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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098156 號 

被處分人：荷蘭商．皇家飛利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N.V.） 

址    設：Groenewoudseweg 1 5621 BA Eindhoven, 

The Netherlands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日商．日本新力股份有限公司 

     （Sony Corporation）   

址    設：1-7-1 Konan,Minato-ku,Tokyo,108-0075,Japan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代 理 人：○○○ 律師 

          ○○○ 律師 

          ○○○ 律師 

地    址：台北市敦化北路 168 號 15 樓 

 

被處分人：日商．太陽誘電股份有限公司 

址    設：日本國東京都台東區上野 6-16-20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代 理 人：○○○ 律師 

     ○○○ 律師  

地    址：台北市敦化北路 201 號 7 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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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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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主    文 

一、被處分人等制定橘皮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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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被處分人等制定橘皮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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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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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被處分人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 2 項

違法行為。 

四、處荷蘭商．皇家飛利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350 萬元

罰鍰。 

處日商．日本新力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 

處日商．太陽誘電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本案緣起： 

（一）被處分人等在台灣所為 CD-R 可錄式光碟專利技術授

權行為，於 88 年 6 月 8 日被檢舉違反公平交易法，

經本會 90 年 1月 11 日第 480 次委員會議決議處分，

並以 90 年 1 月 20 日（90）公處字第 021 號處分書，

命被處分人等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立即停止違法

行為，並分處荷蘭商．皇家飛利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飛利浦公司）、日本．新力股份有限公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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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新力公司）及日商．太陽誘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太陽誘電公司）新臺幣（下同）800 萬元、400 萬元

及 200 萬元罰鍰；惟上開被處分人等不服本會處分，

分別提起訴願，經行政院訴願會於 90 年 11 月 16 日

及 26 日分別決定撤銷原處分，另為適法之處分。案

經本會再為調查研析，經提本會91年 4月 11日第 544

次委員會議仍決議處分，以 91 年 4月 25 日公處字第

091069 號處分書，命被處分人等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

起，立即停止違法行為，並分處飛利浦、新力及太陽

誘電等公司 800 萬元、400 萬元及 200 萬元罰鍰。 

（二）被處分人等不服本會公處字第 091069 號處分書所為

處分，提起訴願，經行政院訴願會決定駁回（飛利浦

公司－91 年 12 月 26 日院臺訴字第 0910091970 號訴

願決定、新力公司－91 年 12 月 31 日院臺訴字第

0910092741 號訴願決定、太陽誘電公司－92 年 1 月

16 日院臺訴字第 0920080660 號訴願決定），被處分

人等遞向臺北高等行政法院提起行政訴訟，經該院判

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並諭示由本會查明

後，另為適法之處分（飛利浦公司－92 年度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新力公司－92 年度訴字第 01132 號判

決、太陽誘電公司－92 年度訴字第 01214 號判決）。

本會不服前開判決，爰向最高行政法院提起上訴，經

最高行政法院判決「上訴駁回」（飛利浦公司－96 年

度判字第 00553 號判決、新力公司－96 年度判字第

00554 號判決、太陽誘電公司－96 年度判字第 00555

號判決）；本會復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

向最高行政法院提起再審之訴，末經最高行政法院判

決「再審之訴駁回」（飛利浦公司－98 年度判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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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號判決、新力公司－98 年度判字第 419 號判決、

太陽誘電公司－98 年度判字第 588 號判決）。 

二、查原處分案係 88 年 6 月間巨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

擘公司）、達緻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達緻公司）、博

新開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博新公司）、精碟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及國碩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精碟及國碩等

公司嗣後撤回檢舉）等國內光碟片（CD-R）製造商陸續向

本會檢舉被處分人等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2款、

第 10 條第 4款、第 14 條、第 19 條第 6款及第 24 條規定，

略以： 

（一）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2 款：被處分人等專利權人所

擁有之技術具有壓倒性優勢，得排除他事業參與競

爭，故應屬公平交易法第 5 條第 2 項所指之獨占事

業。復系爭授權契約訂有「以淨銷售價格 3%或日幣

10 圓中之較高者」為權利金之給付標準，由於訂約

時，可錄式光碟市價約日幣 300 餘圓，故以淨銷售價

格 3%或日幣 10 圓計價，差距不甚顯著，惟其後可錄

式光碟市價大幅下跌，倘以日幣 10 圓計算，則權利

金比例高達 20、30%以上，按系爭授權契約既屬整批

授權，且各專利權之有效期限不同，故授權金自應採

逐步遞減方式，以反映不同專利之不同有效期間，故

被處分人等前揭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 

（二）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4 款：被處分人等濫用其為專

利權人之優勢地位，要求簽約廠商接受苛刻條件，包

括：授權合約所授權之專利，未列任何中華民國專

利，只有美國和日本之專利號碼；授權合約為制式標

準合約，所有被授權人均無談判之空間；國內 C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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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迫於飛利浦公司之優勢地位，爰與其和解，惟和

解條件之一為，廠商必須撤回其對被處分人等違反公

平交易法之檢舉及專利之舉發等，顯見被處分人等濫

用其市場地位，要求廠商接受不合理之簽約條件，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 

（三）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被處分人等分別擁有數項與可

錄式光碟產品規格相關之專利，渠等為便於向世界各

國之可錄式光碟製造商進行專利授權，採行包裹授權

方式，即先由新力公司及太陽誘電公司對飛利浦公司

授權，再由飛利浦公司整合各項專利權，整批授權予

被授權人，此舉將排除各專利權人間之競爭行為，而

有妨礙市場機能之情事，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規

定。 

（四）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6 款：飛利浦公司以定型化專

利授權契約，要求被授權人接受其合併授權之安排

（即包裹授權），然系爭專利權原可分開授權，而屬

兩種以上可分之商品，且該等行為並非確保商譽或服

務品質所必需，顯有限制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違反

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 

（五）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飛利浦公司與可錄式光碟製造

商進行專利授權談判磋商過程中，給予各家廠商近百

餘個專利，而未提出逐項之專利授權要約，且僅載明

系爭專利於美國和日本之專利號碼及名稱，完全未告

知在其他國家是否有相對之專利，及該等外國專利之

有效期間，又未明確說明各別廠商之產品可能使用其

那一項專利，以及該專利之申請範圍為何，其以前述

方法要求國內廠商簽約及支付鉅額之權利金，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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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本會公處字第 091069 號處分書遭臺北高等行政法院及

最高行政法院之上訴、再審判決原處分撤銷理由，概述如

下： 

（一）臺北高等行政法院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之理由(原

審)： 

１、不符聯合行為主體要件：查本會定義之「CD-R」，既

指符合飛利浦與新力公司共同制定之「橘皮書」標準

規格所產製之光碟產品，則所稱「CD-R 光碟片技術市

場」，其市場範圍應指符合「橘皮書」標準規格之技

術市場，也就是需同時使用被處分人等所擁有專利之

技術市場，缺一不可，因此，渠等所擁有符合「橘皮

書」標準規格之專利技術，乃具有互補性之專利技術，

渠等於本會所界定之「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所提供

之專利技術，已不具有替代可能性，而不存在有競爭

關係。再者，縱使被處分人等能研發具有類似功能之

替代性技術，但使用該替代性技術所生產製造之光碟

產品，並不能稱之為「CD-R」；若本會認為被處分人

等可以透過迴避專利範圍之方式，研發具有類似功能

之替代性技術，因此仍屬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關

係之事業乙節為可採，則其他具有能力研發類似功能

之替代性技術者(例如工研院光電所以及國內被授權

人等均有產銷 CD-R 之技術能力)，亦應納入同一產銷

階段之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中，予以考量市場之供需

功能是否足以受到影響，不能單從被處分人等對於市

場供需功能之影響，遽論渠等已然違反公平交易法之

聯合行為禁制規定。 

２、裁處罰鍰於法未合：本會裁罰基準及考量事項，因本

會認定被處分人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規定已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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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合法，自不應列入裁罰考量。再者，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2項規定：「獨占之事業，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期公告之。」業於 88 年 2 月 3日修正刪除公布，則被

處分人等於88年 2月 5日修正刪除公布該項規定生效

前，既未經本會公告為獨占事業，縱渠等於 88 年 2 月

5 日之前有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不當之決定、維

持或變更以及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亦不應受公

平交易法禁止濫用獨占行為之非難，本會就此裁量並

處以罰鍰，於法已有未合。又「違法行為所得利益」

部分，本會係主張「倘依被處分人等約定權利金數額

每片 10 日圓計算，89 年度國內廠商預估支付金額約

360 億日圓」，惟本會並未提出相關證據資料以實其

說，自有裁量不憑證據之違法。 

（二）最高行政法院判決駁回上訴之理由(上訴審) ： 

１、於本會界定「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所稱「CD-R」，

則指符合飛利浦與新力公司所共同制定「橘皮書」標

準規格(即使用飛利浦、新力和太陽誘電等公司所擁有

專利之標準規格技術)所產製之光碟產品，國內光碟製

造廠商倘欲產製「CD-R」均需使用被處分人等所擁有

之專利，單獨使用其中 1 家公司專利即無法產製

「CD-R」。因此，被處分人等所擁有符合「橘皮書」

標準規格之專利技術，乃具有互補性之專利技術，而

不具替代可能性，不存在有競爭關係。再者，專利權

人取得專利專用權後，他人不可能再取得相同之專利

權，不同之專利所專屬排他之權利均屬不同，縱使甲

專利可能為乙專利之先前技術，然此二者仍屬不同範

圍之專利，尚難以此而謂兩種專利具有替代性，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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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之技術與專利，實質上顯難有替代性而存在競

爭關係。  

２、88 年 2 月 3日修正刪除公布前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獨占之事業，由中央主管機關定期公告之。」

此規定有預警之目的，必須經本會公告為獨占事業，

始有適用獨占事業相關規範，否則該規定即無規定之

必要。本案檢舉人等之檢舉事實及原處分認定之事

實，均有一部分在 88 年 2 月 3日修正刪除公布公平交

易法第 10 條第 2項規定前，因違章行為一完成即構成

違章責任，並不以繼續至被檢舉時或原處分作成時為

必要，繼續性之違章行為，固僅成立一次處罰，惟其

違章行為期間之長短仍作為處罰之輕重審酌重要之依

據，是以尚難以違章行為繼續至新法施行時，即可將

被處分人等舊法期間適用舊法之利益置而不論。故依

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被處分人等於 88 年 2 月 3日

修正刪除公布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2項規定之前，縱

有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不當之決定、維持或變更

以及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亦不應受公平交易法

所非難。  

３、原處分主文雖有 5 項，然其處分所發生之法律效果僅

有一種，應認屬於概括之一個處分，而非個別獨立之

3 個處分。是以原審以被處分人等不成立第 1 項之違

章、第 2、3項之違章事實認定範圍違反行為時公平交

易法第 10 條第 2項規定，以及原處分裁量罰鍰不當等

由，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全部予以撤銷，發回原處分

機關重為處分，而未為一部分駁回、一部分撤銷原處

分及訴願決定之判決，當無主文與理由矛盾或判決理

由矛盾之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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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被處分人等所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規定部分既經

認定不成立，且主文第 1、2項之違章事實範圍亦經認

定不同，則原處分所據以處罰之事實已有不同，其所

處之罰鍰已失所依據，自應併予撤銷。又原處分認定

系爭授權契約年所得達日幣 360 億元，並未提出確實

之依據，原審據以指摘原處分裁量有瑕疵，亦非無據。 

（三）另最高行政法院肯認前揭上訴判決理由，判決再審之

訴駁回。  

四、檢舉人之一巨擘公司於 98 年 7 月 21 日來函說明略為: 

（一）巨擘公司前於 86 年 6 月 23 日與飛利浦公司簽訂 CD-R

光碟片之專利授權契約，由飛利浦公司將其與新力、

太陽誘電等公司所研發有關可錄式光碟專利組成專

利聯盟，共同制訂 CD-R 標準規範「橘皮書」，再集

中以飛利浦公司之名非專屬及非轉讓方式共同授權

巨擘公司及關係企業得在台灣使用製造可錄式光碟

產品，並得銷售至世界各地，授權期限為 10 年，巨

擘公司則應給付權利金（按每片光碟產品淨銷售價格

3%或 10 日圓，二者擇其較高者為準計算）予飛利浦

公司，飛利浦公司則按其與新力公司、太陽誘電公司

所約定之比例分配。由於系爭授權契約係預先擬定之

定型化契約，契約條文顯不公平，但巨擘公司迫於如

未取得授權可能造成停產可錄式光碟之壓力，而不得

不與之簽訂。詎簽訂系爭授權契約後，國內外市場情

事顯著變更，光碟產品在全世界各國的銷售價格均呈

急速下降之勢，但飛利浦公司卻仍要求巨擘公司依約

給付每片光碟 10 日圓的權利金，而不予降低權利金

之談判機會，更於 88 年 3 月 10 日向台灣新竹法院提

起民事給付專利授權金之訴，判決巨擘公司敗訴，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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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公司應給付飛利浦公司授權權利金加計利息，約高

達 80 億日圓以上。 

（二）觀諸最高行政法院判決就實體上所認定者，與臺北高

等行政法院之判決實際上並無不同，只是認為原處分

書主文共有 5項，前 3項分別諭知飛利浦公司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 14 條、第 10 條第 2款暨第 4款，第 5項

違章處罰係就 3項違章行為作一整體罰鍰之處分，亦

即違章之法律效果僅有一種，足見原處分主文雖有 5

項，其處分所生之法效僅有一種，應認屬於概括之一

個處分，而非個別獨立之 3個處分，是以原審以飛利

浦等公司不成立第 1 項之違章，第 2、3 項之違章事

實認定範圍違反行為時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

定，以及原處分裁量罰鍰不當等由，將原處分及訴願

決定全部予以撤銷，尚無主文與理由矛盾或判決理由

矛盾之違誤。故爾後另為適法之行政處分時，也不應

為相反之認定。 

（三）太陽誘電公司及新力公司於本會處分後，已經由談判

與巨擘公司各達成新的授權協議，並廢止了原共同授

權契約，由巨擘公司各給付該 2 公司 70 萬美元；惟

飛利浦公司非但未與巨擘公司達成新的單獨授權契

約，反向新竹地院請求應給付原共同授權契約所約定

之權利金總額（包含新力公司、太陽誘電公司依原共

同授權契約本得分享權利金之部分），新竹地院 88

年度重訴字第 37 號判決疏未將該 2 公司得對飛利浦

公司主張分享的權利金部分予以剔除。巨擘公司因不

服前開新竹地院判決而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上訴，智

慧財產法院則於 98 年 4 月 23 日以 97 年度民專上字

第 14 號判決駁回巨擘公司之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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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處分案前於調查期間，經多次函請兩造到會說明及提供

資料，並派員訪查利碟、大銳、錸德、中環、乾寶泰及亞

太智財公司等關係廠商，且多次洽請工研院光電所提供技

術方面之專業意見，調查事實已臻明確在卷可稽；另參酌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最高行政法院上訴及再審等前開判決

意旨，據為適法之處分，併予敘明。 

 

理   由 

一、行為主體部分：按新力公司及太陽誘電公司將其本身所擁

有之可錄式光碟（CD-WO，後改稱為 CD-R） 與可錄式磁碟

（CD-MO，即 CD-Magnetic Optical）規格產品之專利授權

飛利浦公司，得授權他人使用，復由飛利浦公司單獨對國

內廠商進行授權，此由飛利浦公司 82年 9月 7日之授權信、

新力公司同年 9 月 28 日函覆之確認信、太陽誘電公司 89

年 10 月 12 日及同年 11 月 6 日 2次覆本會函、飛利浦公司

89年 11月 1日覆本會函暨新力公司89年 12月 6日覆本會

函等，可證知新力及太陽誘電等公司已將其所有相關專

利，以概括授權方式委由飛利浦公司處理，並以飛利浦公

司為對外授權之窗口，且新力公司及太陽誘電公司對於授

權合約內容（包括授權金分配比例及數額），係經過審閱

及同意，始由飛利浦公司代表 3 家公司對外簽約，擁有相

當之影響力及決定力，是飛利浦公司對外代表 3 家公司進

行授權時，如有涉及「不當維持價格、拒絕提供重要交易

資訊、禁止廠商提專利有效性異議」之違法行為，新力公

司及太陽誘電等公司自應負共同行為責任，合先敘明。 

二、有關被處分人等於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具有壓倒性優勢，

得排除他事業參與競爭，係屬公平交易法第 5 條所稱「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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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事業」： 

（一）按公平交易法第 5條 1項規定：「本法所稱獨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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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條第 3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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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依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2條規

定，認定獨占時應就該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率、在

時空因素下商品或服務在特定市場中替代可能性、影

響特定市場價格之能力、他事業進入特定市場之困

難、商品或服務之輸出入情形等事項加以審酌。 

（二）次按 88 年至 90 年初主要光儲存產品種類，可分為唯

讀型光碟片及寫錄型光碟片，唯讀型光碟片，使用者

只可讀取預先錄製的資料，其透過一片光碟片母版即

可執行大量複製，故價格相當便宜；寫錄型光碟片又

可分為可寫一次及可覆寫型光碟片，CD-R 可寫一次光

碟片適用於僅登錄一次，便不再修改的資料記錄，

CD-RW 光碟片具可重覆寫錄功能，故唯讀型光碟片、

CD-R 及 CD-RW 在個別技術市場的供需及技術功能上，

即具有單獨可分的區隔性，殊無疑義。至於 DVD 是 CD

系列產品技術進一步提升所發展出來的產品，從 CD-R

光碟片轉向 DVD 寫錄型光碟片，此世代交替發展趨勢

係 93 年以後的事。易言之，CD-R 光碟片與 CD-RW 及

DVD 光碟片係陸續發展之產品，惟渠等在寫錄方式、

產品功能以及產品售價上均有差異區隔，且新產品問

市時，不僅功能較強，售價亦相對較高，故 3者間價

差極大，縱功能有部分雷同，於調查期間消費者幾不

可能在 3 項產品中互為搭配使用，其替代性相對較

低。又，迷你光碟（MD）可寫錄多次，用途定位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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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樂燒錄，數位錄音帶（DCC）為飛利浦公司所研

發之另一種數位錄音帶規格，惟因不被市場接受，市

場已罕見此產品。是以 CD-R、CD-RW、DVD 光碟片，

以及 MD、DCC 產品，於 88 年至 90 年初市場供需、價

格及技術功能上，仍有區隔，彼此並無法相互依存，

故可單獨被界定為特定市場。至於技術市場，CD-RW

光碟片之生產技術是否可以生產 CD-R 光碟片，由於

雙方軌跡等不同，除非將 CD-RW 光碟片之生產技術規

格特殊化，始可完成接軌，惟生產 CD-RW 光碟片成本

較 CD-R 光碟片高出許多，沒有廠商願意作虧本生意，

且本案自巨擘公司簽約之日（86 年）起至檢舉之日（88

年），當時我國 CD-RW 光碟片之生產技術尚在萌芽中，

拿生產 CD-RW 之生產技術去生產 CD-R 光碟片亦非市

場常態；另 DVD 光碟片、MD、DCC 因與 CD-R 光碟片生

產技術更無法相容，故應單獨被界定為特定市場。綜

上，本案所涉特定市場應為「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

此亦經臺北高等行政法院及最高行政法院判決確定

在案。 

（三）查被處分人等制定「橘皮書」CD-R 標準規格，而 CD-R

技術的所有重要專利為被處分人等所擁有，全球任何

CD-R 的製造、銷售均須取得被處分人等對於 CD-R 擁

有專利技術之授權，是被處分人等所提供之專利技術

進入特定市場，受技術之限制具有可排除競爭之能

力。另從技術規格言之，CD-R 是可錄一次型的光碟產

品，依被處分人等行為時市場狀況，從供給、需求、

產銷及成本各方面考量，CD-R 產品並無替代可能性產

品，其他人雖仍得自由開發競爭技術規格，惟全球

CD-R 之製造必須循被處分人等制定之「橘皮書」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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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是為不爭之事實，該等主要專利技術又為被處

分人等所擁有，被處分人等採共同授權方式，而具絕

對優勢地位，其他事業欲爭取進入系爭 CD-R 光碟片

技術市場的機會，已因被處分人等制定統一規格而被

限制，且被處分人等於 90 年 1 月 20 日本會處分後始

開始陸續分別與被授權人個別簽訂授權契約，是被處

分人等因共同授權，在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確存有

可排除競爭之能力，依 88 年 8 月 30 日修正發布之公

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3條第 3項「事業之設立或事業

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特定市場，受法令、技術之

限制或有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力之

情事者，雖有前二項不列入認定範圍之情形，中央主

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得認被處分人等已

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5條所稱之獨占事業，此業經臺北

高等行政法院、最高行政法院之上訴審及再審肯認在

案。 

三、有關被處分人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2款規定乙節如

下： 

（一）按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獨占之事業，

不得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不當之決定、維持或

變更。」商品的價格或服務的報酬，原則上固應由事

業依據其面臨之競爭狀況及成本結構自由決定，然如

前述，本案被處分人等既因共同授權而於「CD-R 光碟

片技術市場」具有獨占地位，倘被處分人等濫用其獨

占力攫取超額利潤，悖於市場供需法則，不當決定、

維持或變更授權金價格，則該當前開法條之違反。 

（二）查飛利浦公司以「淨銷售價格 3%或日幣 10 圓中，以

較高者為準」做為權利金之計算方式，飛利浦公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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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係於簽約當時，考量專利權人等為研發相關技

術，投入大量資金與成本，再考量被授權人可得之經

濟利益等因素，而產品之價格，係由被授權人依市場

供需關係自由決定，為避免權利金數額無法確定之風

險，確保最低研發成本之回收，當事人於契約自由原

則下，合意訂定，完全符合公平交易法。而檢舉人等

則以現今 CD-R 可錄式光碟產量大幅成長，市價大幅

下跌，飛利浦公司仍要求權利金最少為日幣 10 圓，

高達近售價 30%以上，復經國內廠商一再要求調整其

授權金之額度，卻仍一再拒絕，主張被處分人等違反

公平交易法之規定。 

（三）依據工研院經資中心資料，85 年全球 CD-R 光碟片的

平均出廠價格尚可達每片 7美元；86 年已快速滑落為

1.65 美元；87 年在軟體與音樂複製需求大幅成長刺

激下，使得 CD-R 光碟片價格下跌幅度稍趨緩和，平

均出廠價格維持在 1美元左右；88 年上半年平均每片

CD-R 光碟片之出廠價格維持在 0.7 至 0.8 美元，下半

年最低報價則已出現 0.5 美元；89 年平均每片 CD-R

光碟片將低於 0.5 美元，但在經過製造廠商間重整，

及出廠價格已接近成本邊緣情況下，90 年起 CD-R 光

碟片的價格競爭已趨緩。另查全球 CD-R 出貨量從 86

年的 1 億 8 千 2 百萬片，擴大到 89 年的 41 億 5 千 7

百萬片，成長超出 20 倍；倘以我國廠商的出貨量，

86 年為 6 千 05 萬片，擴大為 89 年的 35 億 8 千 7 百

萬片，則成長近 60 倍。90 年起全球 CD-R 光碟片市場

雖漸趨飽和，其出貨量仍有緩慢之成長幅度。是假設

飛利浦公司預估回收相關研發成本，係以 86 年全球

CD-R 光碟片出貨量的淨銷售價格 3%，或每片日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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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較高者計算的話，則因 CD-R 出貨量已遠超出預期

的大幅成長下，而在所有製造銷售 CD-R 的廠商，均

必須取得被處分人等對於系爭專利技術之授權，並簽

立合約支付其權利金的情況下，其 89 年度被處分人

等於全球及我國的權利金收益，分別約為 86 年度的

20 及 60 倍，故被處分人等因而獲得利益，恐遠超出

原來預期數額。 

（四）在 CD-R 光碟片價格大幅下跌的情況下，其權利金金

額倘仍維持每片 10 日圓計算，如以本案調查期間(88

年至 89 年底)平均出廠價格每片美金 0.5 元（經折算

約 56 日圓）為準，將達到出廠價格的 17.8%，CD-R

光碟片淨銷售價格與權利金金額的比例計算實遠超

過被授權人可以負擔的範圍。且國內業者因生產效率

的提升，大幅降低生產成本及價格，使消費者得以在

短期間內大量採用 CD-R 光碟片，其功不可沒。 

（五）據臺北高等行政法院撤銷本會公處字第 091069 號處

分書及最高行政法院判決駁回上訴及再審之理由，僅

論被處分人等於 88 年 2 月 5 日修正刪除公平交易法

第 10 條第 2 項「獨占之事業，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生效前之行為，因未經本會公告為獨占事業，是

縱被處分人等於 88 年 2 月 5 日之前有對商品價格或

服務報酬為不當之決定、維持或變更以及其他濫用市

場地位之行為，本會以公平交易法禁止濫用獨占行為

相繩，而將被處分人等於舊法期間適用舊法之利益置

而不論，於法未合。然亦肯認繼續性之違章行為，固

僅成立一次處罰，惟其違章行為期間之長短仍作為處

罰之輕重審酌重要之依據，並參採本會約詢亞太智財

公司（受國內部分光碟製造廠商委託與飛利浦公司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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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授權合約）○○○君於 89 年 9 月 7 日陳述紀錄所

稱：「…88 年 4 月 19 日本人並致函飛利浦總裁，希

望其能就權利金 3%或 10 日圓取其高者之計算方式，

協助予以解決。飛利浦總裁便交由其法務部門於 4月

26 日予以回覆，4 月 29 日其香港代表○○○ 代表回

覆表示，無法再妥協，也就是說權利金計算方式將不

能改變…」等語（前揭證詞與亞太智財公司 88 年 4

月 19 日致飛利浦公司函、飛利浦公司 88 年 4 月 26

日及 4 月 29 日覆亞太智財公司函內容相符）之事實

認定，判決確定「由此堪認本件原告確有在市場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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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其行為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

定。」在卷可稽。 

（六）綜上，被處分人等制定 CD-R「橘皮書」之標準規格，

並以共同授權方式，取得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之獨

占地位，在全球 CD-R 市場規模遠超出預期的大幅成

長之市場顯著情事變更情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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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2 款有關獨占事業禁制行為之規

定。 
四、有關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4 款處分乙節如下： 

（一）按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獨占之事業，

不得有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獨占事業濫用市

場地位之行為係指，以維持或強化其獨占地位為目的

之行為，亦即其係以獨占力量來防止、阻礙或封鎖競

爭，而不用來從事競爭者；此外，獨占事業憑藉其獨

占地位，在無正當商業理由的情形下，榨取其交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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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之行為，亦構成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換言之，

除前述所謂封鎖競爭的濫用外，即憑藉著市場力量使

得當初其所賴以取得獨占地位的競爭機制無法運

行，市場上優勝劣敗功能無法發揮，以便其將獨占地

位永久化；另以榨取、剝削其交易相對人為主要目標

者，即所謂榨取的濫用，亦屬濫用獨占力量的一種行

為態樣。有關榨取的濫用行為類型有價格的濫用、交

易條件的濫用、搭售或採取不公平競爭手段等。亦

即，除前述對於商品或服務價格，為不當決定、維持

或變更的價格濫用之爭執外，獨占事業倘利用其獨占

優勢地位，要求其交易相對人接受許多苛刻、不公平

的交易條件，即所謂賣方交易條件之濫用，爰構成公

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4 款不得為「其他濫用市場地位

之行為」。 

（二）按技術授權協議授權人基於授權協議契約之本旨，對

於其所為授權協議標的之內容、範圍或其所有之專利

有效期限等基本資料，應即提供給被授權人，以踐行

契約履行之主要義務。另，所謂有效性異議之禁止，

係指在專利授權協議中授權人要求被授權人不得提

出該授權專利係屬無效，亦即限制被授權人爭執專利

的有效性。按一項原本不應獲得專利之技術，如因審

查單位一時不察而誤予專利，法律上將來皆可能被撤

銷，不應獲得專利的技術而獲得專利，對社會公益必

形成極大的負面影響。又被授權人給付權利金，當然

要以取得合法有效的專利為目的，既然專利已有瑕

疵，即不應強求被授權人接受此種限制約款的拘束，

授權人拒絕提供重要交易資訊及限制約款等行為，顯

有濫用市場優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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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經本會針對國內 13 家主要生產 CD-R 廠商進行問卷

調查結果，均認為飛利浦公司在洽談授權合約時，未

充分提供相關交易資訊、資料或文件，對於飛利浦公

司提供交易資訊不透明、不清楚之處，12 家中有 6家

勾選「授權條件及授權範圍」；有 9家勾選「專利清

單內容」；11 家勾選「生產該可錄式光碟產品與授權

專利間之必要性及關聯性說明」；11 家勾選「侵害擬

授權專利之內容」；10 家勾選「飛利浦公司、日本新

力及太陽誘電各自擁有之專利項目」，尚有錸德公

司、中環公司、乾寶泰公司及國碩公司分別於 89 年 2

月 24 日、同年 3 月 3 日、3 月 6 日及 4 月 20 日於本

會所作之陳述紀錄可證。另，國內廠商委任與飛利浦

公司進行協商的亞太智財公司亦證稱，飛利浦公司對

於擬被授權人所提問題，並未有具體回覆，僅傳真部

分專利清單，實際上並未清楚揭露授權專利的資料，

在網路上雖可查詢專利的內容，但日本專利只能查到

簡要說明，且不能證明何處侵害其專利，以及授權專

利與橘皮書規格之相容關係；又各專利在各國的對應

關係，即專利家屬，亦無法從網路上查詢得到，必須

付出相當成本，是飛利浦公司主張可輕易按圖索驥，

透過電腦資料庫或網際網路獲悉授權專利之詳細資

料等情顯不合理。復經參照系爭專利授權合約第 1.09

條規定，飛利浦公司所授權專利內容及範圍，應包括

附表 B1至 B5 所示與可錄式光磁碟產品之相關專利清

單，惟該附表專利清單 B1 至 B5 約有 109 件專利，卻

僅載明系爭專利於美國及日本之專利號碼及技術名

稱，其中 B4 至 B5 部分之專利有效期間更付諸闕如，

被處分人等於此重要交易資訊未清楚揭露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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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竟逕行要求被授權人簽訂系爭授權合約，顯有濫

用市場獨占地位之行為。復查飛利浦公司雖偕同新力

及太陽誘電等公司於 87年 9月及 10 月兩度於台灣舉

行專利說明會，惟對系爭授權契約標的之內容、範圍

以及專利之有效期限等重要交易資訊，仍未完全揭

露，而此未完全揭露交易資訊之情事，至本會 90 年 1

月 20 日以(90)公處字第 021 號處分書予以處分時，

仍持續存在，是被處分人等並未詳細告知被授權廠商

相關專利之內容、範圍及有效期限等重要交易資訊內

容，洵堪認定。 

（四）查飛利浦公司於 1999 年 8 月 2 日致精碟公司信函、

1999 年 10 月 12 日致國碩公司信函、2000 年 3 月 8

日致巨擘公司信函，要求該等廠商必須撤回舉發專利

無效之行為，作為和解之條款及條件，始能簽署系爭

可錄式光碟產品授權合約，並撤回對被處分人等的刑

事告訴。飛利浦公司並不否認上述行為，惟辯稱和解

係在求一次解決雙方當事人間有關本案紛爭所生之

各項訟累，飛利浦公司縱或作出前開要求，亦屬行使

專利權之正當行為等云云。惟查被授權人給付權利

金，當然要以取得合法有效的專利為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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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和解

的約定條款，應在專利權合法行使範圍內為之，亦

即，倘該被授權人已願意簽署系爭授權合約，惟僅質

疑部分專利係屬無效，授權人不應限制其爭執專利之

有效性，被處分人等利用國內廠商擬取得授權之迫切

性，要求其必須撤回專利無效之舉發，始得簽署授權

合約，否則即拒絕簽訂授權契約，顯係憑恃其市場優



 21

勢地位，核屬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構成違反公平交

易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 

（五）如前述，依臺北高等行政法院及最高行政法院上訴及

再審等之判決意旨，雖認被處分人等於 88 年 2 月 5

日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2 項修正刪除生效前，不應

受禁止濫用獨占行為之非難，然對系爭授權合約之有

效期間跨越上開法條修正刪除生效之後，仍存在前開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4 款之事實認定則均予採

認，判決確定在卷可稽。 

五、有關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聯合行為禁制規定乙節，僅敘明如

下： 

（一）依公平交易法第 7條規定「本法所稱聯合行為，謂事

業以契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

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數量、技

術、產品、設備、交易對象、交易地區等，相互約束

事業活動之行為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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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 14 條並規

定，事業未經申請許可，不得為聯合行為。 

（二）按聯合行為構成要件包括聯合行為主體、合意方式、

合意內容、對特定市場之影響，上開聯合行為構成要

件缺一不可，如缺其一，即不得以事業違反公平交易

法之聯合行為禁制規定相繩。前稱聯合行為主體係指

處於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事業而言，亦即必須事

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具有替代可能性，始有競爭關

係之存在。 

（三）本會界定之市場範圍係「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所

定義之「CD-R」乃指符合飛利浦公司與新力公司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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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之「橘皮書」標準規格（即使用被處分人等所擁

有專利之標準規格技術）所產製之光碟產品，且國內

光碟製造廠商欲生產製造「CD-R」均需使用被處分人

等所擁有之專利，單獨使用其中 1家公司專利即無法

生產製造「CD-R」，此為兩造不爭之事實，從而本會

所定義之「CD-R」既指符合飛利浦公司與新力公司共

同制定之「橘皮書」標準規格所製造生產之光碟產

品，則所稱「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其市場範圍應

指符合「橘皮書」標準規格之技術市場，也就是需同

時使用被處分人等所擁有專利之技術市場，缺一不

可，被處分人等所擁有符合「橘皮書」標準規格之專

利技術，乃具有互補性之專利技術，並不具有替代可

能性，自不存在有競爭關係。故被處分人等於本會界

定之「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尚不符聯合行為的主體

要件，縱被處分人等以共同授權方式，共同合意決定

CD-R 光碟片專利之授權內容及限制單獨授權為真

實，亦不得遽以公平交易法之聯合行為禁制規定相

繩。 

（四）綜上，本案尚無具體事證證明被處分人等違反公平交

易法第 14 條聯合行為禁制規定。 

六、有關被處分人等未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6款搭售規定

乙節： 

（一）所謂「搭售」係指在一項授權協議中，被授權人除授

權標的外，尚需以購買或接受與授權標的無關之其他

商品或服務為交易條件，就其實質亦應屬前述交易條

件之濫用。包裹授權亦為搭售協議的型態之一，即在

整組專利中，被授權人只需要使用其中部分的專利，

而授權人則強迫要求被授權人必需接受整組專利，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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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人不得不接受其原本不需要的授權專利；惟如非

強制要求被授權人購買、接受或使用其不需要的專利

技術，即不當然被認為是搭售，另又在使用該專利權

必須得到多重授權時，此時包裹授權則可能有被認為

具有促進整合之效益。亦即，搭售雖可能產生反競爭

效果，惟有時搭售也會有提昇競爭的效率或具有促進

競爭的效果，而仍需以合理原則加以判斷。 

（二）經查系爭授權合約之專利清單附表 B1 至 B3 列舉之專

利，確與單純可錄式光碟 Pure CD-R 產品之產製無

涉。進行單純可錄式光碟 Pure CD-R 產品製造之被授

權者可能所需之專利，應僅限於專利清單附表 B4Ⅱ、

B5 列舉之專利。惟若依系爭授權合約內容，本案被授

權產品確實包括可錄式光碟（CD-WO，後改稱為 CD-R） 

與可錄式磁碟（CD-MO，即 CD-Magnetic Optical），

其中製造可錄式磁碟所需之專利，則放在專利清單附

表 B1 至 B3 及 B4Ⅰ列舉的專利，二者均被定義為授權

產品，並得分開授權。另再依據系爭授權合約及規格

書內容，被授權可錄式光碟（CD-R）產品亦有二類，

一類為混合式可錄式光碟（Hybrid Disc） ，一類為

單純可錄式光碟（Pure CD-R）。所謂混合可錄式光

碟係同時符合 CD-A、CD-I、CD-ROM 及 CD-R 等標準規

格之可錄式光碟；而單純可錄式光碟係指符合 CD-R

標準規格之可錄式光碟。本案檢舉人指稱部分專利範

圍與空白可燒錄光碟片之生產無涉，則首應釐清究係

與全部授權產品均屬無涉，抑或僅與「單純可錄式光

碟」之生產無關，惟尚無事證證明檢舉人所提系爭專

利範圍，確均與可錄式光磁碟無涉。職是，檢舉人主

張系爭授權專利清單附表所列部分專利項目，恐非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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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全部製造可錄式光碟有關之必要專利無涉，而係僅

指與所謂單純可錄式光碟之部分無涉。另雖有部分專

利期限屆滿情事，惟如前述，倘於簽訂系爭授權合約

時，已考量該項情況，並基於計算授權實施費用之便

利等因素，不另依個別專利期限分別計算，亦難謂有

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三）查臺北高等行政法院（原審）、最高行政法院（上訴

審、再審）對本會就此部分所為之處分見解及事實認

定並無歧異，併予敘明。 

（四）綜上，本案尚無具體事證證明被處分人等違反公平交

易法第 19 條第 6 款搭售規定。 

七、有關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部分﹕按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除

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

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按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

係該法各條款規定之補充規範，是其在適用上，應先檢視

公平交易法其他條文之規範是否已窮盡系爭行為之不法內

涵，倘系爭行為之不法內涵均已由其他條文所涵蓋殆盡，

則無本條文之適用。本案被處分人等之行為，業依照公平

交易法第 10 條第 2 款及第 4款、第 14 條及第 19 條第 6 款

規定加以檢視，並認有違反第 10 條第 2款及第 4款規定情

事，而系爭行為已由前開規定涵蓋殆盡，自無公平交易法

第 24 條規定之適用餘地。 

八、綜上，被處分人等制定橘皮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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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有關獨占事業禁制行為

之規定；另，被處分人等在授權協議中關於權利金談判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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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專利之詳實內容、範圍

及專利有效期限等重要交易資訊，更於系爭專利技術授權

協議中要求被授權人必須撤回系爭專利無效之舉發，始得

簽署系爭授權合約，顯係憑恃其市場優勢地位，迫使被授

權人接受授權協議，核已屬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4款

規定。經審酌其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

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

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

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

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

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態度等；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之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8   年   10    月    29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