monopoly Powerin Dynamic Markets, 
Vol. 28, No. 1 J. LAW AND ECON. 193, 194 (Apr.,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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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獨占力越大。換言之，需求彈性愈大，獨占價格愈接近競爭價格；反之，需

求彈性愈小，獨占價格愈高於競爭價格。因此，獨占力大小與產品的需求彈性有

關。需求彈性愈大獨占力越小；反之，則愈大
372
。 

動態環境下，邊際成本之頻繁變動更加劇烈，造成雙方價格訂定之困難，因

此它無法完全成為評估市場力量的標準之一。 

3、超額利潤 

若廠商的利潤率越高，表示該廠商越具獨占力。然而有時利潤與獨占力之間

並無直接的關係。因為利潤可能來自其他的原因如創新，而且短期裏完全競爭廠

商亦可能有超額利潤。不過，倘若一個廠商長期裏一直獲取超額利潤，一般而言，

我們可以判定該廠商具有某一程度的獨占力，因此利潤率是獨占力的指標。利潤

可從廠商的財報表中獲得，惟此種利潤為商業利潤，會因廠商所採取的會計制度

而有所差異，因此利用利潤率作為指標時應做調整
373
。 

經濟學家Joe Bain 於1956 年提出，利用廠商之利潤判斷市場力量的方法，

Bain 主張所謂超額利潤法，係指市場中若存在持續的超額利潤，可作為廠商擁

有市場力量的證據，其利潤越高，則擁有市場力量越大374，廠商利潤率表示如下

方公式一，貝恩指數(Bain Index)計算方法則為下方公式二： 

廠商利潤率(π)=P×Q－C(Q)－D－i×v            公式一 

P：價格 

Q：產量 

C（Q）：生產量為Q時所生之成本 

D：資本折舊 

i：正常投資獲利率 

                                                 

372 陳正倉、林惠玲、陳忠榮、鄭秀玲，個體經濟學，雙葉書廊有限公司出版，一版，2006年5
月。 

373 同前註。 
374 Joe S. Bain, The Profit Rate as a Measure of Monopoly Power, 55 Q.J. OF ECON. 271(1941); JOE 

S.BAIN, BARRIERS TO NEW COMPETITION: THEIR CHARACTER AND CONSEQUENCES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121 
 

v：投資總額 

i × v：所有投資之機會成本 

    貝恩指數=                         公式二 

獨占市場下必有超額利潤存在，但，具有超額利潤之廠商不代表其為獨占廠

商，然而廠商之目的皆在於追求超額利潤，於動態競爭市場之下，許多廠商陸陸

續續於市場中進出，因此超額利潤之發生存在著許多不確定性，故，使用超額利

潤衡量市場之力量係有待商榷的。 

4、需求彈性與供給彈性 

在其它情況不變之下，需求彈性是用來衡量需求量對價格的敏感度，需求彈

性為：「當價格變動百分之一時，需求量變動的百分比。」；供給彈性則為用來衡

量供給量對價格的敏感度。供給彈性為：「當價格變動百分之一時，供給量會變

動的百分比。」375。在效率市場之下，需求與供給彈性將相交於市場供需均衡點。 

假設需求彈性與供給彈性並未相交於最適均衡點，則此市場係有獨、寡占之

虞，故若以需求彈性及供給彈性做為市場力量之衡量稍嫌武斷，若能併入其它因

素(產品是否具有替代性或互補性)考量將更顯周延。 

由於反托拉斯法係參考上述五種市場力量做市場界定，但隨著科技發展，高

科技知識轉換迅速，其產物(例如：專利權)又具有高度動態競爭的特質，故將動

態競爭導入創新市場、商品市場及技術市場去做市場界定應較為合適之衡量方

式。 

5、Landes-Posner之理論 

Professor Landes及Posner於1981年對傳統僅以市場佔有率決定市場力量之

理論提出批評，並提出其論點，主張並證明市場力量可能受到多種因素影響，而

非僅限於市場佔有率376。 

                                                 

375 陳正倉、林惠玲、陳忠榮、鄭秀玲，個體經濟學，雙葉書廊有限公司出版，一版，2006年5
月。 

376 Willaiam M. Landes & Richard A. Posner, Market Power in Antitrust Cases, 94 HARV. L. REV.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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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es及Posner透過公式推導，除了證明市場力量同時會受到市場佔有率、

市場需求彈性及從屬競爭廠商供給彈性之影響，單由市場佔有率之判斷並無法確

認與市場力量間的必然關係；更同時證明需求彈性與供給彈性對市場力量之重要

性，特別是供給彈性可分別為短期供給彈性與長期供給彈性，並應分別加以觀

察。且供給彈性將反映出可能加入市場之潛在競爭者對競爭之影響，若在市場力

量之判斷中僅觀察現有支配廠商擁有之高額市場佔有率，將發生過度高估其市場

力量之可能性377。 

（二）關鍵設施理論 

所謂的關鍵設施，係指進入特定市場所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或設備

（infrastructure），若無該基礎設施或設備，即無法提供商品或服務，此等情況常

發生在電信、交通（特別是航空業）、石油及金融銀行等產業，因此，基於建立

市場競爭秩序之考量，得由競爭法介入而賦予關鍵設施使用者近用之權利，例

如：我國電信法第31條即明定關鍵設施使用之請求權基礎378。至若設備或設施是

否不可或缺，應判斷事業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在特定市場上是否有其他替代可能

性；技術上或法律上無替代可能性固然屬之，使用替代商品或服務在經濟上顯不

相當（wirtschaftliche Unzumutbarkeit）者，亦同；但單純拒絕近用設備或設施而

使交易相對人產生競爭上的不利益，仍未該當不可或缺之要件379。 

關鍵設施理論起源於美國司法實務，一次大戰以前十四家鐵路公司協議共同

控制密西西比河上最重要的兩座鐵橋，前往St. Louis的所有鐵路運輸均需利用

之；1912年經美國最高法院認定，本案之兩座鐵橋乃通往鄰近市場的「關鍵設

施」。本理論其後繼續由法院實務發展，在競爭法領域，關鍵設施理論成為違反

休曼法第2條獨占地位濫用之強制授權依據；但相對而言，適用本理論之嚴格要

                                                                                                                                            

(1981). 
377 Id., at 950. 
378 我國電信法第31條：第一類電信事業從事其固定通信網路管線基礎設施之建設時，於通信網

路瓶頸所在設施，得向瓶頸所在設施之第一類電信事業請求有償共用管線基礎設施（第1項）。

前項共用管線基礎設施之請求，被請求之業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之（第2項）。 
關鍵設施理論規定同樣亦見諸我國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37條：經營者或取得籌設同意書者

從事其固定通信網路管線基礎設施之建設時，於通信網路瓶頸所在設施，無法於合理期間自行

建置或無其他可行技術替代者，得向瓶頸所在設施之固定通信業務經營者，請求共用管線基礎

設施（第1項）。前項共用管線基礎設施之請求，被請求之經營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之（第

2項）。 
379 Andreas Lober, Die IMS-Health-Entscheidung der Europaeischen Kommission: Copyright K.O.?, 

GRUR INT 2002, 1, S. 11 f. (2002); Holger Fleischer & Hartmut Weyer, Neues zur essential facilities- 
Doktrin im Europaeischen Wettbewerbsrecht- Eine Besprechung der Bronner-Entscheidung des 
EuGH, WUW 4/1999, 350, S. 357 ff.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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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要求，同樣成為限制競爭法主管機關恣意准予強制授權之法律基礎380。大西洋

彼岸的歐洲亦在競爭法領域接受關鍵設施理論，1998年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

（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aenkungen, GWB）第六次修正時，於第19條第4
項第4款明定，關鍵設施擁有者之拒絕提供商品或服務行為，構成優勢地位濫用
381。 

美國及歐洲之競爭法實務與理論，目前皆已承認關鍵設施理論得適用於對獨

占地位濫用之非難，然其要件略有不同。歐洲法院於2004年在重要的IMS案382指

出，關鍵設施擁有者拒絕第三人使用設施，在結果上必須有阻礙新產品之出現，

始 該 當 EC 條 約 第 82 條 之 優 勢 地 位 濫 用 383 。 除 了 在 歐 洲 地 區 另

有”new-product-requirement”要求外，一般而言，關鍵設施擁有者在符合如下要件

下，即負有以無歧視條件提供關鍵設施之義務384： 

--關鍵設施由獨占者所控制（control of the essential facility by a monopolist）； 

--競爭者無法實質的或合理的複製該關鍵設施（a competitor’s inability 
practically or reasonably to duplicate the essential facility）； 

--關鍵設施擁有者拒絕競爭者使用該設施（the denial of the use of the facility 
to a competitor）； 

--獨占者提供該設施係屬可能（feasibility of providing the facility）。 

                                                 

380 中文文獻關於關鍵設施理論之探討，參見劉靜怡，從美國法制經驗看網際網路時代的反托拉

斯法：政府管制介入科技創新發展的迷思？，政大法學評論，第67期，頁227-288，2001年；

紀振清，基礎設備理論於醫療事業之適用與探討，第7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頁513-525，2000年；張玉山、李淳，由競爭法之觀點論供油業者之關鍵設施共享，第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1-23，2000年。 

381 GWB第19條第4項第4款規定內容如下：商品或服務之支配性供應或買受事業尤其是有下列行

為之一者，會構成濫用支配市場地位：….4.拒絕以合理價格提供其網路或其他基礎設施給其他

事業使用，且該事業若無法使用此等設施將因法律上或事實上理由而無法在上游或下游市場與

該支配市場之事業從事競爭者。但支配市場事業證明基於企業營運或其他理由無法或不能期待

共同使用者，不在此限。 
382 Case C-418/01, 35 IIC 564 (2004); GRUR 2004, 524。關於本案之中文介紹，參見劉孔中，專利

強制授權之革新，智慧財產權法制的關鍵革新，頁234-236，2007年；李素華，競爭秩序維護

與智財權行使正當性之關係-以美歐技術標準制定案之最近發展為例，萬國法律，第134期，頁

23-33，2004年。 
383 Kamiel J. Koelman, An Exceptio Standardis: Do We Need an IP Exemption for Standards?, IIC 

2006, 823, 828-829. 
384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T&T Co., 708 F. 2d 1080, 1132-1133 (1983); GWB § 19 IV Nr. 4. 

http://apx.lib.nthu.edu.tw:8988/bib/bin/reference.asp?Y=300&Z=GRUR&B=2004&S=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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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術市場與創新市場之確立與分析方法 

雖然智慧財產權授權協議通常可增加社會福利及促進競爭，然授權協議仍可

能存在對商品價格、產量、品質、甚至相關技術及未來商品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

而在涉及智慧財產權領域之競爭問題時，除傳統商品市場外，有必要以不同模式

界定特定市場。美國1995授權規則中則明確提出「技術市場」及「創新市場」兩

種市場類型。換言之，在進行競爭法調查時，主管機關應先決定受影響之市場類

型，且在做出相關決定時，應以特定智慧財產權授權協議可能產生之限制競爭效

果進行分析判斷，而非僅根據所使用用語385。 

而在什麼時候需要界定特定技術市場並加以分析，學者通常援用經濟學家

John Hicks及Alfred Marshall所提出之衍生需求法則（Hicks-Marshall laws of 
derived demand）。以技術授權為廠商生產特定產品之衍生需求進行分析時，當其

他條件不變，下列狀況將存在較高之技術授權需求彈性，並使授權人無法行使其

市場力量：1、當下游產品需求彈性較高，受下游產品之需求彈性影響，技術授

權金的增加將導致下游產品需求大幅減少；2、當授權技術可被其他生產要素輕

易替代；3、其他生產要素具有高度供給之價格彈性，大量使用其他生產要素將

不會使價格大幅增加；4、技術授權金為主要生產成本。是以，經濟分析家建議，

在競爭分析中，當以下四項要件被滿足時，即可能存在一技術特定市場，且該技

術授權在該技術市場中擁有市場力量386：1、使用授權技術之下游產品需求彈性

較低；2、技術授權之權利金僅占使用該技術之產品總成本或價格一小部分；3、
相對系爭技術而言，替代系技術並不存在，或其效率不若系爭技術；4、因為已

投入之重大成本乃為使用該技術而特定，導致轉換其他技術之成本高昂。 

至於創新市場之應用及分析則尚存有較多質疑，參考學者所發表文章，提出

在有分析及界定創新市場必要性時，可參考以下之創新市場分析步驟來確認創新

市場之界定與判斷：1、界定創新市場之「商品」：廠商研究與發展；2、界定創

新市場中的競爭，亦即創新市場中的實際及潛在競爭者；3、分析下游商品之競

爭狀況；4、分析研究發展集中度及廠商創新之誘因；5、評估對研究發展效率之

影響。 

關於技術市場及創新市場更進一步之討論可參見下文。 

                                                 

385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GUIDELINE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t. 3.1. 
386 轉引自，Joshua A. Newberg, Antitrust for the Economy of Ideas: The Logic of Technology Markets, 

14 HARV. J.L. & TECH. 83, 107-8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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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市場界定 

涉及技術標準之專利聯盟在運作上，可能由市場參與者共同決定技術標準，

進而分工研發及產生符合標準所需之技術，再透過專利聯盟將標準相關技術授權

他人實施387；除此之外，亦可能特定產品已有技術標準之形成，但與標準相關之

專利權分屬不同事業，為利於市場參與者提供符合標準之商品或服務，因而相關

專利權人以專利聯盟型式彙整技術，進而對外授權。無論是屬於何種情況，均可

發現「技術標準制定（或設定）」與「透過專利聯盟對外實施標準有關技術」乃

不同的行為態樣388，諸多技術標準之專利聯盟同時發揮兩種功能及包含兩種行為

態樣，惟並不以此為必要。 

專利聯盟若同時負有制定標準之功能者，在參與者決定進行合作之初，市場

上通常尚無統一或一致適用的技術規格，甚而是針對發展中的新興技術或產品而

制定技術標準，此時往往難以透過既有的商品市場（goods markets）或技術市場

（technology markets）概念來界定特定市場，及判斷合作協議之參與者是否具有

競爭關係，競爭法之審視重點應在於標準制定合作協議之參與者的研發能力；易

言之，個別參與者是否有能力獨立研發及建立為市場上所接受的技術規格。創新

市場（innovation markets）概念於此則有其重要性，此時將關注參與標準制定之

事業，在研發授權技術之研發活動及其具替代性之研發活動所形成之市場中是否

具有競爭關係。若參與事業在組成專利聯盟之前，於創新市場均有能力從事獨立

之研發工作，甚至自行制定規格，發展所需之相關技術，以便將來自行生產或授

權生產獨立規格之商品，進而在商品市場與其他規格之商品彼此競爭時，則事業

在創新市場上可能被認定具有競爭關係389。 

反之，特定技術或產品若已有廣為接受的技術標準，標準相關專利權人以專

利聯盟方式對外授權時，在判定參與者是否具有競爭關係或專利聯盟之適法性

上，通常較無疑義，國外立法例及執法經驗上係以各該專利權人所擁有之技術是

否具有競爭關係（替代性技術）、是否為關鍵技術作為判斷基準。參酌日本2005
年標準及專利聯盟準則之內容，其第三部份特別闡釋標準有關專利以專利聯盟方

                                                 

387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上），月旦法學，第174期，頁121，
2009年11月。 

388 黃銘傑，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第三家事

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247，2006
年9月。 

389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下），月旦法學，第175期，頁86，
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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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實施之競爭法規範問題，日本公平會認為，於此情況，專利聯盟參與者之行為

及其法律效果，不必然等同於一般的技術標準制定活動。因此，即便前階段的標

準制定活動不生反競爭之疑慮，但只要是透過專利聯盟模式授權標準實施相關專

利者，則需進一步審視其可能構成之競爭法規範。涉及技術標準之專利聯盟在運

作上，可能由市場參與者共同決定技術標準，進而分工研發及產生符合標準所需

之技術，再透過專利聯盟將標準相關技術授權他人實施390；除此之外，亦可能特

定產品已有技術標準之形成，但與標準相關之專利權分屬不同事業，為利於市場

參與者提供符合標準之商品或服務，因而相關專利權人以專利聯盟型式彙整技

術，進而對外授權。無論是屬於何種情況，均可發現「技術標準制定（或設定）」

與「透過專利聯盟對外實施標準有關技術」乃不同的行為態樣391，諸多技術標準

之專利聯盟同時發揮兩種功能及包含兩種行為態樣，惟並不以此為必要。 

專利聯盟若同時負有制定標準之功能者，在參與者決定進行合作之初，市場

上通常尚無統一或一致適用的技術規格，甚而是針對發展中的新興技術或產品而

制定技術標準，此時往往難以透過既有的商品市場（goods markets）或技術市場

（technology markets）概念來界定特定市場，及判斷合作協議之參與者是否具有

競爭關係，競爭法之審視重點應在於標準制定合作協議之參與者的研發能力；易

言之，個別參與者是否有能力獨立研發及建立為市場上所接受的技術規格。創新

市場（innovation markets）概念於此則有其重要性，此時將關注參與標準制定之

事業，在研發授權技術之研發活動及其具替代性之研發活動所形成之市場中是否

具有競爭關係。若參與事業在組成專利聯盟之前，於創新市場均有能力從事獨立

之研發工作，甚至自行制定規格，發展所需之相關技術，以便將來自行生產或授

權生產獨立規格之商品，進而在商品市場與其他規格之商品彼此競爭時，則事業

在創新市場上可能被認定具有競爭關係392。 

反之，特定技術或產品若已有廣為接受的技術標準，標準相關專利權人以專

利聯盟方式對外授權時，在判定參與者是否具有競爭關係或專利聯盟之適法性

上，通常較無疑義，國外立法例及執法經驗上係以各該專利權人所擁有之技術是

否具有競爭關係（替代性技術）、是否為關鍵技術作為判斷基準。參酌日本2005
年標準及專利聯盟準則之內容，其第三部份特別闡釋標準有關專利以專利聯盟方

                                                 

390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上），月旦法學，第174期，頁121，
2009年11月。 

391 黃銘傑，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第三家事

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247，2006
年9月。 

392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下），月旦法學，第175期，頁86，
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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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實施之競爭法規範問題，日本公平會認為，於此情況，專利聯盟參與者之行為

及其法律效果，不必然等同於一般的技術標準制定活動。因此，即便前階段的標

準制定活動不生反競爭之疑慮，但只要是透過專利聯盟模式授權標準實施相關專

利者，則需進一步審視其可能構成之競爭法規範。 

一、商品市場 

商品市場向來是我國公平交易法主管機關主要關切與管制之對象。參考公平

交易法第5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稱特定市場（相關市場），係指事業就一定之商

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是以，可見我國公平交易法所關切之相關市

場主要乃以商品或服務之競爭市場而論。 

而對於特定市場之界定與商品市場之定義則可參考公平會於2006年7月6日
所公布之「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3條，該條規定：「本處理原則界定特定

市場係綜合商品市場及地理市場加以判斷：（一）商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

用途或價格條件上，具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

（二）地理市場係指就結合事業提供之某特定商品或服務，交易相對人可以很容

易地選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之區域範圍。在考量前項商品市場、地理市場外，

得視具體個案，衡量時間因素對於特定市場範圍之影響。」 

除傳統之商品市場外，於討論智慧財產權所涉及競爭問題時，因智慧財產權

所牽涉競爭法問題時並不盡然已有商品之生產，更遑論商品市場之界定與市場力

量衡量；是以，在規範智慧財產權相關之競爭議題時，似乎尚有不同市場界定之

需要。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經多年討論後，認為處理涉及智慧財產權之競爭法問

題時，必須考慮授權行為對於研究創新之影響，從而發展技術市場與創新市場之

概念，進而將促進技術與創新納入競爭法之規範中。 

我國公平會在制定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時，亦納入技術市場及創新

市場之概念。依該處理原則第4條第2項規定，公平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不

受授權協議之形式或用語所拘束，而將著重技術授權協議對下列特定市場

（relevant markets）可能或真正所產生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影響：1.利用授

權技術而製造或提供之商品所歸屬之「商品市場」（goods markets）；2.與該特定

技術具有替代性而界定之「技術市場」（technology markets）；3.以可能從事商品

之研究發展為界定範圍之「創新市場」（innovation markets）。 

以下介紹技術市場與創新市場之概念與界定。 

二、技術市場 

美國美國司法部及聯邦貿易委員會於1995年針對授權行為制定了「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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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授權反托拉斯法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說明處理技術授權限制條款之態度及基本原則，對反托拉斯法如何適

用於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提供明確觀點；其中並對何謂技術市場做出如下定義：

所謂技術市場係指被授權技術，及足以嚴重影響被授權技術在技術相關市場實施

市場支配力量的替代技術或替代物品所構成之市場。若一項智慧財產權與使用該

智財權所製造之產品得以在市場上分別被交易時，主管機關即可針對技術市場來

分析授權行為所引發之競爭效果393。 

Prof. Newberg在其文章中指出，競爭主管機關之所以需要另外區分技術市

場，乃係因技術市場分析可以協助法院及主管機關避免因適用傳統商品市場定義

之分析分法而招致之誤判，包括將無反競爭問題之情形認定為有問題（false 
positive），及將具有反競爭情形之個案錯判為無問題（false negative）394。例如：

假設下游商品市場之競爭與替代性將會限制上游市場力量之推論即為一種典型

之錯誤。在某些個案中，技術市場即使有嚴重之反競爭效果，也不一定代表商品

市場將受到影響。經濟分析也會提供何時技術市場可能因缺少衍生需求彈性395而

成為相關市場之可證明條件396。技術市場分析之必要性可以從檢視Standard Oil v. 
United States一案判決中看出，在該案中，最高法院法官因僅將其分析限制於商

品市場中，因而忽略被授權技術可能產生之潛在反競爭效果與可能市場力量397。 

國內也有學者認為，從商品（服務）市場中另行區分技術市場之原因，極有

可能是主管機關為便於介入在傳統商品市場分析下無從介入之行為態樣。換言

之，主管機關希望藉由技術市場和創新市場分析，讓市場力量之分析更具有前瞻

效果，在合理範圍內，更能觸及未來可能出現之市場力量，以符合科技產業之市

場分析需求398。 

而商品市場與技術市場又如何區分，吳秀明教授以飛利浦光碟聯合授權案為

                                                 

393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GUIDELINE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hereinafter 1995 IP Guidelines) 8, Art. 3.2.2., available at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0558.pdf (accessed 2 November, 2009). 

394 Joshua A. Newberg, Antitrust for the Economy of Ideas: The Logic of Technology Markets, 14 HARV. 
J.L. & TECH. 83, 106 (2000), available at 
http://jolt.law.harvard.edu/articles/pdf/v14/14HarvJLTech083.pdf (accessed 3 November, 2009). 

395 所謂衍生需求係指對要素的需求是來自於對這要素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的需求；一項商品在購

入後，因為使用上之需要而產生對其他附屬商品的需求 
396 Joshua A. Newberg, Antitrust for the Economy of Ideas: The Logic of Technology Markets, 14 HARV. 

J.L. & TECH. 83, 106 (2000). 
397 See U.S. 163 (1931). 
398 劉靜怡，公平交易法與科技產業的智慧財產授權問題初探：美國經驗的借鏡，公平交易法施

行十週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668，2002年。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0558.pdf
http://jolt.law.harvard.edu/articles/pdf/v14/14HarvJLTech08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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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說明商品市場與技術市場之區隔。該案中，參與CD-R專利聯盟之一的日本

新力公司，在CD-R產業的獲利主力在授權相關技術予製造商，藉以收取權利金；

然其本身也生產CD-R產品，因此在CD-R商品市場中，新力公司也是競爭者；由

此可以清楚看出技術市場與商品市場之區隔399。 

關於技術市場之界定方式可參考美國1995智財權授權規則所提出之界定方

法，該規則提到，為辨別某項技術之近似替代，並進而界定出相關技術市場，主

管機關得在資料許可前提下，以非短暫之一定期間內實施金額雖小但卻有實質意

義價格提昇等方法，先界定出這些技術與商品的假定獨占者可能行使市場力量的

最小技術相關市場。然而，主管機關亦肯認技術常常以非金錢可衡量之方式進行

授權；是以，在此種情況下，因購買者可能會以價格與使用該授權技術相當之技

術或商品作為替代，主管機關將可透過辨別該替代商品或技術以界定市場400。 

在評估技術市場現有或可能潛在參與者之競爭重要性時，主管機關亦會考慮

所有相關事證。當市場占有率資料屬於可提供，且可以確實反映市場參與者之競

爭重要性時，主管機關也會在評估中包含市場占有率之資料。此外，主管機關也

會盡量取得購買者及市場參與者對於技術市場參與者競爭重要性之評估，購買者

或市場參與者之評估資料在市場占有率資料無法取得或無法準確反映市場參與

者之競爭重要性時將更為重要。當市場占有率或其他可以評估市場力量之指標無

法取得，而競爭技術亦顯得具有相當效率時，主管機關將會假定技術市場中每一

技術都擁有相同市占率。而對於新技術，主管機關通常會使用最佳的可提供資訊

以評估該技術在正式引進商業化後兩年期間內之市場接受度401。 

三、創新市場 

（一）創新市場的意義與界定 

所謂創新市場並非近幾年來新創之概念，美國國會於1984年通過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ct（國家合作研究暨生產法, hereinafter 
NCRPA），該法中接受廠商在創新市場競爭之看法，要求競爭主管機關維護研究

發展，以促進廠商競爭力402。是以，依據該法，競爭主管機關執法時有義務評估

「研究發展市場的競爭狀況」，尤其應將「可適當」界定的相關研發市場的競爭

                                                 

399 吳秀明，互補性技術專利聯盟與聯合行為—評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荷蘭皇家飛利浦公司光碟

一案」，競爭通訊，第10卷第3期，頁8，2006年5月。 
400 U.S. 1995 IP Guidelines, Art.3.2.2, at 9-10. 
401 Id., at 10. 
402 轉引自，毛彥程，論界定技術市場與創新市場在分析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之必要性及妥當性，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81，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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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納入考量；並以相關研發市場的概念提醒法院在審理相關按鍵時，應考慮

潛在市場進入者，不應因少數廠商之共同研發行為，即逕行認定其行為涉及違反

競爭法403。1995年美國DOJ及FTC在共同公布之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中，

正式採納「創新市場（Innovation Market）」之概念，用以規範「與授權技術相關

的研究發展市場」。 

依美國1995智財權授權準則之規定，若某項技術安排可能對於研究發展新商

品或改進商品與製程可能造成反競爭效果時，則主管機關除應分析該反競爭效果

在相關商品市場或技術市場之競爭影響例外，也應該對於獨立創新市場之競爭影

響力加以分析。按一授權安排對於創新市場之競爭影響力，有可能並無法透過對

商品或技術市場之分析而被清楚說明；例如，該安排所影響的可能並非市場中現

有產品，而係未來商品。 

同樣依該授權準則，所謂創新市場係指針對特定新穎或改良商品與技術，以

及對這些研究發展具有高度取代性之替代（close substitute）所構成的市場。而

所謂具有高度取代性之替代係指對系爭研究發展行使其市場力量具有重大限制

之研究、發展、技術及商品；例如：限制假設獨占者之能力或誘因以阻礙其研究

發展之步調。主管機關只有在特定廠商擁有特定資產或特性，而有能力從事相關

研究發展時，才會對創新市場進行界定404。 

在評估創新市場現有或可能潛在參與者之競爭重要性時，主管機關亦會考慮

所有相關事證。當市場占有率資料屬於可提供，且可以確實反映市場參與者之競

爭重要性時，主管機關也會在評估中包含市場占有率之資料。此外，主管機關也

會盡量取得購買者及市場參與者對於技術市場參與者競爭重要性之評估，購買者

或市場參與者之評估資料在市場占有率資料無法取得或無法準確反映市場參與

者之競爭重要性時將更為重要。主管機關可能會透過以下指標來判斷創新市場參

與者之市場占有率：該廠商對於創新市場所需要之特定資產或特性之占有率、研

發費用之占有率、或相關產品之占有率。如果有一個廠商擁有相當能力與誘因，

從事與某一授權安排中當事人所進行研究發展具有高度替代性之研究發展時，主

管機關會給予該廠商相同之市占率。 

（二）對於創新市場的評論 

本研究以為，所謂創新市場乃為保護鼓勵未來之研究創新發展，其概念對於

                                                 

403  Ronald W. Davis, Innovation and Markets and Merger Enforcement: Current Practice in 
Perspective, 71 ANTITRUST L.J. 677, 684-85 (2003). 

404 U.S. 1995 IP Guidelines, Art.3.2.2,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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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之規範甚有參考價值，且立基於鼓勵研究發展之角度出發，對於競爭法所

追求「鼓勵研究創新」之目的亦具有啟發性意義。然則，理論之發展或引入或有

其價值，然在落實於主管機關之執法實踐之際，卻需有更多實務面向之審慎考慮。 

承前文所述，競爭主管機關之所以需要另外區分技術市場，乃係因技術市場

分析可以協助法院及主管機關避免因適用傳統商品市場定義之分析分法而招致

之誤判。而針對創新市場分析方法可能帶來之問題，也有學者提出上述「錯誤的

正面判斷或負面判斷」之風險，亦即，透過創新市場分析方法可能錯誤地得出廠

商行為將對相關創新市場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並因而造成更大社會損失405。 

在違反競爭法判斷的衡量中，傳統乃以市場占有率或供需價格彈性以評斷廠

商是否擁有具有獨占市場之市場力量。然而，承前文所敘述之「創新市場」概念，

細審其定義，其中並未包含交易市場之概念，然則市場一語事實上乃以供需雙方

之「交易」做為核心概念，一般市場，不論是商品市場、服務市場抑或技術市場，

都存在具體客體與主體，就其產品、服務與技術在買方與賣方間進行交易406；然

創新市場並非智慧財產權實際進行授權或交易之市場，創新市場僅存在參與者及

其所投入之創新活動，而不存在實際購買之買方。是以，一個沒有交易的「市場」

在定義上即已出現衝突之處。 

再者所謂創新市場，雖名之為市場，但卻並無實際交易；就現階段競爭法關

於市場力量之判斷仍以市場占有率與價格之供需為主要判準之際，如何判斷廠商

在創新市場之市場力量誠為難題，且亦可能與現行執法檢驗標準產生扞挌之處。 

以判斷商品市場市占率之重要方法--市場占有率之衡量為例，如何衡量無形

「創新」之市占率事實上極為困難407。縱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中曾提出關

於創新市場占有率之評估因素，然該評估因素或有其侷限，抑或無法實際評估廠

商於創新市場中之市場占有率。例如：該授權準則中將廠商花費於研究發展之經

費比例列為主管機關判斷廠商在創新市場占有率之評估因素，又或將廠商投資於

未來商品研發計畫之金額作為判斷該廠商在未來商品相關市場成功機率之標準

等；然則，若依上述邏輯，則可得到主管機關假設「投資總額能夠推論個別特定

未來商品研發成功之可能性」，此不啻承認規模大的廠商在研發上比小廠商更具

                                                 

405 Richard T. Rapp, The Misapplication of Innovation Market Approach to Merger Analysis, 64 
ANTITRUST L.J. 19, 23 (1996). 

406  See Ronald W. Davis, Innovation Markets and Merger Enforcement: Current Practice in 
Perspective, 71 ANTITRUST L.J. 677, 678 (2003). 

407 Landman, note 59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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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優勢408。然近期學者則認為廠商大小與創新集中度對創新造成之影響並不如預

期重要409，而研發支出與市場中之創新程度也未必相關410。實則，近幾年來，在

新經濟的脈絡下，層出不窮的破壞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411，使得小蝦

米戰勝大鯨魚的故事頻頻出現412，即為對上開推論之最佳反駁。 

創新市場之概念雖可兼顧動態競爭議題，然創新市場之界定卻涉及許多資訊

取得之問題，如：如何界定創新市場參與者、市場集中度之判斷等執法機關無從

取得相關事實之檢驗標準。此種資訊取得上之問題，將可能造成評估競爭影響時

的嚴重誤判，尤其可能將沒有反競爭效果之行為認定為具有反競爭效果，而使主

管機關質疑廠商間本應合法之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413。 

國內學者陳志民教授亦曾於文中批評美國1995年智財授權準則所提供之數

項具體判斷標準，雖看似客觀，實際上卻與創新結果及創新競爭之強弱無必然關

聯；如：廠商投入研發的費用、研發設備、現有或發展中的技術，及其他與研發

相關的資產與商業條件等，依各該標準決定研發能力與誘因相當之廠商414。 

然若不採傳統市場占有率與價格供需之判斷標準，則應如何衡量創新市場之

市場力量，又成為另一難題。且現階段關於創新市場之概念仍處於發展之中，無

論是創新市場之界定抑或創新市場中違反競爭法規範之判斷，並無一明確之標準

可為依歸，若貿然採之為主管機關關於是否違反競爭法之審查標準時，實有違法

律明確性與安定性之要求，將令廠商面臨法律不明確之不安定感，反可能產生反

競爭之效果。 

                                                 

408 Id., at 746. 
409 See Richard T. Rapp, The Misapplication of Innovation Market Approach to Merger Analysis, 64 

ANTITRUST L.J. 19, 28 (1996) 
410 Id., at 33. 
411 哈佛商學院教授Clayton Christensen於1997年在其著作「創新者的兩難」(The Innovator’s 

Dilemma)中提出「破壞式創新」理論。主張所謂的創新並不是生產更好的產品給既有顧客，而

是破壞既有市場，推出更簡單、更便利、更便宜的產品，提供給要求不高的新顧客。一旦破壞

式產品在新市場或低端市場立足後，就會逐漸進入產品改良階段，破壞者就有可能成為市場的

引領者。Prof. Christensen並主張，中小企業可以憑藉成本優勢及靈活機制，進行破壞式創新，

主動占領大企業放棄的“雞肋”市場，逐漸打破壟斷，最終具備與大企業抗衡的能力。關於「破

壞 式 創 新 」 此 一 概 念 之 介 紹 可 參 考 ， Prof. Clayton Christensen 個 人 網 站 ，

http://www.claytonchristensen.com/disruptive_innovation.html (accessed 7 November, 2009). 
412 陳志民，反托拉斯法規範掠奪行為之現在與未來—新經濟制度下之省思（三），政大法學評論，

第82期，頁260，2004年。 
413 Nicolas A. Windnell, The Crystal Ball of Innovation Market Analysis in Merger Review: An 

Appropriate Means of Predicting the Future?, 4 GEO. MASON L. REV. 369, 390-95 (1996). 
414 前揭註。  

http://www.claytonchristensen.com/disruptive_innovation.html


133 
 

國內亦有學者劉靜怡教授指出，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態樣多元，各種授權限

制條件在公平交易法上將受何種評價，乃涉及法律確定性問題。若法律不確定性

過高，對於技術授權人與被授權人二者將形成相當高的困擾，造成授權關係不穩

定的結果415。 

創新對於現代經濟社會之重要性已不容否認，鼓勵並保護研究發展亦已成為

競爭主管機關欲追求目標之一。然目前無論是參考學界所提出之創新市場分析方

法，或美國競爭主管機關所提出之創新市場界定與分析方法，乃多以間接方式衡

量廠商間之創新競爭，且在資訊取決上亦面臨相當難處。在此創新市場分析方法

尚未有充足發展，相關分析工具與理論仍屬欠缺之時，貿然將創新市場納入競爭

法分析中，不僅增加執法之不確定性，亦可能因執法結果之不適當而造成社會福

利減損。是以，關於創新市場之概念與相關理論發展於此階段或可作為主管機關

研擬相關規範或審查原則之參考，然因其尚處發展階段之概念，尚有相關界定與

檢驗標準不明確之虞，似不宜於此時驟然採為主管機關執法之審查標準，或可待

未來理論發展更為成熟之際，再行納入相關規範之中。 

四、從飛利浦案看市場界定引發相關問題 

審究飛利浦一案，可發現特定市場界定問題乃該案重要爭點之一。本研究以

為專利聯盟中，參與者間是否存在競爭關係，而該競爭關係究竟屬於技術市場抑

或創新市場，實為檢視專利聯盟之聯合授權是否該當聯合行為，進而違反公平交

易法之關鍵議題。然就專利聯盟參與者間究竟是否技術市場抑或創新市場中具有

競爭關係，則應實際檢視參與者加入專利聯盟之技術而個案認定，似不宜一概而

論。 

飛利浦一案中，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從本案事實而觀，單獨使用其中一家公

司專利即無法生產製造CD-R，技術需求者必須逐一向三位專利權人取得授權，

缺一不可，因此，系爭專利對橘皮書標準規格而言，乃具有互補性的專利技術，

各該技術不具有替代可能性及競爭關係416。公平會則以任一專利權人仍得透過研

發方式填補其他專利權人所擁有之技術，因而從研發可能性判斷三專利權人實為

競爭關係之事業。 

                                                 

415 劉靜怡，公平交易法與科技產業的智慧財產授權問題初探：美國經驗的借鏡，公平交易法施

行十週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662，2002年。 
416 同於行政法院見解認為飛利浦等無競爭關係，參見黃銘傑，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

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第三家事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競爭法與智

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255，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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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文關於技術市場與創新市場之定義，兩者間具有相當差異。所謂技術市

場一般係指授權技術及其替代技術所構成之市場；而創新市場則指研發授權技術

之研發活動及其具替代性之研發活動所形成之市場。 

本研究以為，若依上開事實觀之，技術需求者必須取得三位專利權人之授權

方得生產製造CD-R，單獨使用其中一家公司專利並無法達成此一目的；因此，

在技術市場之判斷中，本案所涉及三家廠商目前就CD-R之製作，彼此間並不擁

有具有替代性之技術，而係具有互補性的專利技術，要難謂各該技術間在技術市

場具有替代可能性及競爭關係。而公平會所主張「以任一專利權人仍得透過研發

方式填補其他專利權人所擁有之技術，因而從研發可能性判斷三專利權人實為競

爭關係之事業」之論點，則涉及創新市場中競爭關係之認定，按所謂研發可能性

主要屬於創新市場所界定範疇。然在競爭實務之判斷中，應否及如何納入創新市

場中競爭關係之判斷，無論在學界或實務界似亦尚未有定論。 

學者吳秀明教授曾於其最近著作中主張，基於商品市場、技術市場與創新市

場間強大的牽連性及事業經營時所展現之規劃整體性，事業在一市場之行為，很

可能會產生溢出效果，影響另一市場階段之競爭；而事業在一市場之行為是否構

成公平法之違反，其認定也可能必須要考慮其在另一市場階段之行為影響，才能

妥善回答417。是以，在具有緊密牽連關係與整體規劃性之研發與技術授權市場，

如果後階段市場之競爭關係，正是因為事業在前階段市場上，透過一項競爭者間

的限制競爭協議而遭排除時，在考量此等事業在該協議之後所為合一之共同行為

是否成立聯合行為時，吳教授認為應目的性擴張「競爭關係」一要件，肯定其競

爭關係之存在418。 

本研究雖非全然反對吳教授該文之觀點，甚而肯認其中關於飛利浦一案所涉

及之市場界定議題，與技術授權上下游間相互關連性之論點；然對於其關於競爭

關係有無所主張之目的性擴張解釋此一見解略持保留立場，而容有不同意見。 

承前文所述，競爭主管機關之所以需要另外區分技術市場，乃係因技術市場

分析可以協助法院及主管機關避免因適用傳統商品市場定義之分析分法而招致

之誤判，而假設下游商品市場之競爭與替代性將會限制上游市場力量之推論即為

一種典型之錯誤。在某些個案中，技術市場即使有嚴重之反競爭效果，也不一定

代表商品市場將受到影響。同樣的，即便專利聯盟之參與者確實透過協議方式，

                                                 

417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上），月旦法學，第174期，頁

134-135，2009年11月。 
418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下），月旦法學，第175期，頁88-89，

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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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共同之技術標準，並以專業分工合作研發方式，各自負責一部份之技術研

發，共同負責技術標準所需之各項技術專利，從而被認定在創新市場中具有限制

競爭效果，也並不必然代表專利聯盟參與者間之協議在技術市場中亦會產生限制

競爭之效果419。公平會如欲主張專利聯盟參與者在技術市場具有競爭關係時，並

進一步因其協議行為構成限制競爭效果時，仍應從技術市場之界定與市場力量衡

量證明專利聯盟參與者間之競爭關係。亦即，單以專利聯盟參與者於創新市場之

技術標準協議，進而擴張解釋競爭關係要件，直接認定參與者於下游之技術市場

中具有競爭關係之推論似有再審慎討論空間。 

又延續本研究對創新市場之評論，目前對於創新市場界定與分析方法，乃多

以間接方式衡量廠商間之創新競爭，在資訊取決上又面臨相當難處。在此創新市

場分析方法尚未有充足發展，相關分析工具與理論仍屬欠缺之時，貿然將創新市

場納入競爭法分析中，不僅增加執法之不確定性，亦可能因執法結果之不適當而

造成社會福利減損。再者，我國公平會雖於2001年制定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中即已

納入創新市場之定義，然自2001年至今，公平會鮮少對創新市場之界定與分析加

以深入討論與進一步規範。另觀察近幾年來公平會對於技術授權所採論點之發展

趨勢，對於創新市場之討論似有刻意忽略，在實務執行中盡量不採創新市場論點

之傾向。 

以飛利浦一案為例，公平會論究本案是否構成違法之重點似非置於創新市場

之研發分工，而係技術市場之共同授權。此或因公平會未充分意識到前後階段市

場緊密之牽連性是論究後階段市場上授權行為構成聯合行為之重要機主；抑或因

事業在創新市場是否有限制競爭行為，在調查上有其高度困難性。然不論係何原

因形成公平會將本案調查著重於技術市場之共同授權，此一現象亦反映出公平會

長期對創新市場之刻意忽略。 

然則，若公平會欲採前述學者立場，透過研發與技術市場間所存在之緊密牽

連關係，以專利聯盟對「創新市場」之限制競爭行為，進而對業者具互補性專利

聯盟論以聯合行為420，則公平會似需審慎面對創新市場此一概念之發展，並深入

討論該市場之界定與相關分析。然正如前文所採觀點，創新市場目前尚有相關界

定與檢驗標準不明確之虞，貿然將仍處發展階段之創新市場納入競爭法分析中是

否適宜，仍有待更謹慎斟酌。 

                                                 

419 同於本文見解認為公平會在本案混淆創新市場與技術市場之概念，參見黃銘傑，專利集管

（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第三家事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

次處分案，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254，2006年9月。 
420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下），月旦法學，第175期，頁88，

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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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案例介紹 

一、Rambus Inc. v.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421 

（一）本案事實 

1、Rambus公司之專利 

自從1980年代後期，人類進入了資訊化的時代，直到1990年代初期，電腦的

心臟—中央處理器（CPU）的效能持續地提升，不過其他電腦零件升級的速度並

不像中央處理器如此地快，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即為其中一例，其技

術相對於中央處理器而言，並沒有同等的進步，致使整個電腦硬體產業面臨了所

謂的記憶體瓶頸（memory bottleneck）問題。Michael Farmwald與Mark Horowitz
為了解決此一問題，於1980年代末期開始合作開發高效能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架

構，並且於1990年3月創立了Rambus公司，同年4月18日向美國專利商標局

（USPTO）申請第一項DRAM相關專利（Application No. 07/510898），這項專利

說明書描述了這兩人的DRAM相關發明，其中包含了62頁書面說明、150個申請

專利範圍以及15個技術圖示。 

1992年3月，Rambus公司將其前述之申請案切割成10個分割申請案，並請求

引用元案之優先權申請日。這個原始母案及後來的10個子案，陸續透過附加、分

割、連續申請，最後形成許多的Rambus公司專利集合。 

2、Rambus公司參與制定標準 

當Rambus公司根據其創始人之發明發展其專利組合（patent portfolio）的同

時，電腦記憶體產業也正在制定DRAM的技術標準。此一技術標準主要是由美國

電子工程設計發展聯合協會（Joint Electron Device Engineering Council, JEDEC）
負責制定，任何與固態電子產品產業有關的公司，只要遞交申請書並繳交年費即

可加入此一組織成為其會員，而能參加JEDEC委員會、參與投票，並會收到JEDEC
通訊。 

JEDEC自九０年代起，制定電子產品記憶體、SDRAM等技術標準，這套技

術標準在商品製造的過程及服務之應用相當廣泛，從筆記型電腦、個人電腦、數

                                                 

421 關於本案之中文介紹，參見黃銘傑，技術標準與專利聯盟（Patent Pool）中獨占地位之取得及

其濫用時之救濟措施初探-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In the Matter of Rambus, Inc.案之啟示，全國律

師，第12卷第1期，頁27-39，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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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相機或小至PDA、手機等電子產品，均以該技術標準為平台。JC 42.3為JEDEC
下的一個委員會，主要是負責發展電腦記憶體產品之標準。1991年12月Rambus
公司以來賓身分第一次出席JC 42.3會議，並於1992年2月加入JEDEC後，開始正

式參與該委員會，持續參與標準制定，同時期，JC 42.3開始制定JEDEC的同步動

態記憶體（synchronous DRAM, SDRAM）技術標準，其於1993年3月經該委員會

投票通過完整的標準，並於1993年5月24日經JEDEC理事會核准。該SDRAM技術

標準中包含了二個Rambus公司的專利技術。 

然而，該SDRAM技術標準制定後，其產品增加的速度仍十分緩慢，非同步

DRAM（asynchronous DRAM）繼續主導電腦記憶體市場，因此JC 42.3開始考慮

一些可能的因應之道，包括在原來的規格中包含下一代的SDRAM標準。於此過

程中，JC 42.3的會員在1995年10月收到一份調查投票，徵求其對於進階SDRAM
技術特色之意見，該調查主要是針對二個技術。委員會在1995年12月的會議中紀

錄並討論意見調查之結果，此次會議亦為Rambus公司最後一次以JEDEC會員身

份參加。Rambus公司於1996年6月17日以書面正式宣布退出JEDEC，並表示其所

提議之技術授權條件，可能與包括JEDEC在內之標準制定組織所設定之授權條件

不一致。 

在Rambus 公司退出此一組織後，JC 42.3仍繼續其標準制定工作，該委員會

於1998年3月通過DDR SDRAM 的技術標準，而JEDEC理事會並於1999年批准此

一標準。其中，此項DDR SDRAM標準中，包含了Rambus公司的四項專利技術。 

3、JEDEC對於標準之規範 

促進半導體產業內的自由競爭乃是JEDEC一直以來所秉持的原則，故JEDEC
強調其會員必須遵守所有相關法律，包括但不限於防止反競爭行為之法律。

JEDEC的手冊表示，所有的JEDEC會議應符合目前的電子產業聯盟（Electronic 
Industries Alliance, EIA）法律指導原則。 

爲貫徹此一促進自由競爭之立場，JEDEC承諾盡可能避免將任何專利技術納

入其所頒佈的標準中，或至少確保納入標準的技術將可被免費或是以其他合理而

無差別待遇（RAND）的條件授權。爲達成此一目的，JEDEC已實施一些程序以

確保其會員揭露任何與該組織制定的標準有關的專利，或申請中的專利。 

在JEDEC所有的委員會或次级的委員會會議中，主席均必須例行性地聲明該

專利揭露義務。這項程序要求被記錄在JEDEC手冊中，其目前的版本指出：「任

何JEDEC會議之主席，必須要求所有參與者注意EIA法律指引中的所有要求，以

及參與者應將其可能擁有的任何與標準制定工作相關之專利，或審查中專利的內

容通知工作會議的義務。」雖然上述規定於1993年10月才首次寫入JEDEC手冊

中，但這些揭露義務的存在及其範圍，在此之前（含Rambus公司從 1991年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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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6年中期參與JEDEC的期間）已廣為其會員所知悉。 

JEDEC雖未全然地禁止在其所公布的技術標準中使用專利技術，然而，至少

從1993年在手冊明定相關規則後，就已要求不能有專利項目被放進標準草案中，

或是已經應用在標準的項目或製程中，除非有下列情形：（1）已有一種完整成熟

的認可技術可以替代專利技術；（2）有專利所有人的書面保證，保證其同意無償

授權或至少以合理且無差別待遇的條件授權。 

由上可知，從1993年10月起，JEDEC的手冊即已規定揭露義務，以及以合理

且無差別待遇條件授權的義務。此外，JEDEC的會員亦有義務去揭示已知悉存在

於制定中標準的任何專利。因此，若有一種技術須被使用於標準中且受專利權控

制時，該專利權人將被要求保證其同意無償授權或以合理且無差別待遇的條件授

權，若缺少這樣的保證時，依JEDEC的規定是不允許通過包含此類專利技術之標

準。 

（二）美國 FTC 調查結果 

Rambus公司在技術標準制定過程中，未向其他JEDEC成員揭露其專利狀

況，而使JEDEC將該公司已申請專利之技術採為技術標準，且Rambus公司在技

術標準制定後，開始對使用此一技術標準之公司主張其專利權，因此FTC在2002
年6月18日以Rambus公司違反競爭法，將其起訴，其認為Rambus公司之行為為有

計畫地捕獲（capture）SDRAM的技術標準，並違反JEDEC所規定的揭露義務，

導致JEDEC 作出錯誤判斷而將Rambus公司之專利技術納入其記憶體技術標準

中，而使得Rambus公司所有之四種專利技術，在SDRAM技術市場取得獨占地

位，並在下列事件上造成反競爭效果：（1）增加與製造、銷售或使用SDRAM技

術相關的權利金或其他費用；（2）使SDRAM晶片及使用SDRAM及其相關技術之

產品的價格上升，或產量降低；（3）降低部分記憶體製造商生產使用SDRAM技

術之記憶體的意願；（4）降低部分記憶體製造商或其他人參與JEDEC或其他標準

制定組織的意願；（5）造成DRAM產業或其他產業，對於藉由產業標準制定的合

作，以建立其標準的信賴及意願降低。因此Rambus公司的前述行為已違反夏曼

法案第二條及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第五條之規定。 

2004年2月23日， FTC之行政法官（administrative law judge, ALJ）認為相關

證據無法證明：若Rambus公司揭露JEDEC要求的所有資訊後，JEDEC將採取其

他的替代技術作為技術標準。再者，FTC之控訴律師（compliant counsel）無法

證明Rambus公司意圖誤導JEDEC，以及其欺騙行為已造成反競爭效果，因此FTC
之行政法官駁回了FTC對Rambus公司所做之前述指控，而作出有利於Rambus公
司之裁決。 

其後，FTC之控訴律師隨即向FTC提起上訴，FTC並於2006年7月31日撤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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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ALJ之駁回裁定，並認定Rambus公司在參與JEDEC制定記憶體新技術標準的過

程中，經由一連串的詐欺行為，且未向其他JEDEC成員揭露其專利狀況，而使

JEDEC將該公司已申請專利之技術納入現在無所不在的JEDEC SDRAM及DDR 
SDRAM技術標準中，Rambus公司因此可以扭曲標準制定的程序，並從事電腦記

憶體產業的反競爭箝制行為。FTC認為Rambus公司未向其他JEDEC成員揭露其專

利狀況構成欺騙行為，而該當夏曼法案第二條的排除競爭（exclusionary）行為。

此外，其誘使JEDEC將四種專利技術採為技術標準，以利其在四個相關市場獲得

獨占力並非法獨占市場，亦違反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第五條之規定。 

在2006年7月的裁決後，FTC終於在2007年2月2日做出最終處分，以救濟

Rambus公司非法獨占市場力量對競爭效果產生的負面影響，並增加業者對標準

制定程序之信心，該處分包括： 

（a）Rambus公司未來不得再向技術標準組織JEDEC隱瞞其所擁有之專利技

術。 

（b）Rambus公司應在其內部設置一法規事務主管，就該公司應向標準制定

組織JEDEC報告之專利技術事宜負起全責，且其選任應先經FTC同意。 

（c）Rambus公司就其有關JEDEC DRAM技術標準之美國專利，其權利金

之收取不得超過FTC所定上限，即三年內對於符合JEDEC標準之

SDRAM產品可收取0.25%的權利金，對DDR SDRAM產品可收取0.5%
之權利金，且在三年後即不得再收取任何權利金。又若過去締結之授

權契約，其權利金超過此一上限者，即免除該超過部分之繳付義務。 

（d）Rambus公司就其有關JEDEC DRAM技術標準之美國專利，應提供全

球性的非專屬授權管道予所有想取得授權之人，且其權利金不得超過

前述上限。 

（三）美國聯邦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D.C. Circuit）之判決 

Rambus公司對於FTC之裁決及處分不服，向FTC聲請重新審理後遭駁回，因

而向美國聯邦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下列主張： 

（a）FTC認為其違反JEDEC的專利揭露規則，從而破壞應向競爭者提供資

訊的反壟斷義務，為一錯誤的裁決。 

（b）縱使其未揭露專利之行為已違反JEDEC的政策，不過FTC發現該行為

僅可能避免JEDEC於制定技術標準時，以未取得專利的技術作為技術

標準，或是要求Rambus公司承諾以合理且無差別待遇的條件授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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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未構成反壟斷之侵害。 

上訴法院於2008年4月22日之判決中，撤銷FTC對於Rambuse公司的裁決與命

令，並命本案發回FTC重新審理。上訴法院先認同了Rambus公司前述第2點上訴

理由，並認為FTC無法證明Rambus公司的行為屬反壟斷法所規定的排除競爭行

為。上訴法院於判決理由中表示： 

（a）FTC認為Rambus公司非法獨占四個相關市場，已違反夏曼法案第二條

之規定。不過僅存在一個獨占權並不會違反夏曼法案，而是除了在相

關市場取得獨占力外，並需蓄意取得或維持該獨占力，且該獨占力為

非因優良的產品、敏銳的商業手法或歷史的偶然所造成時，始構成非

法獨占。 

（b）本案中，最重要的爭點在於：「Rambus公司是否從事排除競爭行為，

並藉此在相關市場上非法取得獨占力。」 

--獨占者之行為必須產生「反競爭效果」，才會被認為屬於排除競爭之行為，

亦即該行為必須傷害競爭過程，並因此而傷害消費者。反之，若僅傷害一

個或多個競爭者，仍不滿足反競爭效果之條件。 
--反托拉斯法訴訟的原告，包括政府在內，皆需負擔舉證責任，證明獨占者

之行為具有「反競爭效果」。 

（c）FTC認為Rambus公司在JEDEC制定技術標準時，以不實陳述、 隱匿

等方式欺騙JEDEC有關其專利利益之性質及範圍，而使該組織將其技

術納入標準中。退萬步言，若Rambus公司在制定標準的過程中充分揭

露其智慧財產權，則：a）JEDEC可能自JEDEC DRAM技術標準中排

除Rambus公司的專利技術，或是b）JEDEC可在標準制定前的授權協

商(ex ante licensing negotiations)中，要求Rambus公司保證以合理且無

差別待遇的條件進行授權。準此，然而上訴法院認為： 

（i）FTC並未認定上述兩種結果何者較有可能發生。 

（ii）FTC判定Rambus公司的行為屬於排除競爭之行為，是基於下列的推

論：a）Rambus公司未揭露其專利利益以迴避前述任一結果之發生；b）迴避該

任一結果之發生即造成反競爭效果；c）因此，Rambus公司未揭露專利即屬反競

爭行為。 

（iii）假設Rambus公司在標準制定過程中，更完整地揭露其專利權，將導致

JEDEC採納不同的技術標準，則Rambus公司未充分揭露專利的行為將被認為是

危害競爭秩序，並可能支持FTC的獨占指控。惟即使我們可以假設，比起廣泛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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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專利權，Rambus公司未揭露其專利權之行為，將使其技術更可能被採為技術

標準。不過，FTC已在其處分理由書中明白指出，其並未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證明，

若JEDEC得知Rambus公司智慧財產權之完整範圍後，其將採用其他技術作為技

術標準。 

（iv）又為使FTC前述推論能夠成立，並滿足其證明Rambus公司的行為具有

反競爭效果的責任，FTC必須說服法院若Rambus公司的行為僅能避免前述第2種
結果，亦即Rambus公司向JEDEC保證以合理且無差別待遇（RAND）的條件進行

授權，則該行為單獨可被認為傷害競爭。但是FTC並無法說服法院。 

（v）此外，欺騙行為與其他行為一樣，必須具備反競爭效果，才能符合獨

占的指控。一個商業競爭者不利於其他競爭者的單純惡意行為，若無法證明「其

將有獨占一特定市場的危險可能性」，並不構成反托拉斯法之違反，甚至當欺騙

行為使賣方取得更高的價格，惟未傷害競爭時，也不是反托拉斯法所能處理之範

圍。由相關案例可知，唯有當欺騙行為是排除競爭的關鍵，且該損害競爭者之行

為能引起或是保護被告的獨占力時，才會構成反托拉斯法之違反；反之，由

NYNEX Corp. v. Discon, Inc.一案可知，當合法獨占者單純使用欺騙行為以獲得更

高價格的情形，通常不會排除其他競爭者並因而減損競爭。 

（vi）反托拉斯法的原告必須證明，標準制定組織若非（but for）因原告不

實的陳述或隱匿，不會將該技術採為技術標準。而在本案中，FTC無法排除當

Rambus公司已完整揭露其智慧財產權時，JEDEC仍將Rambus公司的技術採為其

技術標準之可能性，因此FTC並無法證明Rambus公司之欺騙行為，與JEDEC將其

專利技術採為技術標準之因果關係。 

（vii）在此一前提下，JEDEC僅失去一個從Rambus公司獲取一合理且無差

別待遇之授權承諾的機會，但是失去這樣的承諾對於相關市場的替代技術而言，

並未造成任何競爭傷害。因為若JEDEC限制Rambus公司只能收取合理的權利

金，並要求其以無差別待遇的條件進行授權，預期替代技術的競爭將會更少而非

更多；反之，高價格及產量的限制將會吸引競爭者，而非驅除競爭者，因此Rambus
公司未予JEDEC一合理且無差別待遇之授權承諾的行為亦未造成任何競爭傷害。 

（viii）因此，假設沒有Rambus公司的欺騙行為，JEDEC仍會將相同的技術

採為技術標準，則Rambus公司的欺騙行為並不能被認為具有反競爭效果而違反

反托拉斯法，此外，JEDEC失去一個取得更有利授權條件的機會，亦非反托拉斯

傷害。而FTC迄今並未排除上述的可能性，因此我們認為FTC無法舉證證明

Rambus公司的行為是排除競爭，亦無法證實該公司非法獨占相關市場的指控 

（d）基於上述理由，上訴法院撤銷FTC的判決，並將本案發回FTC重新審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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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FTC 上訴最高法院 

上訴法院於2008年4月22日做出判決，駁回FTC的控告後。FTC針對該上訴

法院的判決，要求以全體法官聯席（en banc）的方式重新審理，但同樣被駁回，

因此FTC於2008年11月22日以下列理由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 

1、上訴法院關於因果關係的結論並不正確 

上訴法院對於夏曼法案第2條之因果關係分析，採取嚴格的「若非則無的檢

驗標準（but for）」，但相關前案並非採取此一標準。例如在Standard Oil Co. of 
California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最高法院即表示若非則無（but for）雖為一證

明的標準，惟該標準如果不是不可能滿足，至少也不適合由法院來確定。由上述

說明可知，上訴法院對於因果關係錯誤採取一個較嚴格的標準。 

本案中，FTC發現JEDEC的其他會員希望能避免專利授權金，以維持較低的

成本，因此Rambus公司的欺騙行為，對於JEDEC將其技術採為技術標準，可能

有重要影響。此外，JEDEC將Rambus公司的技術採為技術標準，與Rambus公司

在多個技術市場獲得獨占力之間亦有清楚的因果關聯。因此可知，Rambus公司

的欺騙行為，對於其獨占力的取得是有明顯助力。 

2、上訴法院對於反競爭效果採取不正確的限制觀點 

上訴法院引用NYNEX Corp. v. Discon, Inc.一案，認為Rambus公司為一「合

法獨占者」，故其以欺騙行為獲得更高價格的情形並非反競爭。然而，上訴法院

引用此一判決，是假設Rambus公司合法取得獨占，而忽略JEDEC的無差別待遇

政策（即專利權人保證以合理且無差別待遇的條件進行授權）在相關競爭程序的

關鍵地位，亦即專利權人保證以合理且無差別待遇的條件進行授權為JEDEC選擇

技術標準時的關鍵因素，以及其維持標準制定前競爭利益的主要方法。 

在NYNEX案中NYNEX公司的欺騙行為與紐約電信公司取得獨占地位無

關，而是一合法獨占者取得獨占地位後之欺騙行為，但在本案中，向JEDEC保證

以合理且無差別待遇的條件進行授權為該交易之關鍵部分，藉此JEDEC成員可估

計替代技術之成本及利益，且當JEDEC將專利技術採為技術標準時，可藉無差別

待遇維護標準制定前的競爭利益，因此當Rambus公司欺騙JEDEC成員，以避免

提供「以合理且無差別待遇的條件進行授權」之承諾時，即非僅標準制定後合法

獨占者市場力量的執行而已。 

又，JEDEC要求專利權人保證以合理且無差別待遇的條件進行授權，可確保

其成員獲得標準制定前的競爭利益，亦即當JEDEC將專利技術採為技術標準時，

對專利權人施加無差別待遇授權條件，將可避免該公司取得超競爭的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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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racompetitive royalties）。 

綜上所述，專利權人保證以合理且無差別待遇的條件進行授權，為JEDEC
選擇技術標準時的關鍵因素，因此，Rambus公司藉由欺騙行為，使JEDEC將其

技術採為技術標準，並因而取得獨占地位，即與NYNEX案之合法獨占者取得獨

占地位後之欺騙行為不同。準此，上訴法院基於NYNEX案認為FTC無法證明

Rambus公司的反競爭效果為錯誤的。 

2009年2月23日，最高法院判決駁回FTC之上訴，全案定讞。 

二、Microsoft Corp.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一）本案事實 

昇陽公司（Sun）擁有自己獨力開發的作業系統(Operating System, OS)稱為

Solaris，微軟公司（Microsoft）也有自己獨力開發的作業系統，即眾人所熟知的

Windows，由於幾乎每一台個人電腦都搭載著Windows做為作業系統，而昇陽公

司的伺服器電腦則搭載其本身所開發的作業系統，即Solaris。又Solaris與Windows
之間必須要有程式碼的轉換才得以相通，因此要用個人電腦連上搭載Solaris的伺

服器電腦，不可能要求多數的個人電腦搭載Solaris的程式碼，一定是搭載Solaris
的伺服器電腦必須擁有Windows的程式碼，才得以讓搭載不同作業系統的電腦能

互通工作。 

1998年9月15日昇陽公司副總裁Green先生，寫信給微軟公司副總裁Maritz先
生，希望微軟公司能提供COM以及「主動諮詢（Active Directory）」二種程式碼，

使得Windows與Solaris得以相通。同年10月6日，微軟公司副總裁Maritz先生以非

常委婉的方式，婉拒了昇陽公司的要求。同年12月10日，昇陽公司依據Regulation 
No 17第三條之規定，向歐盟委員會提出申訴。 

2000年2月，歐盟委員會針對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Windows 2000 
Server、Windows 2000 Advanced Server、Windows 2000 Datacenter Server等微軟

公司所開發的作業系統，包含搭載在個人電腦上的或搭載在伺服器工作站之電腦

上的作業系統展開調查。在收到昇陽公司之申訴信函後，於2000年8月2日對微軟

公司發出第一封警告信。微軟公司在收到歐盟委員會發出的警告信後，於2000
年11月17日回覆了歐盟委員會對其所發之第一封警告信。 

2001年8月29日，歐盟委員會完成了對於微軟公司開發之各項作業系統的調

查，同時也對微軟公司發出了第二封警告信。同年11月16日，微軟公司也回覆了

歐盟委員會對其所發之第二封警告信，並且，於12月交出一份由微軟公司委託

Mercer Management Consulting公司，所做的調查分析之結果給歐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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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到6月之間，歐盟委員會依據Regulation No 17第11條之規定，對於

市場也做了調查。完成調查後，於同年8月6日對微軟公司發出第三封警告信，該

信補充了前二封警告信之內容，並指出微軟公司應負有損害賠償之義務。 

微軟公司收到歐盟委員會所發出之第三封警告信後，於2003年10月17日回覆

歐盟委員會對其所發之第三封警告信，並且於該月31日再度交出兩項額外委託

Mercer公司所做之調查結果予歐盟委員會。 

2003年11月12日至14日，歐盟委員會舉辦了公聽會。接著微軟公司於同年12
月1日對歐盟委員會提出追加之觀察結果，並以此來回應第三封警告信。 

2004年3月24日，歐盟委員會決定依據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2條以及歐洲經濟

區域協定第54條之規定，對微軟公司做出處分。爾後，微軟公司不服處分，向法

院提出申訴（application）。 

（二）爭議之處分 

歐盟委員會做出之處分可歸納為三部分：相關商品市場與地理市場、優勢地

位以及濫用優勢地位，最後是罰款數額，以下分別簡述之。 

1、相關商品市場與地理市場 

歐盟委員會歸納出三種商品市場，分別是客戶端個人電腦作業系統市場

（Client PC OS market）、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市場（Work group Server OS 
market）、串流媒體播放程式市場（Streaming media players market）。另外也定義

了三項服務：分享儲存在伺服器電腦之檔案、分享共用列表機以及群組和使用紙

之管理。為了提供有效的儲存和確認群組合使用者之管理資訊，工作群組伺服器

作業系統必須仰賴大量的「諮詢服務（Directory Service）」，而這項服務有包含在

Windows 2000 Server作業系統中，不過另有其名，稱為「主動諮詢（Active 
Directory）」。 

至於串流媒體播放程式，其功能為讀取網路上，經轉換為匯流之音訊以及影

像檔案。上開產品以及服務之相關地理市場，經歐盟委員會認定，為遍及全世界

之廣。 

2、優勢地位 

在市場部分，歐盟委員會發現，微軟公司至少從1996年開始，在客戶端個人

電腦作業系統市場即有優勢地位；而從2002年開始，則在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

統市場占有優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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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戶端個人電腦作業系統市場中，歐盟委員會依據下列因素得出該結論，

亦即微軟公司在該市場中處於優勢地位。 

（a）微軟公司在客戶端個人電腦作業系統市場之市占率超過90％。 

（b）微軟公司的市場能力（market power）已經進入了持久的穩定與持續。 

（c）競爭對手欲進入該市場，須面臨很大的障礙，因為一些間接效應，如：

（i）使用者喜歡絕大多數人在使用之介面；（ii）軟體工程師只願意寫

在使用者間，最受歡迎的客戶端個人電腦作業系統市場之軟體。 

另外，對於這樣的情況，歐盟委員會聲稱該優勢地位造成了「異常特性

（extraordinary features）」，Windows不僅是市場上客戶端個人電腦之優勢產品，

而且還是該系統事實上的標準。 

在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市場中，歐盟委員會依據下列因素亦得出相同結

論，亦即微軟公司在該市場中處於優勢地位。 

（a）微軟公司在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市場之市占率，保守估計至少達

60％。 

（b）該市場中，最主要之三個競爭對手：由Novell公司所開發的Netware 占
10~25％、由Vendors公司所開發的Linux占5~15％、而同樣是由 Vendors
公司所開發之UNIX則占5~15％。 

（c）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市場亦擁有巨大的進入障礙，尤其是因為微

軟公司拒絕揭發互通性資訊（interoperability information），使得進入 
該市場之障礙更顯龐大。 

（d）該資訊在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市場和市場是商業及技術上的關

鍵。 

3、濫用優勢地位 

（1）拒絕提供及授權互通性資訊 

歐盟委員會認為，微軟公司有二濫用行為。第一濫用行為，為拒絕提供及授

權互通性資訊給與其競爭之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市場產品。更甚者，歐盟委

員會亦主張微軟公司之行為，消除了在工作群組伺服器作業系統市場上之競爭，

並且對於科技發展以及消費者權益將產生不利益。歐盟委員會亦駁回微軟公司聲

稱其拒絕昇陽公司之行為係屬客觀有理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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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indows media player 與 Windows 客戶端個人電腦作業系統綁在一起 

歐盟委員會認為微軟公司將Windows media player與Windows客戶端個人電

腦作業系統綁在一起之搭售行為，滿足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2條之要件。由於歐盟

委員會認為串流媒體播放程式與客戶端個人電腦作業系統為得分別銷售之二項

產品，而微軟公司卻將二項得分別銷售之產品，以搭售之方式在市場上銷售，滿

足歐洲共同體條約第82條所規定之要件。再者，微軟公司並沒有給消費者購買不

含Windows media player之Windows，因此歐盟委員會主張此搭售行為限制了媒體

播放程式的市場競爭，應予以禁止。 

（三）罰款 

歐盟委員會認為，微軟公司應受罰款497,196,304歐元之處分。 

（四）法院判決 

其一，微軟公司拒絕向競爭對手提供相關技術程式碼，導致競爭對手開發的

軟體無法與微軟公司所開發之Windows作業系統互通相容，這項行為危及了市場

競爭。 

其二，微軟公司將自家所開發之媒體撥放器Windows media player與其作業

系統Windows綁在一起，並為搭售行為，剝奪了消費者的選擇權，同時也存在了

弱化競爭者之競爭力的重大威脅。 

其三，歐盟委員會並未錯估傷害的嚴重性與持續性，裁罰金額並無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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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公平法就專利授權之規範 

依循本研究第三章國外立法例之討論架構，本章亦分別依循專利授權、專利

聯盟及標準化技術授權之三大主題分別探討公平法之相關規範。在內容上，亦將

涵蓋歷經多年審理及各方矚目之飛利浦CD-R專利授權案，並彙整本研究在執行

過程針對被授權人進行專利授權實務深入訪談之重點與內容。 

第一節 關於專利授權之規範 

一、公平法 

專利權人享有專利法賦予之排他性權利，依據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

不適用公平法之規定（公平法第45條參照）。關於專利權授權協議涉及之競爭法

規範問題，另有2001年制定之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揭示各該專利權行使之

適法性判斷及執法標準。 

（一）智慧財產法律與競爭法之關係 

智慧財產權法律賦予發明人或創作人排他權之目的，係為促使權利人樂於從

事創作研發與研究成果之擴散與交流，進而達到鼓勵創造、發明與技術創新之目

的。反之，公平法之立法目的則在維持市場競爭狀態、促進經濟安定與繁榮，原

則上乃禁止獨占、結合、聯合等限制競爭及杯葛、差別待遇等不公平競爭行為。

公平法與智慧財產權法之關係，有認為是兩個對立的法律，後者的各種排他權利

被解釋為對競爭的限制；亦有認為二者各以其方式與功能形成並維護競爭，公平

法則是規範此種財產被投入於競爭後的事項，二者共同協助競爭發揮其經濟功能

（例如促進技術進步）以及社會功能。 

同於國外學者見解，我國學者亦認為，從經濟理性的考量，智慧財產權之目

的係在於維持投資及創新，避免「搭便車」（free rider）所可能造成的扭曲市場

競爭功能，從而智財權之本質亦在促進有效競爭；反之，對於智財權過度保障，

將損害資源配置效率及消費者利益，並阻礙更進一步的創新422。因此，公平法與

智財權法二者均為達到維持創新及有效競爭之目的。然不容忽略者為，在知識經

濟時代下，與智慧財產權相關之競爭策略及網路效應（network effect）擴大過度

                                                 

422 謝銘洋、陳人傑，第四十五條除外適用-智慧財產權之正當行使，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

（三），頁11，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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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智財權所可能造成的不利影響，因此，兩者的緊張關係日益明顯。 

（二）公平法第 45 條規定與適用 

為了兼顧智慧財產法律與公平法之立法目的達成，公平法於第45條明定，智

財權法律所創設之排他權行為，不適用公平法規範。本條之定位，亦即智財權法

律與公平法適用關係，學說上有：適用除外說、權利濫用說、違背立法意旨說、

訓示規定或確認說、違法考量說、阻卻違法事由說423。無論採何種見解，從智財

法律而觀，智慧財產權法賦予權利人不同程度之排他性權利，讓權利人可以藉由

此一權利而獲取經濟利益，因此，限制或排除他人進入該智慧財產所涉及之商品

市場與權利人自由競爭，自然會形成限制競爭之結果，其乃賦予具有排他效力之

智慧財產權所必然產生，若因而被認為違反競爭法，將使智慧財產權之規範目的

無法達成。因此，公平法第45條之主要目的應在調和「智慧財產權法對於智慧財

產權利人之保障」與「公平交易法對於公平交易秩序之維護」二者所產生之衝突

現象。於適用該規定時，不僅必須考慮智慧財產權利人之利益，亦須考慮維護自

由公平之競爭環境對於競爭者與社會公眾所具有之利益，並於該二者間為一適當

之衡量424。 

從公平法第45條之規範觀之，其並不在於承認智慧財產權之行使一律排除公

平法之適用，反而在於宣示智慧財產權之行使有其界線，逾越此等界線者，仍需

受到競爭秩序之檢視，只有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始不適用本法。因此，審視

本條規定之適用，需該當兩要件：（a）智財權之「行使權利」行為；（b）「正當」

之行為425。行為是否在「行使權利」，需依智慧財產權法之規定判斷，亦即該行

為乃行使智財權法所賦予之各種積極實現經濟利益上的排他權。例如：專利權人

自己或授權他人製造、販賣或使用專利物品，或排除他人從事前揭行為426；又如

著作權法第22條以下賦予權利人專有著作物之重製、公開播送、公開演出等權利
427。至若行為之「正當」性，係指智財權人在行使排他權時，或多或少均會對市

                                                 

423 關於各說之詳細介紹與討論，參見詳見黃銘傑，專利授權與公平交易法-以拒絕授權與強制授

權為中心，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168-174，2006年9月。 
424 謝銘洋、陳人傑，第四十五條除外適用-智慧財產權之正當行使，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

（三），頁13，2005年。 
425 謝銘洋、陳人傑，第四十五條除外適用-智慧財產權之正當行使，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

（三），頁13，2005年。 
426 專利法第5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物品專利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

同意而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買、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品之權利。方法專利權人除

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使用該方法及使用、為販賣之要約、販買或為

上述目的而進口該方法直接製成物品之權利。 
427 關於行使著作權行為之討論，詳見謝銘洋、陳人傑，第四十五條除外適用-智慧財產權之正當

行使，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三），頁23，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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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競爭秩序造成限制或影響，但權衡智財權法律之立法目的，公平法對於此等行

為應予以容忍者，例如：授權協議約定技術之實施範圍限於製造、使用或銷售；

反之，智財權人所為限制已逾越智財權保護範疇者，則不具備正當性，例如：專

利權人藉保護專利權之由，宣稱他事業產品侵害其專利權，至他事業經銷商之銷

售現場加以現場干擾，法院認為此種行為縱原告另委請專利商標事務作成鑑定報

告，然亦已「已逾越行使專利法正當權利之必要程度，而具有商業競爭倫理非難

性428。在具體判斷上，行政法院揭示，必須同時就智財權法及公平法進行審視。

易言之。公平法第45條有關「依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規定之解釋，除依

專利法規定判斷專利權人所具有之權利，亦須依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審視其權

利之行使是否正當，專利權人有無權利濫用形成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情事，方屬妥

適429。 

惟應注意者為，智財權法律基於鼓勵創新、發明與促進技術創新之目的，因

而賦予權利人排他權，權利濫用致使排他權之行使範圍過大者，亦無法達成智財

權法律之立法意旨，因此，在解釋公平法第45條之權利行使之正當行為時，或宜

採從嚴解釋認定，以防止智財權人不當擴大其排他權之範圍，有違智財權法律與

競爭法之立法目的430。 

（三）公平法與專利法第 60 條之適用關係 

依據我國目前之專利法第60條規定：「發明專利權之讓與或授權，契約約定

有下列情事之一致生不公平競爭者，其約定無效：一、禁止或限制受讓人使用某

項物品或非出讓人、授權人所供給之方法者。二、要求受讓人向出讓人購取未受

專利保障之出品或原料者」。前揭條文雖然規定於專利法，但在規範內容上係與

競爭秩序之影響有關，此一條文之具體適用及其與公平法之適用關係為何，不無

疑問。 

依學者431見解，專利法此一規定所禁止之行為，都有可能涉及公平法第19
條第6款所禁止之行為，但專利法只是從專利讓與契約或授權契約之觀點，對契

約之效力加以規定，無任何處罰或民事責任之規定，相較於公平法之規定，顯然

過於簡略。實則專利法第60條所規定之約定無效之法律效果，從公平法與民法之

                                                 

428 最高行政法院90年判字第653號。 
429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字第908號判決。 
430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之基礎理論》，頁202，元照出版公司，四版，2004年10月。謝教授雖對

公平法第45條定位採取適用除外說，亦認為第45條應採從嚴解釋。 
431 謝銘洋、陳人傑，第四十五條除外適用-智慧財產權之正當行使，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

（三），頁72，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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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並非不能導出相同之法律效果；另外，專利讓與或授權契約約款中，有可

能致生不公平競爭之情形，並不僅限於專利法第60條所規定之兩種情形，嚴格言

之，專利法之規定不夠周延。因此，既然公平法對於不公平競爭之行為已經有較

為周延而完整之規範，在專利法修法時，公平會不妨建議智慧財產主管機關將第

60條刪除，抑或強化該條內容，使其與公平法適用界線能有更明確的區隔，免生

法律適用上之疑義432。 

雖則國內有學者對專利法條文之存在仍持肯定意見，認為僅需釐清將該條適

用與公平法之適用，即可達到法律規範所欲達到之目的。惟智慧局目前（截至2009
年11月25日之資訊）研擬之專利法修正草案，將刪除專利法第60條規定。 

二、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 

（一）立法緣由與目的 

有鑑於「技術授權協議之授權人為增加其市場之影響力，或授權協議當事人

間為避免相互競爭，常於技術授權協議中附加某些限制約款，以提高其市場地

位，獲取較高的經濟利益。該等限制約款若不當運用，不僅對於授權技術造成壟

斷，甚或造成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而有違反公平交易法之虞」，在前揭考量

化，為使公平法相關規範更具體化，公平會參考以往相關案例之經驗及我國產業

發展現況，並參酌美國、日本及歐盟技術授權之相關規定，乃頒佈公平會技術授

權處理原則，期使執法標準更臻明確，俾利業者遵循且利相關案件之處理。 

自2001年頒訂以來，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歷經數次修正433。最重要的修

正乃2007年5月8日合併第6點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例示及第7點可能違反公平交

易法事項例示，將此二條文分別改稱為技術授權協議禁制事項例示之一及之二；

繼而於2009年2月之修正將第6點及第7點內容合併為一條。據此，目前我國現行

之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僅有不違反公平事項及禁制事項之例示。 

（二）規範架構 

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規範架構，簡述如下。 

                                                 

432 相同見解，謝銘洋、陳人傑，前揭註。 
433 歷年之修正如下： 

--2005年1月13日修正名稱、前言、第1點、第2點、第4點及第8點； 
--2005年8月26日修正第6點； 
--2007年4月26日修正全文； 
--2009年2月4日修正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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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適用範圍：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適用範圍乃專利授權、專門技

術授權或專利與專門技術混合授權等協議類型（第2點第1項）。專利之

定義，係指依我國專利法取得之發明專利或新型專利；未於我國取得

專利所為之授權協議，而對我國特定市場產生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

之影響者，準用本處理原則之規定（第2點第2項）。至若專門技術

（know-how）概念則與營業秘密法第2條所定義之營業秘密相當。 

（b）基本原則：同於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見解，本處理原則於第3點明定，

公平會在審理授權協議案件時，不因權利人擁有專利或專門技術，即

推定其在特定市場具有市場力量（market power）。關於技術授權協議

案件之特定市場界定，本處理原則第4點第2項進一步區分為商品市場

（ goods markets）、技術市場（ technology markets）及創新市場

（innovation markets）。 

（c）技術授權案件審查分析之步驟：本處理原則第4點第1項首先揭示，在

審查技術授權案件時，應先依循公平法第45條審視之，亦即審視該等

行為是否為智慧財產權法律賦予之正當權利行使行為。在判斷授權協

議內容之合理性時，則依循本處理原則第4點第3項所列出之事項進一

步判斷。 

（d）不違反公平法事項之例示：參酌歐盟1996年技轉集體豁免規則及日本

日本1999年專利授權準則之立法模式，本處理原則於第5點例示不違反

公平法之授權協議限制約定內容。 

（e）技術授權協議禁制事項之例示：本處理原則第6點則例示極可能被認

為對特定市場具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授權協議限制約定內容；

繼而於本處理原則第7點揭示違反各該例示事項之法律效果。 

第二節 關於專利聯盟之規範 

衡諸目前我國公平法或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規定，未針對專利聯盟事

宜有特別之規範。因此，專利聯盟在對內及對外關係上，是否有限制競爭或不公

平競爭之判斷，適用公平法之各該規定。 

易言之，具有競爭關係之專利權人，匯集各自擁有技術成立專利聯盟，可能

構成公平法之聯合行為（公平法第7條參照）；視專利聯盟成立形式或聯盟成員間

關係緊密程度。專利聯盟所整合之技術內容若過於廣泛，在特定市場具有壓倒性

獨占地位者，則可能取得公平法之獨占地位（公平法第10條參照）。此外，專利

聯盟對外之授權協議，若產生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情事，可能構成公平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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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條限制轉售價格及第19條妨礙公平競爭等規定之違反。 

惟專利權人以專利聯盟方式整合關鍵專利，藉以方便權利人內部間之實施，

或藉以方便技術需求者取得授權及降低權利金數額，則乃有利於競爭秩序形成與

維持之協議，該等聯合行為可能該當公平法第14條但書經許可而具有適法性434；

其他授權協議之限制內容亦可能該當公平法第45條而屬行使智財權之正當行

為。因此，在我國現行公平法之適用下，專利聯盟之對內及對外關係是否構成公

平法之違反，必須依據個案事實及因素判斷之。 

第三節 關於標準化技術授權之規範 

同於第二節關於專利聯盟之討論，目前我國公平法或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

則亦未就標準化技術授權問題有特別之規範。因此，標準制定行為及對外授權事

宜是否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判斷，仍適用公平法之各該規定。 

易言之，技術標準之制定行為若由具競爭關係之事業所共同為之，可能該當

聯合行為規範，蓋透過技術標準制定過程，可能使參與者間具有某種程度的經濟

力聯繫或控制關係。另外，藉由技術標準制定之便，或以技術標準制定之名，實

際上有交換產銷資訊或共同決定價格、產量等共謀行為，亦屬於公平法聯合行為

所禁止者。從個別標準相關專利權人之行為而關，智財權人若有不當的行為，諸

如誤導其他參與者使其以為該標準無相關專利權或其他綁架標準之行為，可能被

認為獨占地位濫用。標準制定後相關專利權之授權協議，亦可能有獨占地位濫用

之結果，若無其他替代性技術可符合相同標準，與該標準有關之關鍵專利權在市

場上則具有排除競爭之力量，其權利行使方式或不行使若欠缺合理性，甚易被認

定對競爭秩序產生不利影響而受到競爭法非難。另外，彙整諸多與標準利用有關

之專利權對外授權，除了可能該當專利聯盟之聯合行為規範外，亦可能因該授權

協議之限制內容而構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行為，不為公平法所允許。 

惟同於專利聯盟之討論，標準制定及標準化技術授權亦有促進競爭及有利於

消費者之面向。因此，在我國現行公平法之適用下，專利化授權之對內及對外關

係是否構成公平法之違反，必須依據個案事實及因素判斷之。 
                                                 

434 具競爭關係之事業合作固然對競爭秩序有相當不利的影響，惟產業實務上，事業間之競爭或

合作乃策略運用問題，在特定情況或特殊環境需求下，聯合行為在所難免，因此，各國競爭法

均規定例外經許可或報備後得為之。我國公平法亦明定聯合行為應事前提出許可申請，第14
條第1項但書列舉七款例外許可情形。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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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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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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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執法實務與產業實務訪談結論 

以下將就我國迄今較重要的執法實務CD-R聯合授權案及本計畫執行過程之

訪談內容，進行分析與說明。 

一、飛利浦 CD-R 聯合授權案之發展與檢討 

我國公平法及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施行迄今，由公平會處分之最重要專

利授權案件，首推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435，本案從2001年1月20日由公平會作

成處分迄今，歷經上訴由行政法院撤銷原處分、公平會再為處分、台北高等行政

法院又撤銷公平會第二次處分及行政院訴願決定、最高行政法院駁回台北高等行

政法院判決，近日（2009年10月29日）由公平會再度就本案作成第三次處分。除

了前揭歷經九年仍未定讞之CD-R專利聯合授權案外，公平會於2005年4月26日再

度出份飛利浦公司於CD-R專利授權合約要求被授權人提供製造設備清冊及書面

銷售報告之行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亦於2009年4月30日作成判決。歷經九年仍

未定讞之CD-R聯合授權案在學界引起廣泛討論436，顯見技術標準有關專利聯盟

（patent pool）及其專利授權協議適法性判斷之困難與複雜性。 

本文以下僅討論飛利浦CD-R聯合專利授權案，先簡述其案由後，再分別闡

釋各該處分、訴願及法院判決重點，最後提出本研究之淺薄心得。 

                                                 

435 除了公平法適用問題外，本案涉及之專利法第76條強制授權規定，亦同步由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於2004年7月26日作成特許實施（強制授權）之決定。2007年3月13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以95
年度訴字第2783號判決撤銷智慧局之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智慧局未提出上訴後，本案關於專利

法強制授權決定問題已告確定。關於本案涉及之專利法強制授權問題，參見王立達、江國泉，

不同標準，合理齟齬-評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飛利浦可錄式光碟專利特許實施案判決，月旦法學，

第165期，頁174-201，2009年2月。 
436 國內相關文獻包括：范曉玲，專利權人權利行使與公平競爭之平衡-以台美專利訴訟的幾個近

期重要案例為核心，月旦法學，第139期，頁229-231，2006年12月，；何之邁、林怡君，荷蘭

皇家飛利浦光碟案判決評析-以公平交易法對於『獨占』之規範為中心，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11期，頁91-105，2006年3月；黃銘傑，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第三家事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
生與相剋之間，頁233-285，2006年9月；劉孔中、簡維克，CD-R案之解析與評釋-以公平法及

專利強制授權為重心，公平交易季刊，第17卷第1期，頁1-37，2009年1月；吳秀明，專利聯盟

（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上），月旦法學，第174期，頁120-135，2009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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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由 

1、背景事實 

自1987年起荷蘭商．皇家飛利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飛利浦）、日本．

新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力）及日商．太陽誘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陽誘電）

陸續以「記錄資訊用之可以光學方式讀取之記憶載體，製造此記錄載體之裝置，

將記錄於此記錄載體上之裝置及讀取記錄」等相關發明（下稱CD-R製造方法）

向我國經濟部智財局申請並獲准專利。自1989年起前揭三公司開始共同制定

CD-MO/WO標準規格橘皮書，建立CD-R規格，此一技術標準為市場所普遍採行。 

飛利浦、新力及太陽誘電三家公司（以下以飛利浦公司為代表，簡稱為「飛

利浦等」）稱其各自擁有生產CD-R所不可或缺之關鍵專利權，從而製造CD-R之
業者皆必須取得該三家公司之授權。為統合專利授權事宜，三家公司協議將其擁

有關於製造CD-R之專利以專利聯盟方式集合起來，統一委由飛利浦透過包裹授

權對外進行授權，我國各光碟製造商乃向飛利浦取得授權。隨著市場上光碟產品

應用日趨成熟，越來越多的事業投入製造，CD-R零售價格急遽下降，1990年上

市時一片50至60美金，1996年全球CD-R平均出廠價格降至7美元，至2000年已降

至一片僅有0.44美元，2006年更降到只有0.2美元。在CD-R零售價格大幅滑落後，

被授權人欲向飛利浦請求調降權利金，惟未為專利權人所同意437。 

國內光碟業者乃向公平會主張，飛利浦等專利權人以聯合授權方式實施專利

權，構成公平法之聯合行為；此外，並主張授權契約中之權利金與其他限制條款

違反公平法。 

2、檢舉人之主張 

檢舉人認為，飛利浦、新力及太陽誘電各自擁有CD-R製造有關之技術及專

利，因而在CD-R製造技術之供應市場具有水平競爭關係，其透過協議方式共同

決定授權金數額及其他授權條件，並以包裹授權方式將整批專利授權予被授權

人；另外，檢舉人亦主張，飛利浦等不僅在相關技術市場具有競爭關係，由於其

均為CD-R之銷售者，因而於CD-R商品之銷售市場亦為競爭者。聯合授權之合作

協議有排除專利權人間之競爭及妨礙市場機能之情事，違反公平法第14條聯合行

為。 

                                                 

437 以國碩公司為例，於1999年10月12日與飛利浦簽訂十年之專利授權契約，被授權人應支付之

權利金數額為每一授權產品淨銷售價格之3％或日幣10元，以較高者為準。國內光碟業者認為，

前揭授權金價格與CD-R產品之市場價格顯不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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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飛利浦等以定型化專利授權契約要求被授權人接受授權安排，此等包

裹授權無涉於商譽或服務品質確保所必須，亦包含國內CD-R製造商無需使用之

技術內容，因而構成搭售之嫌；授權協議長達十年，在授權期間有部份專利保護

期間已滿，但被授權人仍需依據授權協議支付權利金。前揭行為構成限制或妨礙

公平競爭，該當公平法第19條第6款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為條件而

與之交易行為。 

再者，檢舉人主張，飛利浦等成立專利聯盟後相關技術具有壓倒性優勢，因

而乃公平法第5條第2項之獨占事業；在授權關係上，被授權人無法依據專利有效

期限不同、產品對外售價滑落狀況，與飛利浦協商權利金調整事宜，因而涉嫌違

反公平法第10條第2款獨占地位濫用之規定。 

最後，在授權談判過程，飛利浦對於近百個專利未提出逐項專利授權要約，

對於專利有效期間、保護範圍等亦未明確說明，違反公平法第24條。 

3、飛利浦之主張 

飛利浦等認為，其個別所持有之專利均為製造CD-R的必要技術，各該專利

間根本沒有替代性可言，從而飛利浦等三專利權人就授權技術並無競爭關係。此

等技術固然可分別授權，但為被授權人之便，乃以專利聯盟方式為之，因而不構

成聯合行為，亦無需向公平會提出許可申請。聯合授權或包裹授權係基於降低交

易成本、增加權利價值、商品市場推廣等因素，與排除競爭、破壞市場功能或濫

用獨占地位無涉。 

另外，飛利浦等認為，CD-R與其他類似儲存媒介具有替代性，其屬同一特

定市場，而飛利浦等就CD-R技術在此一特定市場並無壓倒性地位或排除競爭之

能力，因此，自非公平法所稱之獨占事業，其所擁有智財權乃合法取得之排他性

權利，其他人仍得自由開發競爭技術或提供競爭產品。 

關於權利金計算，飛利浦等認為係考量專利權人為研發相關技術所投入之大

量資金與成本、被授權人可得之經濟利益等因素，為確保回收最低研發成本，在

當事人契約自由原則下合意約定之。至若產品價格，則由被授權人依市場供需關

係自由決定，與權利金計算無涉；關於已到期專利問題，飛利浦等於授權協議過

程已有納入考量；被授權人僅利用授權技術之一部分，乃被授權人基於商業考量

所為之決定，不影響被授權人依約給付權利金之數額，因此，飛利浦等係依專利

法合法行使其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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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平會處分及法院判決 

1、公平會第一次處份～90公處字第021號處分 

（1）專利聯盟之聯合授權該當聯合行為 

公平會調查本案事實後，認定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各自擁有CD-R相關專利，

就專利技術之供應市場而言，係屬同一產銷階段之事業。授權技術擁有者所供應

之專利技術，縱均為製造某種商品所必要，主張該等專利技術具有互補性，仍無

礙渠等事業係屬同一產銷階段，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依專家鑑定結果，專利聯盟

之技術具有替代性；就技術實施角度而言，被授權人依據規格要求製造產品，只

需向授權人間取得其中一項專利技術即可。當事人在發展系爭光碟產品技術之

初，即存在有各自研發、相互競爭或潛在競爭的狀態，足以顯示飛利浦等在CD-R
的技術研發上，屬水平競爭關係。當事人進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共同決定授權商品之價格等限制約定，相互約束當事人間之事業活動，足以影響

特定市場之功能，該當聯合行為。 

飛利浦等之協議內容，包括範圍廣泛的交互授權合約，亦約定彼此不再就此

等專利訂立任何授權合約，因而新力與太陽誘電放棄分別授權之自由，完全排除

自由選擇交易對象的機會。參酌公平法第4條所稱之競爭，係指事業在市場上以

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之行為。飛利浦等擁有之

技術為製造CD-R產品所不可或缺，專利權人以聯合授權方式迫使被授權人選擇

交易之機會，將影響授權專利技術之交易及供需市場功能，因此，即便飛利浦等

主張該等技術具有互補性，仍無礙水平競爭關係之認定。此外，由本案事實亦可

知，關於權利金計算當事人間需達成共同協議，以一致對外處理，亦有聯合行為

之合意，並相互拘束當事人之事業活動。當事人對於此等聯合行為，並未依法向

公平會申請許可，違反公平法第14條。 

（2）違反獨占地位濫用禁止規定 

以CD-R產品所界定之商品市場，公平會認為，系爭可錄式CD-R光碟產品與

其他儲存產品間，在目前市場供需、價格及技術功能上仍有區隔，尚無法替代；

目前全球CD-R製造必須循飛利浦等共同制定之統一規格，市場上尚無第二種規

格存在，其乃不爭事實，該等主要專利技術又為飛利浦等所擁有，因而當事人在

全球具有絕對優勢地位，乃公平法第5條所稱之獨占事業。 

關於權利金調整問題，當事人固然為確保回收最低研發成本，考量研發所投

入資金與成本、被授權人可得之經濟利益等因素計算權利金。惟近幾年來光碟出

貨量大增，亦造成單片銷售價格大幅滑落，但飛利浦等仍維持原有權利金計算方

式，並未依據被授權人要求隨著市場售價降低權利金，因此，估計授權人於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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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度所得之權利金收入，為八十六年度的20至26倍，三家事業因而獲利恐遠超

出原來預期數額。授權人未能因應市場需求與被授權人要求，就授權契約內容做

有效之變更，違反公平法第10條第2款獨占事業禁制行為之規定。 

又，獨占事業以榨取、剝削其交易相對人為主要目標者，即所謂榨取之濫用，

亦屬濫用獨占力量之一種行為態樣。獨占事業倘利用其獨占地位，強迫其交易相

對人接受許多苛刻、不公平的交易條件，亦為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態樣。飛利浦

等以不當方式維持授權金之價格，授權協議亦限制被授權人爭執專利的有效性、

未詳細告知被授權人相關專利內容範圍及有效期限、拒絕提供關於授權協議之重

要交易資訊，均為濫用獨占地位行為。另外，飛利浦等要求國內光碟製造廠必須

撤回對專利無效之舉發作為和解條款及條件，進而始能簽署系爭可錄式光碟產品

授權合約，飛利浦等雖辯稱和解係在求一次解決雙方當事人間有關本紛爭所生之

各項訟累，屬行使專利權之正當行為，但前揭主張不為公平會所採。公平會認為，

被授權人給付權利金之目的係為取得合法有效的專利，倘專利權有瑕疵，被授權

人即有權利爭執其有效性，授權人不應強求被授權人接受此種限制約款的拘束，

和解之約定條款應在專利權合法行使範圍內為之，因此，限制被授權人爭執該專

利的有效性非屬專利權的正當行為。對於飛利浦等之前揭行為，公平會認定構成

公平法第10條第2款及第4款之違反。 

（3）搭售協議不違法 

公平會認為，包裹授權為搭售協議的型態之一，需依據合理原則判斷其適法

性。飛利浦等計算權利金時，已將部份專利期限將屆滿情事納入考量，基於便利

性包裹性計算權利金，尚難謂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再者，包裹授權

係為整合互補專利技術、避免侵害專利權的訴訟，在無法預知市場或消費者喜

好，對被授權人作一次授權，可創造市場、免去重複支付授權合約簽約金負擔；

而被授權人倘無製造可錄式或混合式可錄式光碟，尚無需支付任何權利金，因而

包裹授權難謂不法搭售行為。 

（4）應停止違法行為及課以罰鍰 

公平會基於如上判斷，認定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並

同時處飛利浦新臺幣八百萬元罰鍰，新力四百萬元及太陽誘電二百萬元罰鍰。 

2、公平會第二次處份～公平會91公處字第069號處分 

（1）行政院訴願會撤銷 90 公處字第 021 號處分 

被處分人飛利浦等不服公平會之處分向行政院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於2001
年11月以90訴字第67266號訴願決定書撤銷原處分。行政院訴願會認為，訴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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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利浦）行為顯已溢出行使專利權之正當行為，從各該事實資料顯示，以符合

公平法第10條獨占地位濫用之行為。但行政訴願會認為，公平會就本案對於如下

事實仍應究明： 

（a）特定市場之證據及論證容有補強之必要。易言之，飛利浦等主張，技

術市場之界定與相關之商品市場有關，CD-R僅為可寫一次光碟之一

種，其他尚有迷你光碟（MD）、數位錄音帶等類似儲存媒介產品，因

而不應以CD-R單一商品界定特定市場。行政院訴願會認為公平會未就

此等商品進行比較，逕將CD-R授權技術市場界定為特定市場，論證仍

有補強之必要。 

（b）飛利浦等聲稱曾提供被授權人單獨授權之要約及條件供其選擇，是否

實情？若本案檢舉人等係自行選擇以聯合授權方式支付權利金，是否

仍屬公平法規範範疇？ 

（c）公平會處分關於違反聯合行為禁止規定時，認定飛利浦等具有水平競

爭關係，但從原處分其他內容及其參與訴願程序之主張，又認為飛利

浦等擁有之技術乃製造或銷售CD-R所必要，僅取得其一專利權人之授

權尚無法製造CD-R。於此情況，無法確知飛利浦等是否確具水平競爭

關係？ 

（d）本案處飛利浦等不同罰鍰之裁量依據為何。 

（2）公平會第二次作成處分 

行政院訴願會撤銷本案處分後，公平會於2002年4月25日第二次作成處分。

公平會仍認為當事人於特定市場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以聯合授權方式對外實施專

利該當聯合行為。另外，飛利浦等利用聯合授權取得CD-R光碟片技術市場之獨

占地位，在市場情事顯著變更情況下，仍不予被授權人談判之機會及繼續維持其

原授權金之計價方式，屬不當維持授權金之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2款
規定。此外，飛利浦等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協議之重要交易資訊，並禁止

專利有效性之異議，為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該當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4款之違

反。關於命令飛利浦停止違法行為及罰鍰部份，公平會第二次處分之內容與原處

分相同。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行政院訴願會在撤銷原處分同時，特別指出公平會

應究明特定市場之界定及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是否具有水平競爭關係。因此，在第

二次處分書中公平會就此有進一步闡釋。 

（i）關於特定市場之認定 

公平會於第二次之處分書中表示：技術授權協議之特定市場，可劃分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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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市場」、「技術市場」及「創新市場」。以與該特定技術具有替代性而界定者稱

為技術市場，而界定技術市場範圍應考量： 

（a）消費者需求替代性：其他生產同類產品、消費者認為功能相同之其他

產品之智慧財產或技術。亦即當市場上某項產品的單價上揚時，消費

者會放棄購買該項產品轉而選擇其他產品，其重要考量因素包括個人

消費偏好，產品功能及產品價格等。 

（b）生產者供給替代性：與該項產品競爭之其他產品，以及用以生產該產

品之智慧財產或技術。亦即當市場上某項產品的單價下挫時，生產者

會放棄該項產品轉而生產其他產品，其重要考量因素包括技術與生產

設備、產品價格、成本結構及區域選定等。 

（c）如因相關資訊不易取得以致無法界定技術市場之範圍，參考美國競爭

法執行實務分析本項授權協議對於其他各相關產品之影響時，如本項

相關技術（可用以生產使消費者認為具有替代作用的產品）均具有相

同之經濟效益，則認為相關技術歸屬於同一個技術市場。 

消費者需求替代性與生產者供給替代性，乃界定特定市場之最重要衡量指

標。從本案所涉及之消費者需求替代性來看，唯讀型光碟片、CD-R及CD-RW在

個別技術市場的供需及技術功能上具有單獨可分區隔性，蓋對消費者而言，其售

價差異極大、替代性相對較低。另外，從生產者供應替代性界定，拿生產CD-RW
技術去生產CD-R亦非市場常態，亦非屬同一特定市場。 

（ii）當事人處於水平競爭關係 

飛利浦等對系爭CD-R可錄式光碟專利技術，以聯合授權方式向國內廠商進

行授權行為，渠等各自擁有系爭CD-R可錄式光碟相關專利，就有關CD-R之專利

技術市場而言，係屬在同一產銷階段之事業。 

在發展系爭產品技術之初，飛利浦等即存在各自研究、生產、相互競爭的狀

態，於CD-R光碟片技術市場其各自擁有之專利技術，均為CD-R光碟產品製造所

必須使用到，則對於擬被授權人（即需求者）而言，必須一一尋求渠等三家事業

的各別授權，始可製造完成CD-R產品，缺一不可。然飛利浦等同為CD-R技術提

供者及製造者，任一專利權人對於其他專利權人所擁有的技術，仍可透過迴避申

請專利範圍方式研發具有類似功能之替代性技術，與其他專利權人就CD-R技術

進行競爭。是以，專利權人所擁有之專利，縱均為製造某種商品所必要，主張該

等專利具有互補性，仍無礙渠等事業屬同一產銷階段，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認

定。飛利浦等共同制定CD-R標準，並作成聯合授權協議後，始限制彼此各自發

展系爭產品技術標準，因而由太陽誘電負責CD-R光碟記錄層特性與塗料技術之



160 
 

發展，其餘二家各自負責資料寫入、讀取等之專利發展。因此，飛利浦等原先可

各自發展相關技術，自成一系統，但因制定標準及聯合授權，使其不再從事市場

競爭。從而飛利浦於系爭CD-R光碟片技術市場上屬同一產銷階段之事業，各自

擁有之專利縱具有互補性，仍得單獨對被授權人各自以較有利之條件，爭取交易

機會，故屬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 

公平會又認為，依工研院提供客觀專業意見，考量各專利之替代可能性（互

斥性）時，不能僅就技術觀點視之，而應就管理經濟及產製過程整體來看。是以，

依工研院光電所之建議，就技術實施之角度而言，被授權人依據規格要求來產製

產品之行為，只須向授權人間爭取其中一項專利授權即可。 

（iii）該當公平法第14條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 

飛利浦等協議，關於CD-R專利授權事宜均轉交予飛利浦；被處分人亦承諾，

今後除了範圍廣泛之交互授權合約外，不再就此等專利訂立任何授權合約。關於

三公司之權利金計算方式，僅同意一種方式，即淨銷售額的3%，每一光磁碟至

少為日幣十圓。因此，被處分人對於系爭CD-R專利聯合授權行為，明顯存有包

括權利金協議等對於系爭CD-R專利聯合授權行為之合意。 

在對外關係上，雖由飛利浦處理該專利授權的協商及簽約事宜，惟實質上，

日本新力及太陽誘電對於該標準授權合約內容，包括所共同約定之權利金數額，

確實擁有相當的影響力或決定力，並且務須獲得渠等同意，始得使用。是故飛利

浦及日本新力與太陽誘電等為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已合致公平法第7條之聯合

行為，即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

數量、交易對象、交易區域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飛利浦等雖曾對外宣稱，國內CD-R生產廠商可有單獨授權要約之選擇，惟

據相關業者回應，飛利浦等以全球採標準合約及不為個別廠商更動，並一再主張

簽單獨授權合約較聯合授權合約昂貴，根本無須考慮，故其根本未備有單獨授權

合約供被授權人選擇，已刻意排除單獨授權之可能。 

聯合授權可非難之處不在其本身，而是當事人藉由聯合授權限制價格、劃分

市場或限制自由發展項目，而影響市場競爭機能的發揮，被處分人等擁有之專利

權國家並不相同，如檢舉人所稱，新力在我國及歐洲並未擁有製造CD-R光碟片

之必要專利，該等聯合授權行為已造成其不當擴充其專利版圖，並排除其他競爭

者的加入，有違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禁制規定。 

3、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字第908號判決 

對於公平會第二次處分，被處分之飛利浦等不服而提起訴願，行政院訴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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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公平會見解，本案繼而由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受理，由原告（飛利浦等）、被

告（公平會）及訴訟參加人（巨擘科技股股份有限公司）各自陳述後，高等行政

法院於2005年8月11日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發回原處分機關（公平會）

另為適法處分。行政法院判決之重點如下。 

（1）聯合行為之認定不為行政法院所支持 

高等行政法院認為，依據公平法規定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包括： 

（a）聯合行為的主體：係指有競爭關係之事業間，亦即處於同一產銷階段

之水平競爭事業間。 

（b）聯合行為的合意方式：指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c）聯合行為的合意內容：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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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聯合行為對特定市場之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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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限，亦即若實施聯

合行為之結果，不致影響市場供需功能時，則無禁止之必要，因此亦

不致違反公平交易法。 

前揭聯合行為的構成要件缺一不可，如缺其一，即無公平法聯合行為禁止規

定之適用。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從本案事實而觀，單獨使用其中一家公司專利即

無法生產製造CD-R，技術需求者必須逐一向三位專利權人取得授權，缺一不可，

因此，系爭專利對橘皮書標準規格而言，乃具有互補性的專利技術，各該技術不

具有替定可能性及競爭關係。公平會以任一專利權人仍得透過研發方式填補其他

專利權人所擁有之技術，因而從研發可能性判斷三專利權人實為競爭關係之事

業，行政法院不接受前揭見解，認為若採此說，則工研院或其他市場上具有研發

能力之事業亦應納入考量，從而否定本案遽以適用公平法聯合行為禁制規定之合

理性。 

（2）認定飛利浦等享有獨占地位及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及第 4 款 

關於飛利浦等在CD-R相關產品之特定市場享有獨占地位，行政法院見解同

於行政院訴願會及公平會，認定其在CD-R光碟片技術市場確實存有可排除競爭

之能力，因而為公平法第5條所稱之獨占事業。進而觀諸飛利浦關於權利金之決

定，在市場情事顯著變更情況下，專利權人仍不予被授權人談判機會及繼續維持

原授權金之計算方式，已屬不當維持授權金之價格，該當公平法第10條第2款。

另外，飛利浦公司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協議之重要交易資訊，並以和解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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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為手段禁止被授權人質疑專利之有效性，該等行為乃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違

反公平法第10條第4款。 

4、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553號判決 

對於台北高等法院之判決，公平會提起上訴，主張原審法院忽略本案當事人

個別具有發展CD-R產品技術規格之空間與能力，仍持當事人具有競爭關係之見

解。2007年4月4日最高行政法院作成判決，駁回上訴。關於飛利浦、新力、太陽

誘電任一公司是否具有研發能力，能透過專利迴避方式研發及填補他專利權人所

擁有之技術，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同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認為單獨使用其

中一家公司專利即無法生產製造CD-R產品乃兩造所不爭執，從而各該專利不具

替代性乃互補性之事實，已屬明確，從而駁回上訴。 

5、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661號判決 

針對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公平會任原原審法院持錯誤之法律見解，提起再

審之訴，2009年6月18日最高行政法院駁回再審之訴。 

6、公平會第三次處份～公平會98公處字第156號處分 

再審之訴被駁回後，2009年10月29日公平會針對飛利浦CD-R聯合授權協議

作成第三次處分，就飛利浦涉及之獨占地位濫用問題進行處分。 

公平會認為，飛利浦等制定橘皮書及設定CD-R標準規格，以共同授權方式，

取得CD-R光碟片技術市場之獨占地位，在市場情事顯著變更情況下，仍不予被

授權人談判之機會及繼續維持原授權金之計價方式，屬不當維持授權金之價格，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10條第2款規定。另外，飛利浦等亦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

權協議之重要交易資訊，並禁止專利有效性之異議，為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10條第4款規定。對於前揭行為，命令應立即停止，並分別處飛

利浦新臺幣350萬元、新力100萬元及太陽誘電50萬元罰鍰。 

 

二、我國產業實務訪談重點與內容 

近年來我國雖以科技立國及享有高科技國家之名，惟產業實務迄今對於關鍵

技術仍屬技術輸入國及高度倚賴國外關鍵專利權人。為了解我國產業界與國外進

行技術移轉協商過程，所簽訂契約中有哪些限制約款係屬合理、哪些則逾越適法

範疇，本計畫在研究過程針對標準化技術授權協議之實務現況進行匿名的實務深

入訪談，受訪對象乃涵蓋國內從事技術授權實務之研究機構及上市上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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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專利授權事宜涉及事業間之競爭關係，亦與專利權人之合作競爭關係有

密切關連，受訪者強烈表達匿名之要求，否則不願參與，因此，附件所列之受訪

問卷均以匿名方式呈現，各該訪談內容及其表示意見，詳如研究計畫附件。 

以下僅歸納受訪對象明確對公平會及現行法、執法標準所表示之意見： 

（1）實務上之授權契約標的，往往同時涵蓋專利及專門技術，有時亦有同

時有電腦程式及商標授權，難以區分哪些授權條款是特別針對專利、

專門技術授權、電腦程式或商標授權。 

（2）我國產業界未參與國際間技術標準制定組織之原因甚多，部份原因可

能是因為：參與技術標準不僅需要相當的入會費用，且需派駐五至十

名之專職人員在SSO長期從事標準制定工作，在成本考量下，即便是

重要事業亦未參與SSO。 

（3）專利授權契約常有強制性要求被授權人就其相關技術為交互授權，若

不為交互授權，即無法取得所需之專利技術。被授權人為了取得重要

技術（諸如技術標準有關技術），只能接受該等要求。 

（4）授權契約中可能包含一些不合理條款，諸如：權利耗盡後仍主張授權

金。易言之，向專利權人購買專利物品進行組裝，但除了購買該物品

費用外，另外需簽訂專利授權契約，依據所購買產品數量支付授權金。

此外，授權契約亦要求被授權人必須提供製造設備清冊、書面銷售資

料，包括銷售價格、銷售對象等，被授權人實際並無拒絕可能。 

（5）授權契約協商過程，最不容易達成共識之授權條款包括：授權金（總

額或計算方式）、、授權期間、授權範圍、擔保賠償責任、以任何形式

禁止被授權人質疑授權技術之有效性、限制被授權人製造或生產授權

商品之銷售地區或國家、管轄權（準據法）、授權人不願意提供授權技

術之資料。 

（6）受訪者居被授權人角色時，多數受訪者認為可以由協商達到雙方都可

接受之授權條件，但亦有國內重要上市上櫃公司表示，對於授權契約

內容通常無協商空間；反之，受訪者居授權人角色時，全部受訪者表

示通常能由協商達到雙方都可接受之授權條件，但亦有國內重要上市

上櫃公司表示，對於授權契約內容通常無協商空間。 

（7）關於我國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受訪者並未提出具體建議，但認

為應適時修正欠妥之處；惟亦有國內重要上市上櫃公司法務主管表

示，對此一處理原則並不熟悉。亦有受訪者認為，我國實務案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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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目前尚無修正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必要。 

（8）關於美國競爭法制度中有所謂的商業審閱信函及日本競爭法之「事前

諮詢制度」，由當事人就即將從事之交易活動及其涉及之競爭法適用疑

慮，提請競爭法主管機關表示意見。受訪者咸認為我國很值得建立類

似制度，甚而有受訪者表示，若公平會欲請專家學者參與評估事宜，

願意支付相關費用（使用者付費）費用。應注意者為，亦有受訪者特

別表示，必須考量國外制度直接引進之妥適性，應考量與我國既有法

制與規範之銜接問題，並應有更多的討論。 

（9）關於公平會針對專利授權事務之角色與立場，受訪者認為我國應參照

美歐日國家作法，積極瞭解產業現況與需求，並就各該議題召開公聽

會，公布研究與調查報告；於網站或其他方式更積極表達公平會就專

利授權事宜之執法標準與立場亦屬重要。另外，亦有受訪者表示，對

於國內廠商而言，常見到美國、日本或韓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主動調查

專利權濫用或大企業濫用優勢地位之行為，似覺公平會在此等事務之

處理上，較為被動，無法如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般，主動出擊，給予

國內企業相當高度的支持。 

（10）關於對我國產業實務需求之瞭解部份，有受訪者特別表示，公平會

應針對不同產業別，進行個別的深入訪談（而非研討會或座談會形式

的眾多參與者意見表示，蓋在同業壓力下，有時難以闡述在授權協議

過程碰到的真正問題），個別產業之專利授權契約內容或有不同，涉及

之專利權與被授權人談判地位亦有不同，競爭法主管機關能介入之空

間亦有不同（諸如醫藥領域有健康權考量），因此，必須就個別產業以

匿名私下方式進行，始能瞭解國內產業需求，亦以此作為執法標準。 

（11）有受訪者針對公平會執法之建議，認為應增加公平會執法之廣度與

力度，並認為公平會應更有魄力執法，不畏強權或各方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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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國現行法與執法實務之檢討與建議 

本章分別依循專利授權、專利聯盟及標準化技術授權之三大主題分別就公平

法相關規範及執法標準提出檢討建議。 

第一節 關於專利授權之檢討建議 

參酌本研究之研究與實務訪談內容，我國公平法及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

之規定及具體適用上，或有如下內容值得進一步思考與檢討。 

一、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檢討與建議 

技術移轉乃現今提昇產業競爭力、獲取經濟利益之重要手段，技術授權則為

實務上常採用之方式。授權人在行使智慧財產權法律所賦予之排他權同時，如何

與競爭法規範取得平衡，實乃產業技術發展與確保法律行為安定性所不可或缺

者，因此，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對於確立智財權行使正當性之認定標準，應

有正面意義。惟從國外比較法觀點及技術移轉實務面研析，針對專利授權協議之

競爭法判斷因素，或有如下議題值得主管機關與產業界共同思考（關於專利聯盟

及專利授權檢討建議詳如下述）。 

（一）適用範圍 

依據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2點第1款及第2款規定，專利及專門技術之

授權協議始適用之；此外，本處理原則所稱之專利，係以於我國取得專利權保護

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為限，未於我國取得專利所為之授權協議，而對我國特定

市場產生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影響者，準用本處理原則之規定。未依我國法

取得專利保護之發明或新型專利，在我國境內不享有排他性權利，從而此等授權

協議原則上應不致於產生限制競爭之可能，惟若仍有此等可能，準用公平會技術

授權處理原則規定，實屬妥適之立法內容。 

然值得進一步討論者，乃關於新式樣專利之授權協議是否亦應有本處理原則

之適用；此外，其他性質相近之智慧財產權類型，包括植物品種權、積體電路電

路布局權及以著作權保護之電腦程式創作，是否亦一併納入，實有檢討之空間。

過窄之範圍是否亦為本處理原則目前實務適用個案較少之原因，不無可能。 

1、新式樣專利之規範 

新式樣專利所保護者為產品外觀，與發明專利或新型專利似有不同，惟新式

樣專利同樣以實用性標的（utilitarian objects）為保護對象，易言之，其乃物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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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設計上的創作（專利法第109條參照），雖與技術思想無關，但仍屬產業界所廣

泛運用智財權類型，受保護標的係由產業界所生產之物品，例如：手機、機座、

充電座、電池、手機護套等之外觀設計438。據此，新式樣專利保護之創作，在外

觀設計以外仍包含技術成分，否則即屬著作權保護之標的439。例如：原子筆手握

部分改以弧線設計，並使用柔軟材質，握起來舒服且容易書寫，以此例而觀，新

式樣專利產品同時包含人體工學設計而有其舒適與便利性，其技術性與技術成分

不容否定。 

再從我國目前之專利法立法體系來看，國外立法例上有將發明專利、新型專

利及新式樣專利分屬三部不同立法者，例如：日本立法例、德國立法例；然不論

是發明專利、新型專利或新式樣專利，在我國均屬專利法之規範內容，新近專利

法研擬全盤修正，亦未將新式樣專利排除而另定新法之意。再者，觀諸公平法第

45條所規定的依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應同時包含專利法所規範之發明專

利、新型專利及新式樣專利三種態樣，若無其他合理正當之立法理由，公平會技

術授權處理原則實難為縮限規範而排除新式樣專利授權協議。因此，在法律體系

上，發明專利、新型專利及新式樣專利應受到相近的規範與適用相同的競爭法執

法標準。 

最後，再從國外立法例之比較法觀點出發，TTBER僅明文排除著作權及商

標權有關之授權協議，從而屬於技術性創作之新式樣專利，其授權協議亦有

TTBER之適用。日本在1999年之專利授權協議執行準則即已同時涵蓋發明專

利、新型專利及新式樣專利；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亦包括新式樣專利授權

型態。 

由上述分析可知，不論從我國專利法之立法體系、公平法第45條之專利法概

念探討，或以比較法觀點研析，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2點第2項專利定義實

宜包含專利法第106條以下之新式樣專利；除非主管機關有其他合理正當之立法

理由。 

2、專利權以外其他技術之規範 

除了前述之新式樣專利外，在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2點第1款及第2款
規定下，發明專利、新型專利及專門技術以外之授權協議，非本處理原則之規範

範疇；參酌本處理原則第3款關於專門技術之定義，所指者乃相當於我國營業秘

                                                 

438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頁116，2008年10月。 
439 依據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內之創作」乃著作

權保護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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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法規定之營業秘密，因此，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保護之電路布局、植物品種權

之相關授權協議，無適用餘地；同樣的，具有技術性之電腦程式相關授權協議，

亦無本處理原則之適用。 

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2點第2項後段雖進一步規定，「未於我國取得專

利所為之授權協議，而對我國特定市場產生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影響者，準

用本處理原則之規定」。然從第點第2項前段與後段之文字解釋而觀，能準用本處

理原則而受規範之授權協議，亦限於外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之授權協議，外國

新式樣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類型之授權協議即便對我國特定市場產生限制競

爭或不公平競爭之影響者，亦無法準用本處理原則規定來判斷或探求公平會之執

法標準。適用範圍如此狹隘是否妥適，容有檢討之餘地。 

從比較法觀點而論，日本1999年專利授權準則僅適用於專利及專門技術之授

權協議，其他智慧財產權不完全適用該準則，但若該等智財權與專利或專門技術

之排他性加以審酌後，於適當範圍內有準用之可能440；2007年日本智財實施準則

已明確界定其適用範圍涵蓋植物品種權、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甚而以著作權保

護之電腦程式相關授權協議，亦有該準則之適用。同樣的，歐盟TTBER亦僅排

除性質差異較大的著作權及商標權授權；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亦僅排除商

標權之適用。 

再從技術移轉及產業實務而觀，單一授權契約之標的，往往非單純僅有專利

或專門技術，其他智財權態樣往往亦包含在內。本計畫在執行過程深入訪談國內

之授權實務，一份契約往往包含諸多智慧財產權類型，甚少僅有專利或專門技術

之授權契約。因此，個案判斷授權協議是否有限制競爭情事，如何切割協議標的、

僅審視專利或專門授權約款之合理性，實有其困難。 

專利、專門技術以外之智慧財產權類型，在法律上同樣具有排他特性，甚而

其排他權之行使期限較專利權更長，例如：木本或多年生藤本植物之品種權期間

為二十五年，其他植物物種之品種權期間為二十年（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23條參

照）；不論是專利、專門技術或其他智慧財產權類型，其授權協議對於開發新的

商品市場或促進競爭上，均有相當影響，以可能受到發明專利或著作權保護之電

腦程式為例，伴隨網際網路之蓬勃發展，著作權有關之授權協議可能影響特定市

場之競爭秩序，Microsoft自1988年起與電腦硬體廠商所為之MS-DOS和Windows 
軟體授權契約，即被美國FTC與DOJ調查可能違反反托拉斯法，後於1994年以和

解方式解決；另外，近年來Microsoft搭售Internet Explorer瀏覽器所引發之限制競

                                                 

440 日本1999年專利授權準則第1部份第3點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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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疑義更是舉世注目。 

3、小結 

我國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目前僅規範發明專利、新型專利及專門技術之

授權協議，在法律規範完整性之考量下，實宜以適當方式，將專利、專門技術以

外之智財權授權協議納入本處理原則規範，包括新式樣專利、積體電路電路布局

權、品種權、電腦程式（不論是以發明專利或著作權保護）。即便公平會認為前

揭智財權類型之性質與發明專利、新型專利或專門技術之差異過鉅而不欲一體規

範，仍宜參照日本1999年專利授權準則第1部份第3點第1項，明訂於適當範圍內

有準用之餘地。 

（二）關於創新市場界定之建議 

同於本研究第四章第二節之見解，本研究以為，所謂創新市場乃為保護鼓勵

未來之研究創新發展，此等理論之發展或引入或有其價值，然在落實於主管機關

之執法實踐之際，卻需有更多實務面向之審慎考慮。目前無論是參考學界所提出

之創新市場分析方法，或美國競爭主管機關所提出之創新市場界定與分析方法，

乃多以間接方式衡量廠商間之創新競爭，且在資訊取決上亦面臨相當難處。在此

創新市場分析方法尚未有充足發展，相關分析工具與理論仍屬欠缺之時，貿然將

創新市場納入競爭法分析中，不僅增加執法之不確定性，亦可能因執法結果之不

適當而造成社會福利減損。 

因此，關於創新市場之概念與相關理論發展於此階段或可作為主管機關研擬

相關規範或審查原則之參考，然因其尚處發展階段之概念，尚有相關界定與檢驗

標準不明確之虞，似不宜於此時驟然採為主管機關執法之審查標準，或可待未來

理論發展更為成熟之際，再行納入相關規範之中。 

（三）瞭解產業實務需求後建立市場占有率之安全港規定 

參酌日本及歐盟近年來所制定及修正之技術授權相關處理原則或準則，均納

入市場占有率之安全港規定，易言之，設定規範之最低門檻。 

我國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自始即無此等制度之設計。誠然，如何界定安

全港之最低門檻有其難度，更何況公平會目前受理之專利授權個案相當有限。但

在作法上，仍可由公平會自行或委請學者專家瞭解與探究實務現況及需求，界定

適用上的安全港，強化法規適用之明確性。 

（四）以舉例方式說明執法標準 

2009年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修正後，我國僅列出不違反公平法事項及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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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事項兩類限制約款，在內容上僅以條文列出其內容，並無進一步之說明。從美

歐日國家所制定之處理原則或準則可知，單純限制約款本身未必即因此而被認定

為違法或不違法，往往必須附加其他客觀要件或因素始能明確知悉該等約款在何

種情況為違法或適法。因此，在具體作法上，或可參酌歐盟、美國及日本之處理

原則或準則，於揭示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標準同時，加上例子闡釋之，對於產業

實務瞭解及掌握主管機關執法標準，實有相當助益，我國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

則不妨採納之。 

相較於美國、歐盟或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所頒訂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或準則

內容，往往動輒二、三十頁，我國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僅以兩頁揭示競爭法

主管機關之執法標準與內容，似過於簡略。 

（五）增訂技術授權協議禁制事項之例示 

參酌國外立法例及我國實務現況，現行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6點關於

禁制事項之例示，在內容上或有再檢討及建議之處。例如：關於權利耗盡之專利

物品，不宜再使專利權人能以任何方式對被授權人請求授權金。日本2007年智財

實施準則即清楚揭示此一原則，亦即對於已生權利耗盡結果之智財權保護標的進

行限制者，即非屬權利行使之行為。 

另外，實務上被授權人簽訂技術授權協議時，有被要求應同時將所擁有之技

術以交互授權方式提供授權人實施者，被授權人對於此等要求往往無拒絕之權

利。此等授權契約之限制，並未被目前之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所涵蓋。 

再者，從CD-R聯合授權案及我國實務現況可知，諸多專利權人在訂定授權

協議時，憑藉權利金稽核之名，要求被授權人必須提供所製造產品之數量清冊、

銷售資料、銷售對象及售價，在商業活動上，此等資訊乃攸關競爭力之重要資料，

甚而為營業秘密所保護者。對於此等不當的限制約定，目前之公平會技術授權處

理原則亦未有任何規定；即便其可於本處理原則第6點所揭示之原則所涵蓋。 

（六）增訂專利聯盟及標準化技術授權有關之規定 

考量專利聯盟與標準化技術授權與一般專利授權之反競爭與促進競爭內容

仍有不同，此等事業活動之複雜性及影響層面亦更廣，因此，歐盟及日本在新近

所頒佈之處理原則與準則中，均已就此等事宜增訂說明抑或另定處理原則揭示

之。我國現行之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亦可增訂此等內容，讓產業有遵循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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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亦可使公平法相關規範更具體，且執法標準更明確441。 

關於專利聯盟與標準化技術授權之執法標準建議，詳如本章第二節及第三節

之內容。 

二、引進事前諮詢制度 

為使事業對於公平法適用有更明確的瞭解，事前避免可能發生之風險，國內

早已有見解442認為，公平會宜在制度上，參照日本引進事前諮詢制度；本研究進

行過程之實務訪談亦有提出此一意見者。對於公平法引進事前諮詢制度，本文亦

表支持，美國DOJ的商業審閱函制度即有相當的參考價值。此等制度可收「事前

防範」之功效，相較於事後處分有更直接之效果。 

另外，透過此等制度之運作，公平會亦能知悉產業實務之運作現況，蓋當事

人會主動將其準備推動之事業活動內容告知公平會，對於主管機關而言，亦能及

早知悉實務發展及預為未來執法作準備。 

根據本計畫執行過程之訪談結果，受訪者咸認為我國很值得建立美國或日本

之此等事前諮詢制度，甚而有受訪者表示，若公平會欲請專家學者參與評估事

宜，願意支付相關費用（使用者付費）費用。然誠如有受訪者特別表示，直接參

考國外立法例而於我國建立新制度時，必須考量國外制度直接引進之妥適性，在

作法上必須兼顧我國既有法制與規範之銜接問題，甚而應與國內法律學界（諸如

行政法與競爭法學者）、產業界有更多的討論與溝通。 

三、公平會或宜與我國產業界有更深入而直接的對談 

同於引進事前諮詢制度之建議，本研究認為，公平會未來或可參照美歐日國

家作法，積極瞭解產業現況與需求，並就各該議題召開公聽會，公布產業實務現

況之研究與調查報告，以更積極的方式表達公平會就專利授權事宜之執法標準與

立場。 

在本計畫執行過程之訪談，多數受訪者為對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提出具

體建議，雖認為應適時修正欠妥之處，但並無任何意見，其原因可能在於我國實

務個案有限。但值得注意的是，有國內重要上市上櫃公司法務主管表示，對此一

                                                 

441 相同見解，宋皇志，技術授權之法制規範─以瓶頸設施理論在專利強制授權的應用為中心，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152-153，2003年。 
442 例如：宋皇志，技術授權之法制規範─以瓶頸設施理論在專利強制授權的應用為中心，清華

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153，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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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原則並不熟悉，顯見公平會與產業界溝通現行法與執法標準上仍有加強的空

間。另外，產業界亦相當期許公平會在專利授權事務之角色與立場，受訪者認為

我國應參照美歐日國家作法，積極瞭解產業現況與需求，並就各該議題召開公聽

會，公布研究與調查報告；美歐國家之競爭法主管機關於網站或其他方式更積極

表達公平會就專利授權事宜之執法標準與立場，對產業實務界而言，亦屬重要。 

如何瞭解我國產業實務需求，本計畫執行過程之訪談結果，或則公平會應針

對不同產業別，進行個別的深入訪談，而非研討會或座談會形式的眾多參與者意

見表示，蓋在同業壓力下，有時難以闡述在授權協議過程碰到的真正問題。由於

個別產業之專利授權契約內容或有不同，涉及之專利權與被授權人談判地位亦有

不同，競爭法主管機關能介入之空間亦有不同（諸如醫藥領域有健康權考量），

因此，建議公平會應就個別產業以匿名私下方式進行，始能瞭解國內產業需求，

亦以此作為執法標準。 

最後，鑑於專利授權事宜對我國產業發展及國際競爭力有相當之影響，美歐

日韓等國家之競爭法主管機關時而主動調查專利權濫用或大企業濫用優勢地位

之行為，本計畫研究過程之訪查瞭解，國內產業界似覺公平會在此等事務之處理

上較為被動，無法如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般，主動出擊，因而公平會在執法上難

以從國內企業得到高度的支持。另外，國內產業實務亦相當期待公平在執法上的

廣度與力度，並認為公平會應更有魄力執法，不畏強權或各方壓力。 

綜合而言，，考量不同產業別之技術發展與實務需求不同，個別產業之專利

授權契約內容或有不同，涉及之專利權與被授權人談判地位亦有不同，競爭法主

管機關能介入之空間亦有不同（諸如醫藥領域有健康權考量），因此，公平會或

宜針對不同產業別，進行個別的深入訪談，藉由此等方式，始能更直接瞭解國內

產業需求，亦以此等資訊作為執法之參考。 

第二節 關於專利聯盟之檢討建議 

從國外競爭法規範及主管機關之執法經驗而觀，其審視專利聯盟之適法性，

其明確指出交互授權與專利聯盟具有促進競爭之重要意義，惟部份協議內容亦有

限制競爭疑慮。歸納及彙整國外執法經驗與標準，關於專利授權契約之一般性審

視因素，已如前述，以下僅就競爭法主管機關審視專利聯盟適法性有其重要意義

之內容說明之。 

一、公平會應揭示專利聯盟之執法標準 

已如前述，本文認為，考量專利聯盟與標準化技術授權與一般專利授權之反

競爭與促進競爭內容仍有不同，此等事業活動之複雜性及影響層面亦更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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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歐盟及日本在新近所頒佈之處理原則與準則中，均已就此等事宜增訂說明抑

或另定處理原則揭示之。我國現行之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亦可增訂此等內

容，讓產業有遵循之標準，亦可使公平法相關規範更具體，且執法標準更明確443。 

二、公平會關於專利聯盟執法標準之建議 

公平法相關規範與執法標準之建議分述如下。 

（一）關於專利聯盟的形成 

1、所納入之技術性質 

（1）互補性、互斥性或替代性技術 

專利聯盟之競爭法判斷上，首先應區別者乃涉及專利之種類與性質，亦即由

互斥性專利、互補性專利或替代性（競爭性）專利所組成之專利聯盟，其可能構

成之違法性有所不同。由互斥性或互補性專利所構成之專利聯盟，往往具有促進

競爭之效果，諸如減少授權協商成本，因而較不易引發限制競爭疑慮。反之，若

是由競爭性專利，亦即具有替代關係之專利所形成之專利聯盟，極可能受到競爭

法非難，蓋專利聯盟消彌各該專利技術原本應有之競爭關係。美國競爭法主管機

關在商業審閱函之諸多個案，即甚為強調所納入技術之性質、是否為替代性技術。 

（2）是否為關鍵技術 

專利聯盟所納入的技術雖不具有替代關係，惟若非執行專利聯盟所必要之關

鍵技術，該聯盟之適法性即可能發生疑義，尤其該專利聯盟係以制定或推動技術

標準為主要目的者。美國DOJ在MPEG-2專利聯盟、飛利浦DVD專利聯盟等案件

特別指出此一因素之重要性。 

易言之，被納入專利聯盟之技術若非關鍵性，對於被授權人可能即屬不需要

的技術，諸如該技術對於製造符合產業規格之產品而言，非屬必要，惟一旦該等

技術亦屬專利聯盟之技術內容，即因包裹授權而不當的增加該技術之實施次數，

相較於其他未納入聯盟之替代性技術，處於較佳的競爭地位。對於被授權人而

言，此一結果如同不當的搭售，要求被授權人必須接受與實施授權技術無關之其

他技術。 

                                                 

443 相同見解，宋皇志，技術授權之法制規範─以瓶頸設施理論在專利強制授權的應用為中心，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152-153，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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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定被納入專利聯盟之技術均屬關鍵技術，適法性受肯定之國外專利聯

盟在制度上，由獨立的技術專家審核及確定所納入技術之必要性。因此，獨立審

核專家制度之設立亦可強化專利聯盟之適法性。 

（3）無效專利不得納入 

無效專利在法律上本來即不得享有排他性的權利及藉此使權利人或有權利

金收入。因此，專利聯盟若將無效專利納入，自屬不當擴張排他權期間之作法，

應受到競爭法之非難。 

2、第三人或新技術日後能否加入專利聯盟 

專利聯盟為開放性或封閉性亦有不同競爭法評價；一般而言，開放性的專利

聯盟（諸如MPEG-2專利聯盟）較不容易引發競爭法違反疑慮。 

惟不因此而否定封閉性專利聯盟之適法性，例如：DOJ以合理原則判斷後，

認為封閉式飛利浦DVD專利聯盟仍不會損及相關產業的創新與競爭，因此，若

為封閉式的專利聯盟，仍須進一步審視該聯盟之運作制度、對內及對外關係，始

能確定之適法或違法性。例如：專利聯盟在特定市場產生一定的市場力量，且其

排除競爭者加入，被排除者亦無法在特定市場與之為有效競爭，此等封閉性專利

聯盟若在特定市場具有壓倒性的地位，禁止他人加入所生之排除競爭效果，則可

能構成獨占地位濫用。 

（二）關於專利聯盟的內部運作 

1、參與專利聯盟之協議有可能構成聯合行為 

專利聯盟乃一群專利權人共同決定，相互授權或授權給第三人，因此，就內

部關係而言，若專利聯盟之參與者間或所納入技術間具有競爭關係，且包含限制

競爭之協議內容或有減少彼此競爭之結果者，即該當競爭法之聯合行為。於此情

況，必須適用各國關於聯合行為規範之競爭法規定，例如：依我國公平法第14
條第1項本文規定，聯合行為原則禁止，例外符合該條第1項但書各款事由而有益

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公平會許可者，始得為之。 

因此，專利聯盟之參與者若有競爭關係者（諸如替代性專利權人為參與成

員），則構成聯合行為。至若參與者是否處於水平競爭關係之判斷，我國公平會

在CD-R聯合授權案期待個別專利權人從事研發及迴避設計之見解，或有檢討之

空間，已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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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度上能否挑戰被納入聯盟之技術 

延續專利聯盟所納入技術不能為替代性技術或無效專利、僅能納入關鍵性技

術之基本原則、避免專利聯盟構成聯合行為，國外執法機關亦甚為重視專利聯盟

在運作上，是否賦予聯盟本身、參與者或未加入聯盟之第三人挑戰所納入技術之

妥適性，亦即若特定技術經第三人主張為無效專利或替代性技術或不具關鍵性

時，能否請求專利聯盟將該技術移除。若有此等制度設計，較易強化其適法性。 

專利聯盟在移除被挑戰技術之前，是否需經由專利無效訴訟程序確定其有效

性，抑或需由聯盟再委請獨立專家確定該技術之必要性，並非必要，惟此等程序

確能兼顧技術擁有者與第三人之利益平衡，從而國外實務不乏採之者。 

3、專利聯盟內部運作上不能有限制競爭之行為 

從國外執法標準來看，專利聯盟在運作上是否包含限制競爭之行為，在競爭

法判斷上具有重要性諸如： 

（a）專利聯盟在內部協議上涉及價格或產量限制協議，其對有效整合經濟

活動並無任何貢獻者。 

（b）專利聯盟妨礙或降低參與者從事研發之意願：諸如參與者約定，任一

成員未來有新技術產生時，其他成員得以極低價格取得該等技術之使

用權。此等約定會產生搭便車效益，因而降低專利聯盟個別成員從事

研發意願。又如，專利聯盟關於權利金分配上，亦應合理，分配方式

不均而使無效專利權人或重要性較低之專利權人可搭專利聯盟之便獲

有不當利益，可能減損其他參與者之研發意願。 

（c）不能有交換機密或重要交易資訊之行為，在制度上若有獨立機構處理

此等機密資訊，更能強化專利聯盟運作上之適法性。 

（d）專利聯盟之參與者應保有自己授權之自由。 

（e）原則上包裹授權之技術資訊應提供被授權人，抑或使其能有知悉之管

道，進而質疑或挑戰不應納入專利聯盟之技術內容。 

（三）關於專利聯盟的對外授權關係 

從國外執法標準來看，專利聯盟在對外授權關係上是否包含限制競爭之行

為，在競爭法判斷上具有重要性諸如： 

（a）不得要求被授權人需以專屬方式回饋授權改良專利，且應以關鍵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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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諸如DOJ在飛利浦DVD專利聯盟案之見解。 

（b）針對不同對象為相異授權條件時，應有合理化理由，否則有其視之疑

慮。 

 

第三節 關於標準化技術授權之檢討建議 

從國外競爭法規範及主管機關之執法經驗而觀，其審視標準化技術授權之適

法性，其明確指出技術標準與標準化技術授權具有促進競爭之重要意義，惟部份

協議內容亦有限制競爭疑慮。歸納及彙整國外執法經驗與標準，關於專利授權契

約之一般性審視因素，已如前述，以下僅就競爭法主管機關審視標準制定及標準

化技術授權適法性有其重要意義之內容說明之。 

一、專利授權、專利聯盟及技術標準三議題已緊緊結合 

目前對產業界最重要的專利授權及對競爭秩序影響最為深遠者，乃結合專利

授權、專利聯盟及技術標準三面向之專利授權協議；實務上透過專利聯盟方式制

定標準或推廣標準相關技術之應用，已為常態。對於專利聯盟之競爭法審視，並

無異於其他專利聯盟態樣，同樣適用相同的審查標準與因素。在專利授權、專利

聯盟與技術標準三議題緊密結合之情況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審視專利授權協議

之適法性時，恐無法如過往般以單一專利權之排他性判斷其權利行使正當性或違

法性，而應通盤考量該專利在專利聯盟是否居關鍵專利之地位、是否為標準利用

上所不可或缺之技術，進而認定是否享有獨占地位、有無獨占地位濫用行為，另

外，是否應對標準相關專利權濫用行為課以較嚴格的競爭法懲處措施，亦容公平

會日後審慎研議。 

衡諸國內外立法例及競爭法主管機關審視標準制定及專利聯盟之合作協議

是否構成聯合行為（公平法第7條參照），均著重於標準制定及專利聯盟參與者是

否具有競爭關係、被納入專利聯盟之技術性質為何；前揭問題則涉及特定市場之

界定，從而在判斷上不容忽略技術標準制定與標準化技術授權乃不同的行為態

樣。其次，專利聯盟在運作上是否包含限制競爭協議，為競爭法判斷之另一重點。 

（一）參與者是否具有競爭關係 

1、技術標準制定與標準化技術授權乃不同的行為態樣 

涉及技術標準之專利聯盟在運作上，可能由市場參與者共同決定技術標準，

進而分工研發及產生符合標準所需之技術，再透過專利聯盟將標準相關技術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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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實施444；除此之外，亦可能特定產品已有技術標準之形成，但與標準相關之

專利權分屬不同事業，為利於市場參與者提供符合標準之商品或服務，因而相關

專利權人以專利聯盟型式彙整技術，進而對外授權。無論是屬於何種情況，均可

發現「技術標準制定（或設定）」與「透過專利聯盟對外實施標準有關技術」乃

不同的行為態樣445，諸多技術標準之專利聯盟同時發揮兩種功能及包含兩種行為

態樣，惟並不以此為必要。 

專利聯盟若同時負有制定標準之功能者，在參與者決定進行合作之初，市場

上通常尚無統一或一致適用的技術規格，甚而是針對發展中的新興技術或產品而

制定技術標準，此時往往難以透過既有的商品市場（goods markets）或技術市場

（technology markets）概念來界定特定市場，及判斷合作協議之參與者是否具有

競爭關係，競爭法之審視重點應在於標準制定合作協議之參與者的研發能力；易

言之，個別參與者是否有能力獨立研發及建立為市場上所接受的技術規格。創新

市場（innovation markets）概念於此則有其重要性，此時將關注參與標準制定之

事業，在研發授權技術之研發活動及其具替代性之研發活動所形成之市場中是否

具有競爭關係。若參與事業在組成專利聯盟之前，於創新市場均有能力從事獨立

之研發工作，甚至自行制定規格，發展所需之相關技術，以便將來自行生產或授

權生產獨立規格之商品，進而在商品市場與其他規格之商品彼此競爭時，則事業

在創新市場上可能被認定具有競爭關係446。 

反之，特定技術或產品若已有廣為接受的技術標準，標準相關專利權人以專

利聯盟方式對外授權時，在判定參與者是否具有競爭關係或專利聯盟之適法性

上，通常較無疑義，國外立法例及執法經驗上係以各該專利權人所擁有之技術是

否具有競爭關係（替代性技術）、是否為關鍵技術作為判斷基準。參酌日本2005
年標準及專利聯盟準則之內容，其第三部份特別闡釋標準有關專利以專利聯盟方

式實施之競爭法規範問題，日本公平會認為，於此情況，專利聯盟參與者之行為

及其法律效果，不必然等同於一般的技術標準制定活動。因此，即便前階段的標

準制定活動不生反競爭之疑慮，但只要是透過專利聯盟模式授權標準實施相關專

利者，則需進一步審視其可能構成之競爭法規範。 

                                                 

444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上），月旦法學，第174期，頁121，
2009年11月。 

445 黃銘傑，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第三家事

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247，2006
年9月。 

446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下），月旦法學，第175期，頁86，
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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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個別參與者之研發能力界定競爭關係 

已如前述，在技術標準仍未形成時，共同制定標準之合作協議是否構成競爭

法之聯合行為、參與者是否具有競爭關係，應以個別參與者之研發能力界定之，

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所建立及目前為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所接受的創新

市場概念，應有適用可能，惟不免有其判斷上之困難，我國飛利浦CD-R聯合授

權案即可見不亦以創新市場來界定特定市場。 

3、以專利聯盟之技術性質界定競爭關係 

在已有廣泛被接受的技術標準時，該標準往往涉及相當數量之專利權，以專

利聯盟方式推廣及利用標準是有效率及合理的作法，亦可避免單一專利權人即可

綁架標準或阻絕標準利用之風險。蓋標準近用者難以一己之力逐一探求及搜尋與

標準有關之所有專利權；即便可以，逐一協商授權及權利金事宜需相當時間與行

政成本，因專利堆疊會使合於標準之商品或服務價格甚高，從而專利聯盟反而能

鼓勵標準相關商品及服務之有效競爭447。但技術標準有關之專利聯盟若由競爭者

所參與，反而無法達到促進有效競爭之效果448；另外，將不必要的技術納入專利

聯盟，亦可能使該專利權人不當獲取市場力量，產生限制競爭之疑慮。準此，判

斷技術標準相關專利聯盟之適法性，著重於所納入專利之技術特性（tech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ents）449，其是否為關鍵專利及各該技術為互補性或替代性關

係。 

（1）關鍵專利 

衡諸國內外技術移轉組織SSO之實務發展及其頒訂的專利宣言，不論特定技

術規格被選定為標準之過程為何、其為事實上（de facto）或法律上（de jure）之

標準，均可能全部或部分涵蓋他人所擁有的專利權，該等利用技術標準所不可或

缺的技術被稱之「關鍵專利」（essential patent），亦即，基於技術上的原因（technical 
grounds），諸如技術應用實務或當時的技術發展狀態，不論是製造、販賣、處分、

修理、使用或操作符合技術標準之設備或方法，必然要實施系爭專利技術；因商

業上的原因（commercial grounds）而必須實施系爭專利技術者，通常仍不構成

                                                 

447 黃銘傑，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第三家事

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245-246，2006
年9月。 

448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1. 
449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1);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76 
(2007). 



178 
 

關鍵專利450。 

技術標準之專利聯盟應僅納入實施標準所必要之關鍵專利，否則即較容易引

發限制競爭之疑慮451。蓋與標準無關之技術一旦被納入專利聯盟，將成為對外包

裹授權之標的，構成不當的搭售（tying）結果，使得專利聯盟之被授權人必須接

受不必要的技術內容，亦使非必要技術之專利權人可藉由參與專利聯盟方式不當

獲取權利金或獨占力量。另外，從具有替代關係之技術競爭角度而觀，被納入之

非必要技術將處於較有利地位，蓋標準利用者將不再尋求未被納入聯盟之替代性

技術，從而該等技術無法與納入聯盟之非必要技術相互競爭，甚而被排除於技術

市場452。 

（2）互補性專利 

專利聯盟所納入之技術雖然均為實施標準所必要的關鍵專利，但仍可能產生

競爭法違反之疑慮。易言之，與技術標準有關的關鍵專利可能很多，各該技術可

能具有競爭性之替代關係，亦可能為互補性之關係；專利聯盟若納入競爭性技術

者，自較容易構成聯合行為而引發限制競爭疑慮。 

所謂的競爭性技術，係指不同技術間具有替代性，諸如同一產品可有不同製

程，該等製程分屬之專利即為競爭性專利453；又如符合特定規格之大口瓶（glass 
jars）在製造上可採用填塞（suspended gob feeding process）或吸吹（suction process）
不同方式，製造商可依據生產成本、規模或其他條件選擇最適當的製程，此等不

同製程技術即屬競爭性。以競爭性技術為主之專利聯盟對競爭秩序有不利影響
454。首先，參與聯盟之專利權人就其所擁有之技術具有競爭關係，利用技術標準

之第三人僅需實施其一專利權即可，但以專利聯盟形式對外授權卻使被授權人必

須同時接受功能或性質重複之技術，權利金或授權金計算上對被授權人甚為不

利，專利權人可據此而獲得不當利益。其次，在對內關係上，具替代關係之技術

被納入標準專利聯盟，且透過定型化授權條款對外實施時，將使該等替代性技術

                                                 

450 § 15.6 of the ETSI IPR Policy (November 22, 2000); § 1.5 of the ETSI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ptember 1, 2004); § 10.2.1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451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1). 
452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1). 
453 “Competing patents are generally views as substitutes for each other, where there are separate 

patents covering alternative processes for manufacturing a product.” See M. Howard Morse, 
Prepared Testimony of Cross-Licensing and Patent Pools (April 17, 2002), 
http://www.ftc.gov/opp/intellect/020417mhowardmorse.pdf (accessed 2 November 2009), p.3. 

454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66 (2007). 

http://www.ftc.gov/opp/intellect/020417mhowardmor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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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競爭關係受到限制或完全消彌。 

反之，集合互補性技術之專利聯盟可發揮促進競爭之功效。互補性的技術彼

此不存有相互替代性，但具有共同使用之可能性455；以燈泡為例，真空燈泡與鎢

絲分別有不同專利保護，缺少鎢絲的真空燈泡無法使用，反之亦同，前述不同技

術在利用上具有相輔相成功能者，即具有互補性質。另外，不同技術間構成原發

明與再發明之關係者（我國專利法第78條第1項及第2項參照），亦即不同技術利

用上有不可避免的依存關係者，學理上有稱為互斥性專利456，在性質上亦為此所

稱之互補性技術。實務上符合特定規格之商品或服務，其不同部份（components）
可能分別受到專利權保護，且專利權人分屬不同人者，以專利聯盟方式集中各該

專利技術，方便技術標準之利用與推廣，上下游特定市場之相關商品或服務因而

能在相同的規格平台上，相互為有效的競爭。 

至於如何判定聯盟內究竟是互補性專利或替代性專利，要排除替代性專利的

方法之一，即乃判斷該專利是否為實施專利聯盟所欲達成目的之關鍵專利。以技

術標準為例，實施特定規格所不可或缺之技術往往即為互補關係，若任一專利在

滿足技術標準上各自發揮某一部份的功能，必須集合該等關鍵專利始能提供與標

準相容之商品或服務，此等技術通常被認為具有互補性
457
。FTC於2007年智財權

報告中特別指出，在MPEG-2專利聯盟案，所謂關鍵專利是指「技術上不可或缺」

（technically essential）的專利，而在隨後的DVD專利聯盟案，DOJ則採「事實上

或經濟上不可或缺」（practically or economically essential）的判斷標準，儘管略有

差異，但兩案均依據當時的合理事實基礎做為判斷。原則上只要能夠判定該技術

                                                 

455 “Complementary patents cover technologies that may be used together and are not substitutes for 
each others.” See M. Howard Morse, Prepared Testimony of Cross-Licensing and Patent Pools 
(April 17, 2002), http://www.ftc.gov/opp/intellect/020417mhowardmorse.pdf (accessed 2 November 
2009), p. 3. 

456 所謂互斥性專利，係指特定專利（亦即再發明之專利或附屬專利，subservient patent）之利用，

將不可避免的侵害到基礎專利（basic patent）或原發明（”One blocks another if it cannot be 
practiced without infringing on the basic patent.” See M. Howard Morse, M. Howard Morse, 
Prepared Testimony of Cross-Licensing and Patent Pools (April 17, 2002), 
http://www.ftc.gov/opp/intellect/020417mhowardmorse.pdf (accessed 2 November 2009), p. 3）。詳

言之，發明人甲就某發明已取得A專利，發明人乙發現A專利之改良或新應用方式，該等改良

或新應用方式若符合可專利性要件，乙可另外取得A`專利。於此情況，欲就A`專利為商業化

利用時，必須先取得A專利之授權，否則即會侵害到甲所擁有之專利權；反之，若未取得A`
專利之授權，亦可能使A專利無法為任何改良或後續發展。不論屬於何種情況，學理上有稱A
與A`為互斥性專利。互斥性專利間並不存有競爭關係，即便A與A`具有相同功能，但A與A`相
互間無法完全彼此替代。R. Andewelt, Analysis of Patent Pools under the Antitrust Laws, 53 

ANTITRUST L.J. 611, 614 (1985); Steven C. Carlson, 16 YALE J. ON REG. 359, 363 (1999). 
457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77 (2007). 

http://www.ftc.gov/opp/intellect/020417mhowardmorse.pdf
http://www.ftc.gov/opp/intellect/020417mhowardmor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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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符合專利聯盟運作目的（技術標準）所不可或缺的專利，往往即能確保該專

利聯盟所納入的技術為互補性專利
458
。 

據此，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審視技術標準之專利聯盟是否構成競爭者間之水平

合作協議時，所納入技術之性質為競爭性或互補性，乃重要的判斷因素；此時即

可透過技術市場中關於市場力量之判斷標準，以界定專利聯盟參與者是否在技術

市場中具有競爭關係。 

（二）專利聯盟之組織是否涉及限制競爭情事 

1、以專利聯盟達到限制競爭之目的 

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均肯定技術標準對於促進競爭秩序、加速特定市場之商

品或服務商業化發展及消費者利益等各方面，有其正面意義459。但技術標準制定

過程或技術標準相關專利聯盟在運作上，若有限制參與者之自由或其他限制競爭

情事者，諸如限制標準制定參與者或專利聯盟參與者在後續研究或發展之自由，

此等行為自為競爭法所不許
460
。 

專利聯盟之組織若涉及限制競爭情事者，在我國可能構成公平法第19條第4
款、第5款或公平法第24條461之違反，各款之具體適用要件不同，在判斷上不問

參與專利聯盟之專利權人是否具有競爭關係或是否從事聯合行為462，亦不以該專

利聯盟在對外關係上具有市場力量為必要463。易言之，專利聯盟之組織運作是否

構成公平法第19條或第24條所規範之限制競爭行為，在判斷上乃獨立於前述之參

與者是否具有競爭關係或是否成立聯合行為。 

                                                 

458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77 (2007). 
459 詳細內容參見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64-66 (2007). 
460 JFTC,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 Part III, para. (2) 

(i). 
461 應注意者為，學者認為以公平法第24條補充第19條之適用時，應注意「窮盡規範原則」之適

用，換言之，只有在第19條各款要件未窮盡評價某行為之不法內涵時，始有適用。參見吳秀明，

第二十四條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編碼90，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二），2004年。 
462 參見范建得、陳丁章，第十九條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行為，編碼177，公平交易法之註

釋研究系列（二），2004年。 
463 參見范建得、陳丁章，第十九條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行為，編碼182、183、198，公平

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二），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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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出專利聯盟運作所需之限制競爭協議 

美國FTC在2007年智財權報告464明確指出，判斷專利聯盟合作模式之適法

性，除了應考量所納入技術之性質外，亦應判斷專利聯盟組織或運作上可能引發

反競爭之疑慮。易言之，專利聯盟可能對參與之事業附加不當限制，該等限制若

為組織管理上所合理必要，且不會對特定參與者產生歧視者，競爭法應無非難之

必要，例如：依據納入聯盟專利之重要性，抑或是基於參與者是否從事標準有關

商品或服務之製造及銷售決定授權金之分配，應為合理的限制。相反的，對專利

聯盟參與者所加諸之限制非屬管理上之必要，且其對競爭秩序有嚴重的不利影

響，仍需受到競爭法之規範465。判斷是否有此等不當限制之因素包括：聯盟參與

者是否仍保有單獨對外授權之權利、參與者之回饋授權（grant back）義務是否

會降低創新動機、參與者取得具有競爭上之敏感性或專門性的資訊是否應受限。 

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認為，競爭者以專利聯盟方式就對外授權協議之條件達

成協議時，可能引發限制競爭之疑慮，如同亞當斯密所言，「當競爭者共同進入

一間房間時，不會產生什麼好結果」
466
，若利用專利聯盟做為掩護，實際上是進

行價格協議，當然構成競爭法之違反。美國DOJ在過去十年來曾以商業審閱函肯

定專利聯盟適法性之諸多案件，諸如3GPP專利聯盟案及RFID專利聯盟案，其參

與者均以非專屬方式將技術授權聯盟，並保有各自對外授權之自由；在非專屬授

權之情況，專利權人即得對聯盟外第三人授權，創新者則能以繞過專利聯盟之技

術從事研發，進而與專利聯盟相互競爭。相較於此，Summit-VISX專利聯盟案參

與者不再享有對外授權之自由，造成其他市場參與者無法取得所需技術，阻礙市

場之有效競爭。因此，專利聯盟在運作上，應使聯盟無權限干預專利權人之權利

行使或其他自由。 

日本2005年標準及專利聯盟準則特別揭示實務上專利聯盟常見的限制競爭

內容。易言之，標準制定有關之合作協議或專利聯盟包含如下限制行為者，競爭

法有介入之必要467： 

（a）以標準限制新產品之價格：競爭者在標準制定過程共同限制與標準有

關新產品之價格、生產配額、限制市場活動等。 

                                                 

464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66-67 (2007). 

465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2). 
466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51 (2007). 
467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2, par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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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限制其他規格之發展：競爭者無正當理由共同限制其他技術規格之發

展（諸如研究與發展），或限制他人利用替代性規格或採用替代性規格

生產或銷售產品。值得注意的是，日本2005年標準及專利聯盟準則特

別指出，若是由少數競爭者在相互負有保密義務下以合作研發（joi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方式來制定標準，藉以發展出新產品的標

準，於此情況而限制參與者研發其他規格者，反而可能有鼓勵參與者

投入研發之誘因。 

（c）不合理的擴大規格之適用範圍：競爭者在標準制定時以共同方式擴大

規格之適用範圍，超過產品相容性之必要範圍，而其目的是為了限制

在新產品的研發者。易言之，行標準制定之名，達到限制參與者研發

自由之實。 

（d）不合理的排除競爭者的技術建議：競爭者故意、無正當理由排除由其

他競爭者所發展的技術建議或針對標準所提出的改良建議。 

（f）排除競爭者參與標準制定：競爭者故意排除特定競爭者參與標準制定，

使該競爭者處於被排除於特定市場或無法參與市場交易活動之風險。 

3、專利聯盟之組織及管理制度是否妥適 

競爭法在審視專利聯盟是否有限制競爭行為時，其組織及管理制度內容亦為

重點。以前述之專利聯盟僅能納入關鍵專利及互補專利為例，如何確保此一要件

被有效執行，即有重要意義。易言之，為了確保被納入聯盟之專利均為關鍵及互

補性技術，若能由獨立的專家判斷及確保之，應較不易被認為構成水平競爭者之

聯合行為；此外，日後若有其他在功能或利用上具替代性的技術被開發出來，專

利聯盟在組織及管理制度上應將不再為關鍵性或互補性之技術排除於聯盟468，是

否賦予第三人質疑及挑戰所納入技術之妥適性，對於判斷專利聯盟適法性亦有影

響。 

其次，若限制僅符合特定要件之事業始能參與專利聯盟或標準制定時，只要

該等限制條件乃組織管理上所合理及必要，且不會產生限制競爭之結果者，不會

受到競爭法之非難；在技術標準之專利聯盟，僅限於關鍵專利權人能參與，且未

包含其他限制者，應無違法疑慮469。 

                                                 

468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1). 
469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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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專利聯盟在運作上包含對外授權、收取權利金、稽核被授權人實施授

權技術及對內分配權利金事宜，此等過程極可能獲得參與者或被授權人之產品數

量及銷售金額、研發經費等機密資訊。專利聯盟之組織或管理制度上若使參與者

能知悉或取得此等機密資訊，將有極高風險被認為乃違反競爭法470。因此，為了

防止標準有關專利聯盟構成競爭法之違反，應避免被授權人機密資訊或由聯盟所

蒐集的其他機密資訊為他人所近用。日本2005年標準及專利聯盟準則甚而建議，

關於機密資訊之蒐集與管理宜由與聯盟參與者無關之第三方執行471；下述美國

DOJ在諸多個案之商業審閱函，亦有相同意見表示。 

二、參與標準專利聯盟者不得以不當方式綁架標準 

從美國FTC近十年來處分之諸多個案可知，參與標準制定者若以不當方式綁

架標準，進而在標準的保護下取得授權利益時，甚易被認為乃不當獲取獨占力

量，因而構成競爭法之違反。據此，參與者故意未揭露關鍵專利或申請中專利、

抑或揭露錯誤訊息，在參與標準制定過程修改專利等行為，均有可能被認為乃綁

架標準之不公平競爭行為。惟本研究團隊從智慧財產權法律學者之角度認為，競

爭法主管機關在審視此等綁架標準行為時，亦不能忽略專利法允許申請人在合法

範圍內就申請中技術保密、修改申請內容等權利，不宜逕以其參與標準而排除專

利法原本賦予之權利。關於此等專利法面向之考量，詳如本研究第三章第三節美

國個案之討論。 

三、技術標準相關專利權人在合理情況下仍能有不同的授權條款安排472 

從前述之德國BGH於Spundfass案判決可看到德國法院在本案揭示之重要意

義，除了關於如何解決技術標準與專利權之衝突外，法院肯定技術標準所涵蓋之

關鍵專利有獨占地位、無正當理由之拒絕授權構成獨占地位濫用，更重要的是，

BGH指出，關鍵專利權人在此等情況下雖有授權義務，卻無義務使所有的技術需

求者享有相同的授權條件。BGH之前揭見解亦同樣適用於釐清RAND授權條件之

合理性及個案授權協商是否構成歧視。據此，不論是SSO成員因專利方針而事前

為RAND之授權承諾，抑或第三人因專利技術被標準所涵蓋而使關鍵專利權人負

有授權義務，其仍能於個案決定不同的授權條件與內容。 

                                                 

470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3). 
471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3). 
472 李素華，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以近用技術標準之關鍵專利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16
卷第2期，頁109-110，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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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有技術標準性質之技術在競爭法評價有別於一般技術473 

特定技術若在相關技術或產品之市場具有實際上的標準地位，極有可能被認

定其為重要技術及對競爭秩序具有影響力474。易言之，被技術標準涵蓋之專利權

同時具有排他性與獨占性。 

專利權人雖享有一定期間的排他性權利，亦即對於未經其同意而實施專利技

術之第三人，專利權人得禁止之。但專利制度僅賦予率先投入研發而有具體智慧

財產成果者能主張排他權，並無意創設權利人在市場上的獨占性，充其量僅能

說，專利制度讓權利人擁有技術上之獨占地位475，第三人仍可尋求替代技術而在

同一市場提供相同的商品或服務、從事相同的經濟活動，專利權人原則上無法基

於智財權而成為特定市場唯一的商品或服務供應者476；在一般情況，因專利權而

使權利人能實質上享有獨占力量者，僅發生於該專利技術為解決技術困難最佳或

最便宜的手段477。據此，單純擁有專利權之事實不代表權利人在特定市場擁有市

場力量；專利權之行使方式與一般財產權並無不同，擁有此等財產權並不當然對

市場競爭秩序產生不利影響，甚而其本質上乃有利於競爭秩序之形成與發展，此

乃目前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及學說之見解478。同樣的，在競爭法主管機關眼中，

單純獲得或擁有獨占力量，亦不具有非難性，例如：因較高超之技巧（superior 
skills）或先見之明（foresight）而取得市場力量；競爭法所欲禁止者，乃不當掠

奪獨占地位或濫用獨占地位之行為，諸如SSO參與者基於惡意而刻意隱瞞擁有關

鍵專利之事實，或故意誤導SSO讓其所擁有之專利技術成為標準之技術基礎479。 

惟專利保護之技術若被納入標準，由於技術標準之特殊性及專利技術與標準

間之依賴關係，專利權之性質已不純然為智慧財產權法律架構下之排他性財產

權，其權利內容進一步擴展為獨占權或優勢地位，此乃BGH在Spundfass案所明

                                                 

473 李素華，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以近用技術標準之關鍵專利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16
卷第2期，頁109-110，2008年4月。 

474 JFTC,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 Part II, para. 
(4). 

475 黃銘傑，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第三家事

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268，2009
年4月。 

476 Kamiel J. Koelman, 825. 
477 Ibid. 
478  參見美國FTC及DOJ於1995年頒布之反托拉斯法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Section 2.2、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3
點。 

479 美國FTC之Dell案（FTC File No. 931 0097）、Unocal案（FTC File No. 011 0214, Docket No. 9305）
即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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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揭櫫。關鍵專利權之排他性轉為獨占性之事實表現於兩方面，其一，SSO所制

定的標準會由市場參與者廣泛使用，此一結果將使專利技術成為通用技術，與其

有競爭關係之其他專利權人無法與之抗衡，關鍵專利權人在特定市場上因而處於

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具有可排除競爭之能力480。一般而言，技術標準

之內容愈複雜、技術愈前瞻創新、轉換標準所需費用愈龐大，該等關鍵專利權人

則愈容易被認定具有獨占力量481。其次，由於市場參與者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必

須符合SSO所制定之標準，否則即無法與上下游其他商品或服務相容，因而標準

之使用者以取得專利授權為必要；專利權人若拒絕授權或主張不合理的授權條

件，則可維持其在特定市場的獨占地位，第三人無法在該市場提供相同的商品或

服務，其結果亦使專利權人有排除競爭之能力。 

由於成為技術標準之技術在性質上已經有所不同，競爭法應有不同的評價，

已如前述，從而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技術標準相關專利權人之權利不當行使規制

上，亦應採取不同的執法標準，諸如在課以之處罰及罰鍰上，應有別於一般專利

權之權利不當行使結果。衡諸我國廣受矚目的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比較本

案於2001年第一次處分與2009年第三次處分之罰鍰，可發現在數額上有明顯的差

距。第三次處分內容固然已不認為飛利浦有聯合行為，僅以獨占地位濫用來課以

罰鍰，惟在數額上似有過輕之嫌，即便公平會之前揭罰鍰係依據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所決定。就本案事實而觀，構成獨占地位濫用者乃與

CD-R產品相關標準之專利權，其非一般之專利技術，而是與產業標準相關之專

利權，受到該等獨占地位濫用而影響之事業，乃特定市場之所有市場參與者及其

上下游事業、消費者。 

考量技術標準相關專利之特殊性，此等專利權之濫用行為似應受到較嚴格的

懲處，不宜與一般專利權濫用之案件等同視之。觀諸歐盟執委會在微軟案之懲

處，相較於我國，微軟在歐洲地區之市場占有率並不是極高，蓋歐洲之自由軟體

使用比例高達百分之三十以上，即便如此，執委會認定微軟視窗作業系統在特定

市場構成獨占地位而有搭售之不當行為時，仍處以天價罰鍰。若不為此等較為嚴

厲的處置，對於掌握技術標準及該標準上下游產品或服務市場之專利權人而言，

實無法生嚇阻之效。 

第四節 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執法實務之檢討建議 

已如前述，我國公平法及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施行迄今，由公平會處分

                                                 

480 參見我國公平法第5條第1項。 
481 Maurits Dolmans, “Standards for Standards”, supra note 339, 187. 



186 
 

之最重要專利授權案件，首推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從本案歷經近九年之發

展內容而觀，針對飛利浦、新力及太陽誘電在CD-R產品之特定市場擁有獨占地

位事實，並無疑問，不僅為公平會認定，亦為訴願委員會及各審法院所支持；對

於獨占地位之認定及獨占地位濫用行為之懲處，本文亦採相同見解。然專利權人

間就系爭技術標準是否具有競爭關係，公平會及行政法院則有不同見解，公平會

過去一直持肯定意見，但最終仍無法為法院所採。以下僅就公平會處分內容闡釋

本研究之淺見。 

一、關於特定市場之界定 

已如前述，特定市場界定問題乃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之重要爭點。本文

以為專利聯盟中，參與者間是否存在競爭關係，而該競爭關係究竟屬於技術市場

抑或創新市場，實為檢視專利聯盟之聯合授權是否該當聯合行為，進而違反公平

交易法之關鍵議題。然就專利聯盟參與者間究竟是否技術市場抑或創新市場中具

有競爭關係，則應實際檢視參與者加入專利聯盟之技術而個案認定，似不宜一概

而論。 

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從本案事實而觀，單獨使用其中一家公司專利即無法生

產製造CD-R，技術需求者必須逐一向三位專利權人取得授權，缺一不可，因此，

系爭專利對橘皮書標準規格而言，乃具有互補性的專利技術，各該技術不具有替

代可能性及競爭關係482。公平會則以任一專利權人仍得透過研發方式填補其他專

利權人所擁有之技術，因而從研發可能性判斷三專利權人實為競爭關係之事業。 

承前文關於技術市場與創新市場之定義，兩者間具有相當差異。所謂技術市

場一般係指授權技術及其替代技術所構成之市場；而創新市場則指研發授權技術

之研發活動及其具替代性之研發活動所形成之市場。 

本文以為，若依上開事實觀之，技術需求者必須取得三位專利權人之授權方

得生產製造CD-R，單獨使用其中一家公司專利並無法達成此一目的；因此，在

技術市場之判斷中，本案所涉及三家廠商目前就CD-R之製作，彼此間並不擁有

具有替代性之技術，而係具有互補性的專利技術，要難謂各該技術間在技術市場

具有替代可能性及競爭關係。而公平會所主張「以任一專利權人仍得透過研發方

式填補其他專利權人所擁有之技術，因而從研發可能性判斷三專利權人實為競爭

關係之事業」之論點，則涉及創新市場中競爭關係之認定，按所謂研發可能性主

                                                 

482 同於行政法院見解認為飛利浦等無競爭關係，參見黃銘傑，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

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第三家事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競爭法與智

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255，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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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屬於創新市場所界定範疇。然在競爭實務之判斷中，應否及如何納入創新市場

中競爭關係之判斷，無論在學界或實務界似亦尚未有定論。 

學者吳秀明教授曾於其最近著作中主張，基於商品市場、技術市場與創新市

場間強大的牽連性及事業經營時所展現之規劃整體性，事業在一市場之行為，很

可能會產生溢出效果，影響另一市場階段之競爭；而事業在一市場之行為是否構

成公平法之違反，其認定也可能必須要考慮其在另一市場階段之行為影響，才能

妥善回答483。是以，在具有緊密牽連關係與整體規劃性之研發與技術授權市場，

如果後階段市場之競爭關係，正是因為事業在前階段市場上，透過一項競爭者間

的限制競爭協議而遭排除時，在考量此等事業在該協議之後所為合一之共同行為

是否成立聯合行為時，吳教授認為應目的性擴張「競爭關係」一要件，肯定其競

爭關係之存在484。 

本文雖非全然反對吳教授該文之觀點，甚而肯認其中關於飛利浦一案所涉及

之市場界定議題，與技術授權上下游間相互關連性之論點；然對於其關於競爭關

係有無所主張之目的性擴張解釋此一見解略持保留立場，而容有不同意見。 

承前文所述，競爭主管機關之所以需要另外區分技術市場，乃係因技術市場

分析可以協助法院及主管機關避免因適用傳統商品市場定義之分析分法而招致

之誤判，而假設下游商品市場之競爭與替代性將會限制上游市場力量之推論即為

一種典型之錯誤。在某些個案中，技術市場即使有嚴重之反競爭效果，也不一定

代表商品市場將受到影響。同樣的，即便專利聯盟之參與者確實透過協議方式，

制定共同之技術標準，並以專業分工合作研發方式，各自負責一部份之技術研

發，共同負責技術標準所需之各項技術專利，從而被認定在創新市場中具有限制

競爭效果，也並不必然代表專利聯盟參與者間之協議在技術市場中亦會產生限制

競爭之效果485。公平會如欲主張專利聯盟參與者在技術市場具有競爭關係時，並

進一步因其協議行為構成限制競爭效果時，仍應從技術市場之界定與市場力量衡

量證明專利聯盟參與者間之競爭關係。亦即，單以專利聯盟參與者於創新市場之

技術標準協議，進而擴張解釋競爭關係要件，直接認定參與者於下游之技術市場

中具有競爭關係之推論似有再審慎討論空間。 

                                                 

483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上），月旦法學，第174期，頁

134-135，2009年11月。 
484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下），月旦法學，第175期，頁88-89，

2009年12月。 
485 同於本文見解認為公平會在本案混淆創新市場與技術市場之概念，參見黃銘傑，專利集管

（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第三家事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

次處分案，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254，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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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延續本文對創新市場之評論，目前對於創新市場界定與分析方法，乃多以

間接方式衡量廠商間之創新競爭，在資訊取決上又面臨相當難處。在此創新市場

分析方法尚未有充足發展，相關分析工具與理論仍屬欠缺之時，貿然將創新市場

納入競爭法分析中，不僅增加執法之不確定性，亦可能因執法結果之不適當而造

成社會福利減損。再者，我國公平會雖於2001年制定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中即已納

入創新市場之定義，然自2001年至今，公平會鮮少對創新市場之界定與分析加以

深入討論與進一步規範。另觀察近幾年來公平會對於技術授權所採論點之發展趨

勢，對於創新市場之討論似有刻意忽略，在實務執行中盡量不採創新市場論點之

傾向。 

以飛利浦一案為例，公平會論究本案是否構成違法之重點似非置於創新市場

之研發分工，而係技術市場之共同授權。此或因公平會未充分意識到前後階段市

場緊密之牽連性是論究後階段市場上授權行為構成聯合行為之重要機主；抑或因

事業在創新市場是否有限制競爭行為，在調查上有其高度困難性。然不論係何原

因形成公平會將本案調查著重於技術市場之共同授權，此一現象亦反映出公平會

長期對創新市場之刻意忽略。 

然則，若公平會欲採前述學者立場，透過研發與技術市場間所存在之緊密牽

連關係，以專利聯盟對「創新市場」之限制競爭行為，進而對業者具互補性專利

聯盟論以聯合行為486，則公平會似需審慎面對創新市場此一概念之發展，並深入

討論該市場之界定與相關分析。然正如前文所採觀點，創新市場目前尚有相關界

定與檢驗標準不明確之虞，貿然將仍處發展階段之創新市場納入競爭法分析中是

否適宜，仍有待更謹慎斟酌。 

二、對於專利權人研發能力之合理期待 

觀諸本案之案由事實及當事人主張，欲製造CD-R產品確實需同時取得飛利

浦等三公司之專利權始能達成，於此情況，該等專利權之性質應為國外立法例所

稱之必要專利或關鍵專利，且往往能認為其乃互補性技術。即便如公平會所言，

三家公司確實具有研發及專利迴避能力，在理論上及從創新研發角度而觀，個別

專利權人有可能以研發方式填補所欠缺之技術內容。然本文認為，專利權人固然

具有相當的研發能力，但公平會是否能因此而認為其有從事該等研發之義務，抑

或事實上及經濟上是否可合理期待當事人從事專利迴避之研發，不無疑問。 

易言之，從公平會第一次處分資料可知，飛利浦等包裹授權之專利數目高達

                                                 

486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下），月旦法學，第175期，頁88，
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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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件，該等專利分屬於三位專利權人，若以平均數來算，每位專利權人可能

持有之CD-R相關專利數目超過十二件。據此，對任一專利權人而言，欲以自行

研發或專利迴避方式涵蓋其所未擁有而有另兩位專利權人所掌握專利之技術內

容，需迴避之專利數量可能高達二十四件，對產業實務而言，欲成功研發及迴避

二十四件專利所保護之技術內容，在現實上是否可能，抑或能否合理期待專利權

人為此研發與迴避，實有疑義。另外，研發所需時間曠日廢時，以此理由而禁止

飛利浦等之專利聯盟合作模式，是否對被授權人較為有利，亦有不確定性。 

此外，若此三十八件專利權確為製造CD-R產品所不可或缺，亦因此而為

CD-R產品之技術標準，則就技術之性質而觀，必然是屬於基礎性的關鍵專利，

一般而言，關鍵專利之迴避可能性甚低，蓋其乃後續改良技術之最基礎與根本。

欲就基礎性的關鍵專利進行迴避，最有可能的方式是採用截然不同的理論或技術

基礎，改從另一方向重新出發，若真以此方式進行研發與迴避，其結果可能是產

生另一個完全不同的CD-R標準，所需之研發成本必然甚為鉅大，是否為原有及

個別專利權人所能負荷，且該專利權人原有符合標準之相關專利權是否仍能繼續

應用於新的標準，亦有疑問。因此，公平會在處分書中逕以本案三位專利權人有

研發能力而認為可以迴避設計方式達到相互競爭之結果，似有不妥。 

最後，競爭法主管機關若僅以當事人具有研發能力而期待之從事專利迴避設

計，此等期待或有干預事業活動之嫌，蓋事業應可考量其經濟能力、研發成本、

研發經費分配等各項因素，決定投入最有效之研發。競爭法主管機關能否僅專利

權人擁有標準相關之關鍵技術，即使其負有義務進行專利迴避之研發，似值得進

一步考量。從技術標準的形成方式而觀，單一事業若能以一己力量建立市場標

準，自為最佳及最有利之結果，蓋特定市場之所有參與者必須實施其所擁有之技

術，因而可謂標準把持者帶來極大的商機，其亦可透過不同授權條件或拒絕授權

方式決定哪些事業可以繼續在市場上生存。目前由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受理之諸

多個案，諸如美國的Rambus案、歐盟之Qualcomm案及德國Spundfass案，均為單

一專利權人綁架（hold-up）技術標準，從事業經營策略出發，飛利浦、新力或太

陽誘電在合理成本與時間考量下，若能以一己之力經由研發及專利迴避方式建立

技術標準，著眼於未來的龐大商機，當會積極進行。因此，飛利浦等及國外技術

標準相關專利聯盟之參與者會選擇與競爭對手合作，應已先盤算過單獨建立技術

標準之可能性。 

參酌美國DOJ就飛利浦DVD、東芝DVD、3GPP及RFID專利聯盟案之適法性

判斷，針對參與者及所納入的專利性質之考量，僅著眼於專利聯盟之技術是否為

關鍵性及替代性，即便各該案件之參與事業均具有相當強及優異的研發能力，

DOJ亦未審酌各該參與者是否具有研發能力。 



190 
 

三、專利聯盟是否不當限制參與者應為判斷重點 

觀諸國外競爭法執法經驗，諸如美國DOJ在東芝DVD、飛利浦DVD、3GPP
及RFID專利聯盟案之商業審閱函的意見表示，專利聯盟之組織架構是否包含不

當限制、專利聯盟是否不當限制參與者之自由，乃適法性審視之重要因素。易言

之，即便飛利浦等三公司之專利聯盟合作模式不構成聯合行為，專利聯盟在運作

上若對參與者加諸不當的限制，仍可能構成公平法第19條第4款、第5款或第24
條之適用。例如：專利聯盟在運作上使飛利浦、新力及太陽誘電分享被授權人之

產銷機密、共同決定被授權人能生產專利物品之數量或價格，此等行為可能該當

公平法第19條第5款或第24條之規定；又如，專利聯盟在運作上若有限制飛利浦

或任一參與者之授權或研發自由者，則可能違反公平法第19條第4款或第24條。 

以公平法第19條第4款「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

格之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為」或第24條「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規定為

例，觀諸我國CD-R聯合授權案之事實內容，加入專利聯盟之專利權人是否仍有

自行授權自由，似有斟酌之餘地。易言之，2001年公平會第一次處分資料顯示，

新力及太陽誘電加入專利聯盟之協議後，無法自行就擁有之技術進行授權，但從

以後之判決資料中，專利權人是否仍有單獨授權之自由此一事實，似乎未被重視

或凸顯。無論事實真偽為何，專利聯盟或標準化技術授權之競爭法審視因素中，

個別專利權人是否保有授權自由，在判斷反競爭或促進競爭效果時有其重要意

義，亦攸關是否有我國公平法第19條第4款或第24條之適用。美國DOJ所評估及

肯定適法性之專利聯盟案中，參與者係以非專屬授權方式將技術移轉與專利聯

盟，但仍可對專利聯盟外第三人授權；反之，Summit-VISX案之專利權人乃授予

聯盟專屬性權利，且兩公司享有否決他方對聯盟外事業之授權權利。專屬授權一

方面極可能促進競爭，提供被授權人投資互補性資產的重大誘因，但同時將造成

其他市場參與者無法取得所需技術之結果，阻礙市場上之競爭秩序形成。因此，

專利聯盟所納入之技術為互補性或互斥性專利，因而無構成聯合行為之疑慮，但

即便有合理化基礎而成立之專利聯盟，仍應審視個別專利權人是否保有單獨授權

之自由，否則專利聯盟之合作協議則對參與者加諸限制競爭條款，亦對技術需求

者產生不當的限制。蓋僅需要部份技術內容之被授權人無法單獨尋求專利權人授

權及以支付較低權利金方式取得數量較少之專利技術；此外，由於參與聯盟之專

利權人仍可單獨對外授權，創新者得以繞過專利聯盟之技術取得授權及從事研

發，進而與專利聯盟相互競爭。 

同樣的，公平會在本案的第二次處分內容特別強調，飛利浦等在建立橘皮書

規格及作成專利聯盟之授權決定後，始限制參與者之各自研發範圍，由太陽誘電

負責CD-R光碟記錄層特性與塗料技術之發展，其餘二家各自負責資料寫入、讀

取等之專利發展，公平會進而認定飛利浦等原先可各自發展相關技術，自成一系

統，但因制定標準及聯合授權，使其不再從事市場競爭，飛利浦等透過人為協議



191 
 

消彌技術重疊之競爭外觀，實質上仍具有水平競爭關係，無庸置疑。本文認為，

公平會所認定之前揭事實，亦即飛利浦等限制彼此研發以達到消彌技術重疊之競

爭外觀，在當事人具有水平競爭關係而為此等限制者，固然該當聯合行為之禁止

規定，惟前提要件（當事人是否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仍未確立下，能否逕以此等

限制競爭協議來論證當事人之競爭關係及該當聯合行為，不無疑義。易言之，不

問飛利浦等是否構成水平競爭關係，從公平法第19條第4款或第24條出發，前揭

事實本身即有非難性，無須大費周章透過認定當事人成立水平競爭關係之聯合行

為而規範之487。惟前揭法條在本案之具體適用上，應注意當事人於研發活動或事

業經營範圍之分工態樣是在參與專利聯盟前早已形成，抑或是參與專利聯盟後始

為之分工協議；若屬前者，應無公平法之違反疑慮。甚者，諸多專利聯盟或標準

相關技術之包裹授權協議，往往是結合不同技術內容之各該專利權人所擁有技

術，蓋製造任一產品所需涵蓋之技術內容及專利內容動輒數十或數百件，在產業

分工下該等技術可能分屬諸多事業，研發或技術分工狀態早已形成，與專利聯盟

協議無涉。 

綜合而言，公平會在審視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之適法性，除了當事人是

否成立水平競爭關係外，亦應探究新力及太陽誘電就其專利技術是否仍有授權自

由、其後續研發之自由是否受到限制，進而判斷是否有公平法第19條第4款、第5
款或第24條之適用。 

第五節 結論 

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法之間的關係，本就相當微妙，不易釐清，究其根本原因，

在於行為主體本身對於經濟體制上的影響是非常明確的，但依當時時空背景所適

用的各式法令規範，對該行為的判斷結果可能迥異，亦即實施智慧財產權本質

上，必然對競爭造成某種程度的限制，因此整體社會福利亦有所損失，但也因其

本身存在的潛在價值，及其所可能帶來的創新，將刺激社會利益的增加。而智慧

財產權及競爭法彼此間之拉鋸，無論專就理論層面評估，或以經驗法則加以衡

量，都無法在當中找到清楚明確的界限，故兩者間亦敵亦友的關係，也會因為市

場之不同而有所改變。 

智慧財產法律賦予發明人或創作人排他權之目的，係為促使權利人樂於從事

                                                 

487 學者認為，公平會緊抓住公平法聯合行為之原因，或在公平法第7條聯合行為定義中「與有競

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價格」有關。參見黃銘傑，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

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第三家事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競爭法

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251，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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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研發與研究成果之擴散與交流，進而達到鼓勵創造、發明與技術創新之目

的。反之，公平法之立法目的則在維持市場競爭狀態、促進經濟安定與繁榮，原

則上乃禁止獨占、結合、聯合等限制競爭及杯葛、差別待遇等不公平競爭行為。

公平法與智慧財產法律之關係，有認為是兩個對立的法律，後者的各種排他權利

被解釋為對競爭的限制；亦有認為二者各以其方式與功能形成並維護競爭，公平

法則是規範此種財產被投入於競爭後的事項，二者共同協助競爭發揮其經濟功能

（例如促進技術進步）以及社會功能。 

智慧財產權各種領域當中，與競爭政策最為息息相關者，非專利權莫屬，係

因法律賦予專利權在一定範圍內，享有法律上的排他權，目的在於保護人類智慧

之結晶及其衍生之產品，避免侵害情事之發生，藉此提升研發意願及降低市場開

發的風險，方能達成專利法鼓勵發明、技術創新等宗旨，在如此法律保護制度下，

權利人得以透過授權之方式，擴張經濟上可得之利益，但因授權協議當中限制約

款的內容，亦有可能造成市場上技術壟斷的競爭不利益，對競爭秩序造成負面的

影響。 

由經濟學與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觀之，市場或價格競爭可促使經濟資源的生產

及配置效率提升，且消費者亦從平衡的供需狀態中得以享受最大利益，此乃競爭

政策所主張的情境
488
，即維持市場競爭條件，讓事業主體進入市場的機會平等，

而與其他事業進行公平的競爭。因此，確實可提供刺激創新誘因的專利制度，仍

有賴於市場的存在，方能達成專利商品的流通，對於整體經濟能創造出流通之最

終目的，否則便縱有專利制度，亦無法對促進創新與專利產品商業化有所貢獻。

所以，過於嚴格的專利制度，無法達成專利商品市場的普及率，但過於寬鬆的情

況，則會破壞市場的和諧性。 

從經濟理性的考量，智慧財產權之目的係在於維持投資及創新，避免「搭便

車」（free rider）所可能造成的扭曲市場競爭功能，從而智財權之本質亦在促進

有效競爭；反之，對於智財權過度保障，將損害資源配置效率及消費者利益，並

阻礙更進一步的創新489。因此，公平法與智財權法二者均為達到維持創新及有效

競爭之目的。然不容忽略者為，在知識經濟時代下，與智慧財產權相關之競爭策

略及網路效應（network effect）擴大過度保護智財權所可能造成的不利影響，因

此，兩者的緊張關係日益明顯；專利權行使問題若同時涉及技術標準者，似更加

深智慧財產法律與競爭法之緊繃關係。 

                                                 

488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一條明文揭示其立法目的：「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

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制定本法。」 
489 謝銘洋、陳人傑，第四十五條除外適用-智慧財產權之正當行使，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

（三），頁11，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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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目前對產業界最重要的專利授權及對競爭秩序影響最為深遠者，乃結合專

利授權、專利聯盟及技術標準三面向之專利授權協議，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審視專

利授權協議之適法性時，恐無法如過往般以單一專利權之排他性判斷其權利行使

正當性或違法性，而應通盤考量該專利在專利聯盟是否居關鍵專利之地位、是否

為標準利用上所不可或缺之技術、此等專利聯盟是否有利於技術標準之實施及上

下游產業秩序之建立；至若關鍵技術之專利權人透過專利聯盟及技術標準取得市

場力量後，是否有獨占地位濫用行為，則乃另一層次問題。在我國歷經近九年發

展的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清楚呈現技術標準之形成、專利聯盟建立及其後

之授權協議等不同階段，各自涉及相異的競爭法規範及迥異的法律適用疑義，競

爭法主管機關在個案上應有各細膩的執法判斷與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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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問卷一 

我國關於專利（含專門技術）授權實務問卷 

鑑於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有助於人類生活文明之提升，各國在法律制度無不鼓

勵發明人投入研發與創作，並確保專利權人可透過權利行使來維持經濟利益。惟

隨著專利權在產業界日趨重要，美歐近年來有諸多個案乃關於專利權行使及專利

授權涉及之競爭法適用爭議。針對專利及專門技術授權之公平法適用問題，我國

公平會於2001年1月16日訂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

處理原則」作為審理依據，並配合實務需求修正之。在美歐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關注專利權行使正當性之際，公平會亦亟欲掌握此一問題，乃委由清華大學科技

法律研究所李素華助理教授、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林育廷助理教授及其研究

團隊，執行「各國專利授權（含標準化技術授權）之規範與實務相關研究」，希

冀藉由本問卷方式瞭解我國專利授權實務現況及現行法之執法標準有無調整必

要。 

1、基本資料 

1.1 請問 貴公司正式員工人數約有多少？ 

 0-100人  101-300人 ■ 300人以上 

1.2 請問 貴公司之性質為何？ 

 學術機構/非營利研究機構 ■ 上市或上櫃公司  其他公司型態 

1.3 請問 貴公司在過去三年中，在我國（以下同）不論是居授權人或被授權

人角色，所有的授權契約類型中，各智慧財產所占比例為何？ 

 0-20% 20-40% 40-60% 60-80% 80-100% 
專利  V  V  
商標      
營業秘密  V  V  
著作權 V     

由於授權契約之標的往往同時涵蓋專利及專門技術，無法嚴格區分，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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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之比例為60-80% 

說明：除了專利及專門技術授權契約外，其他契約內容乃關於卡通造型之

商標授權，亦有電腦程式之無償使用契約。 

1.4 請問 貴公司在過去三年間，不論是居授權人或被授權人角色，所有授權

契約之數量及因授權契約所得之收入或支出金額，在數量上有無明顯變

化？ 

2006年與2008年比較 授權契約數量 授權契約之收入或支出金額 
明顯增加   
增加 X  
沒太大改變   
減少  X 
大幅減少   

說明：契約數目增加之原因在於景氣下滑，因而即便是數量較少之交易亦

願意接受，從而專利授權契約數量增加，但收入及支出數額反而減少。 

1.5 請問 貴公司在過去三年間，是否有參與過國內或國外的技術標準（技術

規格）制定工作？ 

 是  ■ 否 

說明：未參加之原因在於，參與技術標準不僅需要相當的入會費用，且需

派駐五至十名之專職人員在SSO長期從事標準制定工作，在成本考量下，目前未

為此等參與。 

2、關於專利（包含專門技術）授權契約內容 

2.1 針對專利授權（包含專門技術授權，以下同）事宜，請問 貴公司在過去

五年主要角色為專利授權人或專利被授權人角色？ 

 主要為專利權人  ■ 主要為專利被授權人  都有 

2.2 若  貴公司在過去三年曾經將專利授權他人，以下原因占動機

（motivations）之比例為何？（若不曾將專利授權他人，無須作答） 

賺取收入 所佔比例 
為了交互授權取得其他公司之專利 X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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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公司分享技術  
使 貴公司技術成為事實上的標準（de facto standard）  
侵權之和解或事前預防侵權可能 X  20％ 
 

基於上述以外之其他原因？專利授權契約具有強制性的要求，若不為交

互授權，即無法取得所需之專利技術  

2.3 若  貴公司在過去三年曾經為專利被授權人，以下原因占動機

（motivations）之比例為何？（若不曾為專利被授權人，無須作答） 

減少研發成本  
為了交互授權取得其他公司之專利 X 
授權標的為產業標準（standard）而不得不接受  
侵權之和解或事前預防侵權可能 X 
 

基於上述以外之其他原因？電腦程式開發者無償提供程式利用，以瞭解

其功能之好壞及改進之處  

2.4 在 貴公司所簽訂的專利授權契約中，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契約之比例

為何？ 

 所占比例（%） 
專屬授權契約  
非專屬授權契約 100％ 

2.5 在 貴公司所簽訂的專利授權契約中，一般而言有多少比例的契約是包含

下列契約條款？你認為該等條款是否合理？ 

 0-20% 20-40% 40-60% 60-80% 80-100% 

一份授權契約中涉及兩種以上

（含兩種）之智慧財產權類型

（諸如發明專利、新型專利、

新式樣專利、著作權、商標權、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X  

被授權人若擁有相關技術，負

有非專屬性交互授權之義務 
   X  

被授權人若擁有相關技術，負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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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屬性交互授權之義務 
針對改良技術被授權人應以非

專屬方式回饋授權予授權人或

其指定之人 

   X  

針對改良技術被授權人應以專

屬方式回饋授權予授權人或其

指定之人 

X     

最 優 惠 條 款 (a most favor 
clause) 

X     

以任何形式禁止被授權人質疑

授權技術之有效性 
  X   

被授權人應同時接受與實施授

權技術較無關之技術或產品 
  X   

限制被授權人製造、生產授權

商品銷售與第三人之價格 
X     

限制被授權人製造、生產授權

商品之銷售對象 
X     

限制被授權人製造、生產授權

商品之銷售地區或國家 
X     

限制被授權人製造、生產授權

商品之數量上限或授權技術實

施次數之上限 

X     

要求被授權人必須透過授權人

或其指定之人銷售所製造之商

品 

X     

限制被授權人於技術授權協議

期間或期滿後就競爭商品之研

發、製造、使用、銷售或採用

競爭技術 

X     

授權人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

授權專利之內容、範圍或專利

有效期限等 

    X 

不問被授權人是否使用授權技

術，逕依被授權人某一商品之

製造或銷售數量，計算應支付

之授權實施費用 

   X  

禁止被授權人與第三人共同從

事研發或其他交易活動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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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你認為不合理之條款： 

（1）權利耗盡後仍主張授權金。易言之，向專利權人購買專利物品進

行組裝，但除了購買該物品費用外，另外需簽訂專利授權契約，依據所

購買產品數量支付授權金。 

（2）要求被授權人必須提供製造設備清冊、書面銷售資料，包括銷售

價格、銷售對象等，被授權人實際並無拒絕可能。 

3、關於專利（包含專門技術）授權之協商 

3.1 若 貴公司為被授權人，在簽訂授權契約時，與授權人協商授權條件之空

間與狀況為何？ 

■ 通常無協商空間   通常能經由協商達到雙方均可接受之授

權條件   通常僅能接受授權人之授權條件 

3.2 若 貴公司為授權人，在簽訂授權契約時，與被授權人協商授權條件之空

間與狀況為何？ 

 通常無協商空間  ■ 通常能經由協商達到雙方均可接受之授權條

件   通常僅能接受被授權人之授權條件 

3.3 在進行授權協議之協商時， 貴公司過去三年來最不容易與他方當事人達

成協商或共識之授權條件為何（可複選）？ 

■ 授權金（總額或計算方式）  授權期間   其他授權條件 管轄

權、授權人不願意提供資料 

4、其他 

4.1 美國競爭法制度中有所謂的商業審閱信函（business review letter），日本

競爭法益有「事前諮詢制度」，由當事人就即將從事之交易活動及其涉

及之競爭法適用疑慮，提請競爭法主管機關表示意見。你認為我國若建

立類似制度之必要性為何？ 

■ 很值得建立   不值得建立  都可以 

說明：受訪者甚而表示，若公平會欲請專家學者參與評估事宜，願意支付

相關費用（使用者付費）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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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你認為我國公平會在關於專利（含專門技術）授權協議之事務上，應有

如何角色與立場（可複選）？ 

■ 參照美歐日國家作法，積極瞭解產業現況與需求，並就各該議題召

開公聽會，公布研究與調查報告   

■ 修正現行公平法或處理原則（諸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

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

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不合宜之處 

■ 於網站或其他方式更積極表達公平會就專利授權事宜之執法標準與

立場 

 其他 建議公平會針對不同產業別，進行個別的深入訪談（而非研討

會或座談會形式的眾多參與者意見表示，蓋在同業壓力下，有時難以闡

述在授權協議過程碰到的真正問題），個別產業之專利授權契約內容或

有不同，涉及之專利權與被授權人談判地位亦有不同，競爭法主管機關

能介入之空間亦有不同（諸如醫藥領域有健康權考量），因此，必須就

個別產業以匿名私下方式進行，始能瞭解國內產業需求，亦以此作為執

法標準。                         

4.3 你認為我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之

內容，是否有修正或規範不足之處？ 

 沒聽過這個處理原則 

■ 不熟悉處利原則的內容 

 應有如下修正或檢討                                                                 

 無修正建議 

4.4 其他建議 

對於國內廠商而言，常見到美國、日本或韓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主動調查

專利權濫用或大企業濫用優勢地位之行為，似覺公平會在此等事務之處理

上，較為被動，無法如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般，主動出擊，給予國內企業相

當高度的支持。 

謝謝您協助本問卷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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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二 

我國關於專利（含專門技術）授權實務問卷 

鑑於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有助於人類生活文明之提升，各國在法律制度無不鼓

勵發明人投入研發與創作，並確保專利權人可透過權利行使來維持經濟利益。惟

隨著專利權在產業界日趨重要，美歐近年來有諸多個案乃關於專利權行使及專利

授權涉及之競爭法適用爭議。針對專利及專門技術授權之公平法適用問題，我國

公平會於2001年1月16日訂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

處理原則」作為審理依據，並配合實務需求修正之。在美歐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關注專利權行使正當性之際，公平會亦亟欲掌握此一問題，乃委由清華大學科技

法律研究所李素華助理教授、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林育廷助理教授及其研究

團隊，執行「各國專利授權（含標準化技術授權）之規範與實務相關研究」，希

冀藉由本問卷方式瞭解我國專利授權實務現況及現行法之執法標準有無調整必

要。 

1. 基本資料 

1.1 請問 貴公司正式員工人數約有多少？ 

 300人以上 

1.2 請問 貴公司之性質為何？ 

上市或上櫃公司  

1.3 請問 貴公司在過去三年中，在我國（以下同）不論是居授權人或被授權

人角色，所有的授權契約類型中，各智慧財產所占比例為何？ 

 0-20% 20-40% 40-60% 60-80% 80-100% 
專利  V    
商標      
營業秘密  V    
著作權 V     

1.4 請問 貴公司在過去三年間，不論是居授權人或被授權人角色，所有授權

契約之數量及因授權契約所得之收入或支出金額，在數量上有無明顯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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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與2008年比較 授權契約數量 授權契約之收入或支出金額 
明顯增加   
增加   
沒太大改變 V V 
減少   
大幅減少   

1.5 請問 貴公司在過去三年間，是否有參與過國內或國外的技術標準（技術

規格）制定工作？ 

是  

2. 關於專利（包含專門技術）授權契約內容 

2.1 針對專利授權（包含專門技術授權，以下同）事宜，請問 貴公司在過去

五年主要角色為專利授權人或專利被授權人角色？ 

 主要為專利被授權人  

2.2 若  貴公司在過去三年曾經將專利授權他人，以下原因占動機

（motivations）之比例為何？（若不曾將專利授權他人，無須作答） 

 所占比例（%） 
賺取收入 30 
為了交互授權取得其他公司之專利 30 
與其他公司分享技術  
使 貴公司技術成為事實上的標準（de facto standard）  
侵權之和解或事前預防侵權可能 40 
 

基於上述以外之其他原因？                                     

2.3 若  貴公司在過去三年曾經為專利被授權人，以下原因占動機

（motivations）之比例為何？（若不曾為專利被授權人，無須作答） 

 所占比例（%） 
減少研發成本 30 
為了交互授權取得其他公司之專利 40 
授權標的為產業標準（standard）而不得不接受  
侵權之和解或事前預防侵權可能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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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以外之其他原因？                                     

2.4 在 貴公司所簽訂的專利授權契約中，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契約之比例

為何？ 

 所占比例（%） 
專屬授權契約 10 
非專屬授權契約 90 

2.5 在 貴公司所簽訂的專利授權契約中，一般而言有多少比例的契約是包含

下列契約條款？你認為該等條款是否合理？ 

 0-20% 20-40% 40-60% 60-80% 80-100% 

一份授權契約中涉及兩種以上

（含兩種）之智慧財產權類型

（諸如發明專利、新型專利、

新式樣專利、著作權、商標權、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V    

被授權人若擁有相關技術，負

有非專屬性交互授權之義務 
 V    

被授權人若擁有相關技術，負

有專屬性交互授權之義務 
V     

針對改良技術被授權人應以非

專屬方式回饋授權予授權人或

其指定之人 

  V   

針對改良技術被授權人應以專

屬方式回饋授權予授權人或其

指定之人 

V     

最 優 惠 條 款 (a most favor 
clause) 

     

以任何形式禁止被授權人質疑

授權技術之有效性 
   V  

被授權人應同時接受與實施授

權技術較無關之技術或產品 
 V    

限制被授權人製造、生產授權

商品銷售與第三人之價格 
V     

限制被授權人製造、生產授權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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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之銷售對象 
限制被授權人製造、生產授權

商品之銷售地區或國家 
  V   

限制被授權人製造、生產授權

商品之數量上限或授權技術實

施次數之上限 

V     

要求被授權人必須透過授權人

或其指定之人銷售所製造之商

品 

 V    

限制被授權人於技術授權協議

期間或期滿後就競爭商品之研

發、製造、使用、銷售或採用

競爭技術 

V     

授權人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

授權專利之內容、範圍或專利

有效期限等 

V     

不問被授權人是否使用授權技

術，逕依被授權人某一商品之

製造或銷售數量，計算應支付

之授權實施費用 

 V    

禁止被授權人與第三人共同從

事研發或其他交易活動 
V     

 

其他你認為不合理之條款：除以下兩條款 

1. 以任何形式禁止被授權人質疑授權技術之有效性 

2. 限制被授權人製造、生產授權商品之銷售地區或國家 

3. 關於專利（包含專門技術）授權之協商 

3.1 若 貴公司為被授權人，在簽訂授權契約時，與授權人協商授權條件之空

間與狀況為何？ 

通常較無協商空間  

3.2 若 貴公司為授權人，在簽訂授權契約時，與被授權人協商授權條件之空

間與狀況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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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能經由協商達到雙方均可接受之授權條件 

3.3 在進行授權協議之協商時， 貴公司過去三年來最不容易與他方當事人達

成協商或共識之授權條件為何（可複選）？ 

授權金（總額或計算方式） 授權期間   擔保賠償責任 

4、其他 

4.1 美國競爭法制度中有所謂的商業審閱信函（business review letter），日本

競爭法益有「事前諮詢制度」，由當事人就即將從事之交易活動及其涉

及之競爭法適用疑慮，提請競爭法主管機關表示意見。你認為我國若建

立類似制度之必要性為何？ 

很值得建立  

4.2 你認為我國公平會在關於專利（含專門技術）授權協議之事務上，應有

如何角色與立場（可複選）？ 

參照美歐日國家作法，積極瞭解產業現況與需求，並就各該議題召

開公聽會，公布研究與調查報告   

修正現行公平法或處理原則（諸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

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

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不合宜之處 

其他建議 增加公平會執法之廣度及力度 

4.3 你認為我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之

內容，是否有修正或規範不足之處？ 

不熟悉處利原則的內容 

4.4 其他建議 

 公平會應更有魄力執法 不畏強權或各方壓力 

謝謝您協助本問卷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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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三 

我國關於專利（含專門技術）授權實務問卷 

鑑於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有助於人類生活文明之提升，各國在法律制度無不鼓

勵發明人投入研發與創作，並確保專利權人可透過權利行使來維持經濟利益。惟

隨著專利權在產業界日趨重要，美歐近年來有諸多個案乃關於專利權行使及專利

授權涉及之競爭法適用爭議。針對專利及專門技術授權之公平法適用問題，我國

公平會於2001年1月16日訂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

處理原則」作為審理依據，並配合實務需求修正之。在美歐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關注專利權行使正當性之際，公平會亦亟欲掌握此一問題，乃委由清華大學科技

法律研究所李素華助理教授、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林育廷助理教授及其研究

團隊，執行「各國專利授權（含標準化技術授權）之規範與實務相關研究」，希

冀藉由本問卷方式瞭解我國專利授權實務現況及現行法之執法標準有無調整必

要。 

1. 基本資料 

1.1 請問 貴公司正式員工人數約有多少？ 

 0-100人  101-300人  300人以上 

1.2 請問 貴公司之性質為何？ 

 學術機構/非營利研究機構  上市或上櫃公司  其他公司型

態 

1.3 請問 貴公司在過去三年中，在我國（以下同）不論是居授權人或被授權

人角色，所有的授權契約類型中，各智慧財產所占比例為何？ 

 0-20% 20-40% 40-60% 60-80% 80-100% 
專利     ˇ 
商標 ˇ     
營業秘密   ˇ     
著作權     ˇ    

1.4 請問 貴公司在過去三年間，不論是居授權人或被授權人角色，所有授權

契約之數量及因授權契約所得之收入或支出金額，在數量上有無明顯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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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與2008年比較 授權契約數

量 
授權契約之收入或支出金

額 
明顯增加     ˇ           ˇ 
增加   
沒太大改變   
減少   
大幅減少   

1.5 請問 貴公司在過去三年間，是否有參與過國內或國外的技術標準（技術

規格）制定工作？ 

 是   否 

2. 關於專利（包含專門技術）授權契約內容 

2.1 針對專利授權（包含專門技術授權，以下同）事宜，請問 貴公司在過去

五年主要角色為專利授權人或專利被授權人角色？ 

 主要為專利權人   主要為專利被授權人  都有 

2.2 若  貴公司在過去三年曾經將專利授權他人，以下原因占動機

（motivations）之比例為何？（若不曾將專利授權他人，無須作答） 

 所占比例（%） 
賺取收入    20 
為了交互授權取得其他公司之專利    10  
與其他公司分享技術    30 
使 貴公司技術成為事實上的標準（de facto standard）    30 
侵權之和解或事前預防侵權可能    10 
基於上述以外之其他原因？                                     

2.3 若  貴公司在過去三年曾經為專利被授權人，以下原因占動機

（motivations）之比例為何？（若不曾為專利被授權人，無須作答） 

 所占比例（%） 
減少研發成本    10 
為了交互授權取得其他公司之專利 20 
授權標的為產業標準（standard）而不得不接受 20 
侵權之和解或事前預防侵權可能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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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以外之其他原因？                                     

2.4 在 貴公司所簽訂的專利授權契約中，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契約之比例

為何？ 

 所占比例（%） 
專屬授權契約     20 
非專屬授權契約     80 

2.5 在 貴公司所簽訂的專利授權契約中，一般而言有多少比例的契約是包含

下列契約條款？你認為該等條款是否合理？ 

 0-20% 20-40% 40-60% 60-80% 80-100% 

一份授權契約中涉及兩種以上（含

兩種）之智慧財產權類型（諸如發

明專利、新型專利、新式樣專利、

著作權、商標權、積體電路電路布

局權）？ 

ˇ     

被授權人若擁有相關技術，負有非

專屬性交互授權之義務 
 ˇ    

被授權人若擁有相關技術，負有專

屬性交互授權之義務 
ˇ     

針對改良技術被授權人應以非專

屬方式回饋授權予授權人或其指

定之人 

  ˇ   

針對改良技術被授權人應以專屬

方式回饋授權予授權人或其指定

之人 

ˇ     

最優惠條款(a most favor clause)    ˇ  
以任何形式禁止被授權人質疑授

權技術之有效性 
    ˇ 

被授權人應同時接受與實施授權

技術較無關之技術或產品 
  ˇ   

限制被授權人製造、生產授權商品

銷售與第三人之價格 
 ˇ    

限制被授權人製造、生產授權商品

之銷售對象 
  ˇ   

限制被授權人製造、生產授權商品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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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銷售地區或國家 
限制被授權人製造、生產授權商品

之數量上限或授權技術實施次數

之上限 

 ˇ    

要求被授權人必須透過授權人或

其指定之人銷售所製造之商品 
   ˇ  

限制被授權人於技術授權協議期

間或期滿後就競爭商品之研發、製

造、使用、銷售或採用競爭技術 

   ˇ  

授權人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

權專利之內容、範圍或專利有效期

限等 

 ˇ    

不問被授權人是否使用授權技

術，逕依被授權人某一商品之製造

或銷售數量，計算應支付之授權實

施費用 

   ˇ  

禁止被授權人與第三人共同從事

研發或其他交易活動 
   ˇ  

其他你認為不合理之條款：                                           

3. 關於專利（包含專門技術）授權之協商 

3.1 若 貴公司為被授權人，在簽訂授權契約時，與授權人協商授權條件之空

間與狀況為何？ 

 通常無協商空間   通常能經由協商達到雙方均可接受之授權條

件   通常僅能接受授權人之授權條件 

3.2 若 貴公司為授權人，在簽訂授權契約時，與被授權人協商授權條件之空

間與狀況為何？ 

 通常無協商空間   通常能經由協商達到雙方均可接受之授權條

件   通常僅能接受被授權人之授權條件 

3.3 在進行授權協議之協商時， 貴公司過去三年來最不容易與他方當事人達

成協商或共識之授權條件為何（可複選）？ 

 授權金（總額或計算方式）  授權期間   其他授權條件   授
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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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 

4.1 美國競爭法制度中有所謂的商業審閱信函（business review letter），日本

競爭法益有「事前諮詢制度」，由當事人就即將從事之交易活動及其涉

及之競爭法適用疑慮，提請競爭法主管機關表示意見。你認為我國若建

立類似制度之必要性為何？ 

 很值得建立   不值得建立  都可以 

4.2 你認為我國公平會在關於專利（含專門技術）授權協議之事務上，應有

如何角色與立場（可複選）？ 

參照美歐日國家作法，積極瞭解產業現況與需求，並就各該議題召開

公聽會，公布研究與調查報告   

 修正現行公平法或處理原則（諸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

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

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不合宜之處 

於網站或其他方式更積極表達公平會就專利授權事宜執法標準與立場 

 其他建議                     

4.3 你認為我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之

內容，是否有修正或規範不足之處？ 

 沒聽過這個處理原則 

 不熟悉處利原則的內容 

 應有如下修正或檢討                                                                 

 無修正建議 

4.4 其他建議 

                                                               

謝謝您協助本問卷之完成 

 



 220 

中文摘要 

關鍵詞：專利、專利授權、專利聯盟、標準化技術授權、標準、技術標準制定 

 

本研究計畫主要在研究公平會近來辦理專利授權案件之相關案例，進行分

析，參酌美國及歐盟等國家對於專利授權衍生競爭法議題之最新立法例及實務發

展，並與國內之相關規範與見解比較，尤其側重專利聯盟（Patent pool）及標準

化技術授權（standardized technology licensing）涉及之專利權行使問題。智慧財

產權各種領域當中，與競爭政策最為息息相關者，非專利權莫屬，係因法律賦予

專利權在一定範圍內，享有法律上的排他權，目的在於保護人類智慧之結晶及其

衍生之產品，避免侵害情事之發生，藉此提升研發意願及降低市場開發的風險，

方能達成專利法鼓勵發明、技術創新等宗旨，在如此法律保護制度下，權利人得

以透過授權之方式，擴張經濟上可得之利益，但因授權協議當中限制約款的內

容，亦有可能造成市場上技術壟斷的競爭不利益，對競爭秩序造成負面的影響。 

目前對產業界最重要的專利授權及對競爭秩序影響最為深遠者，乃結合專利

授權、專利聯盟及技術標準三面向之專利授權協議；實務上透過專利聯盟方式制

定標準或推廣標準相關技術之應用，已為常態。對於專利聯盟之競爭法審視，並

無異於其他專利聯盟態樣，同樣適用相同的審查標準與因素。在專利授權、專利

聯盟與技術標準三議題緊密結合之情況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審視專利授權協議

之適法性時，恐無法如過往般以單一專利權之排他性判斷其權利行使正當性或違

法性，而應通盤考量該專利在專利聯盟是否居關鍵專利之地位、是否為標準利用

上所不可或缺之技術，進而認定是否享有獨占地位、有無獨占地位濫用行為，另

外，是否應對標準相關專利權濫用行為課以較嚴格的競爭法懲處措施，亦容公平

會日後審慎研議。 

在我國歷經近九年發展的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清楚呈現技術標準之形

成、專利聯盟建立及其後之授權協議等不同階段，各自涉及相異的競爭法規範及

迥異的法律適用疑義，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個案上應有各細膩的執法判斷與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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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patent, patent licensing, patent pool, standardized technology licensing, 
standard, standardization  

 

Given that the patent righ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high-tech industries, the issues regarding patent licensing under the legal framework 
of competition in the USA, the European Community (EC) as well as Japan are 
analyzed. This research project focuses in particular on patent licensing in respect of 
patent poo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s and standardized technology licensing. Not 
only the competition law, regulations and guidelines, but also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USA, EC and Japan are the study subjects of this project. This 
project focuses both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and in the present 
review on the up-to-date cases and discussion on the both side of Atlantic countries 
and Japan.  

Apart from that, the legal framework of competition in Taiwan and the important 
CD-R patent licening case in Taiwan are discussed. To sum up, this project submits, 
according to the patent practice and industries’ requirements in Taiwan, proper 
solutions to these issues as well as possible revised legal provisions in the competition 
law and the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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