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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經彙整公平會歷年來關於智慧財產權授權的重要實務案例後，有如下建

議：一、在著作物授權案件中，除非該等著作物確實在相關市場有一定市場占有

率，僅以被授權人無從自他處取得授權故具有依賴性等理由正當化著作權人的市場

力量，並不適宜。二、公平會寬濫使用相對性市場優勢地位的概念，介入垂直性關

係的契約條款審查，且過度仰賴此一概念，使公平會對飛利浦公司此等標準必要專

利權人之市場地位的認定，出現邏輯矛盾與論理缺陷。三、當系爭標準已成為產業

標準而無替代可能性，即可獨立成為一技術授權市場，該標準之任一標準必要專利

權人單獨即可被認定為獨占事業。未來就此類標準必要專利權人限制競爭的專利箝

制行為，如拒絕授權、要求收取超額權利金或設定不合理的專利授權條件，公平會

不宜逕行適用關鍵設施理論直接介入為強制授權以決定授權條件，但得參考美國與

歐盟近年來關於標準必要專利授權爭議案件的處理模式，運用行政和解的手段或命

涉及濫用獨占地位之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於一定期間內對同意以 FRAND 條件授權之

擬被授權人停止專利權相關訴訟或假處分聲請，履行或由公平會課與以 FRAND 條

件授權的義務。 

關鍵詞：反托拉斯法、智慧財產權、專利授權、著作權授權、飛利浦案、關 

鍵設施理論、標準必要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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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反托拉斯法與智慧財產權法都法具有促進競爭與創新的功能，然智慧財產權權

利人的部分權利行使活動卻可能有傷害競爭之虞，故如何在智慧財產權保護與確保

市場競爭結構之間求取平衡，是一個複雜與有趣的問題。且隨著智慧財產權於市場

競爭日趨重要，智慧財產權與反托拉斯法間的互動與緊張關係，也一直是國內外學

術界與實務界共同關心的焦點。 

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法規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而該條所稱「正當行為」的判

斷，普遍認為應納入公平交易法與競爭秩序的考量1，不正當之權利行使行為仍會落

入公平交易法的審查領域。智慧財產權之授權為智慧財產權人行使權利獲取收益的

重要方式，亦為智慧財產權人影響市場競爭的主要手段之一，公平交易委員會（以

下稱為「公平會」）已累積不少關於智慧財產權授權的處分案例，國內雖已有文獻

針對個案或部分授權類型的公平會管制實務予以評析，但較無彙整全部公平會曾處

理的智慧財產權授權案例，並搭配智慧財產法院相關的民事判決發展，統整分析公

平會在智慧財產權授權案件的既有累積、可能盲點與後續挑戰。故本文擬以智慧財

產權授權行為為例，先彙整公平會歷年來就涉及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所為之處分、

決定或管制，並佐以相關法院判決之論理，分析公平會之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管制

實務所呈現的問題，包括著作物市場力量的評估、相對性市場優勢力量之認定與理

論缺陷、專利聯盟、獨占地位與關鍵設施理論間的互動關係，以及標準必要專利權

人的授權爭議等議題，希冀能呈現出一整體圖像，以供公平會未來執法參考，並就

後續討論拋磚引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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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561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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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平會歷年對智慧財產權授權案件的管制實務 

（一）著作物授權 

1.伴唱帶授權 

公平會 早處理與智慧財產權授權有關的案件，為認定視聽伴唱帶業者成套銷

售伴唱錄影帶之搭售行為等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 款）規定。例如「美華影像股份有限公司案」2、「協和育樂股份有限公

司案」3及「家韻傳播製作有限公司案」4等。在此類型中，公平會並非單就被處分

人的市場占有率大小為論證，且不拘泥於事業的市場占有率是否一定要達到公平會

實務上依照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 6 款（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 款）為處分之

認定門檻即市場占有率 10%，例如「家韻傳播製作有限公司案」，被處分人之市場

占有率即僅有 5.3%。在此類案件，公平會均認定 KTV 業者以及錄影帶業者，基於

消費者對於片源完整性、流行新歌的偏好性與歌曲選擇完整性的需求，以及著作權

物的獨家排他性，故對視聽伴唱帶業者產生一定的依賴性，KTV 業者與錄影帶業者

並無足夠且可期待之可能性轉而與其他事業從事交易。 

此外，於揚聲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揚聲公司」）杯葛與差別待

遇一案，公平會認定雖揚聲公司當時於伴唱帶授權市場的占有率僅 18%，但其已取

得購買力量占伴唱帶授權金額 60%的重要視聽歌唱業者好樂迪 KTV 與錢櫃 KTV 之

獨家交易權，足以推定揚聲公司之相關行為及市場地位足堪影響我國境內伴唱帶授

權市場。而揚聲公司提議、慫恿或脅迫視聽歌唱業者斷絕與其競爭者弘音公司及美

華公司交易，若視聽歌唱業者與弘音公司及美華公司簽約，揚聲公司即採差別待

遇，如授權金額漲一倍或不提供熱門新曲等，致使部分視聽業者無法取得點播率較

高的歌曲，構成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款）

之杯葛行為，並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2 公平會公處字第 84149 號處分書。本案公平會見解亦經 高行政法院 86 年判字第 1403 號判決予

以支持。 
3 公平會公處字第 85133 號處分書。 
4 公平會公處字第 86168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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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不正當理由為差別待遇5。 

2.有線電視頻道授權 

公平會早期處分涉及智慧財產權授權的一大類型，為有線電視頻道的授權問

題。有線電視產業因特殊生態與市場結構，素來是公平會關注的焦點之一，除了有

線電視系統業者共同委託相同第三人處理頻道節目購買事宜6，頻道節目代理及製作

商共同授權系統業者而被認定構成聯合行為7外，公平會也針對頻道銷售業者訂價方

式實質上導致強制搭售效果的行為為處分，以頻道節目受著作權法保護，且考量個

別頻道銷售業者之頻道普及率、銷售頻道數及銷售收入金額等理由，認為被處分人

具有相當市場力，此等強制搭售將排擠其他頻道銷售業者與系統業者交易之機會，

已有妨礙市場公平競爭之虞，而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即現行公平交易

法第 20 條第 5 款）8。公平會甚且曾認定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透過區域代理的方式取

得頻道授權進而掌握競爭者的節目供給，將使其競爭者喪失與上游頻道業者獨立議

價的空間，並對其競爭者獲得絕對競爭優勢及排除競爭之能力，此行為本身即違反

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 款）9。 

在後續的有線電視業者業者結合案件中，公平會亦曾特別附加負擔要求參與結

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自製、代理之衛星廣播電視節目，不得無正當理由拒絕

授權或以不同價格或價格以外之條件授權予其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直播衛星廣

播電視服務經營者、多媒體內容傳輸服務經營者，或其他具競爭關係之有線或無線

網路傳輸訊號之頻道服務提供者，或為其他差別待遇之行為，甚且積極要求參與結

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應積極向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取得於網路電視

（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 IPTV）播送之相關智慧財產權授權，並以公平合理之

方式向網路電視業者進行授權，以促使各視訊平台之公平競爭，並每年送交參與結

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自製、代理銷售之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之名稱及代理契約

書，以及報價、授權價格、優惠方式、銷售對象等交易資訊予公平會備查，以進一

                                                 
5 公平會公處字第 92167 號處分書。而揚聲公司遭處分後並未停止其對視聽歌唱業者的差別待遇

行為，公平會復以公處字第 93027 號處分書對揚聲公司再為處分。 
6 公平會公處字第 93013 號處分書。 
7 公平會公處字第 89106 號處分書；行政院台 89 訴字第 36771 號訴願決定書。 
8 公平會公處字第 89108 號處分書。 
9 公平會公處字第 87053 號處分書、第 87054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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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消弭參與結合事業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及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等市場

濫用市場力量、市場閉鎖、增加非參與結合事業進入特定市場之困難度等限制競爭

之疑慮10。 

公平會另行頒佈的「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之規範說明」（以

下簡稱為「有線電視事業規範說明」），在有線電視法令規範之架構下，彙整分析

涉及公平交易法之行為態樣11。值得注意的是，2015 年 3 月 13 日修正前的有線電視

事業規範說明（即 2012 年版的有線電視事業規範說明）第貳二（四）1（2）點特別

指出若某一頻道節目在市場上已具有不可或缺之地位，該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因已

擁有一定之市場影響力，故其垂直結合案件，公平會將特別重視其具有市場影響力

所產生之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影響。 

3.遊戲軟體授權 

於「松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案」12中，公平會認為遊戲軟體產品具有著作權物

之不可替代之商品特性，且遊戲軟體發行商或通路商多係取得上游研發商之獨家代

理權，另提供 受歡迎電腦遊戲軟體為網路咖啡店吸引顧客上門的重要因素之一，

遊戲軟體發行商或通路商相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即網咖業者）而言，多係擁有排他

之強勢經濟能力，雙方市場力量並不對等。考量被處分人之市場占有率約 14.35%，

以及約 42%至 60%之網咖業者與被處分人簽約，其又為數種受歡迎遊戲之國內唯一

合法授權通路商，被處分人對網咖業者銷售熱門遊戲軟體的同時強制搭售非熱門的

遊戲軟體，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

款）。 

4.影音產品的授權 

公平會於得利影視股份有限公司與交易相對人簽訂契約後，不當留置契約書，

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舊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

                                                 
10 公平會公結字第 97006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第 99004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第 100003 號結合案件

決定書。 
11 參照「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相關事業之規範說明」第 6 條至第 15 條。 
12 公平會公處字第 91022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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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25 條）一案中13，公平會明確表明其係以事業其市場占有率超過 10%，或交易

相對人對其有依賴性，而認有相對之市場力等門檻要件，作為審查實質違法要件之

前提14。在該案中，公平會特別指出，VCD、DVD 等影音產品具有著作權物之不可

替代的商品特性，影音產品發行業者多係取得上游片商之獨家代理權，出租業者除

與發行業者或其代理商、經銷商交易外，尚難透過其他合法管道取得完整充足之片

源。而該案的被處分人所代理發行之影片，多屬市場主流、票房較高，又為獨家代

理，大型連鎖店採購與出租被處分人影片占整體營業支出與收入均高於 20%以上，

出租業者與被處分人之交易家數也高達八成以上，而認定被處分人於影片出租市場

具有相當之市場力15。 

5.線上音樂授權 

公平會近期在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與唱片發行公司等 9 家公司擬以合資方式

在我國新設數位線上音樂服務公司結合案中16，公平會認定參與結合之 7 家唱片發

行事業於整體唱片發行市場占有率合計達七成，惟各唱片發行公司所發行之唱片各

有獨立的著作權及消費者偏好，不同唱片產品尚非屬完全競爭的替代性產品，甚或

具有不等程度的互補性，產品特性將大幅降低各唱片發行公司透過聯合行為從事獨

占力濫用的風險。然公平會為避免本案或有可能造成的唱片發行公司聯合行為以及

造成市場封鎖效果等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虞17，雖許可本結合案但仍對本結合

案附加申報人對音樂相關著作權，不得無正當理由拒絕授權予其他數位線上音樂

（包括網際網路音樂及行動音樂）服務提供者，或僅對新公司獨家授權與交易，以

及申報人在唱片發行時間或其他交易條件上，對其他數位線上音樂（包括網際網路

音樂及行動音樂）服務提供者，不得為無正當理由之差別待遇行為等負擔18。 

6.圖書館視聽資料的授權 

公平會亦曾處分智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等數家出版代理業者於他事業標得圖書

                                                 
13 公平會公處字第 96117 號處分書。 
14 同上註。 
15 同上註。 
16 公平會公結字第 99002 號結合許可決定書。 
17 同上註。 
1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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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視聽資料採購案後即提高對該事業之交易條件的行為，其主要理由為被處分人就

代理之公播版影片，因個別影片之專屬授權而獨具專業性及個別性，並無其他取得

合法授權之管道，需求者對於特定影片之需求，僅得由被處分人滿足，並無偏離之

可能性。相關案件所涉之圖書館招標案並未以從事公播版影片代理業者為限，被處

分人為排除檢舉人或其他非影片代理業者參與相關標案之公平競爭，及避免他事業

以低價競標之情形再次發生，在檢舉人標得案關標案後即改變與檢舉人間的交易條

件，異於一般交易習慣與先前交易模式，如此將減損相關標案市場價格競爭機能，

屬顯失公平行為，違反舊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19。 

（二）專利授權 

1.飛利浦公司專利授權案 

(1)公平會第一次與第二次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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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所為 CD-R 可錄式光碟專利技術授權行為，於 1999 年間經國內

光碟片（CD-R）製造商如巨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擘公司）檢舉違反公平交

易法，經公平會以公處字第 90021 號處分書，命被處分人等立即停止違法行為，並

分處飛利浦公司、新力公司及太陽誘電公司高額罰鍰；惟此一處分經前述被處分人

提起訴願，經行政院訴願會分別決定撤銷原處分。案經公平會再為調查研析，公平

會仍以公處字第 91069 號處分書為相同處分。公平會此兩次處分的主要理由為：雖

飛利浦公司等所提供之專利技術因共同制訂規格而不具替代性，但其等仍可研發具

有類似功能之替代性技術，彼此就 CD-R 技術授權進行競爭，故縱使飛利浦公司等

之專利具互補性，飛利浦公司與新力公司、太陽誘電公司仍處於同一產銷階段。此

3 家公司以聯合授權方式，共同合意決定 CD-R 專利之授權內容及限制單獨授權，

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規定（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且飛利浦公司

等利用聯合授權方式，取得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之獨占地位，在市場情事顯著變

                                                 
19 公平會公處字第 102088 號處分書、第 102089 號處分書、第 102090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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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情況下，仍繼續維持原授權金之計價方式，屬不當維持授權金之價格，違反舊公

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款）。再者，飛利浦公司等

利用聯合授權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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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4 款）20。 

公平會公處字第 91069 號處分書其後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21撤銷，公平會對此

提出上訴，亦經 高行政法院駁回22，公平會又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由提起再審

之訴，仍經 高行政法院駁回再審之訴23。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與 高行政法院撤銷

公平會處分的 重要理由，為公平會界定「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中所稱「CD-

R」，指符合飛利浦公司等 3 家事業所共同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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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需使用飛利浦公司等 3 家事業等所擁有之專利，

單獨使用其中 1 家公司專利即無法產製「CD-R」。因此，該 3 家事業等所擁有符合

「橘皮書」標準規格之專利技術，乃具有互補性之專利技術，不具替代可能性，不

存在有競爭關係，故該 3 家事業並未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法

第 15 條）聯合行為之規定24。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雖撤銷公平會公處字第 091069

號處分書，但在判決理由中仍肯認飛利浦公司等 3 家事業在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

確實存有可排除競爭之能力，已構成舊公平交易法第 5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7

條）所稱之獨占事業25。 

(2)公平會第三次與第四次處分 

其後，公平會再以公處字第 98156 號處分書認定飛利浦公司與新力公司、太陽

誘電公司分別將擁有之 CD-R 規格產品之專利授權委由飛利浦公司處理，飛利浦公

司與新力公司、太陽誘電公司制定橘皮書，設定 CD-R 光碟片標準規格，經公平會

2001 年作成處分後，改為分別與被授權人簽訂授權契約之前，因共同授權而於

                                                 
20公平會公處字第 90021 號處分書、第 91069 號處分書。 
2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908 號判決、第 1132 號判決、第 1214 號判決。 
22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553 號判決、第 554 號判決、第 555 號判決。 
23 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661 號判決、第 419 號判決、第 588 號判決。 
24前揭註 21；前揭註 22。 
25前揭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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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具有排除競爭之能力，具有獨占地位，構成舊公平交易

法第 5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7 條）所稱之獨占事業，該三家公司在市場情事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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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款）；此外，該三家公司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協議之重要交易資訊，

禁止專利有效性之異議，為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

（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款）26。 

但公平會在該處分書中，遵循 高行政法院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見解，認為

該案所稱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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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需同時使用被處分人等所擁有專利之技術市場，被處分人等所擁

有符合「橘皮書」標準規格之專利技術具有互補性，不具替代可能性，自不存在有

競爭關係，於「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尚不符聯合行為的主體要件27。另就被處分

人被檢舉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 款）部

分，公平會認為專利搭售協議（包括包裹授權），可能具有促進整合之效益，仍需

以合理原則加以判斷。此外，雖有部分專利期限屆滿情事，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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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認為尚無其他具體事證

認為被處分人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 款）28。 

而飛利浦公司、新力公司與太陽誘電公司分別就前述處分提出訴願及於訴願，

遭駁回後並續提行政訴訟，經智慧財產法院分別以 100 年度行公訴字第 3、4、5 號

判決駁回，新力公司與太陽誘電公司未再繼續上訴，飛利浦公司仍提起上訴，經

高行政法院以 101 年度判字第 1001 號判決廢棄智慧財產法院 100 年度行公訴字第 3 

號判決，且除確定部分外撤銷前開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然 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

字第 101 號判決雖以飛利浦公司自 90 年起即已改為單獨授權，飛利浦公司是否仍存

在不當維持授權金之價格之情形，即有疑義等理由撤銷公平會 98156 號處分書，但

                                                 
26公平會公處字第 98156 號處分書。 
27 同上註。 
2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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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決理由中卻仍認定飛利浦公司及其他 2 家公司於 CD-R 技術市場，具有壓倒性

優勢，得排除他事業參與競爭，係屬公平交易法所稱「獨占事業」，飛利浦公司及

其他 2 家公司於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具有獨占地位，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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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款規

定）29。其後公平會也再依 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101 號判決意旨，以公處

字第 103060 號處分書重為處分，仍認定飛利浦公司與新力、太陽誘電等業者以共同

授權方式，於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處獨占地位，卻不當維持價格，違反舊公平交

易法第 10 條第 2 款（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款）30。 

2.飛利浦公司要求被授權人提供書面銷售報告案 

公平會另曾認定飛利浦公司於 CD-R 專利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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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違反舊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31。但其後臺北高等

行政法院32認定飛利浦公司要求被授權人提供製造銷售清冊部分，核與權利金之計

算及稽核有關，復非敏感性之資訊，故不致造成不公平競爭，而撤銷公平會該處

分，該判決並經 高行政法院以 99 年度裁字第 2028 號裁定駁回公平會之上訴確

定。 

值得注意的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於判決中特別指明，所謂相對優勢地位者，

並非以事業居市場之「絕對」勢力衡量，而應以供給與需求雙方於特定交易關係中

是否生「相對」經濟依賴關係為斷，必須達到依賴者對被依賴者主客觀處於無足夠

及合理之途徑以解決其供給或需求之困境的程度方屬之33；飛利浦公司與新力公司

等公司共同制定之「橘皮書」標準規格，相對於被授權人，於 CD-R 光碟片技術市

場係具有壓倒性優勢，但此為被授權人投入該市場前，即已了解之市場生態，基於

契約自由訂立原則，被授權人不得於事後以「專利排他優勢」為由主張被授權人處

                                                 
29 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101 號判決。 
30 公平會公處字第 103060 號處分書。 
31 公平會公處字第 95045 號處分書。該處分書中前半段檢舉人與被處分人就其各自立場所提陳之

事實與法律上陳述，甚為詳盡，亦值一併參照。 
32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3612 號判決。 
33 前揭註 32；另前揭註 31 第 32 頁亦有類似文字。 



公平會智慧財產權授權管制實務之回顧與評析                      11 

 

於「相對弱勢地位」，亦不得主張其有「埋沒成本」（sunk costs）或投資遭「鎖

住」（lock-in）。惟因飛利浦公司擁有專利權，就製造銷售 CD-R 光碟片市場，飛

利浦公司與被授權人間係具有實質潛在可能之競爭關係，飛利浦公司因系爭合約所

獲得之製造設備清冊及書面銷售報告，在潛在之製造銷售 CD-R 光碟片市場中為市

場競爭的重要資訊，被授權人因專利技術之獨占性，多僅存締約與否之自由而喪失

契約內容決定自由，兩者相較，飛利浦公司為具有市場資訊相對優勢地位之事業

34。 

公平會其後再以飛利浦公司於 CD-R 專利技術授權合約要求被授權人提供「書

面銷售報告」之行為，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舊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而重為處分35，公平會在此一處分中採納台北高

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3612 號判決的見解與理由，並強調在 CD-R 專利授權之

締約過程中，被授權人等除飛利浦公司外並無其他替代授權來源，飛利浦公司相對

於被授權人具有相對優勢地位36。且飛利浦公司本身尚授權其他製造廠商產製 CD-R

光碟片並以自有品牌 Philips 從事販賣，與被授權人於 CD-R 商品市場立於競爭地

位，卻濫用其於 CD-R 專利授權締約過程中之優勢地位取得關於被授權人顧客名單

及交易量等與市場競爭有關之重要資訊，違反舊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即現行公平

交易法第 25 條）37。 

但在該案中，公平會認定飛利浦公司、新力公司與太陽誘電公司已進行單獨授

權，任一家公司之授權價格均會參考他事業之授權價格，故難謂飛利浦公司於「生

產 CD-R 光碟片所需之技術市場」處於無競爭狀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

能力而該當獨占事業，專利權人與被授權人間議定授權金額，只要不涉及聯合行為

或獨占事業不當決定，或悖於商業倫理之足以影響交易秩序顯失公平行為，均屬民

事契約的規範範疇38。公平會亦維持其在公處字第 95045 號處分書的見解，認為回

饋授權應依合理原則判斷，本案之回饋授權係屬非專屬性且有償，其標的限於為製

造、銷售或以其他形式處分授權產品（即符合授權產品定義之改良品）所需使用之

                                                 
34 前揭註 32。 
35 公平會公處字第 100012 號處分書。 
36 同上註。 
37 同上註。 
3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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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專利」，對 CD-R 技術市場應可達技術互相交流並避免專利相互箝制之效

果，且未顯著影響被授權人的創新意願，正面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未違反

公平交易法39。 

飛利浦公司對公平會此一新處分進行救濟，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公訴字第 1

號判決雖撤銷公平會處分部分主文40，但大抵支持公平會見解，並特別指出41： 

若特定專利聯盟係由所有替代性專利所組成，且市場上已無其他替代性技術可供

其他事業使用參與競爭，或專利聯盟係由製造符合標準之商品而於技術上所不可或

缺之互補性專利所組合，該專利聯盟即擁有相當大之市場力而可能擁有獨占地位。 

飛利浦公司及其他 2 家公司（即新力公司及太陽誘電公司）所共同制定之橘皮

書因消費者之選擇利用而成為事實上市場生產可錄式光碟之標準規格（其可錄式光

碟產品即稱為 CD-R），且製造符合橘皮書規格之 CD-R 於技術上所不可或缺之專

利分別為飛利浦公司及其他 2 家公司所擁有，則飛利浦公司及其他 2 家公司所擁有

之專利即構成生產 CD-R 商品之關鍵技術/設施，其他事業欲爭取進入系爭 CD-R 光

碟產品技術市場的機會，已因飛利浦公司及其他 2 家公司制定統一規格而被限制，

而欲製造符合橘皮書規格之 CD-R 也均須向飛利浦公司及其他 2 家公司取得專利授

權，飛利浦公司及其他 2 家公司於 CD-R 技術市場即各具有壓倒性之地位與可排除

其他事業參與 CD-R 技術市場競爭之能力，應可認定飛利浦公司及其他 2 家公司已

構成舊公平交易法第 5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7 條）所稱獨占事業。 

3.組成專利聯盟並共同經營授權公司之結合案件 

此類代表案例為 Hitachi, Ltd.等 6 家事業（包括台灣公司迅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擬取得 One-Blue, LLC 所有股權並組成專利聯盟，由 One-Blue, LLC 擔任製造

                                                 
39 同上註。 
40 智慧財產法院在該案中認為該「書面銷售報告」中所列「被授權產品之製造數量」、「被授權

產品之購買數量」、「被授權產品之銷售數量」、「權利金費率」、「金額」、「其他製造商」

等欄目不具敏感性因素，原處分主文因不夠明確，致飛利浦公司無從要求被授權人提出計算權利

金所需之銷售報告，故就原處分主文第一項中關於 CD-R 專利技術授權合約要求被授權人提供書

面銷售報告之行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即

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之認定，就該「書面銷售報告」中所列「被授權產品之製造數量」、

「被授權產品之購買數量」、「被授權產品之銷售數量」、「權利金費率」、「金額」、「其他

製造商」等欄目部分為撤銷之諭知，使其明確。 
41 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公訴字第 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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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相容的藍光產品所需之必要專利的授權公司，結合後參與結合事業各取得 One-

Blue, LLC1/6 股權，且共同經營該公司之結合申報案42，與 LG Electronics, Inc.等共

同經營 One-Red, LLC 並組成專利聯盟，由 One-Red, LLC 公司擔任製造向下相容的

DVD 產品所需之必要專利的授權公司的結合申報案43。 

公平會基於此等專利聯盟只包含必要性專利，且將交由獨立專利專家審查專利

之必要性，將替代性專利自專利聯盟排除，又屬非封閉性的專利聯盟，所有參與本

專利聯盟的授權人必須以合理無差別待遇之條件對要求單獨授權之被授權人個別進

行授權，另案關專利聯盟禁止授權人揭露機密資訊，就回饋授權之範圍也僅限必要

專利並收取與其他聯盟授權人相同費率計算之權利金，且允許回饋授權之授權人得

獨自授權其專利，認為案關專利聯盟之授權行為及結合後公司之經營行為尚無限制

競爭效果44。惟公平會為避免申報人有利用專利聯盟進行限制競爭行為，雖許可此

等結合案但仍附加申報人不得針對藍光產品有價格或產量之限制協議、交換重要交

易資訊之行為；申報人及授權公司不得限制被授權人技術使用範圍、交易對象及產

品價格；申報人及授權公司不得限制被授權人爭執經授權之專利之必要性及有效

性；申報人及授權公司不得限制被授權人於授權期間或期滿後研發、製造、使用、

銷售競爭商品或採用競爭技術等負擔。 

4.設定標準規格之聯合行為申請許可案 

公平會於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筆記型電腦製造商共同開發筆記型電腦

基座（即 D tray）規格的聯合行為申請許可案45，特別附加下列條件與負擔予以許

可：1.因本聯合行為之實施所產生之標準化規格，應於共同研發及標準化規格訂定

完成後 3 個月內，以公開之方式，揭露全部之標準化規格、並依參與標準規格開發

個人之實際認知，揭露為符合標準規格之必要性專利權，並公開揭示，所有同意遵

循授權條件之第三人，均可下載、重製及傳送標準規格，標準規格更新時亦同。前

述專利權，申請人等得不進行專利檢索，惟仍應於相關授權契約內明定未揭露符合

標準規格之必要性專利權的具體協商機制及除逕循司法途徑外之解決方案。2.因本

                                                 
42 公平會公結字第 100002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43 公平會公結字第 102002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44
 前揭註 42；前揭註 43。 

45
 公平會公聯字第 95002 號許可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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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行為之實施所產生之標準化規格，相關業者倘生產相關產品及零組件，須先取

得本聯合行為申請人對規格之著作權授權，或須先取得本聯合行為申請人以本聯合

行為標的為對象、且其授權係為符合標準規格所必要之專利權授權，其授權行為及

契約規定，應依下列事項辦理：(1)不得無正當理由拒絕授權。(2)不得無正當理由

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技術上如何符合標準規格之合理問題，營業秘密除外。(3)

相關智慧財產權應容許個別專利或著作權人進行單獨授權。(4)專利或著作權之授權

倘為有償，其實施費用應以合理且不歧視之條件為之。(5)專利或著作權之授權倘為

有償，其實施費用之計算標準，應與專利或著作權相關聯，且專利或著作權人對實

施費用之檢核，應僅限於與該專利或著作權實施後所生產之產品有關的生產及銷售

資料。(6)其他授權行為及契約規定，不得有違反「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

協議案件之處理原則」（以下簡稱為「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理原則」）相關規定情

事。 

大安文山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等擬共同訂定一致之有線電視數位機上盒技術

規格標準的聯合行為申請許可案中46，所附加之負擔也包括本聯合行為倘衍生有償

專利授權利益或費用分攤，對新加入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應以合理且無差別待遇之

條件為之。 

三、公平會管制實務之爭議與評析 

（一）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 

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法規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關於此條之法律性質，理論甚多

47，但一般認為本條主要目的係調和智慧財產權法對智慧財產權人之權利保障與公

平交易法對公平交易秩序之維護兩者的衝突，只有行使智慧財產權之「正當行為」

                                                 
46 公平會公聯字第 97003 號許可決定書。 
47 例如有援引日本學說分為適用除外說、權利濫用說、違背立法意旨說、訓示說或確認說等，參

照黃銘傑，「專利授權與公平交易法－以拒絕授權與強制授權為中心」，萬國法律，第 120 期，

15 (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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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4 (2009)，該文所介紹日本的相關主要學說與實務

見解，可供一併參照。另有認為尚有所謂違法考量說與阻卻違法事由說，參照楊宏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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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4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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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不適用公平交易法，而是否為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之權利行使行為，必須

依相關智慧財產權法為判斷，惟在判斷正當性時，則必須考量公平交易法上的判斷

因素及該權利行使行為對競爭秩序的影響48。現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

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1 項規定，「本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案件，將先依公

平交易法第 45 條規定檢視之；形式上雖為依照專利法等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惟實

質上逾越專利權等正當權利之行使範圍，違反專利法等保障發明創作之立法意旨

時，仍應依公平交易法及本處理原則處理。」即有論者援引本項規定認為，公平交

易法第 45 條要求公平會應於前階段確認涉案行為欠缺「權利行使正當性」之要件

後，始得進入後階段論斷涉案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49。惟公平會歷年

來處理涉及智慧財產權的案件時，多僅在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

函案件中論及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但就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之相關案例，大多並未

審查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所定「權利行使正當性」的要件，即率爾進入有無違反公平

交易法的論斷，實有不當50。 

（二）著作物市場力量的評估 

1.著作物的不可替代性及交易相對人之依賴性 

公平會在視聽伴唱帶與遊戲軟體業者的搭售案件中，都特別強調著作物因為受

有著作權法保護，具有不可替代性，考慮到消費者對片源完整性、流行新歌的偏好

性以及歌曲選擇性的需求，或遊戲受歡迎的程度等因素，將使被處分人之交易相對

人（即 KTV 業者、網咖業者）產生依賴性，掌握著作物授權之權利者相對其交易

相對人有強勢經濟能力等。甚且在個案中，公平會的切入重點並非被處分人的市場

占有率，以家韻傳播有限公司一案為例，該案被處分人的市場占有率甚至僅有

5.3%51，亦被認定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

款）。在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一案52，所涉雖為舊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即現行公

                                                 
48 前揭註 1，551、555、561。 
49 顏廷棟，前揭註 47，121。 
50 顏廷棟，前揭註 47，121。 
51 前揭註 4。 
52 前揭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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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易法第 25 條）之違反，但公平會在該案中除衡量大型連鎖店採購與出租被處分

人影片占整體營業支出與收入以及出租業者與被處分人之交易家數外，仍舊特別強

調 DVD、VCD 等影音產品具有著作權物之不可替代性，被處分人所獨家代理發行

之影片，多屬市場主流、票房較高等因素。 

揚聲公司53一案雖屬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之杯葛與第 2 款的差別待

遇（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款與第 2 款），但公平會於處分理由中也特別提

及所謂熱門金曲在市場中的重要性。在 近期的出版代理業者變更交易條件而被認

定為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的案件54，也再度強

調因個別影片之專屬授權而獨具專業性與個別性，檢舉人並無其他取得合法授權之

管道而無偏離可能性等。於 2012 年版的有線電視事業規範說明第貳二（四）1（2）

點更曾指出頻道節目在市場上具有不可或缺之地位，若某一頻道節目在市場上已具

有不可或缺之地位，該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因已擁有一定之市場影響力，故其垂直

結合案件，公平會將特別重視其具有市場影響力所產生之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影響。 

2.公平會於規範著作權授權行為之論理不足與矛盾 

(1)公平會認定市場力量之市場占有率門檻 

按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禁止事業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在

舊法時代雖列於第三章不公平競爭中，但一般以為其係屬對事業垂直限制競爭之規

範，不應列於不公平競爭的行為類型55。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 款即為舊公平

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且為明確化該類違法行為屬限制競爭行為類型，現行公平交

易法第 20 條不但列於第二章限制競爭下，也刪除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或妨礙公

平競爭」等文字。而舊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即相當於現行公平交易法施行

細則第 28 條）規定，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所稱之限制，指搭售、獨家交

易、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制及其他限制事業活動之情形，故公平會就前述著作物

授權案件中涉及搭售或差別待遇等行為，均援引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即現

行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為主要規範依據。公平會執法初期即曾以函釋說明在搭售行

                                                 
53 前揭註 5。 
54 前揭註 19。 
55 廖義男、顏雅倫，「第三章 不公平競爭」，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公平交易委員

會委託研究計畫，3-4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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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違法與否的考量因素中，出賣人在搭售產品市場擁有足夠之市場力是極為重要的

考量因素之一。因若出賣人並未具足夠之市場力，很難成功推動其搭售設計，甚且

縱使能夠，亦不致對市場競爭產生嚴重不利影響56。至於有無市場力量的判定，公

平會過往在實務上適用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 款）判斷垂直交易限制行為是否正當時，一般係以市場占有率 10%作為衡量是否

具有市場力量的門檻57，公平會於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一案58中，亦明文點出其係

以市場占有率超過 10%或交易相對人對其有依賴性，即認為有所謂「相對」之市場

力，而可進入實體違法審查。 

惟例如美國 1995 年的智慧財產權授權之反托拉斯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59第 4.3 條，即指出除了極端例外的狀況，如智

慧財產權授權安排中的限制，並未表面上即限制競爭且授權人與其被授權人於個別

顯著受該等限制影響的相關市場中之總計市場占有率未達 20%，美國反托拉斯法主

管機關並不會挑戰該等限制。就同樣涉及垂直交易限制之技術授權行為，文獻上也

不乏引用外國立法例批評公平會所頒佈之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理原則中缺乏安全地

帶等規範60。從過去公平會的處分實務觀之，公平會認為的安全地帶應為相關事業

的市場占有率不超過 10%，但對為何採用比其他立法例更嚴苛的市場占有率 10%作

為衡量是否適用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 款）

或舊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之市場力量評估門檻，公平

會卻未曾提出具體的學理或實證依據。甚且，如依公平會於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一案的見解，縱使個案中被調查的事業其市場占有率低於 10%，只要交易相對人對

其具有依賴性，公平會亦可能介入調查而以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或 24 條

（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 款與第 25 條）予以處分，家韻傳播有限公司以僅

有 5.3%之市場占有率亦遭處分即為顯例。過去亦有學者批評，在搭售案件中，事業

                                                 
56 公平會公研釋第 045 號解釋。 
57 范建得、陳丁章，「第十九條 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行為」，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

列（二），公平交易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161 (2004)。 
58 前揭註 13。 
59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0558.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3/31. 
60 王偉霖、張俊宏，「競爭法規範對技術授權之限制－以美國及臺灣法律為中心」，法令月刊，

第 58 卷第 12 期，155-15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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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搭售產品之市場占有率，不宜僅以 10%市場占有率的低門檻為已足，搭售事業的

市場力量，必須達到無須顧忌競爭對手的反應或牽制，而能強加交易相對人所不欲

的額外負擔，高到令其他競爭事業無法有效滿足交易相對人移轉所生之需求量，或

縱使交易相對人轉與其他競爭事業進行交易，搭售事業仍有利可圖61。 

(2)著作物獨特性、產品差異化、著作權人專屬排他權利與市場力量 

公平會關於著作權人或其專屬授權人的市場力量等見解，其論斷的理由頗為接

近德國法上在論述相對性市場優勢地位時曾出現的「頂尖產品依賴性」判斷理論，

亦即在此種依賴性類型，顧客的期待（Erwartung der Kunden）為關鍵之認定標準，

即應探求顧客是否普遍認為，與依賴事業同類或同等級之事業，應供應某種品牌產

品，此種「品牌意識」（Markenbewußtsein）造成消費者認為該產品具有同類產品

中不可取代之地位，而銷售者欲改變此一需求偏好與市場趨勢亦幾無可能者，即成

立依賴性62。惟德國法上對所謂相對市場力量或相對市場優勢地位的認定，亦有嚴

格要件，諸如僅限於不具可期待之偏離可能性的中小企業方能主張63。若從公平會

前述涉及各類著作物授權的處分案例而論，公平會似將被授權人僅能向被處分人

（即著作物授權人）取得特定著作之授權即等同於被授權人對被處分人無偏離可能

性，此類認定，是否與德國法相合，已不無疑義。 

就美國法而論，早期美國法院於搭售產品（tying product）係享有著作權、專利

權或商標權保護時，即推定銷售者在搭售產品上具有市場力量64。在早期美國 高

法院對搭售交易抱持高度疑慮的年代，美國 高法院甚且認為只要搭售產品具有某

種程度的獨特性或被廣泛使用，即足以推論市場力量65。但在 2006 年的 Illinois Tool 

Works Inc.一案中66，美國 高法院已經推翻此等推論。在該案中，美國 高法院明

                                                 
61 黃銘傑，「公平交易委員會搭售規範之弔詭」，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

間，1 版，元照出版有限公司，114-115 (2006)。 
62 單驥、何之邁、吳秀明，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以公平法立場之研析適用，公

平交易委員會 88 年度合作研究計畫六，57、51-71 (1999)；吳秀明譯，Aarndt Teichhmann 著，

「支配市場事業及市場強勢事業之阻礙競爭與差別待遇行為」，公平交易季刊，第 5 卷第 4 期，

144-148 (1997)。 
63 吳秀明，競爭法之發韌與展開，1 版，元照出版有限公司，434、538-540 (2004)。 
64 Herbert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4th ed., West 
Academic Publishing, 443 (2011). 
65 Id.  
66 Illinois Tool Works Inc., et al., v. Independent Ink, Inc., 547 U.S. 28, 126 S.Ct. 128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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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指出專利並不必然使專利權人享有市場力量，故在搭售案件中，原告必須證明被

告在搭售產品具有市場力量67。而若比較專利或著作的保護要件、專利權人與著作

權人的權限等事項，專利權的排他性實強於著作權，專利權人相較於著作權人更易

有市場力量，在涉及專利權的搭售案件拋棄推定市場力量的立場，但卻在涉及著作

權的案件中維持推定態度，不合邏輯68。產品的獨特性（uniqueness）固然可以用來

掌握特定產品在相關市場具大幅的市場占有率，然而此等用語或概念若僅關注產品

本身，特別說明特定產品具有吸引力的差異性並據此認定該等產品具有一定市場力

量，並不適宜。例如，美國第七巡迴法院即認定，僅在有證據顯示競爭對手無從複

製被告搭售產品特別為客戶所需之特性，且此一情形成為市場進入的障礙，方能從

該產品的獨特性推論市場力量。亦有其他美國法院認為產品特殊性必須與該產品的

市場占有率結合，而共同判定市場占有率。若低於前述要求，將使反托拉斯法對競

爭但產品差異化市場中的銷售計畫為微觀調控而陷入審查困境69。 

按著作權人依法就其著作之使用享有專屬權利，包括授權他人使用，且著作權

法係保護創作，即特定著作的表達所具有的原創性，邏輯上而言，具有原創性的著

作物本有其獨特性，故在著作物的授權上，特別強調特定著作的獨特性，並因此賦

予其特殊意義，而僅以被授權人無從自他處取得授權故具有依賴性等理由正當化著

作權人的市場力量，未確切評估或考量著作權人在特定市場具體的市場占有率為

何，或競爭對手是否確實無從複製個案中搭售產品之特性且此一情事已成為市場進

入的障礙，無疑是將著作權保護本身必然具備的性質作為將著作物與其他產品為差

異對待的理由，並無正當性。至於所謂消費者偏好或特定著作受歡迎的程度，其實

也是市場上產品差異化常見的現象，除非該等著作物確實在相關市場中有一定市場

占有率，否則亦不應僅因此即認定該等著作的著作權人必然具有市場力量，甚且以

市場上產品差異化的現象即認為差異化的產品即具有市場力量。如遠傳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愛貝克思股份有限公司等 9 公司擬以合資方式在我國新設數位線上音樂服

務公司結合案，公平會於該案的結合許可決定書中即認為因各唱片內容均有獨立的

                                                 
67 Id., 1285-1293. 
68 Leonard J. Feldman, et al, “Independent Ink at the Crossroads of Antitrus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The Court's Holding Regarding Market Power in Cases Involving Patents and Implications in Cases 
Involving Copyrights,” 30(2) Seattle University Law Review, 407, 432-434 (2007). 
69 Supra note 64, 44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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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及消費者偏好，是不同唱片產品尚非屬完全競爭的替代性產品，甚或具有不

等程度的互補性，此等產品特性可大幅降低各唱片發行公司透過聯合行為從事獨占

力濫用的風險，即為適例70。 

另以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一案為例，公平會以被處分人所獨家代理發行之影

片，多屬市場主流、票房較高，作為被處分人在影片出租市場具有相當市場力的理

由之一。惟縱令是所謂高票房的商業大片，也甚少有不可取代性，消費者在租賃影

片觀賞時，同樣類型的影片彼此間常可互相取代，而具有一定替代性，例如蝙蝠俠

與蜘蛛人系列電影，彼此之間即可能具有替代性，縱使其個別均屬甚受歡迎、受著

作權法保護，被授權人除著作權人或其授權人以外並無其他合法授權的管道的著作

物，但若因此即認定該等著作物之著作權人或專屬授權人必然因此享有一定市場力

量，或在著作權人之市場占有率並不高或甚至低於公平會已經甚低的介入門檻（即

市場占有率 10%）下亦可以其交易相對人對其有依賴性等為由介入著作權人之授權

行為，並不適宜。更何況公平會所制訂的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理原則第三點也聲

稱，公平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並不因授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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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於審理著作權授權事件時也並無

其他學理或實證上的正當理由得主張在市場力量的評估上，著作權授權行為應與技

術授權行為分別對待。 

又如視聽伴唱帶的授權案件，公平會其後禁止視聽歌唱業者好樂迪股份有限公

司與錢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申報結合案時，亦曾指出目前視聽歌唱服務市場及上游

伴唱帶市場處於雙邊寡占的型態，雙方均有足夠力量迫使他方繼續維持競爭，並以

該案若准予結合，參與結合事業結合後將成為市場上之獨占業者而對上游伴唱帶業

者產生獨買力，減低上游業者之抗衡力量，可能消滅原先長期競爭所帶來之利益等

為其中一個理由而禁止該案結合71。故以後續市場結構發展態勢而論，上游伴唱帶

業者是否因掌握視聽伴唱帶之著作授權權利即一定能對下游的視聽歌唱服務業者予

取予求，實有疑問。 

至於有線電視產業，因其特殊的生態與市場結構，為避免智慧財產權人濫用其

                                                 
70 前揭註 16，8-9。 
71 公平會公結字第 98002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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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力量妨礙市場競爭，故在有線電視產業加強競爭法管制，或有其必要72。但在

頻道種類與數量繁多，且相互之間亦具有替代可能性的情況下，個別頻道節目是否

能達到不能取代的程度，實值思考。公平會於處理有線電視產業的授權行為，若完

全忽略智慧財產權人依相關法令本具有之專屬排他權利，或於介入管制的說理基礎

不足，亦可能導致有過度管制之弊73。公平會在 2012 年版的有線電視事業規範說明

第貳二（四）1（2）點曾指出，若某一頻道節目在市場上已具有不可或缺之地位，

該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因已擁有一定之市場影響力，但如何判斷該等頻道已具有不

可或缺之地位，其標準與該頻道之市場占有率為何，公平會並未提出合理說明。若

僅以所謂依賴性或被授權人無法從其他管道取得授權等為論據，如推而極致，可以

指稱所有頻道均具有不可或缺之地位，不當之處甚為顯然。事實上公平會在其他案

件中，亦曾承認各頻道節目之內容雖未盡一致，受著作權法保護均具有獨特性，但

以其均係提供收視戶資訊、娛樂功能觀之，頻道節目間仍具有替代之可能性74。現

行有線電視事業規範說明已刪除 2012 年版的有線電視事業規範說明第貳二（四）1

（2）點等文字，誠屬正確。 

（三）相對性市場優勢地位的認定商榷 

前述問題歸結到底，仍與公平會在實務上寬濫使用所謂相對性市場優勢地位的

概念有關。公平會使用相對性市場優勢地位此一概念的場域，主要集中在舊公平交

易法第 24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但從前述所列之著作物搭售案件中，

公平會在個案是否適用舊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 款）的論理上，亦可看出相對性市場優勢地位的幽微身影。惟所謂市場力量，其

原本概念就是從事業與其競爭者相互比較而得，在美國法的概念上尤其如此，但公

平會所稱之相對性市場優勢地位，卻是將事業與其上下游交易相對人進行比較。然

而，國內早有學者指出，除非公平會所認定之具有相對優勢市場地位的事業，在水

平市場亦具有絕對優勢地位或一定市場力量，否則不應逕論其在垂直交易關係中所

                                                 
72 王立達，「競爭法對智慧財產權市場力量之管制－以有線電視頻道授權案件為例」，月旦法學

雜誌，第 84 期，157-158 (2002)。 
73 同上註，162-164。 
74 公平會公處字第 931123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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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制交易相對人交易自由之行為立即或直接對競爭造成不當影響75。亦有認為，

公平會以交易當事人間談判或資訊地位上的不對等作為認定事業能影響或限制競爭

進而為適用舊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的準據，卻未著

墨、分析何以個案中的被處分人的水平競爭者何以未能發揮一定制衡力量，此種忽

略水平市場競爭卻以當事人間垂直關係特徵推論市場地位的執法態度，再搭配上公

平會是臺灣主要競爭法執行者，臺灣的私人起訴案件甚少，訴訟程序介入檢驗相關

事證的機會甚低，使得公平會的判斷過程與認定，高度主觀、恣意及不確定，也滋

生檢舉人的投機行為76。 

在美國法上，對於是否應介入長期商務契約（例如加盟契約）所形成的關係性

市場力量（“relational” market power），抱持非常審慎的態度。並有學者指出，「關

係性市場力量」的概念可能會使反托拉斯法變成矯正不公平契約或不當保護粗心談

判結果的工具，而反托拉斯法損失的指標，包括相關市場的產出降低與價格提高，

在諸如加盟關係等鎖住(lock-in)案例，均不存在，以加盟關係為例，除非加盟業主

在其銷售之商品的市場具有市場力量，否則消費者的價格並不會因此提高，同樣地

市場一般的產出也不會因此減少。且若要針對所有鎖住的拒絕交易情形都提供救

濟，法院將必須決定並要求被告僅能收取所謂正確價格。在此等過程中，無異將不

具顯著市場力量的廠商轉為受管制的公用事業77 

按所有的契約本來就是以發生一定拘束力為其目的，並賦予毀約一定的成本，

如果沒有任何的節制，舊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很容易

會被濫用成以空泛市場競爭等詞語包裝但實質上卻是讓政府得隨時按其主觀審查私

人契約條款是否「公平」而無所節制的條款。若事業並未在水平市場亦具有絕對優

勢地位或一定市場力量，實不應隨意套用所謂相對性市場優勢地位，任意介入垂直

性關係的契約條款審查， 後反而重在矯正垂直交易當事人間所得分配的不公平，

                                                 
75 黃銘傑，「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與公平交易法之規範」，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實際－不同意見

書，1 版，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8-15 (2002)。 
76 陳志民，「To Sylvania and Beyond!：一項分水嶺判決之理論建構及延伸觀點」，公平交易季

刊，第 19 卷第 1 期，51-53 (2011)。 
77 Herbert Hovenkamp, The Antitrust Enterprise: Principle And Execution, 1st,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00-10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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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維持市場競爭秩序78。 

即以飛利浦公司要求被授權人提供書面銷售報告一案為例，該案在公平會與法

院之間來回的主要歧異點，主要在公平會與法院對飛利浦公司在專利授權合約中要

求被授權人提供之資料究竟是否具有敏感性而屬與市場競爭有關的重要資訊認定不

同，亦可見公平會以相對性市場優勢地位介入進行民事契約之條款審查的可能問

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3612 號判決中，特別表

明，被授權人於投入市場之前即已明知飛利浦公司、新力公司與太陽誘電公司共同

制訂橘皮書標準規格，於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具有壓倒性優勢，被授權人不得事

後以「專利排他優勢」作為其處於相對弱勢地位之依據，亦不得主張其有埋沒成本

（suck costs）或投資遭鎖住（lock-in）的情形。然該判決仍然受到公平會的影響，

將所謂市場力量以事業與其交易相對人間進行垂直比較，並承認所謂供給與需求雙

方於特定交易關係中所產生之相對經濟依賴關係，並認為在該案中被授權人喪失對

契約內容條款決定之自由，據此認定飛利浦公司具有相對市場優勢地位，顯然與其

前述關於被授權人早已知悉市場結構不得再主張其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等論述有所矛

盾，其問題根源仍在於公平會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飛利浦公司要求被授權人提供

書面銷售報告一案中認定飛利浦公司具有相對優勢地位的論理邏輯有誤所致，關於

飛利浦公司的市場力量究竟應如何衡量的問題，本文將會另行討論。 

（四）專利集管與聯合行為 

從 2000 年開始的飛利浦公司專利授權案，應是臺灣歷時 久且爭議 多的專

利授權案件。公平會 14 年間前後共為四次處分，此案也促使公平會制訂技術授權協

議案件處理原則。該案早期的主要爭議為系爭專利集管（Patent Pool）或專利聯盟

中所包含的專利若均為必要專利且為彼此互補而不具替代性時，則參與專利集管之

授權人是否有構成聯合行為的可能，亦即該等授權人之間彼此間是否具有水平競爭

關係。在公平會第一次及第二次的處分，公平會主要的理由為飛利浦公司、新力公

司與太陽誘電公司仍可研發具有替代功能之替代性技術，彼此就 CD-R 技術授權進

                                                 
78 顏雅倫，臺灣金融產業的競爭政策－以競爭法的觀點出發，1 版，元照出版有限公司，42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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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競爭79。亦有國內著名學者撰文支持公平會的前揭論述，並主張創新市場、技術

市場與產品市場有很強的牽連性，任一市場之競爭法議題均必須考量與另兩個市場

的相互影響，不宜割裂僅就單一市場論斷80；其更進一步主張，鑑於創新市場與技

術市場兩者間的緊密關係與整體規劃性，當事業在前階段的創新市場透過限制競爭

協議而排除競爭，則在該等協議後此等事業另為合意之共同行為時，應目的性擴張

競爭關係的要件，肯定該等事業彼此間有競爭關係存在81。亦有論者認為，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908 號判決廢棄公平會第 91069 號處分書時所為之事實認

定，即系爭專利集管中並無替代性專利存在一事，過於恣意82。更有意見表示，專

利池中所涵蓋者均為必要性專利，並不代表該等專利彼此間並無替代性存在，該等

必要性專利彼此間仍可能因為具有相同或類似功能而可相互取代83。另有論者指

出，若數事業居於水平關係，而將其等所擁有之諸多具互補性之專利進行專利集

管，但彼此仍握有替代性技術得以相互競爭，此時不能僅以該專利集管中所涵蓋的

技術均具有互補性，即逕認該等事業並無競爭關係84。 

以上意見均有相當見地，亦有助維護及爭取長期身為專利被授權人的臺灣廠商

在國際競爭上的利益。然而飛利浦公司專利授權案一案 弔詭之處，在於公平會自

行界定之相關市場，一開始即僅限於 CD-R 技術市場，而非 CD-R 的創新市場。誠

然，若具有研發 CD-R 製造技術能力的事業彼此間協議在該等技術的研發上不為競

爭，此等協議係損害 CD-R 創新市場的競爭85；飛利浦公司、新力公司與太陽誘電

公司均投入 CD-R 技術研發，故處於同一產銷階段（參照舊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第 1

                                                 
79 前揭註 20。 
80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l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以『飛利浦光碟案』中弔詭的競

爭關係為核心（上）」，月旦法學雜誌，第 174 期，134-135 (2009)。 
81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l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以『飛利浦光碟案』中弔詭的

競爭關係為核心（下）」，月旦法學雜誌，第 175 期，88-89 (2009)。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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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2008)。 
83 范曉玲，「獨占與兼容：產業標準與專利池之反壟斷審查－從飛利浦案所涉聯合行為談起」，

萬國法律，第 145 期，55 (2005)。 
84 葉名宜，「論競爭法對專利集管之規範－以歐體、美國、日本、我國之技術授權規範為中

心」，公平交易季刊，第 18 卷第 3 期，131 (2010)。 
85 謝銘洋，「從飛利浦 CD-R 案探討專利集中授權（Patent Pool）與競爭秩序之關係」，私法學之

傳統與現代（下）－林誠二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1 版，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435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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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然而，這三家公司的專利授權行為是否構成

舊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第 1 項（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之聯合行為，仍取

決於其等是否在 CD-R 技術市場具有競爭關係。若這三家公司在同一市場所擁有的

專利具有替代性，則其等在市場上即具有競爭關係，但不應假定這三家公司僅因處

於同一產銷階段即認為其等在 CD-R 技術市場上有競爭關係。因此，如基於這三家

公司所擁有且列入系爭橘皮書的專利係具有互補性而無替代性的事實，公平會以這

三家公司處於同一產銷階段即主張其等在 CD-R 技術市場具有競爭關係，即很難避

免訾議86。至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在事實判定上是否有誤（即納入橘皮書規格的專

利彼此間是否確實僅有互補性而無替代性），或這三家公司彼此所享有的專利在

CD-R 技術市場以外的市場（因該案的市場已經被界定為 CD-R 技術市場）是否具有

替代性等，並不足以撼動從市場界定基本原理即供給與需求的替代關係可得出的結

論。 

即有學者批評，公平會飛利浦公司專利授權案的第一次與第二次處分中，明顯

將這三家公司在關於標準設定的創新市場中的競爭與其等在技術市場有無競爭關係

相混淆87。同樣地，混淆產品市場與技術市場，並因專利可運用在同一產品即逕認

專利權人在技術市場上有競爭關係，亦顯屬不當88。整體而論，當共同參與一專利

集管而共同授權其專利，係位於同一產銷階段、彼此間有競爭關係且係將於同一技

術領域具有替代性的專利整合入該專利集管，此等專利授權行為應可構成聯合行

為。但若事業並無競爭關係且其專利在市場上係具互補性而非替代性，則並不適宜

認為其共同的專利授權行為屬聯合行為89。 

（五）獨占地位的認定 

公平會於飛利浦公司專利授權案中的第一次與第二次處分中，認定飛利浦公

司、新力公司與太陽誘電公司共同濫用獨占事業之市場力量的基礎，即為該三家公

司藉由構成聯合行為之共同授權行為取得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的獨占地位。但歷

                                                 
86 同上註，446-448。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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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家事

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月旦法學雜誌，第 87 期，132 (2002)。 
88 前揭註 85，446-448。 
89 前揭註 8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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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第一次與第二次處分的挫敗，公平會放棄關於聯合行為的論理，轉而逕行強調飛

利浦公司、新力公司與太陽誘電公司，於經公平會處分後轉為個別為專利授權之

前，飛利浦公司等三家公司因共同授權而在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確實存有可排除

競爭之能力，而為舊公平交易法第 5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7 條）所稱之獨占事

業90，該等認定亦受智慧財產法院91與 高行政法院的92支持。 

公平會前述認定，應是受到舊公平交易法第 5 條第 2 項（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第 2 項）文字的影響，即二以上事業，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

外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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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為獨占。此外，參照飛利浦公司要求被授權人提供書面銷售報告一案的兩次處分書

內容93，公平會顯然認為既然飛利浦公司、新力公司與太陽誘電公司已進行單獨授

權，任一家公司之授權價格均會參考他事業之授權價格，故難謂飛利浦公司於「生

產 CD-R 光碟片所需之技術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

之能力，飛利浦公司自非獨占事業；然與此同時，公平會又稱被授權人除飛利浦公

司外並無其他可資替代之授權來源，故飛利浦公司對被授權人而言，確實具有相對

優勢地位94。 

然而，不論法院判決或公平會的處分書歷年來均承認，CD-R 製造商必須取得

飛利浦公司、新力公司與太陽誘電公司三家全部的授權方得以生產製造 CD-R，缺

一不可，因此論理上任何一家公司之授權跟其他兩家公司的授權均無競爭關係，其

授權金額也不會受到另兩家公司的影響。且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所

謂特定市場，係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則若將飛利

浦公司、新力公司或太陽誘電共同視為 CD-R 技術市場的獨占事業，下一個疑問即

為這三家公司究竟在哪一個領域進行競爭（因為被授權人必須全部取得這三家公司

的授權），以及在這三家公司所擁有之橘皮書規格專利並不具替代性的前提下，如

何計算這三家公司個別的市場占有率？ 

按飛利浦公司專利授權案起始，即有論者主張任何一個整合入事實上技術標準之

                                                 
90 前揭註 26；前揭註 30。 
91 智慧財產法院 100 年度行公訴字第 3 號判決、第 4 號判決、第 5 號判決。 
92 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1001 號判決。 
93 前揭註 31；前揭註 35。 
94 前揭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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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且無替代技術的專利，可以獨立構成一技術市場，而其專利權人即被認定為

獨占事業，其市場占有率應依符合該事實上標準之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定之95。另有

學者指出，舊公平交易法第 5 條第 2 項（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

「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係以該等事業處於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關係為前提，

若一方面認為飛利浦公司等三家公司所擁有的專利技術不具有替代可能性，不存在

競爭關係，但另方面又認為飛利浦公司等三家公司得對外共同具有獨占地位，則顯

然並未掌握舊公平交易法第 5 條第 2 項（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的

規範核心96。亦有認為若飛利浦公司、新力公司與太陽誘電公司所擁有並納入橘皮

書規格的專利是彼此互補而不具替代性，則縱使該等專利都使用在製造 CD-R 上，

但因該等專利彼此間並無競爭關係，則這些專利個別應分屬不同的技術市場97。 

參照前述，認定飛利浦公司等三家公司整體方足以視為 CD-R 技術市場的獨占

事業，實有疑義。若觀察歐盟近期關於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即

該等專利涵蓋特定標準所參照且該標準執行者在製造符合該標準之產品時無法迴避

使用的技術） 98授權案件的執法經驗，或可得到啟示。2009 年，歐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在 Rambus 案中，就 Rambus Inc.（以下稱”Rambus”）於關

於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以下稱”DRAM”）之

JEDEC 標準設定過程涉及欺騙行為（deceptive conduct），然後於授權其已納入標準

的專利時收取高額權利金一事，歐盟執委會即認為，由於全世界 DRAM 的商業生

產，90%會面臨 Rambus 專利請求的風險，而 Rambus 也是唯一在 DRAM 介面科技

領域主張專利權的專利權人，所有欲生產符合 JEDEC 標準 DRAM 的製造商都必須

取得 Rambus 的授權或面臨專利侵權訴訟，該產業也已被 JEDEC 標準鎖住，

Rambus 在 DRAM 介面科技全球市場具有獨占地位（a dominant position）99。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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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5 
(2008)。 
96顏廷棟，前揭註 47，131。  
97前揭註 85，435、447。 
98 European Commission, “Case At.39985-Motorola-Enforcement of GPRS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39985/39985_928_16.pdf, 101,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9/3. 
99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Commission, “Case COMP/38.636 - Rambus,”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38636/38636_1203_1.pdf,  2-6,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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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歐盟執委會在 2014 年認定 Motorola Mobility LLC（以下稱”Motorola”）

以其擁有的智慧手機標準必要專利在德國法院對 Apple Sales International 與 Apple 

Retail Germany GmbH 等公司聲請禁制令（injunction）成濫用獨占地位，違反歐洲

聯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主因為 Motorola 所擁有的系爭標準必要專利，為關於歐洲

電信通訊標準機構（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ization Institute，ETSI）

的 GPRS 標準,為 GSM 標準的一部分，而為行動與無線通訊的主要產業標準。當該

標準在歐洲被採用時，Motorola 承諾其專利若為該標準的關鍵專利，將會以公平、

合理與無歧視（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即所謂 "FRAND"）的條件授

權，而 Apple 等公司也曾同意依據相關德國法院所認定之 FRAND 權利金取得授權

並受拘束100。歐盟執委會在該案中認定，本案的相關產品市場，為明確載明於

GPRS 標準技術規格（其中包括 Motorola 的標準必要專利）之技術的授權市場101。

而 Motorola 在明確載明於 GPRS 標準技術規格（其中包括 Motorola 的標準必要專

利）之技術的授權市場，其市場占有率達 100%，具有獨占地位。按對行動裝置的

製造商而言，符合 GPRS 標準是不可或缺的，而 GPRS 標準之所以廣泛採用主要係

因其被納入 GSM 標準規，產業已經被該等標準鎖入（lock-in），在歐洲經濟區域

（European Economic Area），GSM/GPRS 標準的行動網路覆蓋率已幾乎達 100%，

沒有其他的 2G、3G 或 4G 標準能在歐洲經濟區域有效取代 GPRS 標準102。 

不論是 Rambus 案或 Motorola 案，歐盟執委會並未因 Rambus 與 Motorola 僅是

相關標準的成員之一，就未認定其等具有獨占地位。然而當系爭標準已成為產業標

準而無替代可能性，即可獨立成為一技術授權市場，由於該標準之任一標準必要專

利為生產符合該標準之相關商品者無法迴避的技術，此時該等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單

獨即可被認定為獨占事業，值得公平會參考。從此觀之，飛利浦公司於「生產 CD-

R 光碟片所需之技術市場」上單獨即具有獨占地位，蓋所有欲製造符合橘皮書規格

之 CD-R 者均須取得飛利浦公司的授權，而飛利浦公司及其他 2 家公司所共同制訂

之橘皮書又已成為事實上市場生產可錄式光碟之標準規格，如此認定才符合邏輯與

                                                 
100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ds that Motorola Mobility infringed 
EU competition rules by misusing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4-
489_en.htm?locale=e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9/3. 
101 Supra note 98, 41. 
102  Supra note 98,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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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公平交易法第 5 條第 2 項（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第 2 項）之規範意旨。 

（六）關鍵設施理論的適用 

在飛利浦公司要求被授權人提供書面報告一案，智慧財產權法院以製造符合橘

皮書規格之 CD-R 於技術上不可或缺之專利分別為飛利浦公司及其他 2 家公司所擁

有為由，認定飛利浦公司及其他 2 家公司所擁有之專利即構成生產 CD-R 商品之關

鍵技術 /設施 103 ，明確在判決理由中承認關鍵設施理論（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的適用。 

智慧財產權是否構成關鍵設施，一直是相當爭議的問題。在美國，關鍵設施理

論一直受到強烈批評，部分文獻也倡議，除非極端例外的情形，否則關鍵設施理論

不應適用於智慧財產權104。然而，歐洲聯盟在過往案例關於拒絕授權的案例中，卻

持續擁抱關鍵設施理論105。在臺灣，多數學者認為關鍵設施理論應適用於智慧財產

權。有認為當某些專利被納入因網路效應而成為事實上技術標準中因而對製造特定

產品係屬必要與不可或缺時，這些專利應被視為關鍵設施106，且其專利權人應被視

為獨占事業而受舊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9 條）之規範107。亦有

論者指出，基於臺灣尚未成為世界上智慧財產權主要的授權者，臺灣應著重競爭法

甚於智慧財產權法108。另有認為被整合而成為產業標準一部分之必要性專利或著作

權的權利人，若無正當理由拒絕授權，即屬濫用其獨占地位而違反競爭法，而應課

與以合理與無歧視條件授權他人之義務109。 

然而，不論是智慧財產法院或公平會，迄今為止在智慧財產權的授權案件中，

並未詳述關鍵設施理論的適用要件。如依照美國第七巡迴法院在 MCI v. AT&T110一

案所建立的四項測試標準而論，適用關鍵設施理論有四項要件：(1)獨占事業控制關

鍵設施；(2)其競爭者無法以實際或以合理方式重建關鍵設施；(3)獨占者拒絕競爭者

                                                 
103 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公訴字第 1 號判決。 
104 Herbert Hovenkamp et al., “Unilateral Refusal to Licen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Michael A. Carrier ed. , 1st e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376, 383-389 (2011). 
105 Ian Eagles & Louise Longdin, Refusals to Licen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Testing the Limits of Law and 
Economics, 1st ed., Hart Publishing, 153-156 (2011). 
106 前揭註 87， 137。 
107 黃銘傑，前揭註 47，19-20。 
108 劉孔中，「公平法與智慧財產權法的衝突與調和」，月旦法學雜誌，第 104 期，111 (2004)。 
109 宋皇志，「瓶頸設施理論在智慧財產權之適用」，月旦法學雜誌，第 115 期，177 (2004)。 
110 MCI Comm. Corp. v. AT&T, 708 F.2d, 1081 (7th Cir.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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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該關鍵設施；(4)獨占者有能力提供該關鍵設施111。在飛利浦公司要求被授權人

提供書面銷售報告一案，公平會認為飛利浦公司本身並不能單獨被認為屬於舊公平

交易法第 5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7 條）之獨占事業，因為飛利浦公司、新力公

司與太陽誘電公司已經各自獨立授權其等專利予 CD-R 製造商，若飛利浦公司並非

獨占事業，則關鍵設施理論即不應適用在飛利浦公司關於 CD-R 產品的專利授權行

為。甚且在該案中的公平會第二次處分，公平會也明確表明立場，只要未涉及聯合

行為或獨占事業之不當決定，或悖於商業倫理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顯失公平行為，

締約雙方本於自由意思簽訂之交易條件，應由民事契約規範112。 

理論上，共同拒絕交易比起單方拒絕交易更容易受到非難，兩者之間的區別在

反托拉斯法的執行上有其重要性，若反托拉斯法主管機關對於適用關鍵設施理論之

必要性或要件抱持謹慎態度時，尤其如此113。然而，從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公訴

字第 1 號判決中，諸如：「……則飛利浦公司及其他 2 家公司所擁有之專利即構成

生產 CD-R 商品之關鍵技術/設施，……飛利浦公司及其他 2 家公司就授權他人製造

符合橘皮書規格之 CD-R 技術市場，即各具有優勢之經濟力量，而有壓倒性之地

位，並均具有可排除其他事業參與 CD-R 技術市場競爭之能力，應可認定飛利浦公

司及其他 2 家公司已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5 條所稱之獨占事業。……故飛利浦公司以

其在 CD-R 市場上具有之獨占或優勢地位，要求被授權人提供「購買者」、「使用

之商標」、「 終目的國」等資料，乃係利用其市場優勢地位之不公平行為，而非

法之所許。」等判決文字觀之，並不清楚智慧財產法院是否認為僅飛利浦公司本身

（不納入太陽誘電或新力公司）即屬獨占事業而得適用關鍵設施理論。 

此外，在飛利浦公司要求被授權人提供書面銷售報告一案，公平會係以舊公平

交易法第 24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實質介入飛利浦公司與被授權人之間

的專利授權契約條款內容，其主要理由係飛利浦公司濫用其「相對市場優勢地

位」。然而公平會所仰賴的「相對優勢地位」之界線以及其與關鍵設施理論的關係

為何，不論公平會或智慧財產法院均尚未提出明確論點。除此之外，關鍵設施理論

其中一個爭議即為基於該理論要求獨占事業強制分享，將會使法院或反托拉斯法主

                                                 
111 Id., 1132-1133. 
112 前揭註 35。 
113 Supra note 64,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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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必須設定相關交易條件並因而成為某種型態的管制機關114。而從公平會過往

的執法歷史與結果觀之，公平會閃躲價格管制之複雜挑戰，往往並不成功，更增添

未來在我國就智慧財產權適用關鍵設施理論的爭議性，本文以下續討論之。 

（七）超額授權金（Excessive Royalty）與標準設定 

1.智慧財產法院對被授權人於專利侵權訴訟中抗辯授權人濫用獨占地位維

持權利金的基本態度與其影響 

從飛利浦公司專利授權案起始，關於公平會認定該案授權人透過專利集管共同

授權而濫用市場力量的表象下，公平會主要的考量是該案授權人拒絕與臺灣 CD-R

製造商協商調降權利金以反應市場變動的批評，就不曾斷過115。誠然，依照公平交

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的規定，公平會確實有權規制獨占事業不得不當決定、維持或變

更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比較類近於歐洲聯盟較干涉型的模式。但在飛利浦公司專

利授權案，公平會從未直接設定授權金數額，而是直接禁止飛利浦公司、新力公司

與太陽誘電公司不得不當維持權利金費率。 

但公平會的價格干涉並無力度也無效果，因此台灣的 CD-R 製造商另依專利法

規定轉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強制授權116。其後，飛利浦公司更向臺灣的 CD-R

製造商請求未付之權利金與侵權損害賠償，而相關的智慧財產法院判決結果，可說

讓公平會相當難堪。首先，智慧財產法院並不接受臺灣 CD-R 製造商所提出之專利

濫用抗辯，並認為公平會的處分並不影響系爭專利授權合約之權利金條款的效力，

到底飛利浦公司收取的權利金如何方為合理適當，並非公平會審酌的範疇117，且舊

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9 條）僅為取締規定而非效力規定，故違

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項）的行為，並非無

效，僅是該違反行為遭到禁止118。縱令智慧財產法院曾在更審判決中認定於系爭專

                                                 
114 Supra note 64, 339-340. 
115 Tu Thanh Nguyen, Competition Law,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he Trips Agreement: Implica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1st e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10 (2010). 但亦有認為公平會所非難的焦點

並非過高權利金，而為權利金之決定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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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2006)。 
116 前揭註 82，20-22。 
117 智慧財產法院 97 年民重訴字第 14 號判決。 
118 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度民重訴更（一）字第 9 號判決、101 年度民重訴更（二）字第 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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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授權合約締結之時，並不能預料飛利浦公司會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

（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項），故被授權人仍依約履行將顯失公平，應由法

院斟酌事實發生時之一切情狀，衡量兩造損益間所生顯失公平之程度，就其如依原

契約履行之給付加以酌減故系爭專利授權合約中所定之權利金應考量公平性與其他

相關情事予以調整119，然而 高法院 後卻以原審認本件應以荷蘭法律為準據法，

則系爭授權契約關於權利金之約定，有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飛利浦公司得請求

若干之利息，該項利息之約定有否違背公序良俗，其能否併請求書面報告，自應以

荷蘭法律之規定為準。乃原審以我國法律之規定，為判決之依據，自欠允洽等為

由，廢棄該智慧財產法院的判決，而迴避此一爭議問題120。 

新的智慧財產法院判決即依該 高法院判決意旨，認定雖我國行政法院認為

被上訴人不當維持授權金，有違我國舊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即現行公平交易

法第 9 條第 2 項）之情事，惟系爭授權契約之有效性、解釋及履行，應適用荷蘭

法，系爭授權金條款有無情事變更原則適用，自應以荷蘭法為準，故被授權人依修

正前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8 條、修正後第 30 條規定，主張應依我國民法第 227 條

之 2 第 1 項規定調降權利金云云，即屬無據121。智慧財產法院與 高法院的前述態

度，使得飛利浦公司縱使不斷被公平會認定其授權行為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

（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9 條），但卻仍能有效執行原來的系爭授權契約，要求被授

權人依原來的授權金計算條款計算與支付權利金，更顯得公平會的處分除了迫使飛

利浦公司、新力公司與太陽誘電公司形式上個別處理授權行為而可能反增添交易成

本外，並未重大抑制飛利浦公司等 3 家公司市場力量的行使，對被授權人的困境也

無實質幫助。 

固然飛利浦公司專利授權一案，係遠從智慧財產法院設立前即已展開，未來涉

及專利權人濫用獨占地位不當決定、維持或變更的案件，縱使能透過參加訴訟、合

併訴訟等方式讓主張專利權人濫用獨占地位之被授權人於專利權人對公平會所為處

分提起行政訴訟的程序中同時對該等專利權人提出確認專利權權利金條款無效之訴

訟，盡量統合行政程序與民事程序所可能產生的歧異或避免兩者之判決結果產生矛

                                                 
119 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 9 號判決。 
120 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883 號民事判決。 
121 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民重訴更（二）字第 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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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惟考量目前智慧財產法院曾認為違反舊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即現行公平

交易法第 9 條第 2 項）的行為，並非無效，僅是該違反行為遭到禁止，未來公平會

的處分要能真正抑制專利權人濫用其獨占地位的行為，除了學理上應釐清違反公平

交易法行為之私法效力問題外122，公平會更應重新檢討未來面臨產業或市場上通用

技術標準之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收取超額權利金或要求不合理授權條件之案件，應以

何種態度因應。 

2.拒絕授權與改正措施的權衡 

舊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2 款所規範的獨占性定

價，在性質上屬於獨占事業榨取濫用（exploitation abuse）的範疇123。但管制獨占性

定價卻有許多爭議，包括是否會與市場經濟本質有所齟齬、削弱潛在競爭者與既有

競爭者發展的誘因、減緩創新發明速度以及管制技術有諸多不易克服的困難等124，

即令是肯定獨占性定價管制的德國與歐盟法，鑑於政策爭議與管制技術的困難，對

於獨占性定價的執法均嚴守例外性、緊急性與 後手段性的態度125。 

按公平會在飛利浦公司專利授權案以舊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

法第 9 條）第 2 款為處分依據之一所面臨的困境，已如前述。過往即有學者指出，

舊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的榨取性濫用管制，不但實務上

運作窒礙，也可能不利技術發展與市場競爭，公平會日後於處理獨占事業高額授權

金爭議案件，應視為拒絕授權，而適用舊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1 款之阻礙性濫用管制規定，命其停止該違法行為、修改不合理計價條件

之必要更正措施，以回復市場競爭秩序126，該見解或有此類案例應適用舊公平交易

                                                 
122 關於這方面的討論，請參照劉姿汝，「違反公平交易法行為之私法效力」，國立中正大學法學

集刊，第 22 期 (2007)。該文第 128 頁以下論及事業濫用獨占力之行為，曾指出如系爭之獨占力

濫用行為係由多數交易關係共同構成，若逕行認定相關的多數交易行為均屬無效，對市場影響過

鉅。但若僅有個別契約涉及濫用獨占力量，認定涉及濫用獨占力的契約條件無效，可使獨占事業

之交易相對人免於在該獨占力濫用行為所形成之公平契約條件的拘束，可資參考。至於專利權授

權、權利濫用抗辯與相關民事契約的效力等議題，因牽涉複雜，將留待日後以專論續行說明。 
123 吳秀明，「獨占性定價與市場績效管制－公平會作為一個價格的監督與管制者？」，競爭法之

發韌與展開，1 版，元照出版有限公司，178-180 (2004)。 
124同上註，185-202。 
125同上註，252-254。 
126 顏廷棟，前揭註 47，13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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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0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1 款或第 4 款概括條款的爭議127，但以拒

絕授權的方式處理，則甚值參考。 

要援用舊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9 條）處理的超額授權金案

件，自然必須是獨占事業所為，關於獨占地位認定的討論，已如前述。惟超額授權

金爭議案件若以拒絕授權的方式處理，不論是認定系爭技術屬於「關鍵設施」

（Essential Facility），或業界或市場通用標準中的標準必要專利，公平會除依公平

交易法第 40 條（相當於舊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要求被處分的專利權人停止其違法

行為時，是否應命專利權人「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強制專利權人授

權，就此學說上頗有爭議。固有認為在系爭技術屬於關鍵設施的拒絕授權案件，公

平會應發動強制授權處分128，亦有認為若公平會認為要求強制事業授權方能回復競

爭秩序，可將強制授權納入必要更正措施，事業亦可依舊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及第

31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9 條及第 30 條）規定請求強制授權129。亦有文獻指出

在發展中國家，因國內技術廠商技術能力不足，反而應該允許國內廠商模仿外國科

技，以增進未來的創新能力，故發展中國家的競爭主管機關，應更傾向強制授權並

仔細審核授權契約中是否有不正當的過度限制，且更積極保護國內消費者福利130。 

但鑑於關鍵設施理論本有的爭議、法院實務目前並未釐清關鍵設施理論適用的

要件，以及可能衍生與專利法第 87 條第 2 項第 3 款申請強制授權間的適用問題，亦

即如公平會的處分涵蓋強制授權，專利專責機關的介入似無實益，但公平會若認為

沒有強制授權的必要，專利專責機關是否適宜依申請強制授權，即有爭論131，故本

文不贊同逕行適用關鍵設施理論而由公平會直接介入為強制授權並決定具體授權條

款的方式處理獨占事業收取超額權利金的爭議。過去即有論者主張，就獨占事業拒

絕授權之高額權利金事件，若逕行命被處分人必須實施技術授權，即有逾越維護市

場競爭秩序必要之虞，故公平會依舊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9

                                                 
127 顏廷棟，前揭註 47，137。該文在條款適用此一問題，主張舊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即現行公平

交易法第 9 條）第 1 款所稱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不論該「他事業」是否與獨占事業處於同

一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關係，均應可適用。 
128 黃銘傑，前揭註 47，20；前揭註 87， 136。 
129 楊宏暉，前揭註 47，105。 
130 Thomas K. Cheng,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to the Patent-Antitrust Interface,” 33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Business, 1, 67 (2012). 
131 楊宏暉，前揭註 4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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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款認定構成濫用行為後，公平會應命令該獨占事業停止該行為，與修改不

合理計價條件之更正措施即足132。惟本文另認為，近年來美國與歐盟就標準必要專

利授權爭議案件的處理模式，可供未來公平會執法的參考，以下續論之。 

3. 行政和解的運用與以 FRAND 條件授權標準必要專利的義務 

(1)美國與歐盟關於標準必要專利授權之爭議 

近年來，美國與歐盟陸續出現數宗標準必要專利授權的爭議，目前累積的執法

經驗，相當值得參考。例如前述的 Rambus 案， 終歐盟執委會係與 Rambus 達成

和解，接受 Rambus 承諾在五年內就符合 JEDEC 標準之產品所收取的權利金設定上

限，且同意就 Rambus 為 JEDEC 成員時所採用的 SDR 與 DDR 晶片標準不收取權利

金，另就 JEDEC DRAM 後續標準（DDR2 與 DDR3）收取 高上限為 1.5%的權利

金133。至於 2014 年的 Motorola 案，歐盟執委會指出，在標準設定過程中，專利權

人自願承諾以 FRAND 條件授權其關鍵專利，而標準設定所產生的互容性

（compatibility）、互用性（interoperability）與競爭增加，降低生產與銷售成本等

利益，均可能因獨占事業憑藉其標準必要專利聲請禁制令及其執行等而受危害134。

在該案，歐盟執委會雖未接受 Motorola 提出的和解方案，但歐盟執委會並未對

Motorola 裁處罰金，而逕行認定 Motorola 以其曾承諾用 FRAND 條件授權的標準必

要專利對 Apple Sales International 與 Apple Retail Germany GmbH 等公司聲請禁制令

違反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命令 Motorola 應停止歐盟執委會所認定的違法行

為，且不得重複為任何具有相同或類似目的或效果的行為135。 

與此同時，在 2014 年的 Samsung 案，歐盟執委會也與 Samsung Electronics（以

下稱”Samsung”）達成和解，Samsung 承諾在五年內，不會在歐洲就智慧手機與裝置

的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對同意特定授權架構的被授權人聲請禁

制令，此一授權架構規定協商期間可達 12 個月，且若無法達成協議，任一方選擇由

法院或雙方同意由仲裁人決定 FRAND 條件，除此之外，一獨立監督受託人將會就

                                                 
132 顏廷棟，前揭註 47，136-137。 
133 Supra note 99, 10-15;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accepts commitments from 
Rambus lowering memory chip royalty rates,”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09-1897_en.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9/3. 
134 Supra note 98, 52. 
135 Supra note 98, 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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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此等承諾的適宜執行方式給予歐盟執委會建議。而歐盟執委會也指出，若標準

必要專利權人承諾以 FRAND 條件授權其標準必要專利且擬取得授權者也願意依

FRAND 條件簽訂授權契約，然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卻對此等擬取得授權者聲請禁制

令，即可能構成濫用獨占地位136。 

此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在 2013 年 7 月也與

Google INC.（以下稱為”Google”）及 Motorola Mobility LLC（以下稱為“MMl”，為

Google 的子公司）達成協議命令（consent order），因 Google 曾背棄以 FRAND 條

件授權的承諾，而對必須在所生產之裝置中使用由 MMl 持有之標準必要專利且願

意接受 FRAND 條件授權的事業聲請或威脅聲請禁制令137，協議命令要求 Google 遵

守以 FRAND 條件授權其標準必要專利的承諾，詳細規範 Google 以 FRAND 條件授

權的程序，以及若與被授權人無從達成協議時，應透過法院或仲裁解決爭議等事項

138。在本案的處理過程中，聯邦貿易委員會也曾明確認定本案的相關技術標準

（Relevant Technology Standards），包括蜂巢式無線通訊標準（cellula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tandards）諸如 GSM、EDGE、CDMA、UMTS、ET-DO 與 LTE，以

及 802.11 WLAN 標準與 H.264 影像壓縮標準（video compression standards），而欲

銷售提供網路連接的行動手機、平板電腦（tablet computer）與智慧裝置，例如遊戲

系統、筆記型電腦（laptop）與數位機上盒（set-top box）的製造者，必須特定地符

合前述相關技術標準中的一項或多項，由於相關技術標準納入已成為 Google 子公司

MMl 的技術，且相關技術標準又為業界採用因而消滅了可執行的替代技術，並因而

賦予若非如此即不會存在的獨占力量（monopoly power）139。 

前述歐盟執委會在 Rambus 案、Motorola 案與 Samsung 案，以及美國聯邦貿易

                                                 
136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Antitrust: Commission accepts legally binding commitments 
by Samsung Electronics on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injunctions,”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
14-490_en.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9/3; European Commission, Summary of Commission Decision, 
“Case AT.39939-Samsung-Enforcement of UMTS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 350/8-10,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 
CELEX:52014XC1004(01)&from=E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9/3. 
137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Finalizes Settlement in Google Motorola Mobility Case,”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3/07/ftc-finalizes-settlement-google-motorola-
mobility-cas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9/3. 
138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Decision and Order, “In the Matter of  Motorola Mobility Llc, and Googl
e Inc.,”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ases/2013/07/130724googlemotorolado.pdf, 8
-9,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9/3. 
139 Id.,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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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在 Google/MMl 一案的處理，均是基於涉案之專利權人違背自願以 FRAND

條件授權的承諾而對有意願取得授權的事業聲請禁制令，但均未要求專利權人應以

特定權利金條件授權140。Rambus 案、Samsung 案及 Google/MMl 案，均是由競爭主

管機關發動反托拉斯法調查，在調查過程中由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提出包括對同意以

FRAND 條件授權的被授權人停止禁制令聲請、授權協商程序甚至是權利金收取上

限等方案以消除競爭主管機關的競爭顧慮，經競爭主管機關審查後接受此等方案而

達成和解或協議命令，在此過程，競爭主管機關並非直接介入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與

被授權人間的授權談判，但藉由反托拉斯法的調查，使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放棄聲請

禁制令的威嚇方式，重回談判桌與願意接受 FRAND 條件授權的被授權人在一定框

架下進行商談，以平衡競爭秩序的維護與專利權人的權利行使。至於歐盟的

Motorola 案較為特殊之處在於，歐盟執委會雖未對 Motorola 裁處罰金，但逕行認定

Motorola 以其曾承諾用 FRAND 條件授權的標準必要專利對 Apple Sales International

與 Apple Retail Germany GmbH 等公司聲請禁制令違反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

命令 Motorola 應停止歐盟執委會所認定的違法行為，且不得重複為任何具有相同或

類似目的或效果的行為，其結果應是回歸 Motorola 應履行其原先應用 FRAND 條件

授權的承諾。 

(2)運用行政和解或課與為獨占事業之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應以 FRAND 條件授權的義

務 

參照前述，公平會未來在處理標準必要專利權人違背標準設定時的承諾而未以

FRAND 條件授權甚且以聲請禁制令等方式威迫願以 FRAND 條件接受授權的被授權

人等案件，前述美國與歐盟的相關案件處理經驗，甚值參考，關於標準必要專利權

人是否具有獨占地位的認定，則可參照前述討論。但如飛利浦公司專利授權案，較

為不同者為飛利浦公司等三家公司在標準制訂過程中並未承諾以 FRAND 條件授

權，本文以為，目前標準設定過程多半會要求參與成員出具日後應以 FRAND 條件

授權的書面承諾，日後出現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先前未曾承諾以 FRAND 條件授權的

可能性較低。惟若再度出現如飛利浦公司專利授權案的案例，考量到標準必要專利

                                                 
140 Edith Ramirez, FTC Chairwoman,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and Licensing: An Antitrust Enforceme
nt Perspective,” presented at 8th Annual Global Antitrust Enforcement Symposium, Georgetown Universi
ty Law Center,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public_statements/582451/140915georgetow
nlaw.pdf, 8,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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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承諾未來以 FRAND 條件授權本就是防止標準一旦被採用後標準必要專利權人

出現限制競爭的專利箝制行為（holding-up），諸如拒絕授權標準必要專利或要求收

取超額授權金141，若該等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在相關市場確實具有獨占地位，公平會

除了得依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1 款或第 4 款規定，認定該等標準必要專利權人

濫用獨占地位外，在調查過程中並可仿照美國或歐盟經驗，視被調查事業所提出之

方案是否能消除公平會的競爭顧慮，而決定是否達成行政和解。若無法達成行政和

解，亦得依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命該等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應以 FRAND 條件授權，並

在一定期間內對同意以 FRAND 條件授權之擬被授權人停止專利權之相關訴訟或假

處分聲請，而 終若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與擬被授權人仍無法就 FRAND 條件達成協

議，則應由法院或仲裁解決雙方爭議。 

按縱使傳統的超額定價案例中，直接價格管制也不必然是不能迴避的結果，僅

認定獨占事業收取的系爭價格超額而違法，而要求獨占事業將其價格降至合理（但

未明定）的水準，也是種替代方案142。再者，伴隨超額定價指控的複雜拒絕授權案

件，不論是競爭主管機關或法院，在認定個案中定價的合理性前，都可能須從經濟

學的定價理論建構出競爭價格或非濫用價格，在此會面臨的困難不僅限於決定在個

案中適用特定經濟學定價方法之妥當性，還包括認定該等方法有無被妥適適用143。

然而，藉由反托拉斯法調查過程中達成行政和解，或依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命該等標

準必要專利權人應以 FRAND 條件授權，並在一定期間內對同意以 FRAND 條件授

權之擬被授權人停止專利權之相關訴訟或假處分聲請，或同時設定談判架構（如協

商程序與協商期間），應仍屬 能兼顧智慧財產權人權利行使與競爭機制的彈性方

案，此在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若先前在標準設定過程中即已承諾應以 FRAND 條件授

權的情況下，更無爭議。再者，縱使贊成關鍵設施理論的國內學者，亦有主張技術

標準之關鍵專利權人即令該當關鍵設施而負有授權義務，競爭法主管機關於為強制

                                                 
141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http://eur-
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11XC0114(04)&from=EN, 284-287,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9/30. 
142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xcessive Prices,” DAF/COMP(2011)18, 
13, http://www.oecd.org/competition/abuse/49604207.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9/1. 
143 Supra note 105, 178-17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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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處分時，仍應將具體的授權條件與內容留待當事人協議144。而就如飛利浦公司

專利授權案般標準必要專利未曾在標準形成過程中承諾應以合理條件授權的案例，

課與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應以 FRAND 條件授權的義務，使擬被授權人在民事訴訟中

有依據請求智慧財產法院認定 FRAND 授權條件，亦有重要實益，蓋如此一來可避

免如飛利浦公司專利授權案般，飛利浦公司縱經公平會處分，但在後續的專利侵權

訴訟卻大獲全勝，智慧財產權法院與 高法院均藉由該案授權金契約之有效性、解

釋與履行均應適用荷蘭法迴避問題，使得公平會的處分形同徒勞的窘境。至於法院

在此類案件中應以何種標準決定合理權利金費率，國外已有案例與相關討論，惟限

於本文篇幅與主題限制，日後將另為文探討。 

4.對 RAND 或 FRAND 的附款的監督 

前述 Hitachi, Ltd 等 6 家公司組成專利聯盟及 LG Electronics, Inc.組成專利聯盟

之結合申報案、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筆記型電腦製造商共同開發筆記型電

腦基座規格的聯合行為申請許可案以及大安文山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訂定一

致之有線電視數位機上盒技術規格標準的聯合行為許可案，都與技術標準或規格的

制訂有關。而一旦技術標準或規格訂定後，專利鎖住的風險即可能引發限制競爭疑

慮，蓋專利權人即可能想利用其等專利經技術標準化所生的市場力量，為了避免這

類的投機行為，故在設定技術標準的過程中，參與者自願承諾未來應就該等技術標

準必要專利，以合理且無歧視（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RAND）或公

平、合理與無歧視（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FRAND）的條件為授

權，是相當普遍的解決方案145。 

在 Hitachi 或 LG 等公司結合申報案件中，該等結合計畫本身即涵蓋所有參與專

利聯盟的授權人必須以合理無差別待遇之條件對要求單獨授權之被授權人個別進行

授權，即是自願承諾授權的類型，較無爭議。而在仁寶公司之聯合行為申請許可案

中，或因該等申請公司之聯合行為協議中，並未納入去除競爭疑慮的條款，故公平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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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1 (2008)。 
145 Renata B. Hesse,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Antitrust Divis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I
P, Antitrust and Looking Back on the Last Four Years,” presented at Global Competition Review 2nd An
nual Antitrust Law Leaders Forum,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speeches/292573.pdf, 16-17, last vi
sited on date: 201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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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該案中雖予以許可但仍致力於防免專利集管與標準設定所可能弊害，而附加包

括其授權及契約規定應以合理無差別的條件進行授權等負擔或條件。參照歐盟執委

會 2011 年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適用水平合作協議指導準則，標準設定組織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的規則必須確保所設定的標準能以 FRAND 條件使

用，且該等組織的智慧財產權政策（IPR Policy）必須要求希望其智慧財產權被納入

標準的參與者，在標準採用之前，即須出具不可撤回的書面承諾，載明願意將其等

必要智慧財產權以 FRAND 條件授權予所有第三人，且一併承諾其會確保其所出具

的 FRAND 承諾其轉讓或授權智慧財產權予第三人時，該等繼受者亦受此 FRAND

承諾的拘束146。要求標準設定組織之規則、相關契約或智慧財產權政策，應明定希

望其智慧財產權被納入標準的參與者，應在標準採用前承諾未來就其等標準必要智

慧財產權以 FRAND 條件授權第三人，對於日後競爭主管機關處理標準必要智慧財

產權人的授權爭議，有相當助益，已如前述。一旦標準必要智慧財產權人曾為應以

FRAND 條件授權之承諾，未來公平會另可參照前述美國與歐盟關於標準必要專利

授權爭議的處理經驗，於必要時對日後違反 RAND 或 FRAND 授權承諾的授權行為

及因而衍生的相關訴訟或保全程序，進行介入。 

                                                 
146 Supra note 141, para. 283-285. 



公平會智慧財產權授權管制實務之回顧與評析                      41 

 

四、結語 

反托拉斯法與智慧財產權法一直以來處於共生、相輔但又隱然相互抗衡的地

位。智慧財產權法授與智慧財產權人排除他人的一定權利，然而保護競爭秩序避免

智慧財產權人之權利行使行為傷害市場競爭，亦有必要。公平會歷經 20 年的執法經

驗，在智慧財產權授權案件的處理上已有一定累積。本文經彙整公平會歷年來關於

智慧財產權授權的重要實務案例後，有如下建議：一、在著作物授權案件中，僅以

被授權人無從自他處取得授權故具有依賴性等理由正當化著作權人的市場力量，並

不適宜。除非該等著作物確實在相關市場中有一定市場占有率，否則不應認為該等

著作的著作權人必然具有市場力量。二、公平會寬濫使用相對性市場優勢地位的概

念，介入垂直性關係的契約條款審查，易衍生矯正垂直交易相對人間所得分配之不

公平的弊端，而非維持市場競爭秩序。且過度仰賴相對性市場優勢地位的概念，使

公平會在飛利浦公司專利授權案及要求被授權人提出銷售報告案等相關處分中，對

飛利浦公司此等標準必要專利權人之市場地位的認定上，出現邏輯矛盾與論理缺

陷。三、參考歐盟 Rambus 案與 Motorola 案的處理經驗，當特定標準已成為產業標

準而無替代可能性，即可獨立成為一技術授權市場，由於該標準之任一標準必要專

利為生產符合該標準之相關商品者無法迴避的技術，此時該等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單

獨即可被認定為獨占事業。也因此，未來涉及此類標準必要專利權人限制競爭的專

利箝制行為，如拒絕授權、要求收取超額權利金或設定不合理的專利授權條件，公

平會不宜逕行適用關鍵設施理論直接介入為強制授權以決定授權條件，但得參考美

國與歐盟近年來關於標準必要專利授權爭議案件的處理模式，運用行政和解的手段

或命涉及濫用獨占地位之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於一定期間內對同意以 FRAND 條件授

權之擬被授權人停止專利權相關訴訟或假處分聲請，履行或由公平會課與以

FRAND 條件授權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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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Decisions Rendered by the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censing Cases 

Yen, Ya-Lun* 

Abstract 
After compiling and analyzing the decisions of the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concer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censing, the author concludes this paper with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1. Unless the specific work actually accounts for a certain market 

share, the copyright owner of this work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having the market power 

only because the licensee cannot get the license from others apart from the copyright 

owner. 2. The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arbitrarily interferes with vertical 

transactions by means of the concept of a “relatively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Furthermore, due to the addiction to such a concept, the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has contradictory and faulty arguments as to the market position of a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SEP) owner, such as Royal Dutch Philips Electronics Ltd. 3. In the event that the 

standard at issue has become the industry standard and therefore there are no alternative 

technologies, the licensing of the technologies as specified in such a standard will 

constitute a technology licensing market, and any SEP owner thereof may be considered 

individually as having a dominant position. Hence, if such an SEP owner is involved in 

any holding-up conduct, such as refusing to license, requiring excessive royalties, or 

setting unreasonable terms and conditions, the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instead of 

resorting to compulsory licensing on the basis of the 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 in directly 

determining the licensing terms and conditions, may conclude an administrative settlement 

with such an SEP owner that is abusing its dominant position, order such an SEP owner to 

cease applying for injunctions or proceeding with litigation against potential licensees 

willing to accept FRAND terms on the basis of such an SEP within a specified period, 

command such an SEP owner to meet FRAND licensing obligations, or impose FRAND 

licensing obligations on such an SEP owner. 

Keywords: Antitrust Law, Intellectual Property, Patent Licensing, Copyright Licensing, 

Philips Cases, 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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