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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擬就數專利權人集合其專利所組成之專利聯盟（patent pool）所生競爭法

爭議，透過比較法之研究，介紹分析美國相關規定及法院實務對於此一議題之看

法，並思考於我國法中應如何加以規範。專利聯盟是否有違反競爭法之處，參諸美

國案例，須於個案中分析其所生成本及效益加以論斷。於分析專利聯盟生之效益及

成本時，可發現其所生效益多歸諸聯盟成員；但所生成本部分卻多為社會承受。故

專利聯盟成員擬主張其專利聯盟之組成有益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益，應設法將其因

交易成本降低所獲之利益部份回饋社會大眾，方能合理化其組成專利聯盟之正當

性。文中並提出對現行法制之建議，以供參考。 

 

關鍵詞：專利聯盟、包裹授權、競爭法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法學博士，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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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專利制度是否會延緩創新發明之商業化或阻礙科技產品於市場上之普及和流通

一直是個具有爭議之問題。科學研究方法乃透過假設之建立和實驗之累積以發展出

新科技。而所謂實驗之累積通常是建立於前人之研究成果上，正如牛頓所述，每一

個科學家都是站在巨人之肩膀上以達到更高之成就。然而此種須站在巨人肩膀上方

能完成之科學研發工作，在今日此種強調知識即財富之時代，正面臨嚴苛的挑戰；

若每個巨人都主張其專利權且要求支付權利金才能站上其肩膀時，可能使新科技之

商業化及科技產品之普及化延緩。 

在當今知識經濟之時代，強調須將研發成果轉換成專利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因此愈來愈多公司跟隨美國大型科技公司之腳步，進行「專利探勘」（patent 

mining）之工作。即儘量發掘所取得專利之價值，並積極對可能使用其專利之公司

主張專利權以收取權利金而提高公司之整體收益。為因應此種現象，原本並未擁有

專 利 或 未 積 極 申 請 專 利 之 公 司 也 必 須 積 極 發 展 「 防 衛 性 專 利 」 （ defensive 

patent）。因此，有學者稱此種處處充斥著專利，並以專利保護築起高牆防阻他人進

入巿場或與其競爭之狀態為「專利叢林」（patent thicket）1。此種狀態在現實中所

引發之問題為，單單一項科技產品可能就涉及數十件或上百件專利。此外，對科技

產品之製造商更大的噩夢是，於新的科技產品剛問世時，專利權人並不積極地主張

其專利權；於是製造商便大膽地投入生產並促銷該項產品。一旦該項產品廣為接

受，產生龐大商機時，專利權人立刻祭出專利權之大旗，要求製造商支付龐大的權

利金；否則即透過專利權之行使，使製造商之營運停擺，此亦為台灣科技廠商作為

全球科技產業重要代工廠商揮之不去之噩夢。 

針 對 此 種 「 專 利 叢 林 」 之 狀 態 ， 常 見 專 利 權 人 間 組 成 專 利 聯 盟 （ patent 

pool），將其所擁有之專利集合起來，透過統一窗口進行授權。此種授權方式若能

適當運作將能節省專利權人及被授權人之協商成本；然而，在實際運作上卻常引發

競爭法之爭議。 

                                                      
1 Carl Shapira, Navigating the Patent Thicket: Cross License, Patent Pools, and Standard-Setting, at 2, 

http://haas.berkeley.edu/~shapiro/thick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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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利聯盟（Patent Pool）之定義及發展 

一、定義 

所謂「專利聯盟」（Patent Pool）是指，兩個以上之專利權人協議將其所擁有

之專利權彼此互相授權或共同授權給第三人之安排 2。透過前開協議，除了聯盟中

之成員彼此間通常有交互授權之約定外，通常會由一個單一窗口（可能由聯盟成員

組成之新公司或其中一專利權人為代表）負責整合所有專利權於一授權合約中，以

包裹授權（package license）之方式授權給聯盟成員以外之第三人 3。  

由於「專利聯盟」（Patent Pool）乃先有此一法律事實之存在，基於該項法律

事實引發之爭議所生規範之必要始加以定義並類型化；並非早有明確之法律概念存

在。故本文前開對「專利聯盟」之定義乃取其 基本之構成要素。至於在下文中討

論其所生效益和成本時，則將出現加入其他要素之各種專利聯盟。例如：專利聯盟

中所包含之專利如均屬於必要性專利，較可能被認定為能產生效益之專利聯盟；而

組成專利聯盟之成員若具有水平競爭關係，則可能被認定為有阻礙競爭之效果等。

因此，於討論專利聯盟是否有違反競爭法時，除基本要素外，必須細究其組成內容

之其他各項要素，不宜從形式上因其具有專利聯盟之基本要素，即驟下斷語判定其

違法與否。 

                                                      
2 Jeanne Clark, et al., “Patent Pools: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Access in Biotechnology Patents?”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at 4 (December 2000). 關於「patent pool」之中文翻譯，
雖然只有簡單二個英文字，但因其意涵遠超過其字面意義，故尋求妥切而簡潔之中文翻譯並不容
易。國內之翻譯有：「專利聯合授權」（謝銘洋，智慧財產權之基礎理論，84）；「專利集管」
（黃銘傑 (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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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三家事業技術授權行為之兩次處分案」， 月旦法學 ，87，122）；「共同專利」（張聖怡 
(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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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聯
合授權」（李素華 (2001)，「專利及專門技術授權與公平交易法—研析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
理原則」，智慧財產權，15）及「專利聯盟」（邵宇奇 (1995)，「產業升級之利器—專利地
圖」，電腦與通訊，第三十七期，60）等。基於淺顯易懂及貼切原義（對內互相授權，對外則為
一整體）之考量，本文採用「專利聯盟」乙詞。 

3 Shapira, supra note 1, 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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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於美國之發展 

專利聯盟（patent pool）此一概念於美國之發展， 早可溯至 1856 年縫紉機協

會所組成之縫紉機專利聯盟。嗣於 1917 年，則在官方促成下，由飛機相關專利之

專利權人組成一專利聯盟，幾乎涵括所有於美國製造飛機所需之專利。其組成原因

乃因當時兩家擁有製造飛機關鍵性專利之公司（the Wright Company和the Curtiss 

Company）運用其擁有之關鍵性專利，有效地達到阻止其他飛機製造商製造新飛機

之目的，但此舉卻使正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美國面臨飛機短缺之困境，故由政府

出面促成前開專利聯盟以解決專利爭議。另於 1924 年，美國廣播公司（the 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和American Marconi、GE、AT&T及Westinghouse等公司組

成專利聯盟，制定無線廣播零件規格及電視傳訊規格等 4。 近較受矚目之專利聯

盟則有 1997 年關於影音壓縮傳輸技術之MPEG-2 及 1998 年之DVD規格之專利聯

盟。以下將就不同時期說明美國法律界對於專利聯盟之態度。 

(一) 反托拉斯法實施初期：專利聯盟成為聯合協議行為之避風港 

早期專利聯盟之形式並未受到來自反托拉斯法之挑戰。於 1890 年薛爾曼法通

過後約 20 年，專利聯盟幾乎成為專利權人間聯合協議行為之避風港。契約自由原

則使專利權人得擴張其權利，而當時薛爾曼法幾乎無任何前案可來限制專利權人行

使其權利。在 1902 年之E. Bement & Sons v. National Harrow Co.一案中，美國聯邦

高法院還確認專利法應優先於聯邦反托拉斯法之適用 5。於該案中，專利聯盟之

成員共同設定一統一價格而遭致反托拉斯法之指控，美國聯邦 高法院則認為專利

權人有完全之自由使用其發明 6。 

(二) 中期：對專利聯盟加以限制 

前開認為專利權人有完全之自由得透過專利聯盟互相謀議之階段於 1912 年終

                                                      
4 Jeanne Clark et al., supra note 2. 
5 186 U.S. 70（1902）. 
6 186 U.S. 70, 93（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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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美國聯邦 高法院於Standard Sanitary Manufacturing Co. v. United States一案

中，認為該案之專利聯盟違反反托拉斯法而命其解散 7。另於 1945 年之Hartford-

Empire Co.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由占美國玻璃製造市場 94%之玻璃製造業者組成

之專利聯盟，其允許其成員將玻璃價格維持在不合理的高價。美國聯邦 高法院認

為該案之專利聯盟違反反托拉斯法而命其解散 8。 

在 1960 年代後期以前，美國司法部對於專利授權採取較為敵對之態度，認為

取得專利權本身即擁有市場力量，且對於授權合約中之限制條款未考慮其可能具有

經濟效益，動輒認為該限制條款違反反托拉斯法 9。美國司法部並列出 9 項專利合

約中之限制條款，若符合該 9 項情形即為當然違法（the “Nine No-Nos”）10。在此種

氛圍下，為避免被司法部認定落入前開 9 項禁止行為中，專利權人合作成立專利聯

盟之情形大為減少 11。 

(三) 近期：專利聯盟之重獲重視 

近年來隨著專利權日趨受到重視，美國大型企業紛紛將專利權權利金之收取列

為公司重要營業收入，美國聯邦反托拉斯主管機構也重新考量其對於專利聯盟之態

度 。 美 國 司 法 部 （ Department of Justice ） 和 聯 邦 貿 易 委 員 會 （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於 1995 年頒佈關於智慧財產權授權之反托拉斯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其中就有關於專利聯盟（Patent 

                                                      
7 226 U.S. 20 (1912). 
8 323 U.S. 386 (1945).  
9 Steven C. Carlson, Patent Pools and the Antitrust Dilemma, 16 Yale J. on Reg. 359, at 376 (Summer 

1999). 
10 9 種被認定為當然違反反托拉斯之專利合約之限制條款（the “Nine No-Nos）： 
 (1)要求被授權人向授權人購買無專利之物。 
 (2)要求被授權人將簽訂授權契約後取得之專利權移轉給授權人。 
 (3)企圖於專利產品轉售市場限制專利產品之購買者。 
 (4)限制被授權人於專利權範圍外之產品和服務之交易自由。 
 (5)與被授權人達成協議，未經被授權人同意，授權人不將該專利授權他人。 
 (6)要求被授權人同意包裹授權。 
 (7)被授權人所支付之權利金與被授權人銷售專利產品之數量間無合理之關聯。 
 (8)企圖限制方法專利之被授權人使用該方法所生產產品之銷售。 
 (9)要求被授權人銷售專利品時須固守特定價格或 低價格。 
11 Robert P. Merges, Contracting into Liability Rul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Collective 

Rights Organizations, 84 Cal. L. Rev. 1293, at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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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l）之規範 12。  

此外，美國司法部自 1997 年起，也針對 MPEG-2 及 DVD 等專利聯盟之合法性

加以討論。此階段專利聯盟雖重獲重視，然不同於早期完全豁免於反托拉斯法之規

範及中期較為敵對之態度，現階段美國司法部所重視之問題乃針對專利聯盟之有利

及不利於競爭之效果加以衡量，以判斷其合法性。 

參、美國對專利聯盟（Patent Pool）之規範 

一、1995 年關於智慧財產權授權之反托拉斯準則 

美 國 司 法 部 （ Department of Justice ） 和 聯 邦 貿 易 委 員 會 （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於 1995 年頒佈關於智慧財產權授權之反托拉斯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其中對專利聯盟（Patent 

Pool）規範如下。 

前開準則認為專利聯盟於下列情形下有促進競爭之效果 13： 

(一) 整合互補性專利； 

(二) 解決封鎖性專利之問題（clear blocking position）； 

(三) 降低交易成本； 

(四) 避免費用昂貴之專利侵權訴訟；及 

(五) 促進技術之使用。 

另一方面，前開準則認為專利聯盟於下列情形下有限制競爭之效果 14： 

(一) 專利聯盟通常不須開放給所有想要加入者。然而，若共同擁有市場力量之聯盟

成員排除他人參與該聯盟，於某些情形下可能有妨礙競爭之效果。例如：專利

聯盟之成員於相關市場共同擁有市場力量，且排除其他業者，使其他業者無法

於專利品相關市場有效競爭。於此種情形下，主管機關將審查專利聯盟對參與

者之限制是否與促進該項科技之有效發展及使用有合理關聯性，並審查該限制

                                                      
12 IP Guidelines, § 5.5. 
13 Id. 
1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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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相關市場之效果。 

(二) 專利聯盟另一種可能發生之反競爭效果為，該項協議可能阻礙其成員從事進一

步研究發展。例如，聯盟人員間若約定彼此間應以 低代價將現存或將來取得

之技術授權給對方，因成員間可以搭便車之方式享用他人研發成果，故可能降

低各成員進一步研發之誘因。 

二、實務見解 

除前開準則外，美國司法部於相關案件中，也曾表達其對於專利聯盟之見解。

以下將就各案例加以說明。 

(一) MPEG-2案 

自 1977 年起，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the Antitrust Division）即採行一項程

序；當企業對於某些商業行為是否違反反托拉斯法有所疑慮時，得主動向反托拉斯

署提出說明並請求審查 15。 

於 1997 年，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和 8 家公司（Fujitsu Limited，General Instrument 

Corp.，Lucent Technologies，Matsushita Electric Industrial Co.，Mitsubishi Electric 

Corp.，Philips Electronics N.V.，Scientific Atlanta 和Sony Corporation）共同組成專

利聯盟（以下稱「MPEG-2 專利聯盟」），由新組成之公司MPEG LA, L.L.C.負責將

前開 9 個單位擁有關於遵循MPEG-2 規格之必要專利共 27 項整合成一份專利清單

（patent portfolio）；並包裹於一個授權合約加以授權，再分配所收取之權利金。

MPEG-2 規格乃是將影音資料加以壓縮以節省資料儲存及傳輸空間之標準，其儲存

及傳輸之媒介包括電纜線、衛星、廣播電視、DVD和電子通訊等 16。 

前開 MPEG-2 專利聯盟向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提出申請，請其就此一商業行

為加以審查是否違反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署於審查後，於 1997 年 6 月 26 日公布

之回覆信函中，除前開 1995 年準則對專利聯盟之規範外，增加數項判斷標準： 

                                                      
15 28 C.F.R. § 50.6 (“Antitrust Division Business Review Procedure”) 
16 Letter from Joel I. Klein, Acting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Antitrus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Garrard R. Beeney, Esq.,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busreview/1170.htm 
(June 26,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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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利聯盟中所納入之專利，必須是有效且未過期之專利； 

2. 專利聯盟中不得包含競爭性技術且就該等技術設定為單一價格； 

3. 必須有獨立專家，判斷專利聯盟中之專利是否為實施該項技術所必要； 

4. 該專利聯盟必須對於下游產品市場之競爭，無不利之影響； 

5. 專利聯盟之成員，不得於聯盟範圍外之產品或服務之價格有所勾結，如下游產

品市場 17。 

(二) Philips-DVD案 

Philips、Sony和Pioneer  3 家公司公司組成專利聯盟，將 3 家公司擁有關於製

造符合DVD-ROM和DVD-Video規格（formats）之DVD光碟片和放影機之必要專利

加以整合，由Philips代表將前開專利以包裹授權之方式授權給被授權人（以下稱

「Philips-DVD專利聯盟」）。此一專利聯盟包含兩組授權合約：一組為Sony和

Pioneer分別將其擁有之專利授權給Philips之合約；另一組為Philips整合 3 家公司專

利授權給DVD光碟片和放影機之製造商之授權合約。此一專利聯盟一開始涵括 3 家

公司所擁有其認為關於製造DVD光碟片所必要之 95 個專利和DVD放影機所必要之

115 個專利。然而，該 3 家公司將聘請獨立專家18判斷前開專利之必要性，一旦該

專家否定前開專利之必要性，Philips將會把該件專利自授權專利清單中剔除。專利

授權金就DVD光碟片為每片 0.05 美元，就DVD放影機為淨銷售價格 3.5%，但不低

於每台 7 美元，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起降為不低於每台 5 美元 19。 

前開Philips-DVD專利聯盟向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提出申請，請其就此一商業

行為加以審查是否違反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署於審查後，於 1998 年 12 月 16 日

公布之回覆信函中，除前開 1995 年準則所列之判斷標準外，增列數項判斷標準
20： 

                                                      
17

 Id. 
18 Philips、Sony及Pioneer保證該專家雖由該 3 家公司所聘請，但該 3 家公司於聘請專家之合約

中將載明，其所可獲得之報酬及將來為該 3 家公司聘請之機會，完全不受該專家對於必要性與否
之意見之影響。基於該 3 家公司之保證，反托拉斯署暫時不質疑該專家之獨立性及所有專利均具
有必要性之前提。Id. 

19 Letter from Joel I. Klein,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Antitrus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Garrard R. Beeney, Esq. (December 16, 1998)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busreview/2121.htm> 

2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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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利聯盟中之專利必須是有效且未過期之專利。 

2. 專利聯盟中之專利必須是互補性專利（complementary patents）。專利聯盟中若

包含具有競爭性之替代性專利（substitute patents），則該專利聯盟可能成為控

制價格之機制； 後造成提高使用該專利之產品及服務之價格。相反地，若專

利聯盟所包含的只有互補性專利，則有將分別對 3 家公司之 3 次專利授權該判

簡化為一次談判，而有降低交易成本之利於競爭之效果。 

3. 必須有獨立專家，判斷專利聯盟中之專利是否為實施該項技術所必要 21； 

4. 本案反托拉斯署認定授權合約對於使用被授權技術之市場並無反競爭之效果乃

基於： 

(1) 本案專利聯盟所收取之權利金相對於總生產成本而言相當小，因此不至於造

成 DVD 光碟片或放影機之銷售者間之勾結共謀； 

(2) 因 Philips 必須以無歧視之條件授權給所有希望取得授權之人，故本專利聯

盟應可提高而非阻礙被授權人取得必要專利。 

(3) Philips 依授權合約得透過獨立會計師查核被授權人，應不得使 Philips 有機

會取得被授權人所擁有具競爭上敏感性之資訊，例如關於製造成本之數據。  

(三) Toshiba-DVD案 

Hitachi、Matsushita、Mitsubishi、Time Warner、Toshiba和Victor Company of 

Japan等公司組成專利聯盟，將各公司擁有關於製造符合DVD-ROM和DVD-Video規

格（formats）之DVD光碟片、放影機及解碼機（decoder）等產品（以下稱「DVD

相關產品」）之必要專利加以整合；由Toshiba代表將前開專利以包裹授權之方式授

權給被授權人（以下稱「Toshiba-DVD專利聯盟」）。此一專利聯盟乃由成員簽署

備忘錄，包含四份文件：一為Toshiba取得各公司之授權得將各公司之專利授權給其

他被授權人之合約；二為Toshiba得將各公司之專利再授權給其他被授權人之授權合

約；三為成員間關於聘請專家評估各專利是否納入專利聯盟之約定；四為成員間應

如何分配權利金之約定。此一專利聯盟一開始涵括各公司所擁有其認為關於製造

                                                      
21 Philips-DVD專利聯盟於提出審查之申請時尚未由獨立專家出具證明，僅表示將聘請專家進行

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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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相關產品所必要之專利。該公司將聘請獨立專家判斷前開專利之必要性，一旦

專家否定某項專利之必要性，Toshiba將會把該件專利自授權專利清單中惕除。關於

專利授權金部分，就DVD光碟片為每片 0.075 美元，就DVD放影機和解碼器

（decoder）為淨銷售價格 4%， 低不低於每台 4 美元。即使有其他新成員加入此

一專利聯盟，前開權利金仍維持不變，除非不提高權利金將對此一授權計畫之維持

形成重大之問題 22。 

前開Toshiba-DVD專利聯盟向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提出申請，請其就此一商

業行為加以審查是否違反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署於審查後，於 1999 年 6 月 10 日

公布之回覆信函中，除前開 1995 年準則之規定外，增加數項判斷標準 23： 

1. 專利聯盟中之專利，必須是有效且未過期之專利。 

2. 專利聯盟中之專利必須是互補性專利（complementary patents）。專利聯盟中若

包含具有競爭性之替代性專利（substitute patents），則該專利聯盟可能成為控

制價格之機制， 後造成提高使用該專利之產品及服務之價格。相反地，若專

利聯盟所包含的只有互補性專利，將產生把與 6 個授權人之 6 次專利授權該判

簡化為一次之降低交易成本之利於競爭之效果。此外，此一專利聯盟均包含必

要專利；故透過專利聯盟之方式，可避免其中一授權人之專利受其他 5 個授權

人之專利阻礙（block），如此可提昇專利權之價值。 

3. 必須有獨立專家判斷專利聯盟中之專利是否為實施該項技術所必要。基於以下

各點，反托拉斯署認為本案專利聯盟成員所提供擬聘專家之文件（以下稱「專

家合約」）顯示所聘專家應能獨立判斷何者為必要專利： 

(1) 前開專家合約明白規定專家審查規則，並規定專家對於必要性之判斷必須是

「具決定性且不得再爭執」。 

(2) 專利聯盟成員得解聘前開專家之理由（包括瀆職及不履行義務），應使專家

之審查工作能不受不當壓力之影響。 

(3) 專家之報酬乃取決於其所花費之時間，與其對於系爭專利必要性與否之判斷

結果無關。 

                                                      
22 Letter from Joel I. Klein,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Antitrust Division,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Carey R. Ramos, Esq.（June 10, 1999）<http://www.usdoj.gov/atr/public/busreview/2485.htm> 
2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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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 Toshiba 將依各專利聯盟成員所擁有之必要專利之數量分配權利金，故各

成員具有相當誘因確保前開專家關於必要性判斷之正確性。 

5. 基於以下理由，本案反托拉斯署認定本件專利授權之方式對於使用被授權技術

之市場並無反競爭之效果： 

(1) 本案專利聯盟所收取之權利金相對於總生產成本而言相當小，因此不至於造

成 DVD 產品之銷售者間之勾結共謀； 

(2) 因 Toshiba 必須以無歧視之條件授權給所有希望取得授權之人，故本專利聯

盟應可促進而非阻礙被授權人取得必要專利。 

(3) Toshiba 得接觸被授權人之資訊，無論是 Toshiba 之授權人員所直接取得或

獨立會計師查核被授權人之帳冊所取得，均無法使 Toshiba 有機會接觸被授

權人所擁有具競爭上敏感性之資訊，例如關於製造成本之數據。  

肆、專利聯盟所生之效益 

如前所述，目前美國對專利聯盟之態度並非如前一階段之全盤否定，而是須考

慮其成本和效益後方決定其是否違反競爭法。因此關於其成本和效益之分析更形重

要。專利聯盟所生效益為何，以下將介紹數項學者所主張專利聯盟可能產生之效

益。 

一、解決封鎖性專利（blocking patent）所生問題 

所謂封鎖性專利（blocking patent）是指，某些專利的部分專利範圍（patent 

claims）與其他專利重疊，造成後者之實施必定會落入前者之專利範圍中，則前者

具有封鎖後者之效果，即為「封鎖性專利」。在此種情形下，只要「封鎖性專利」

之專利權人拒絕授權給後者之專利權人，後者專利權人將無法於不侵害他人專利之

情況下實施其專利權 24。 

透過將基礎性或具有封鎖性之專利納入同一專利聯盟之方式，可使被授權人只

                                                      
24 Carlson, supra note 9, at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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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向一個特定對象交涉，即可獲取所有實施某項技術所須之所有必要專利，而不會

因欠缺某項專利而被封鎖無法實施新技術。因此，專利聯盟將有助於新科技之實施

與發展。以生物科技為例，就核酸（nucleic acid）給予專利可能構成封鎖性專利，

透過專利聯盟之方式可解決此一問題；此外，因專利聯盟中之成員可自其他成員之

研發成果獲益，故各成員可專注於各自所專長之核心研究，可增進研發之速度 25。 

於International Manufacturing Co. v. Landon, Inc.一案中，兩家擁有與清潔游泳池

技術有關專利之公司合組成一個專利聯盟，對外進行專利授權，被授權人主張此專

利聯盟及包裹授權之安排，乃不合理地限制商業活動違反薛爾曼法。美國法院於判

決中則表示，由擁有封鎖性專利（blocking patent）之專利權人組成之專利聯盟基本

上無害於競爭，反而能使某項發明易於為公眾使用 26。  

二、交易成本之降低 

由於專利聯盟乃將兩個以上專利權人所擁有之數個專利包裹在一個專利授權合

約中，使對於特定技術有興趣之人，可透過一個授權合約獲取某項核心技術之所有

必要性專利，而不須分別與數個專利權人進行數次協商談判；故可降低交易成本 27。 

國內經濟學者亦曾透過經濟模型之分析，認為專利聯盟若包含封鎖性專利

（blocking patent），此種授權安排將會較專利權人各自單獨授權產生更高之福利水

準 28。 

三、專利聯盟成員風險之分散 

透過專利聯盟之方式，不論聯盟成員所擁有之專利權之經濟價值為何，均可透

過權利金之分配，增加其成員回收其研發費用之可能性。因此，除了前開MPEG-2

及DVD等電子產品有專利聯盟產生，在生物科技此種研發成本與風險均相當高的研

                                                      
25 Clark et al., supra note 2, at 8. 
26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ing Co. v. Landon, Inc., 336 F. 2d 723, 142 USPQ 421 (9th Cir.1964). 
27 Clark et al., supra note 62, at 9. 
28 施俊吉 (2001)，Patent Pool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發表於「專利、技術移轉與

反托拉斯國際研討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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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領域，也有採用專利聯盟之建議 29。 

然而，此項效益主要是對聯盟成員而言，對於被授權人及社會整體而言是否有

效益，仍須進一步衡量該項專利聯盟對於競爭之負面效應是否低於正面效應。 

四、交換技術資訊目的之達成 

透過專利聯盟之方式，可提供一項機制使聯盟成員就相關技術之資訊互相交

流。在未組成專利聯盟之一般情形下，各公司均對於其研發成果竭盡所能加以保

護，避免該項成果洩露出去而嘉惠其競爭者。然而，透過專利聯盟之方式，將使成

員願意就相關技術資訊互相交流，也可避免重複研發造成之浪費 30。 

五、專利權人互控機會降低 

擁有競爭性或封鎖性專利之專利權人，常互控對方之產品或生產過程侵害其專

利，而 後解決方式有可能雙方組成專利聯盟，共同對外授權 31。如前述 1917 年

Wright Company和Curtiss Company兩家公司所組成有關製造飛機專利之專利聯盟，

以及後文所述之雷射眼部手術專利聯盟。 

於 網 際 網 路 環 境 中 有 一 個 著 名 之 案 例 ， 即 有 關 於 公 鑰 加 密 （ public key 

encryption）技術 32。此項技術 早為史丹福大學取得 3 項專利，該等專利範圍十分

廣泛地涵括公鑰相關之基礎技術；Cylink Corporation（“Cylink”）取得其獨家授權。

其後MIT之一組研究人員則發展出實施公鑰技術之專利，RSA Data Security, Inc.

（”RSA”）則取得該等專利之獨家授權。RSA之專利後來成功地商業化並成為業界

規格。其後二者互控對方技術之實施侵害其專利權。為解決此項爭議，於 1990 年 4

月，兩家公司共組一家Public Key Partner（“PKP”），共同推廣網路交易安全標準之

                                                      
29 Clark et al., supra note 2, at 9. 
30 Carlson, supra note 9, at 383. 
31 Boston Scientific Corp. v. Schneider (Europe) AG, 983 F. Supp. 245 (D. Ma. 1997).  
32 於今日，透過網路交易之情形日益頻繁。於電子商務中，十分重要之程序為驗證使用者之身

分，此項驗證通常是透過電子簽章及公鑰加密（public key encryption）技術。使用者通常將其擬
透過網路傳遞之簽章或訊息以「私鑰」（private key）加密，而接受訊息者則藉由使用者原先設定
之公鑰（public key）解密（decrypt）以達確認身分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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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並共同將前開Stanford及MIT之專利授權給第三人使用 33。 

此種專利聯盟雖可解決競爭性或重疊性專利之專利權人間之互控，使專利訴訟

儘早落幕，競爭性或重疊性專利而降低雙方之訴訟成本；但同時也可能發生後述第

四項第參目所述排除水平競爭之效果，故須審慎評估其對於競爭所生之正負面效

果。 

伍、專利聯盟所造成之社會成本 

雖然專利聯盟有前述效益存在，然有些專利聯盟成立之目的，若是對於其成員

課以交易上之限制，仍可能有阻礙競爭之效果，並損害被授權人及消費大眾之利

益。 

一、將封鎖性專利（blocking patent）納入專利聯盟所生反競 
爭之效果 

雖然有許多學者倡議，專利聯盟可解決封鎖性專利（blocking patent）所生因無

授權而無法實施某些專利之問題，然而仍有學者認為將封鎖性專利納入專利聯盟中

可能產生反競爭效果。其立論基礎為，將封鎖性專利納入專利聯盟中可能產生促進

競爭效果之前提，為封鎖性專利於法律上和事實上均具有封鎖（使他人無法使用其

專利權）之效果。然而，就現實狀況而言，或因專利權人未提出侵權訴訟，或因專

利訴訟仍在進行中；許多公司事實上並不因其產品使用他人專利而停止生產或販

賣。因此，有些封鎖性專利於法律上雖具有封鎖之效果，但事實上卻與其他專利處

於競爭之地位。此時若成立專利聯盟將使處於競爭地位之專利權人能共同運用其

獨占性之市場力量設定授權金之額度，則可能產生不利於競爭之效果。因此，該

學者主張反托拉斯主管機關不應就包含封鎖性專利之專利聯盟，即認定其為當然合

法 34。 

                                                      
33 Barry N. Young, Privacy and Patents On the Internet, Winter 1996, Gary Cary Ware & Freidenrich, 

LLP. 
34 Carlson, supra note 9, at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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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由前開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於MPEG-2、Philips-DVD及Toshiba-DVD

等案之見解，專利聯盟被認定為有利於競爭，其中一項重要判斷標準為，專利聯盟

中不得包含具有競爭性之替代性專利（competing patent或substitute patent）。所謂競

爭性專利（competing patent）是指用於在市場上互相競爭產品或製程之專利 35。然

而，封鎖性專利（blocking patent）與競爭性專利（competing patent）間之區別本非

明顯可分。有學者認為，就同一組專利而言，可能因所強調之專利範圍不同而導致

不同結論 36。此外，並非所有專利之專利範圍均為有效。某些專利被舉發後，其中

某些專利範圍可能被認定為無效，造成原被認定為封鎖性專利（blocking patent）者

可能於舉發程序後被認定為競爭性專利（competing patent）。 

因此，於專利聯盟組成之前，由獨立專家出具意見以判斷專利聯盟所包含之專

利究竟是封鎖性專利（blocking patent）或競爭性專利（competing patent）即有其必

要性。此外，原被認定為包含封鎖性專利（blocking patent）而有利於競爭之專利聯

盟，其所包含之專利，事後若經舉發造成某些專利範圍被認定為無效而包含競爭性

專利，該項專利聯盟可能被認定為不利於競爭。 

二、無效專利庇護所之提供 

專利聯盟另一項有礙於競爭之處為，其提供無效專利一個庇護所，使其免於被

舉發。當專利權人擔心其專利可能經由舉發或訴訟程序被認定為無效而加以撤銷

時，通常希望透過和解程序加以解決。而和解方案可能是採雙方共同組成專利聯盟

或交互授權之方式。因相較於一般社會大眾，和解之一方通常是少數有興趣且有能

力質疑專利有效性者；透過共同組成專利聯盟之方式，將效力有疑問之專利納入其

中，將使原本對專利有效性有所爭執之一方，喪失質疑專利有效性並進而提出舉發

之誘因。另一方面，被授權人因被納入專利聯盟後，可能考慮到高額之訴訟成本及

與授權人間長期之授權關係，也不願對有疑問之專利提出舉發。因此，專利聯盟很

                                                      
35 Gilbert Goller, Competing, Complementary and Blocking Patent: Their Role in Determining 

Antitrust Violation in the Area of Cross-Licensing, Patent Pooling and Package Licensing, 50 Journal of 
Patent & Trademark Office Society 723, at 725-26（1968）.   

36 Id., at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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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包含無效或無法實施之專利，而強迫被授權人需全盤接受 37。在此種情形下，

不只不利於被授權人，對社會整體也不利，因對於無效而本應由公眾自由使用之技

術，擬使用者卻仍須支付權利金方能使用。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曾於 1998 年質疑一關於雷射眼部手術專利聯盟掩

護無效專利之案件。該聯盟成員Summit Technology, Inc. 和VISX, Inc.各自擁有與眼

部雷射手術相關專利；就其專利內容觀之，雙方原本很可能互控專利侵權，但卻於

1992 年共同成立一專利聯盟。於組成此聯盟前，VISX, Inc.曾被控其取得專利過程

中涉及對美國專利商標局（PTO）為不實陳述，故其擁有之專利若被舉發可能無

效。 後，FTC認為此一專利聯盟乃為掩護無效專利而命其解散 38。 

三、對水平競爭之排除 

美國早期法院曾於數個案件中將水平競爭者透過組成專利聯盟之方式控制產品

價格之行為認定為違反薛爾曼法。於United States v. New Wrinkle一案中，有兩家公

司各自擁有與布料之皺褶加工（wrinkled finished）相關專利，其合組一家公司並將

其各自擁有之專利移轉給該合資公司換取該合資公司之股票，並由該合資公司對外

進行授權。該兩家公司本身同時也是布料製造商，其不斷地遊說其他製造商也取得

授權。 後有超過兩百家布料製造商同意簽署授權合約，該合約之授權條款要求被

授權人遵守合資公司所訂之價格。美國 高法院於判決中表示，專利聯盟若被用來

作為專利權人和其被授權人維持產品價格之工具時，顯然違反薛爾曼法 39。 

此外，專利聯盟若由水平競爭者所組成，透過協議方式互相約束對方之交易活

動，將有害於市場之競爭。特別當聯盟成員所擁有之專利是用於具競爭性之生產方

法或產品時，此種不利於競爭之情形更為明顯。此種專利聯盟將使具水平競爭關係

之專利權人得壟斷市場，共同決定權利金數額 40。 

以前述關於雷射眼部手術之專利聯盟為例，該聯盟成員Summit Technology, Inc.

和VISX, Inc.乃市場上僅有之兩家經主管機關核可，可實施其獲取專利之技術之公

                                                      
37 Carlson, supra note 9, at 388. 
38 In re Summit Tech., Inc., FTC Docket No. 9286, 1998. 
39 United States v. New Wrinkle, Inc., 342 U.S. 371（1952）. 
40 Carlson, supra note 9, at 389. 



 專利聯盟所生競爭法上爭議 17 

司。此兩家水平競爭公司卻透過專利聯盟之方式寡占該市場；而要求眼科醫師於實

施該項眼部雷射手術時，須支付一高額之權利金 41。 

四、包裹授權（Package License） 

(一) 美國司法部之見解 

專利聯盟通常均採取包裹授權之方式，因此也必須面對包裹授權所引發之問

題。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DOJ）和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之基本見

解為，被包裹授權之專利須符合下列情形方無反競爭之效果：(一)均為封鎖性專利

（blocking patent） 42 ； (二 )均為被授權人實施某項技術所必須之必要性專利

（essential patent）43；(三)所有專利均為有效且可實施者（valid and enforceable）。44

然而，前開見解在實際案例中可能面臨許多挑戰。就第一點而言，多數專利聯

盟中所有專利可能被一項或數項專利封鎖，而非所有專利均被其他專利封鎖。就第

二點而言，不同被授權人之狀況及技術水準可能不同，不見得所有被授權人於實施

某項技術均必須使用包裹授權中所有專利；故仍可能有被授權人被迫取得多餘之專

利。就第三點而言，如前所述，專利聯盟事實上很容易成為無效專利之庇護所，透

過包裹授權之方式，被授權人可能也須對無效專利支付權利金 45。 

(二) 實例分析 

以前述MPEG-2 一案為例，因申請人主張其所包裹授權之專利均為實施MPEG-

2 核心技術之必要專利之前提下，DOJ初步同意該項包裹授權。然而，該項包裹授

權所包含專利之範圍事實上相當不確定。當該項專利聯盟初組成時包含 27 項專

利，不到兩年時間即擴充至 46 件美國專利及上百件外國專利。就新增專利而言，

是否全部為封鎖性專利（blocking patent）或互補性專利，即有很大的疑問 46。 

                                                      
41 In re Summit Tech., Inc., supra note 38. 
42 IP Guidelines, § 5.5, Example 10. 
43 請參見前述關於MPEG-2 及DVD專利聯盟中DOJ之意見。 
44 同前註。 
45 Carlson, supra note 9, at 390-391. 
4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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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MPEG-2 專利聯盟之授權代表於決定何項專利列入該專利聯盟時只考

慮其必要性，並未考慮其有效性；因此該項專利聯盟仍可能成為無效專利之庇護

所 47。 

(三) 對授權金數額之控制 

有些學者認為包裹授權是一種有效率之訂價方式；特別是針對某些價值具有不

確定性且當事人欠缺關於產品品質足夠資訊時，透過包裹授權設定一平均價格，將

可解決訂價之困擾。例如影片銷售市場，為避免耗費許多資源對於各部影片分別訂

價，常就整批影片包裹銷售訂一平均價格 48。專利也有前述價值不易確定且當事人

欠缺判斷其價值足夠資訊之特性。因此有主張包裹授權可解決此訂價之困擾。 

然而，包裹授權 大問題在於，如果該項包裹授權包含之專利乃符合某項規格

所必要之專利時（如前開MPEG-2 之例），被授權人通常毫無選擇只能全盤接受該

項包裹授權。必要性專利之存在常會使專利聯盟取得一定市場力量，若該擁有市場

力量之專利聯盟將被授權人所不需要之專利包括在包裹授權中，則有可能被認為違

反薛爾曼法第一條 49。因此，專利聯盟所包裹授權之專利必須真正為封鎖性專利且

為被授權人所必要者，否則此項包裹授權將構成專利權之濫用 50。 

五、建立規格之專利聯盟所生不利競爭之效果 

專利聯盟之成立若與建立技術規格有關時， 容易引發競爭法上之爭議。就實

務而言，某項技術若受到專利權之保護，即使其為較先進之技術，制定技術規格之

組織通常會將之排除，而寧願採取雖較落後但不受專利權保護之技術。 

然專利聯盟之成立將使其成員得於某項技術享有獨占性地位，且毋須任何制定

技術規格之組織同意下，發展出事實上之技術規格（de facto standard）。而聯盟成

員事實上也透過結盟之方式推廣其規格。若該項專利聯盟所包含之專利不多，且成

                                                      
47 Id. 
48 Roy W. Kenney & Benjamin Klein, The Economics of Block Booking, 26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 497, at 497, 500 (1983). 
49 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Dist. No. 2 v. Hyde, 466 U.S. 2, 27 (1984). 
50 Carlson, supra note 9, at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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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為小型公司則其影響力不大，其競爭者或可發展出另一種規格與其競爭。然而，

若專利聯盟涵括多數重要專利或其成員為大型跨國企業，影響力無遠弗屆；則發展

與其相競爭規格之可能性將十分微小。 

以前開公鑰加密（public key encryption）技術為例，Cylink與RSA兩家公司放棄

互控後，於 1990 年共組一家Public Key Partner（“PKP”），共同推廣網路交易安全

規格之建立。其間，美國聯邦政府也發展相關協定，但 後卻放棄，故PKP之規格

成為業界事實上規格。於 1992 年，約有三分之二之電腦取得其授權。然而，因兩

家公司對於授權方式迭有爭議，PKP於 1995 年 9 月解散，相關專利又分別回到

Cylink與RSA兩家公司。制定網路相關協定與規格之「網際網路工程工作小組」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ETF），其向來所採之政策為不採用專利權人擬

主張專利權之技術作為規格，故其於 90 年代末期擬建立電子郵件之加密系統時，

雖當時RSA之加密技術已成為業界事實上規格，因其具有封閉性（proprietary 

nature），IETF拒絕將其納入該組織之規格中。雖RSA同意放棄多項專利權，但因

未全部放棄，故IETF仍拒絕採納其技術。嗣Cylink之基礎專利於 1997 年效期屆滿

後，IETF方將該項技術採為電子郵件安全規格。由此例可知，建立規格組織為有效

地推廣其規格，常可透過該組織使專利權人放棄行使專利權或使其專利權之行使受

到限制 51。 

因此，專利聯盟對社會可能造成之成本為，原本若參與建立技術規格之組織，

透過該組織之規範可能須放棄或有限地行使其專利權之專利權人，透過共同組成專

利聯盟之掩護，不但可以發展出事實上之技術規格，且不須放棄或被限制其專利

權；此一情形對於競爭將有不利之影響 52。 

六、專利聯盟於反托拉斯訴訟中取得較有利之地位 

如前所述，美國司法部之見解為，專利聯盟若只包括封鎖性專利（blocking 

patent）或必要性專利（essential patent），原則上即認定其有促進競爭之效果。因

此，檢舉人若欲主張專利聯盟違反反托拉斯法，其面臨第一個挑戰即須證明相關專

                                                      
51 Id., at 394. 
52 Id., at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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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究竟為必要性專利或具有競爭性。然二者之區別經常十分細微非明顯可認定，須

耗費許多資源且不一定能獲取確切之答案 53。此將使檢舉人處於不利地位，而使專

利聯盟成員於反托拉斯訴訟處於有利地位之現象，此對社會整體而言也是一種成

本。 

陸、我國現行規範及法制建議 

一、概說 

相較於美國關於專利聯盟（patent pool）自 20 世紀初期至今已累積許多案例及

論述，我國對於此概念似乎尚處於望文生義之階段。在無明確法規之規範下，patent 

pool依不同學者之認知有「專利集管」、「共同專利」、「聯合授權」及「專利聯

盟」等不同之翻譯 54；對於其應如何於我國公平交易法之規範下適用，常基於對個

案之理解而作出通盤適用之推論。 

本文認為，專利聯盟就定義而言，應為一中性之法律事實之呈現；即兩個以上

之專利權人協議將其所擁有之專利權彼此互相授權或共同授權給第三人之安排。至

於具體個案之專利聯盟是否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處，應就其促進競爭之效果及反競

爭之成本加以考量，方能評斷。在此前提下，單就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曾認定

MPEG-2 及 DVD 等專利聯盟未違反反托拉斯法，即主張專利聯盟應為合法，此種

論述即顯速斷。相反地，本文認為，應細部就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之認定內容，

加以分析歸納合法及違法之要件，並就具體個案中專利聯盟之約定內容加以論斷，

較為完備。 

二、我國現行規範 

(一) 專利聯盟與聯合行為 

關於聯合行為之判定，依公平交易法第七條之規定，可由幾個步驟之要件加以

                                                      
53 Goller, supra note 35, at 726.   
54 請參見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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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一)事業間是否有共同一致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二)是否為水平聯

合；及(三)是否足以影響市場功能 55。因專利聯盟乃數個專利權人整合其專利，對

外共同授權，故其授權行為將受到聯盟成員間協議之限制，符合前開第(一)項要

件。此點通常較無爭議。較易發生爭議者在於前開第(二)項要件及第(三)項要件，此

下將分別說明。 

1. 水平聯合 

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聯合行為乃特別針對水平聯合加以規範。依第七條之規

定，是指同一產銷階段有競爭關係之事業。所謂同一產銷階段，是指同業間，非上

下游產業之關係。而所謂競爭關係，是指企業提供較其他企業有利之業務條件，以

爭取顧客與之成立交易之一種努力 56。  

因專利聯盟之成員乃針對其專利技術加以整合，是否為「同一產銷階段有競爭

關係之事業」，值得進一步探討。專利聯盟通常是由擁有相關產品或相關領域之專

利技術者所組成；且因專利聯盟之成員均為相關專利技術之授權人，就授權人與被

授權人間之上下游關係而言，授權人自屬於同一產銷階段之事業。 

至於專利授權人間之競爭關係如何認定，應由專利技術之特性及專利制度近年

來之變化來觀察。就專利之特性而言，專利保護之要件之一為須具有新穎性，故理

論而言，相同之發明不可能重複取得專利。然而，前文所述，由於知識經濟中不斷

強調專利權之保護對於企業經營之重要性，故有大量專利申請案產生；且專利權人

無不儘量擴張其專利申請之範圍，以尋求 大保護；而競爭對手間，為免生產受到

他公司專利權之阻礙，申請迴避專利（patent around）之情形也十分常見。在此情

形下，專利範圍中可能有些部份十分近似或重複。 

此外，在專利數目大量增加之情形下，專利聯盟成員透過集結其專利，增加專

利之數目，可擴大其相對於被授權人之優勢地位，甚至透過跨國性之組合，超越專

利權之屬地性，使權利金之收取可延伸至無專利權保護之國家。例如 A 公司僅於我

國及美國有專利，B 公司僅於日本及歐洲有專利，我國廠商所生產之產品只須就銷

往日本及歐洲部分支付權利金給 B 公司即可。然 A 公司與 B 公司若組成專利聯
                                                      

55 請參見莊春發 (2001)，論「足以影響市場功能」的聯合行為，月旦法學雜誌，第六十九期，
47。 

56 請參見廖義男 (1995)，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立法，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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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則我國廠商於台灣生產之產品全部須支付權利金給該專利聯盟，則 B 公司就權

利金之收取可延伸至無專利權保護之我國。故在此情形下，似無須要求聯盟成員擁

有替代性專利才構成水平聯合，只須擁有同一技術領域或同一產品相關專利者即屬

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 

公平交易委員會似乎也是採取同一見解。在飛利浦等三家公司關於CD-R之專利

授權案件之處分中，雖然依工研院光電所之意見，飛利浦公司和日本新力公司有兩

件美國專利及其相對應之中華民國專利具有相同之系統目的功能，二者為相替代之

技術，故二者為相競爭之事業已無庸置疑 57。然公平會同時也強調，「被處分人等

於系爭CD-R光碟片技術市場上，係屬同一產銷階段之事業，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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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換言之，無須要求聯盟成員擁有替代性專利，才構成水平

聯合，只須擁有同一技術領域或同一產品相關專利者，即屬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

合。 

2. 足以影響市場功能 

相較於研發聯盟著重於聯盟內部之研究開發，專利聯盟則著重於對外專利權之

行使，故對市場競爭產生影響之可能性較大。 

公平交易委員會關於聯合行為中對「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判斷標準略有以下

數種：(一)以參與聯合行為事業的市場占有率為標準；(二)以參與之事業體數目為標

準；及(三)以下游事業反應作為標準  59。故專利聯盟成員若享有一定之市場占有

率，或被授權人欲進入某一市場或生產某項產品須取得該專利聯盟之授權，則可能

被認為「足以影響市場功能」。 

(二) 明確規範之欠缺 

美國為案例法之國家，藉由案例之累積可獲取法規範之依據。然我國為成文法

                                                      
57 公平交易委員會 91 年 4 月 25 日公處字第 091069 號處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十

一卷第五期，134 以下），理由二（五）1。 
58 同前註，理由二（三）。  
59 請參見莊春發 (1991)，論「足以影響市場功能」的聯合行為，月旦法學雜誌，第六十九期，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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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國家，須透過法律或行政規則之制定以達法律明確性之要求。因此，就專利聯盟

此種易生爭議之專利授權態樣，公平會雖於民國 91 年 1 月公布「審理技術授權協

議案件處理原則」，卻未對於專利聯盟此種重要之授權型態特別加以規範。固然於

個案之適用上，不同專利聯盟之類型可因其對應於不同之法律構成要件以公平交易

法加以規範，或符合「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理原則」之某些類型加以規範，然

此無法對於專利聯盟此種特殊而重要之專利授權類型達到整體考量之效果，且無助

於相關爭議之釐清。 

三、日本規範之參考 

除前述美國對於相關案件及 1995 年反托拉斯準則等對於專利聯盟有詳細之規

範外，與我國同為大陸法系之日本，雖然其相對於我國屬於技術較為先進之技術輸

出國，然其對於專利聯盟反而有明確之規定。 

日本「獨占禁止法上關於專利及專門技術授權契約之適用準則」第三部分二條

及第三條對於專利聯盟於何種情形下具有促進及阻礙競爭之效果均加以規定 60。 

其首先對專利聯盟加以定義，指數專利權人將其擁有之專利授權給一特定主

體，由其再授權給聯盟之成員或其他第三人。其有利於競爭之處在於能增加專利之

使用並促進成員間技術之交流 61。 

然而，若專利聯盟之成員彼此同意接受共同限制，包括：對於專利品之銷售價

格、產量、銷售據點或銷售區域等互相限制；或對於研發領域或授權對象互相限制

等，均將違反日本之「獨占禁止法」（Antimonopoly）62。 

就專利聯盟與獨占之關係，一般而言，除非第三人無法以合理之條件取得授

權，否則專利聯盟不會被認定為違反獨占相關規定。然而，於某些情形，若於特定

市場中相競爭之專利權人共同組成一專利聯盟，協議將其擁有與現存或將來改良技

術有關之專利權均納入其共同組成之專利聯盟中，使被授權人若無法取得該專利聯

                                                      
60 該 項 準 則 之 規 定 內 容 請 參 見 日 本 政 府 網 站 資 料 ： http://www.jftc.go.jp/e-page/guideli/ 

patent99.htm.
61 Part 3, Article 2 (2) c of Guidelines for Patent and Know-how Licensing Agreements. http://www. 

jftc.go.jp/e-page/guideli/patent99.htm.
6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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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之授權，將無法進入特定市場時，該專利聯盟若無正當理由拒絕授權、或採取某

些措施阻礙第三人進入市場、若增加現存公司營運之困難時，可能違反「獨占禁止

法」（Antimonopoly）中關於獨占行為之規定 63。 

四、制定「審議專利聯盟合法性處理原則」之建議 

本文認為，為避免前開未明確規範所引發之爭議及不確定性，較理想之方式應

是由公平交易委員會就其審議專利聯盟之合法性制定一處理原則，於該原則中釐清

專利聯盟之概念，及其與建立規格及包裹授權間之關係，並詳述於何種情況下有促

進或阻礙競爭之效果。 

本文建議此一處理原則可包括以下條文： 

(一) 專利聯盟之定義：所謂「專利聯盟」（Patent Pool）是指，兩個以上之專利權

人協議將其所擁有之專利權彼此互相授權或共同授權給第三人之安排。 

(二) 專利聯盟之法律關係：專利聯盟通常包括二組合約：一為成員間彼此簽訂之合

約，通常會約定：(1)成立對外授權之單一窗口（可能由聯盟成員組成之新公司

或其中一專利權人為代表）、(2)授權該窗口負責整合所有專利權於一授權合約

中，以包裹授權（package license）之方式授權給聯盟成員以外之第三人，及 

(3)專利授權金之分配比例等。另一組合約為代表專利聯盟對外授權之專利授權

合約。 

(三) 聯合行為許可之申請：專利聯盟若符合公平交易法第七條聯合行為之要件時，

應向公平會申請許可。 

(四) 獨占地位濫用之禁止：專利聯盟之成員若掌握關鍵性專利，或為產品規格之制

定者，因而掌握控制他人進出市場之能力者，則具有獨占地位，依法不得有濫

用其獨占地位之情形。 

(五) 專利聯盟所之包裹授權必須符合以下要件： 

1. 所有專利均為被授權人實施某項技術所必要之專利。 

2. 所有專利均為有效專利。 

                                                      
63 Part 3, Article 3(1) of Guidelines for Patent and Know-how Licensing Agreements. http://www. 

jftc.go.jp/e-page/guideli/patent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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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得包含具替代性之專利。 

4. 針對前開三點，專利權人應延聘獨立之專家出具專家意見，證明所有專利均

為必要專利。 

5. 於合約期間，專利清單中如有部分專利屆期而無效時，專利權人應即通知被

授權人，並應視其無效專利之數目對專利授權金按比例酌減。 

6. 被授權人提出逐項專利授權之要求時，授權人應即告知逐項專利授權之權利

金。且授權金之數額應與專利權之數目成合理之比例。 

7. 專利清單若包括外國專利，專利權人應依國別，詳列各國專利之專利名稱、

專利號碼、專利範圍及與中華民國專利之對應關係。 

柒、結語 

在強調知識經濟所引發之「專利叢林」（patent thicket）之現象下，往往一項科

技產品就涉及數十件或上百件專利。而對於科技產品之製造商 大的噩夢是，於新

的科技產品剛問世時，專利權人並不積極地主張其專利權；於是製造商便大膽地投

入生產並促銷該項產品。一旦該項產品廣為市場接受，產生龐大商機時，來自各方

之專利權人即紛紛出現，要求製造商支付龐大的權利金，否則即透過專利權之行

使，使製造商之營運停擺，或向海關申請查扣貨物，此亦為台灣科技廠商作為全球

科技產業重要代工或製造廠商揮之不去之噩夢。 

就專利權人而言，為降低收取專利授權金之成本並加強談判之優勢，常透過專

利聯盟之方式進行授權。我國高科技產業近年來雖較重視研發，但短期內仍難改於

較偏向技術輸入方之情況。就國際專利授權談判而言，國內廠商對於單一專利權人

之授權談判已常居於弱勢，更遑論面對數專利權人集合起來組成之專利聯盟。國內

產業雖曾想仿效此種型態集合其專利組成聯盟與專利權人抗衡。然因國內廠商所擁

有之專利多屬改良性或迴避性專利，而非關鍵性或基礎性專利，或可作為與專利權

人談判時作為交互授權以降低權利金之籌碼，然若想以該等專利向他人收取權利金

恐仍有所困難。故國內廠商所組成之「專利聯盟」嚴格而言多屬於「研發聯盟」或

「共同研究某一專利聯盟專利內容之聯盟」，實非本文所界定之以授權為目的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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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專利聯盟。 

相較於美國關於專利聯盟（patent pool）自 20 世紀初期至今，已累積許多案例

及論述，我國對於此概念似乎尚處於望文生義之階段。對於應如何於我國公平交易

法之規範下適用，也常見學者援引美國個案中認定某項專利聯盟合法即作出只要是

專利聯盟均合法之推論。本文認為，專利聯盟是否有違反競爭法之處，仍須於個案

中就專利聯盟之內容加以論斷。而此一論斷標準，即亟待公平交易委員會制定處理

原則加以明確化。 

由前開對專利聯盟產生之效益及成本之分析，可發現其所產生效益，包括降低

交易成本、專利聯盟成員風險之分散及交換技術資訊目的之達成等，多歸諸聯盟成

員；但就所生成本部分，如提供無效專利庇護所及排除水平競爭等不利益，卻多為

社會承受。故聯盟成員若擬主張其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應設法將其因交易

成本降低所獲之利益某程度回饋社會大眾，例如：將降低交易成本所獲利益部分反

應於權利金之調降，使專利品之售價能降低，消費大眾均能獲益，如此方能合理化

其組成專利聯盟之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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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trust Law Issues on the Patent Pool 

Ho, Joyce Ai-Wen  

Abstract 

The author explored issues regarding Antitrust Law issues arising from “patent pool” 

which is established by several patentees who pool their patents together. The author 

approached this issue by introducing and analyzing related regulations and court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y studying on how the patent pool should be regulated under ROC 

laws.  Based on the prevailing opinion in the U.S., whether the patent pool violates the 

Antitrust Law should be decided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benefits and costs 

arising therefrom.  According to this analysis, the author found that most benefits are 

enjoyed by the patentees of the patent pool, whereas most costs are borne by the whole 

society.  In view of the above, the patentees of the patent pool should feedback some of 

such benefits to the whole society to justify the legality of the patent pool.  The author 

also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urrent R.O.C. laws and 

regulations. 

Key words: patent pool, package license, antitrus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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