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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技術標準與關鍵內容為例，探討強制授權之必要性及其限制。先比較研

究德國、英國及美國在不斷強化智慧財產保護的同時為維護公共利益所採取的諸多

法制作為，從而檢討我國專利法、著作權法及公平交易法相關法制之現狀。本文得

出之結論與建議為：強制或法定授權是不得已的 後手段，尤其是智慧財產權大量

產生、累積、使用、成為不可或缺時（例如技術標準與關鍵內容），無法迴避的制

度選擇。準此，專利法不應該全面棄守為公共利益把關之責任，反而需要增加「經

以合理商業條件談判無法達成授權協定時，出於維護市場競爭及滿足市場需求等公

共利益之必要者，得強制授權」之規定；著作權法應增加平衡各種著作權人之私益

與資訊社會公眾取得內容之公共利益的強制授權規定。 後，公平法可考慮將濫用

市場獨占地位之行為態樣進一步具體化，使之包括阻礙市場競爭的拒絕授權行為，

並授權公平會得授與強制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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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技術標準與關鍵內容強制授權之必要性 

智慧財產權法發展至今，必需回應並解答以下兩個問題，否則將會喪失其正當

性與重要性：一、如何在不斷強化智慧財產保護的同時使公共利益獲得更大的實

現？二、如何有效降低使用智慧財產標的物的交易成本1？針對此二個問題的部分面

向，本文希望探討於現行個別強制授權規定外，在智慧財產權法制定一般性強制授

權規定的正當性與必要性及其配套措施。然而，需要性強制授權的原因種類繁多，

本文無法全部涵蓋討論，而選擇以與市場競爭及消費者福利 有關的技術標準與關

鍵內容為討論的對象，但是不討論商標強制授權，因為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相關智

慧財產（TRIPS）協定第 21 條規定禁止強制授權它人商標：「會員國得決定商標授

權及轉讓之條件，但不得允許強制授權商標，註冊商標權人有權決定是否將商標連

同其事業一併轉讓2。」 

本文將以德國、英國及美國等先進國家的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為主要比較客體3，

因為渠等在強化智慧財產保護的同時為保護其國內公共利益採取諸多法制作為（與

渠等在國際上只片面強調對智慧財產權人之保護的立場形成強烈對比、甚至是雙重

標準）。在比較法的基礎上，本文將接著檢討我國專利法、著作權法及公平交易法

（以下簡稱公平法）相關法制之現狀以及修法草案，並對其未來之革新方向提出建

議。 

二、技術標準：以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為例 

德國一向以技術領先聞名世界，在涉及技術標準、專利與公共利益的平衡上，

                                                      
1 相關討論可見Heath Christopher/ Liu Kung-Chung (ed.), Copyright Law and the Information Soci-

ety in Asia, 26 IIC Studies, Hart Publishing (2007)。 
2 本條規定特別強調商標不得強制授權，原因是商標的功能在於將來自不同事業之商品或服務

區別，若允許對他人商標強制授權而使用在自己產品或服務上，將會導致混淆，破壞商標之功
能，見 Gervais Daniel, “The TRIPS Agreement,” 3rd. ed., 2.185 (2008)。 

3 關於專利強制授權之國際條約的討論（包括巴黎公約及TRIPS協定），本文作者已有論述
（劉孔中，智慧財產權法制的關鍵革新，210-213 (2007)），請另行參照，在此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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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限制競爭防止法具有值得各國參考之處。本節先討論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至於

專利法則置於下文四（二）討論）以及聯邦 高法院如何利用該法之規定，強制支

配事業提供其已成為技術標準的專利技術。 

(一) 限制競爭防止法 

在古典的獨占產業，例如鐵路、電信及能源部門，都因為解除管制而各自在其

部門法律有特殊的強制網路使用規定，然而，德國聯邦卡特爾署認為拒絕提供網路

供他人使用此一問題具有跨產業之重要性，並且在市場經濟日益佔據中心地位4，因

此導致限制競爭防止法配合歐洲法院判決之發展5，在 1999 年增加第 19 條第 4 項第

4 款規定，將美國法上關鍵設施理論正式納入其競爭法： 

特定商品或服務之支配性供應或買受事業有下列行為之一者，尤其構成濫用支

配市場地位： 

4. 拒絕以合理價格提供其網路或其他基礎設施（Infrastruktureinrichtungen）給若無

法使用此等設施將因為法律或事實理由無法在上游或下游市場與該支配市場事

業競爭的其他事業使用。但支配市場事業證明基於企業營運或其他理由無法或

不能期待共用者，不在此限。 

然而，依據該款之立法原意，此處規定之基礎設施並不包括智慧財產權，因此

爾後在德國不能依據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9 條第 4 項第 4 款之規定，而只能依據該

條第 1 項禁止支配市場地位事業濫用其市場地位之一般規定得出對智慧財產權強制

授權之結果6。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9 條在實務上的重要性不大，適用該條規定的案

件數目十分有限，原因在於：第一，許多市場呈現國際關聯性，以致於支配市場的

地位屬於罕見的例外情形；第二，個別領域另外有其他特別規定（例如特別是藥品

部門的定額給付規定），排除本條的適用；第三，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20 條的不當

阻礙及差別待遇規定有更大的適用空間7。 

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20 條的不當阻礙及差別待遇，其第 1 項規定支配市場事業不

                                                      
4 見 Götting in Loewenheim/Messen/Riesenkampff, Kartellrecht, 2. Aufl., §19 GWB Rdnr.87 (2009). 
5 劉孔中，智慧財產權法制的關鍵革新，228-236 (2007)。 
6 Götting in Loewenheim/Messen/Riesenkampff, Kartellrecht, $19 GWB Rdnr.90. 
7 Götting in Loewenheim/Messen/Riesenkampff, Kartellrecht, $19 GWB Rdnr.8. 



4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得在同種類事業通常得參與的交易中直接或間接不當阻礙其他事業，或無正當

理由對同種類事業為直接或間接的差別待遇。其第 2 項規定商品或服務之中小

型供給或需求者欠缺充分產生依賴關係之事業，亦適用第 1 項規定。   

(二) 聯邦 高法院判決 

1. 2004 年Standard-Spundfass判決8 

德國聯邦 高法院在 2004 年Standard-Spundfass案首次詮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20 條與專利法專利強制授權規定之關係。本案涉及德國化學業中家領先公司所研發

的產業標準，該四家公司均為「化學工業協會」（Verband der Chemischen Industrie, 

VCI）會員，其中一家為原告，另外還有K、S及v L三家公司。VCI在 1990 年 7 月

31 日決議採取基於原告所擁有專利技術方法的「VCI 緊口型瓶（L-ring-bottle）整

體條件」，此項標準被BASF、Bayer、Hoechst及Hűls等大型廠商採用。原告免費授

權K、S及v L使用其專利，但對其他瓶子製造公司則收取權利金。然而，原告在

1996 年 7 月 17 日拒絕授權被告使用其專利，並且起訴被告侵害其專利。原告在

1999 年 2 月 6 日在杜賽道夫地方法院取得禁制令，禁止被告銷售系爭瓶子。被告抗

辯主張原告有義務對其免費授權。地方法院判決原告勝訴，被告不服提起上訴，並

反訴請求在德國免費使用系爭專利。上訴法院駁回其上訴及反訴，然而聯邦 高法

院撤銷原判決並將本案發回上訴法院9。 

德國聯邦 高法院首先確立專利授權本身就是一個相關市場，而與下游的相關

產品市場（瓶子）不同10。該院接著認定就化學工業而言沒有其它的技術安排可以

取代系爭專利方法，因為只有遵守系爭專利的瓶子才能滿足「VCI 緊口型瓶整體條

件」，而且絕大多數的德國化學工業公司也只會買符合「VCI L緊口型瓶整體條

件」的瓶子11。德國聯邦 高法院表示專利也保護其權利人將其在市場上的排他地

位擴充為商業獨占，因此原則上專利權人有相當大的自由空間可以決定是否平等對

                                                      
8 對此判決之介紹可見李素華，「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以近用技術標準之關鍵專利為中

心」，公平交易季刊，第 16 卷第 2 期，85-122，106-109 (2008)。 
9 2004 BGH GRUR 966. 
10 2004 BGH GRUR 967. 
11 2004 BGH GRUR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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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尋求專利授權的事業。然而，在因為專利導致的市場支配之外，若有其它情況使

得差別待遇會對限制競爭防止法所保護的競爭自由構成威脅，則必須適用比較嚴格

的規範。 

在本案，原告支配市場的地位並不只是因為專利，而且也是因為業者要進入下

游瓶子產品市場時必須遵守系爭專利方法。原告作為支配市場的事業恣意拒絕被告

進入下游市場的管道，違反競爭法的規範。 後，德國聯邦 高法院並且表示，因

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或不當差別待遇而可以主張強制近用之救濟，與由聯邦專利法

院專屬管轄的專利法第 24 條強制授權目的與前提要件不同，因此可以平行、重覆

適用12。 

2. 2009 年橘皮書標準判決 

5 年之後，德國聯邦 高法院再度受理涉及產業事實標準的專利侵權案件。本

案原告是效力及於德國編號 325330 歐洲專利的專利權人，指責被告等未經原告同

意，製造、供應及銷售可一次及多次寫錄之 CD-R 及 CD-RW，提起停止侵權訴

訟，要求禁止被告使用其權利，本案被告則以專利權人拒絕專利授權構成濫用市場

支配地位作為侵權抗辯，並主張強制授權。地方法院判決被告敗訴，禁止其未經原

告同意而製造、輸入、持有、提供 CD-R 及 CD-RW 或將之引入市場，並且命被告

提供資料、帳冊及將持有之 CD-R 及 CD-RW 交付法院執達員銷毀，以及承擔損害

賠償的責任。被告不服提起上訴，但是敗訴，再向聯邦 高法院上訴，結果依然敗

訴。 

德國聯邦 高法院於 2009 年 5 月 6 日作成判決(編號 KZR39/06，亦稱橘皮書標

準判決)，其主文為：1、原告基於專利權起訴請求被告停止侵權，被告得抗辯專利

權人因為拒絕以無歧視且非阻礙競爭之條件締結專利授權契約而濫用支配市場地

位。2、然而專利權人只有在下列情形才是濫用支配市場地位：被告向其提出無條

件（ein unbedingtes Angebot）締結授權契約要約並且遵守該要約，專利權人若拒絕

就 會 違 反 「 不 得 歧 視 或 阻 礙 競 爭 」 禁 令 （ das Diskriminierung- oder das 

Behinderungsverbot），以及已經在使用系爭專利標的的被告遵守尚待締結之授權契

                                                      
12 2004 BGH GRUR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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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關於使用授權標的的義務。3、若被告認為專利權人的授權金要求太高而濫用支

配市場地位，或若專利權人拒絕指明授權金，則被告只需請授權人（即專利權人）

依衡平判斷（nach billigem Ermessen）決定授權金，就滿足無條件要約之要求。 

 

德國聯邦 高法院的主要見解可歸納為以下四點： 

1. 卡特爾法所禁止的行為法院不得再命令為之 

原告依據專利權對其提起不作為訴訟之被告，得抗辯原告以拒絕簽訂授權契約

之方式不當阻礙其參與同類事業通常得參與之交易，或對其歧視以致濫用其支配市

場之地位13。德國聯邦 高法院在Standard-Spundfass一案並沒有回答以下問題：依

據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33 條第 1 項（違反限制競爭防止法時會產生損害賠償及不作

為義務）連同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或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9 條（均禁止支配市場

事業濫用其支配市場地位）及第 20 條（禁止支配市場等事業歧視或不當阻礙其他

事業）之請求權，是否得排除專利法第 139 條第 1 項（得請求侵害專利之人停止侵

害之行為）之不作為請求權？ 

對此問題，下級法院及學說有所爭議14。肯定說認為在允許依據卡特爾法的強

制授權抗辯之情形，尋求（但尚未獲得）授權之人未經專利權人同意而使用專利之

行為雖然違反專利法，但是專利權人不得對其主張停止侵權行為（不作為），因為

其所要求的不作為正是專利權人必須立即以（依據限制競爭防止法所生的強制）授

權方式再交給侵權行為人，故專利權人的主張違反誠實信用原則15。否定說則認為

強制授權的抗辯不得在侵害專利訴訟主張，因為民法第 229 條自救權之要件不存

在，強制授權只能對未來生效（專利法第 24 條規定之強制授權亦是如此）；尋求

（但尚未獲得）授權之人如果未以訴訟或反訴方式貫徹其強制授權之主張，就有義

務容忍（原告之）不作為訴訟16。 

德國聯邦 高法院原則上同意肯定說：若支配市場之事業以拒絕簽訂專利授權

                                                      
13 BGH, KZR39/06, paragraph 22. 
14 BGH, KZR39/06, paragraph 23. 
15 BGH, KZR39/06, paragraph 24. 
16 BGH, KZR39/06, paragraph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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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方式在同類事業通常可以從事之交易上歧視尋求授權之人，或以此不當阻礙尋

求授權之人，則支配市場之事業落實專利法上不作為請求權的行為依舊構成濫用支

配市場之地位，因為支配市場之事業以此方式阻止其原本應該以締結契約方式對其

開放市場之其他事業進入市場。因此專利權人不得落實不作為請求權，亦不得拒絕

簽訂足以抵銷不作為請求權之授權契約。換言之，卡特爾法所禁止的行為，法院也

不得命令為之17。 

2. 為排除法院或行政程序認定之反競爭行為（而准許的強制）使用，
（使用人）不需要在使用前曾以適當交易條件爭取權利人同意授權 

德國聯邦 高法院認為，為排除法院或行政程序認定之反競爭行為（而准許的

強制）使用，（使用人）不需要在使用前曾以適當交易條件爭取權利人同意授權，

縱使依據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相關智慧財產協定第 31 條也不能得出相反的結論，

因為該條規定原則上允許依個案情況不經專利權人同意授予使用專利標的之權利。

依據該條第 k 項之規定，如果是為了排除法院或行政程序認定之反競爭行為而允許

（強制）使用，則在使用前須曾以適當交易條件爭取權利人同意未果之其他要件，

對於世界貿易組織會員並無拘束力。此外，當專利侵權訴訟之侵權人在開始使用系

爭專利之前爭取專利權人以無歧視之條件授權而不能取得授權時，就符合（使用前

須曾以適當交易條件爭取權利人同意未果）之要件。 

至於被上訴人(原告)「TRIPS協定第 31 條a項及i項要求會員以國家高權行為排

除依據卡特爾法成立的使用權」之主張，可置而不論，因為法院在專利侵權訴訟案

件就可以終局裁判專利使用人是否以及在何種範圍內享有請求專利權人授權之權利
18。 

3. 專利權人濫用其支配市場地位及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之二要件 

雖然被告享有請求專利權人授權之權利，但只有在滿足以下兩個條件時，專利

權人依據其專利而主張被告有不作為義務（亦即停止使用系爭專利）才會是濫用其

                                                      
17 BGH, KZR39/06, paragraphs 26, 27. 
18 BGH, KZR39/06, paragraph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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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市場地位及違反誠實信用原則：1、尋求專利授權之人向專利權人提出無條件

締結授權契約之要約並遵守該要約，而專利權人若拒絕授權就會不當阻礙尋求專利

授權之人或違反禁止歧視之原則。2、若尋求專利授權之人在專利權人接受其要約

之前已經在使用系爭專利，則必須遵守尚待締結之授權契約關於使用授權標的所課

與之義務，特別是支付該契約授權金或為之提供擔保19。 

(1) 尋求專利授權之人向專利權人提出無條件締結授權契約之要約並遵守該要約 

即使支配市場之專利權人也沒有義務主動要約而允許他人使用其發明，只有當

拒絕他人以非阻礙或非歧視條件締結授權契約之要約時，才是濫用其支配市場地

位。反之，專利權人不需容忍沒有準備以該條件締結授權契約之事業使用其專利之

行為20。準此，如果尋求授權之人只是提出附條件的授權要約，特別是只有當審理

專利侵權之法院判定其有專利侵權時才簽訂授權契約，則專利權人不會有濫用支配

市場地位。專利權人不需要接受此種附條件要約，專利侵害人亦不得以此要約對抗

專利權人請求其停止使用專利之主張21。 

(2) 尋求專利授權之人在支付授權金或為之提供擔保後，才可以使用系爭專利 

然而，（專利侵權行為人）無條件、（相對人即）可承諾之締結授權契約要

約，並不足以使得（專利侵權行為人）之「強制授權抗辯」得以對抗專利權人之不

作為請求權。任何的授權原則上只對未來發生效力，被授權人只有在取得授權後才

有權利使用授權契約之標的，一旦發生使用的行為，授權人立即享有請求契約對待

給付之權利，一般是按件或依銷售額而決定的授權金（本案即是如此）。如果尋求

授權之人在其取得授權之前就已經提前使用系爭專利，則在提前行使契約權利的同

時必須提前履行其契約義務22。尋求授權之人不需要直接向專利權人支付授權金，

而可以依據民法第 372 條第一句之規定提存並放棄其取回權。此時若專利權人仍然

拒絕締結授權契約，則可以援引民法債權人遲延之相關規定（第 293 或 298 條）
23。雖然應給付之授權金金額尚未確定，但是準用著作權集體管理法第 11 條第 2 項

                                                      
19 BGH, KZR39/06, paragraph 29. 
20 BGH, KZR39/06, paragraph 30. 
21 BGH, KZR39/06, paragraph 32. 
22 BGH, KZR39/06, paragraph 33. 
23 BGH, KZR39/06, paragraph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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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24，並不妨礙使用人提存授權金，換言之，可以依據民法第 315 條決定應給

付之內容。總之，若提存足夠金額，審理專利侵權訴訟之法院只需確認有專利權人

應接受之授權契約要約並依據衡平衡量決定授權金25。 

本案以上的見解與德國聯邦 高法院 2002 年SPIEGEL-CD-ROM一案判決立場

一致26，德國聯邦 高法院在SPIEGEL-CD-ROM表示，面對著作權法上的不作為請

求權，不能依據已存在的授權請求權就抗辯其為不當的權利行使，否則會造成比

「強制授權」對著作權人更不利的「法定授權」之結果，因為如此會導致著作權人

就只能在他人使用其著作之後主張授權金請求權，而不能以使用人支付應給付之權

利金作為是否同意授權之條件27。 

4. 授權金應該以卡特爾法上無爭議之契約條件為限 

德國聯邦 高法院表示，授權金，也就是尋求授權之人應給付之額度，應該以

卡特爾法上無爭議之契約條件為限。雖然尋求授權之人不能立即確認授權金的額

度，但是並不會對其造成不當的負擔，因為其原則上原本就負有舉證責任說明及證

明其已經具備授權請求權之條件。當尋求授權之人認為專利權人要求之授權金過高

而達於濫用的地步，或例如專利權人覺得有權在任何情況拒絕授權系爭專利之使用

而拒絕指明授權金額度時，應承認尋求授權之人有權不依據約定的特定權利金額，

而以專利權人依據衡平判斷決定之權利金決定締結授權契約要約的權利金。否則尋

求授權之人縱使提存較其認為適當金額為高的金額，也可能因為未在提存時同時提

出相同金額之授權要約，而受到不利判決。另一方面，為「保險起見」而提高授權

要約之授權金，會使得專利權人可能因為接受此項要約而得到過高的權利金，這不

僅不公平，而且增加專利侵權訴訟一項原本可以避免的工作，也就是決定非阻礙或

非歧視性授權金的確實金額。另一方面，專利權人在決定授權金時有全然的自由，

                                                      
24 德國著作權集體管理法第 11 條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有義務以合理條件授權他人使用

其管理之權利（第 1 項）。無法就授權他人使用之條件達成協議，但使用人已向著作權集體管理
團體支付使用人認可之金額，並且附條件支付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所主張超過前項金額之授權金
或為其提存該授權金者，視為已取得授權（第 2 項）。 

25 BGH, KZR39/06, paragraph 40. 
26 BGH, Urteil v. 05.07.2001, Az. I ZR 311/98.. 
27 BGH, KZR39/06, paragraph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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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不符合卡特爾法所設定的限制並且不當阻礙或歧視（相較於其他被授權人）

系爭被授權人時，其決定之金額才屬不當28。 

三、關鍵內容之強制授權 

(一) 基於著作權法強制授權規定：美國 

美國近年來在各種國際場合強力推銷保護著作權的重要性，但卻絕口不提關於

著作權法需要強制授權規定的一面，而此等規定正是平衡著作權與公共利益所不可

或缺，尤其是市場容易失靈的影音娛樂產業。以下先探討美國影音娛樂市場失靈的

理由，再分析美國著作權法法定及強制授權的相關規定。 

1. 影音娛樂市場失靈的理由 

(1) 有高度市場力量集中的問題 

美國境內 83% 錄製音樂之生產及銷售掌握在 3-5 家唱片公司，66% 電影市場

集中在前 4 大經銷商，90% 集中在前 7 大經銷商。此外，音樂及影片產業普遍存在

聯合行為，CD定價只有幾分美元之差異，影片產業自 1930 年起就有各種默示勾結

及完整卡特爾29。 

(2) 資訊及力量不對稱 

作家、表演藝術家在著作權的交易中是無可救藥的笨拙，相關的報導與故事層

出不窮。雖然大牌演員及導演僱有律師，而二線演員有工會維護其利益，但是仍然

不敵大製片廠之力量30。 

(3) 容易作價格歧視 

                                                      
28 BGH, KZR39/06, paragraphs 37-39. 
29 William Fisher, Promises to Keep. Technology, Law, and the Future of Entertainment,Stanford Uni-

versity Press, 181 (2004). 
30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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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產業採取複雜的數位權利管理機制，搭配著作權法禁止規避該機制之規

定，又可透過各種管道蒐集特定消費者之能力與意願的資訊（例如信用卡刷卡紀

錄、網路使用紀錄、機上盒等），所以容易對娛樂產品使用人採取高度的價格歧視

措施31。 

(4) 娛樂產品帶有公共利益 

娛樂產業在沒有完全代替品的情況下享有人為塑造的獨占地位。其次，娛樂產

品是生活必需品，因為根據 2004 年統計，每個美國人平均每天消費娛樂產品 8 小

時，一年 365 天均是如此32。 

2. 著作權法強制授權的相關規定  

著作權不斷強化，有被濫用的危險，故哈佛大學William Fisher教授主張防止濫

用 自然的方法就是加強對娛樂產業的管制，限制其行使權利之方式33。事實上，

美國著作權法有不少強制及法定授權的規定，例如非互動式網路廣播得播放錄音著

作，但應支付其播放錄音著作人權利金，該權利金由著作權權利金法官（Copyright 

Royalty Judges）以「市場中有意願買受人及出賣人可能達成的條件」為標準決定之

（第 114 條款f項）。自非互動式網路廣播所收到的權利金，50% 分配給錄音之著

作權人，45% 分配給錄音藝術家或主要表演人，各 2.5% 分配給非主要之樂手或歌

手（第 114 條款g項）34。數位錄音設備（Digital Audio Recording Device）之製造及

經銷商或進口及經銷商必須向美國著作權局繳納該設備售價 2% 之權利金（ 少不

得低於 1 美元， 高不超過 12 美元。第 1004 條款a項）。此外， 大的著作權集體

管理團體美國作曲家、作家及出版家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s, Authors 

and Publishers, ASCAP）及次大的廣播音樂公司（Broadcast Music, Inc., BMI）就公

開演出收取之權利金也是受到司法部反托拉斯同意命令的監督，若雙方對權利金有

爭議，由聯邦法院判定35。 

                                                      
31 前揭註 29, 183. 
32 前揭註 29, 182. 
33 Ibid. 
34 前揭註 29, 184-185. 
35 前揭註 29, 51。關於ASCAP及BMI所涉及之反托拉斯案件請見，劉孔中，智慧財產權運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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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於著作權法以外之其他法律：英國 

雖然說資訊時代的消費者對於節目有非常多的選擇，但是與時間高度相關的節

目在消費者心目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例如運動賽事之現場實況轉播以及好萊塢首輪

電影。如果取得公開播送權之廣播電視事業拒絕授權其他業者播送或授權之條件使

其他業者無法與其在零售市場競爭，就會產生嚴重限制競爭與消費者選擇的爭議。

此種爭議不易靠商業協定解決，一旦破局，會立即影響廣大消費者的收視，從而引

發普遍的抗議與不滿。因此就會產生是否應該以管制價格介入廣播電視業者間提供

節目內容的問題。 

以英國之付費電視為例，自 1990 年代初期興起後至今已有 1,200 萬名用戶，

Sky公司是其中的佼佼者36，多年來對於有廣大收視觀眾的好萊塢首輪電影以及運動

賽事擁有獨家公開播送權，因此在某些頻道批發市場具有市場力量。不過Sky公司

在運動賽事轉播及電影頻道之市場力量不同。Sky在運動賽事轉播市場之力量來自

於其廣播電視有獨特魅力吸引大量現場收視之觀眾，以及對許多重要運動賽事擁有

獨家現場實況公開播送權。而此項市場力量在未來幾年不會改變。電影頻道市場的

情況比較複雜，因為消費者有多種購買電影內容的方式，線性頻道的重要性開始下

降，隨選服務日益重要。不過，Sky在電影頻道不僅控制所有主要線性電影頻道之

權利，同時持有發展訂購好萊塢首輪電影隨選服務所需要的全部權利37。 

Sky公司運用市場力量限制其黃金頻道之批發經銷，導致其他平台零售業者的

競爭受到限制，消費者選擇減少，延滯Sky公司以外其他公司之創新。Sky公司擁有

隨選視訊之授權但卻極少使用此項授權，使得其他競爭業者無法發展創新服務38。

英國通訊傳播主管機關通訊辦公室（Ofcom）在 2007 年初接獲BT、Setana、Top Up 

TV及Virgin Media等公司申訴後39，展開三次公開意見諮詢程序，以評估系爭領域

之競爭是否足以提供消費者以下之利益：平台與內容之選擇（平台服務及零售服務

                                                        
競爭秩序，第 3 版，12-14 (2008)。 

36 Ofcom, Pay TV statement, March 21, 1.2 (2010). 
37 Ofcom, Pay TV statement, 1.5. 
38 Ofcom, Pay TV statement, 1.6. 
39 Ofcom, Pay TV statement, 1.14. 



 技術標準、關鍵內容與強制授權－國際比較下的本土檢討 13 

之組合及定價之）創新以及有效競爭價格之付費電視服務40。 

Ofcom在 2010 年 3 月 31 日援引通訊法第 316 條確保公平及有效競爭之規定，

要求Sky公司將其 重要的運動賽事頻道標準畫質運動頻道Sports 1、Sports 2，依據

Ofcom規定的批發價格提供給其他業者零售，而Ofcom管制之批發價格比市場批發

價格少 23.4%。至於高畫質運動頻道Sports 1、Sports 2 尚屬新服務，為給與其定價

彈性促進後續創新，故不列入管制41。其次，Ofcom附帶以下二項條件准許Sky公司

在數位無線電視提供其付費電視服務：一，依據Ofcom規定批發價格提供Sports 1、

Sports 2 給其他業者之義務，而且應檢附已有效履行此義務之證據;二，其在數位無

線電視所播映之電影頻道也必須以相同條件提供給其他數位無線電視零售業者42。 

不過Ofcom並未對Sky公司的電影頻道課以相同義務，因為Ofcom雖然關切電影

頻道

電視收視戶可立即

受益

                                                     

經銷管道之限制，但是其前瞻性關切是針對隨選視訊的公開播送權，而通訊法

第 316 條主要是針對線性頻道，並無法解決此項問題。因此Ofcom決定依據企業法

規定經公共諮詢程序後將本案移送競爭委員會調查處理43。 

Ofcom期待此項決定會為消費者帶來的實質福利包括：數位

，1000 萬免費收視戶可以選擇經由既有天線收視 熱門的運動賽事，Sky公司

與其他公司的競爭會提供消費者更多的組合服務選擇。在「一定要有」的內容收視

獲得改善之後，將會提供業者誘因研發散佈此種內容的新方式，例如更快的寬頻網

路。其他國家也有類似介入管制的例子，尤其是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的

「節目收視規則」（Program Access Rule）促進衛星IPTV平台進入市場44。 

 
40 Ofcom, Pay TV statement, 1.15. 
41 Ofcom, Pay TV statement, 1.7. 
42 Ofcom, Pay TV statement, 1.1. 
43 只有在一般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公平交易局及 Ofcom 等特定部門主管機關移送時，英國競爭委

員會才調查並處理下列三種領域的競爭議題：(1)市占率超過 1/4 的公司的結合案，是否會導致實
質競爭的減少；(2)競爭機制遭到扭曲、限制或是被妨礙的市場以及(3)在特定的管制產業中，該管
制機制無法有效運作或解決存在於被管制者與管制機關間的爭議。 

44 Ofcom, Pay TV statement,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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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利強制授權 

(一) 英國 

英國 1883 年專利法就已經承認專利強制授權，在 1919 到 1977 年之間還另外

在食品藥物法規中允許專利強制授權。在實務上申請或實施專利強制授權的案例不

多，在 1959 到 1968 年之間，每年依據專利法申請專利強制授權的案件平均只有

1.5 件，總共只准許過 2 件；每年依據食品藥物法規申請專利強制授權的案件平均

只有 4.1 件，總共只准許過 4 件45。文獻報導的 後一個專利強制授權案件出現在

1971 年46。但是如果因為申請及許可的專利強制授權案例不多，就認為專利強制授

權規定不具有實益，則是錯誤的結論，因為授予專利強制授權的可能性就足以促使

專利權人實施或自願授權實施該專利47。 

英國 1977 年專利法（2007 年 後一次修正）規定的強制授權有五大類型:基於

申請（第 48 條區分WTO與非WTO會員之專利權人，對前者之強制授權比對後者較

為困難，但是因為WTO會員數量龐大，討論對非WTO會員之專利權人的強制授權

並無實益，故以下略而不談）、基於競爭委員會的調查報告（第 51 條）、政府逕

行使用（Crown use，第 55、第 59 條）48、針對生物科技發明（2002 年專利及植物

品種權規則（Patents and Plant Variety Rights（Compulsory Licensing）Regulations）

以及供出口至低度開國家之藥品強制授權（第 128 條A）。由於遊說團體的運作成

                                                      
45 Cornish/Llewely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atents, Copyright, Trade Marks and Allied Rights, 6th ed., 

fn.70, 301 (2007). 
46 Tahir Amin, “Practical Experiences with Compulsory Licensing in the UK,” Asean Workshop on 

Compulsory Licensing to Increase Access to Antiretrovirals (ARVs) and Diagnostic Reagents, Kuala 
Lumpur, Malaysia (2006). 

47 Bentley/Sherm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3rd. ed., 578 (2009). 
48 英國專利法第 55 條第(1)項規定：「“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in this Act, any government 

department and any person authorized in writing by a government department, may for the services of the 
Crown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section,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acts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relation 
to a patented invention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proprietor of the patent.” Sec. 59(1) contains special 
provisions as to Crown use during emergency: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 utilizing sec. 55 is given the 
power to use the invention for any purpose which appears to it necessary or exped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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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英國專利法完全不允許對半導體技術專利強制授權49。 

1. 基於申請的強制授權 

依據英國專利法第 48 條 A，當尋求授權人無法於合理期間內以合理商業條件

取得專利權人之授權時，專利局長（Comptroller）得在專利核發 3 年後准許強制授

權，但限於下列四種情形：無法以合理條件滿足國內市場對專利產品之需求（UK 

Demand for a Patented Product is not Being Met on Reasonable Terms）；專利授權之不

合理限制防止或阻礙技術及經濟上另一個重要發明專利的使用；專利權人拒絕以合

理條件授權不公平妨礙（Unfairly Prejudiced）英國工商業活動；以及因為對專利授

權、處理或使用專利產品或方法的條件，而不公平妨礙英國製造、使用或處理非專

利材料的工商業活動。 

專利局長在決定是否授予強制授權時雖然具有行政裁量權，但是專利法第 50

條規定其裁量時必需考慮下列目的：在英國實施專利符合公共利益；應該「無不當

遲延」並且「在合理可行的 大範圍內」實施專利；專利權人應獲得「考慮到其發

明性質之合理補償」；已經實施系爭專利之人的利益不應受到不利影響。同時，該

條規定要求專利局長應該考慮下列因素：系爭發明之性質、專利剩餘之保護期間，

以及專利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未充分實施專利所採取之措施50。 

2. 基於競爭委員會報告之強制授權 

若競爭委員會提出報告指出市場有獨占之現象，或是有違反公共利益的反競爭

行為，相關部長得向專利局長申請授予強制授權。 

3. 政府逕行使用之強制授權 

政府部門及經其書面授權之人為達成公務（for the Services of the Crown），得

逕行使用系爭專利，而不需向專利局長提出申請。一般認為提供對外國防目的所需

物資、製造特定藥品以及生產或使用原子能源均屬公務使用。若對公務使用之強制

                                                      
49 Cornish/Llewely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atents, Copyright, Trade Marks and Allied Rights,” 7-45. 
50 Bentley/Sherm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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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有所爭議（包括授權之條件與補償金額），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救濟51。 

4. 針對生物科技發明之強制授權 

歐盟生物科技指令針對生物科技發明導入強制授權及交互授權之規定，協助處

理專利權人與植物品種權人之間有效使用彼此之權利，於是英國在 2002 年增加相

對應的規定：品種權人利用品種權必須實施他人之生物技術專利，且其品種權較該

專利具相當經濟意義之重要技術改良時，可准予強制授權。專利權人利用專利權必

須實施他人之植物品種權，且其專利權較該植物品種權具相當經濟意義之重要技術

改良時，可准予強制授權52。 

5. 供出口至低度開國家之藥品強制授權 

基於世界貿易組織對 TRIPS 協定的修正，歐盟在 2006 年公布「關於強制授權

製 造 藥 品 之 專 利 供 出 口 到 有 公 共 衛 生 問 題 之 國 家 」 規 定 （ Reg.816/2006 on 

Compulsory Licensing of Patents relating to the Manufacture of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for Export to Countries with Public Health Problems），而英國在 2007 年 12 月修改其

專利法增加第 128 條 A，將上述規定轉化成內國法，允許強制授權製造生產專利藥品

供輸出到需要此等藥品以解決其公共衛生難題的「合格進口國家」。所謂合格國家是

指聯合國認定的 低度開發國家或被國際經濟合作組織（OECD）認定為低收入國

家，該等國家也必需通知 TRIPS 協定理事會其有意以進口國身份使用該項制度。 

(二) 德國 

德國對於專利強制授權的看法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有過重大轉折，1911 年專利

法首度授權法院得准許專利強制授權，在 1923 年到 1943 年之間，總共有 295 件專

利強制授權申請案，其中 25 件得到准許。然而，依據德國專利法院之統計，1961

年到 2004 年之間，總共只有 20 件申請案，其中只有 1 件獲准（1994 年），但隨後

                                                      
51 Bentley/Sherm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582. 
52 Bentley/Sherm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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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6 年被聯邦 高法院撤銷，這就是著名的Polyferon案53。德國通說認為專利強

制授權制度的實質意義是以心理威脅作用協助當事人達成自願授權協定54。 

德國專利法第 24 條是關於專利強制授權之規定（該條規定 近一次修正是

2009 年 7 月 31 日）： 

(1) 符合下列條件者，專利法院得在個案中依據第二項以下規定之標準授予非專

屬、商業使用發明之權限：1、尋求授權之人在合理期間無法以合理商業條件

取得專利權人同意授權，以及 2、公共利益需要授予強制授權。 

(2) 尋求授權之人使用取得專利在後之發明時必定會侵害取得專利在前之專利，

而且 1、具備前項第一款之要件，以及 2、其發明相較於取得專利在前之專利

具相當經濟意義之重要技術改良者，對於取得專利在前之專利權人得請求授

予強制授權。 

取得專利在前之專利權人得請求取得專利在後之權利人以合理條件交互授權

其專利。 

(3) 植物品種權取得或使用其品種權時必定會侵害之前之專利時，準用前項之規

定。 

(4) 依據第一項對半導體技術領域專利發明之強制授權，限於為排除法院或行政

程序認定專利權人之反競爭行為所必要時。 

(5) 專利權人在德國未行使或未充分實施其專利者，得依據第一項規定授予強制

授權以滿足國內市場對專利產品之需求。進口等同在德國實施專利。 

(6) 授予強制授權限於系爭專利取得之後。授予強制授權時得附限制或條件。強

制授權之範圍與期間依據授予強制授權之目的定之。專利權人對強制授權被

授權人得請求與個案情況相當並且考量強制授權之經濟價值之報酬。決定報

酬額度之事由發生重大改變時，利害關係人均得請求調整未來需給付之報

酬。授予強制授權之基礎事實不存在並且再度發生之機率不高者，專利權人

得請求廢止強制授權。 

(7) 專利強制授權限於與利用該項專利之企業一同轉讓。強制授權所針對之發明

是取得在前專利之標的者，限於與取得在後之專利一同轉讓。 

                                                      
53 Kűbel, Zwangslizenzen im Immaterialg-ter- und Wettbewerbsrecht, 93 (2004). 
54 Benkard/Rogge, Patentgesetz, 10 Aufl. (2006); §24, Rdnr. 4 ;Busse/Schwendy, Patentgesetz, 6 Aufl. 

(2003), § 24, Rdnr. 16; Kűbel, Zwangslizenzen im Immaterialg　er- und Wettbewerbsrecht,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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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 高法院在Polyferon案的見解可以整理如下55： 

1. 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是一項程序要件 

強制授權的前提要件是，專利權人拒絕授權願意支付合理報酬並提供擔保的第

三人使用其專利。本款定是一項程序要件（Prozessuale Voraussetzung）。強制授權

申請人必須經過努力仍然無法取得專利權人之同意。強制授權申請人只須要表明其

有意願支付合理之報酬，就已滿足此項程序要件，專利權人不得要求強制授權申請

人必須直接或間接提出事後被專利法院認為合理的具體數目。若強制授權申請人表

明一項具體數目，原則上只視為是一項建議。以書面表示願意支付合理之權利金並

提供擔保，就已充分滿足此項程序要件。強制授權申請人的聲明也不需要表明一項

可得確定的數目。此項程序要件若於起訴時尚未履行，可於程序中補正。 

2.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公共利益是有待法院判決具體化的不確定法律概念 

公共利益無法以放諸四海皆準的方式加以轉化，而是如同任何的一般條款都要

歷經變化。在衡量專利權人及大眾間對立的利益時，會受到變動見解的影響。重點

是每個個案的情況。不能僅以權利人享有專屬地位就推論出公共利益－縱使該權利

人在市場上享有事實上的獨占地位。法律秩序為獎勵專利權人將其發明公開、其投

入的心力、承擔的風險與支出的費用，而授與其不論競爭狀況均可行使的專屬權

利。因此，只有發生原本全然不限制之專屬權利及專利權人之利益不得不退讓的特

殊狀況時，才可能涉及公共利益。 

在早先的判決裡，為改善國內市場之供給、防止整個產業部門發生危害、防止

大規模事業倒閉或勞工解雇、提升事業之安全、促進大眾之健康、確保電力之供應

不中斷，都曾經被視為是公共利益。然而因為觀點可能改變，此等事由在決定公共

利益時至少不能再逕行加以援用此等事由。 

3. 在解釋專利法第 24 條公共利益時不以專利權濫用為前提 

在解釋專利法第 24 條公共利益時，基本法第 14 條或巴黎公約第 5 條第 1 項均

                                                      
55 BGH GRUR 1996, 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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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要求以專利濫用為前提。專利法第 24 條第 1 項考慮前述兩條規定的方式就是當

公共利益要求時，強制專利權人同意他人使用其專利。當公共利益的要件滿足時，

專利權人必須容忍對其權利之干涉，而不生侵害其基本法第 14 條基本權利的問

題。巴黎公約第 5 條第 1 項僅規定不實施或不充分實施專利時的強制授權，並未規

範基於公共利益而授予強制授權的情形，因此，各國立法者得自由決定其他強制授

權的情形─特別是基於公共利益。 

TRIPS 協定也不能用來解釋只有在專利濫用的情形才應當授予強制授權。依據

TRIPS 協定第 30 條會員得對專利之專屬權作有限的例外規定，但必須是未不當妨

礙專利之正常使用，未不當妨礙專利權人的正當利益，同時考慮第三人的正當利

益。TRIPS 協定要求會員在干涉專利權時應該作利益的衡量。德國立法者制定專利

法第 24 條時規定只有為維護公共利益才能介入干預已授予給專利權人之權利，符

合 TRIPS 協定之此項義務。 

五、我國法制之檢討 

(一) 專利法 

1. 現行規定與實務 

強制授權之型態有 2 種，即特許實施與再發明之特許實施，專利法第 76 條規

定特許實施56，專利法第 78 條規定再發明之特許實施57。迄今實務只有 3 件專利強

                                                      
56 其內容為：為因應國家緊急情況或增進公益之非營利使用或申請人曾以合理之商業條件在相

當期間內仍不能協議授權時，專利專責機關得依申請，特許該申請人實施專利權；其實施應以供
應國內市場需要為主。但就半導體技術專利申請特許實施者，以增進公益之非營利使用為限（第
1 項）。專利權人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情事，經法院判決或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確
定者，雖無前項之情形，專利專責機關亦得依申請，特許該申請人實施專利權（第 2 項）。專利
專責機關接到特許實施申請書後，應將申請書副本送達專利權人，限期三個月內答辯；屆期不答
辯者，得逕行處理（第 3 項）。特許實施權，不妨礙他人就同一發明專利權再取得實施權。特許
實施權人應給與專利權人適當之補償金，有爭執時，由專利專責機關核定之（第 4 項）。特許實
施權，應與特許實施有關之營業一併轉讓、信託、繼承、授權或設定質權（第 5 項）。特許實施
之原因消滅時，專利專責機關得依申請廢止其特許實施（第 6 項）。 

57 其內容為：再發明，指利用他人發明或新型之主要技術內容所完成之發明（第 1 項）。再發
明專利權人未經原專利權人同意，不得實施其發明（第 2 項）。製造方法專利權人依其製造方法
製成之物品為他人專利者，未經該他人同意，不得實施其發明（第 3 項）。前二項再發明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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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授權申請（第 1 件及第 3 件申請案都是針對飛利浦之CD-R專利。因為第 1 件申請

案雖然被許可但是 終仍被智慧局廢止，所以第 3 件申請案後來撤回）及 2 件許

可。 

2. 修法草案58 

現行專利法強制授權規定雖然僅被適用過兩次，但是因為CD-R專利強制授權一

案引發歐盟強烈抗議而要求我國修改相關規定59，於是行政院 98 年 12 月 3 日將專

利法修正草案送請立法院，除了將「特許實施」名稱修正為「強制授權」，並大幅

修正規定之內容。 

(1) 專利專責機關應依緊急命令或需用專利權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通知而強制

授權所需用之專利權 

草案第 89 條第 1 項規定：為因應國家緊急危難或其他重大緊急情況，專利專

                                                        
人與原發明專利權人，或製造方法專利權人與物品專利權人，得協議交互授權實施（第 4 項）。
前項協議不成時，再發明專利權人與原發明專利權人或製造方法專利權人與物品專利權人得依第
76 條規定申請特許實施。但再發明或製造方法發明所表現之技術，須較原發明或物品發明具相當
經濟意義之重要技術改良者，再發明或製造方法專利權人始得申請特許實施（第 5 項）。再發明
專利權人或製造方法專利權人取得之特許實施權，應與其專利權一併轉讓、信託、繼承、授權或
設定質權（第 6 項）。 

58 中國大陸 2008 年 新修正專利法將強制授權（稱強制許可）規定在第 48 條至第 58 條。強
制授權限於：1.專利權人無正當理由未實施或者未充分實施其專利的（第 48 條第 1 款）；2.專利
權人行使專利權的行為被依法認定為壟斷行為，為消除或者減少該行為對競爭產生的不利影響的 
（第 48 條第 2 款）；3.在國家出現緊急狀態或者非常情況時，或者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第 49
條）；4.為了公共健康目的，對取得專利權的藥品，可以給予製造並將其出口到符合中華人民共
和國參加的有關國際條約規定的國家或者地區的強制許可（第 50 條）；5.一項取得專利權的發明
或者實用新型比前已經取得專利權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具有顯著經濟意義的重大技術進步，其實
施又有賴於前一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的實施的，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根據後一專利權人的申請，可
以給予實施前一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的強制許可（第 51 條第 1 項）；6.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根據前
一專利權人的申請，也可以給予實施後一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的強制許可（第 51 條第 2 項）。強制
授權若涉及的發明創造為半導體技術，其實施限於公共利益的目的及第 48 條第 2 款規定的情形
（第 52 條）。除依照專利權人行使專利權的行為被依法認定為壟斷行為，為消除或者減少該行為
對競爭產生的不利影響（第 48 條第 2 款）及為了公共健康目的（第 50 條）給予的強制許可外，
強制許可的實施應當主要為了供應國內市場（第 53 條）。申請強制許可的單位或者個人應當提供
證據，證明其以合理的條件請求專利權人許可其實施專利，但未能在合理的時間內獲得許可（第
54 條）。 

59 詳細討論請見，劉孔中，「CD-R案公平法及專利強制授權相關爭議之解析與評釋」，公平
交易季刊，第 17 卷第 1 期，1-38, 9-1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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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機關應依緊急命令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通知，強制授權所需專利權，並儘

速通知專利權人60。 

(2) 限縮得依申請強制授權之事由為四項 

草案第 89 條接著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而有強制授權之必要者，專利專責

機關得依申請強制授權：一、增進公益之非營利實施。二、發明或新型專利權之實

施將不可避免侵害在前之發明或新型專利權，且較該在前之發明或新型專利權具相

當經濟意義之重要技術改良。三、品種權人利用品種權必須實施他人之生物技術專

利，且較該專利具相當經濟意義之重要技術改良。四、專利權人有限制競爭或不公

平競爭之情事，經法院判決或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第 2 項）。就半導體技

術專利申請強制授權者，以有前項第 1 款或第 4 款之情事者為限（第 3 項）。依第

2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規定申請強制授權者，以申請人曾以合理之商業條件在相當期

間內仍不能協議授權者為限（第 4 項）。專利權經依第 2 項第 2 款或第 3 款規定申

請強制授權者，其專利權人得提出合理條件，請求就申請人之專利權或品種權強制

授權（第 5 項）61。 

(3) 明定強制授權實施供應市場之原則與例外 

草案第 90 條第 2 項規定強制授權之實施應以供應國內市場需要為主。但依 89

條第 2 項第 4 款規定強制授權者，不在此限62。 

(4) 專利專責機關於准予強制授權時即一併核定適當補償金 

                                                      
60 立法理由：「遇此等情況時，專利專責機關應依緊急命令或需用專利權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通知而強制授權所需用之專利權，對於『國家緊急危難或其他重大緊急情況』之要件不再
作實質認定，而悉依緊急命令及需用專利權機關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之通知。」 

61 立法理由：「現行本法於 83 年修法時，參考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第 31
條，明定得申請強制授權之事由，包括國家緊急情況、增進公益之非營利使用、申請人曾以合理
之商業條件在相當期間內仍不能協議授權、違反公平競爭以及再發明專利等 5 項。惟經再研析與
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第 31 條之內容、各國規定，並參考學界之意見及我國實務
運作之情況，現行規定似有不明確而應調整之必要。」之理由。 

62 立法理由：「強制授權實施之範圍，原則上限於供應國內市場需要為主，惟若因專利權人有
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之情事而強制授權者，依 TRIPS 第 31 條第（k）款所為之規定，強制授權之
實施範圍得不受此限制。再者，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與整體經濟利益之衡量，須考量國內外多元複
雜之因素，與市場之劃定是否侷限於國內市場，亦需視個別產業之情況而為認定，上開判斷既屬
公平會及法院之權責，則就是否以供應國內市場需要為主，理亦應依公平會處分及法院之判決認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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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平衡專利權人之權利保護及公益之維護，現行條文第 76 條第 5 項明定強

制授權之被授權人應給與專利權人適當補償金之規定，惟於操作上則是採二階段之

方式，亦即於第一階段係立基於尊重雙方之補償金協議權，因此係採協議先行之方

式，若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或有爭執時，則進入第二階段，由專利專責機關介入核

定。惟二階段之處理方式耗時費日，且專利權人亦將無法適時得到補償，經參照日

本特許法第 88 條、韓國專利法第 110 條及德國專利法第 24 條第 5 項之規定」，草

案第 90 條第 3 項明定由專利專責機關於准予強制授權時即一併核定適當之補償

金。 

(5) 明訂強制授權之廢止 

草案第 91 條規定專利專責機關應依通知及申請廢止強制授權，並刪除「依職

權廢止」之規定：「依第 89 條第 1 項規定強制授權者，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認無強制授權之必要時，專利專責機關應依通知廢止強制授權（第 1 項）。有下列

各款情事之一者，專利專責機關得依申請廢止強制授權：一、作成強制授權之事實

變更，致無強制授權之必要。二、被授權人未依授權之內容適當實施。三、被授權

人未依專利專責機關之審定支付補償金（第 2 項）63。」 

(二) 著作權法64 

著作權法上強制授權的規定在 1992 年達到高峰期，第 3 章第 3 節第 5 款設有

                                                      
63 立法理由：二、第一項新增。依修正條文第 89 條第 1 項之規定，專利專責機關係依據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通知而為強制授權，又考量強制授權為公權力對專利權實施之限制，故如需
用專利權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因情事變更認已無強制授權之必要時，專利專責機關應依通
知廢止該強制授權之處分，以解除強制授權對該專利權實施之限制，爰於第一項明定之。三、第
二項新增。現行條文第 76 條第 7 項規定之「特許實施之原因消滅」及第 77 條規定之「違反特許
實施之目的」所指為何?於實務之審查及判斷上易生爭議。爰參照日本特許法第 89 條及第 90 條第
一項規定，明定得申請廢止強制授權之事由。又現行條文第 77 條規定於特許實施權人違反特許實
施之目的時，專利專責機關得依職權廢止之機制，惟查強制授權之法律性質，係藉由強制授權之
處分，強制雙方締結授權契約，因此在作成強制授權之處分後，即擬制雙方成立授權合約之狀
態。基此，強制授權後有無廢止該授權之必要，自應交由專利權人本於維護自身權益而加以主
張，爰參考德國專利法第 24 條第 5 項規定，明定「專利專責機關得依申請廢止其強制授權」，並
刪除「依職權廢止」之規定。 

64 出人意料的是，中國大陸著作權法並沒有關於強制授權的規定。陳乃蔚，「試論中國反壟斷
法對知識產權濫用的限制」，政大智慧財產評論，第 6 卷第 2 期，42, 31-50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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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利用之強制授權」專款，共計 7 個條文，包括翻譯之強制授權（第 67

條）、強制授權翻譯著作供廣播電台及電視台公開播送之強制授權（第 68 條）以

及音樂錄音著作之強制授權（第 69 條，其實是法定授權）規定。然而實務上，第

67 條及 68 條以往均只是備而不用，從無使用的記錄，又考慮台灣不是以開發中國

家身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無法再援用伯恩公約賦予開發中國家翻譯權強制授權之優

惠規定，於是在 1998 年被刪除。目前著作權法僅有關於音樂錄音著作之強制授權

的規定65，此外，並於 2003 年增訂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賦予錄音著作著作人對公

開演出其錄音著作之人支付使用報酬之權利，等於是將其公開演出權降為報酬請求

權，實質上是一種法定授權66。 

(三) 公平法 

依據公平法第 10 條，獨占事業不得濫用其市場獨占地位，同法第 35 條第 1 項

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對於違反第 10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因此如果具備市場獨占地位之專利權人拒絕授權的行為違反不

得濫用市場獨占地位之禁令，則公平會參照德國聯邦 高法院橘皮書標準判決，是

                                                      
65 第 69 條：錄有音樂著作之銷售用錄音著作發行滿六個月，欲利用該音樂著作錄製其他銷售

用錄音著作者，經申請著作權專責機關許可強制授權，並給付使用報酬後，得利用該音樂著作，
另行錄製。前項音樂著作強制授權許可、使用報酬之計算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第 70 條：依前條規定利用音樂著作者，不得將其錄音著作之重製物銷售至中華民國管
轄區域外。第 71 條：依第 69 條規定，取得強制授權之許可後，發現其申請有虛偽情事者，著作
權專責機關應撤銷其許可。依第 69 條規定，取得強制授權之許可後，未依著作權專責機關許可之
方式利用著作者，著作權專責機關應廢止其許可。依據音樂著作強制授權申請許可及使用報酬辦
法第 12 條之規定，著作權專責機關許可強制授權者，應同時告知使用報酬之計算方法及許可利用
之方式。申請人應給付之使用報酬，其計算公式如下： 

                                    預定發行之錄音著作批發價格×5.4%×預定發行之錄音著作數量 
使用報酬率=  
            預定發行之錄音著作所利用之音樂著作數量  

依前項計算公式計算之使用報酬低於新臺幣二萬元者，以新臺幣二萬元計算。但申請人如有特
殊事由，經檢具證據證明者，得逕以前項規定計算之。  

66 國內學者卻只稱「錄音著作公開演出的使用報酬請求權，並非具有排他性之專有權利」羅明
通，著作權法論，第 7 版，553 (2009)、「惟此著作人僅有報酬請求權，而無排他的公開演出權」
（蕭雄淋，著作權法論，135 (2009)。只要付錢給他們就可以了，不必經過他們的同意，這是因為
錄音著作人在國際著作權法之上的保護，本來就比一般著作人的保護還低），而未正確將其定性
為法定授權下的報酬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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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依職權或利害關係人申請，課予專利權人強制授權之義務67。但是為平衡兩造

之利益，應該同時要求申請人提出無條件締結授權契約之要約，並且為專利權人之

利益提存依衡平之金額或為該金額之給付提供擔保。 

(四) 檢討 

1. 從世界貿易組織 TRIPS 協定之指導原則出發 

強制授權之必要性可以從智慧財產權帶有高度公共政策考量的本質，以及世界

貿易組織TRIPS協定第一章「總則與基本原則」的明確規定得出。TRIPS協定前言宣

示：「各會員國承認國內智慧財產保護制度的基礎公共政策目標，包括發展目標及

技術目標。」第 7 條更進一步要求：「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應有助於提升技術的創

新、移轉與擴散，以及技術生產者與使用者之共同利益，並且應採行有益於社會及

經濟福利之方式，並促進權利與義務之平衡。」TRIPS協定第一章的總則與基本原

則應該作為解釋適用TRIPS協定之指導原則，而不是只具有「宣示性」68。 

換言之，「公共政策目標」以及「技術生產者與使用者之共同利益」落實在專

利上就以強制授權為典型代表：以授予技術使用者使用專利權之手段，促進技術的

移轉與擴散、國內技術及產業之進步發展，並同時給予技術生產者適當之補償金，

以尊重其權利。其次，在強調互通運用、相容互連的既競爭又合作的時代，業者遵

循之技術標準與消費者普遍需求的關鍵內容69，對於市場競爭結果會有舉足輕重之

                                                      
67 採相同見解有：黃銘傑，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182 (2006)；楊光華，「從專利特許

實施個案論我國對TRIPS義務之履行」，政大商學院第 6 屆國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19 (2006)。范建得、莊春發、錢逸霖，亦主張「欠缺專利濫用規定的我國專利法勢必要妥善
的與公平交易的市場濫用或反競爭規範相配合，藉以落實我國保護專利並用以促進經濟發展並維
護社會福祉之真正目的」，見氏著，「管制與競爭：論專利權之濫用」，公平交易季刊，第 15 卷
第 2 期，34 (2007)。 

68 相同見解見Hong Xue, “Enforcement for development: why not an agenda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 in Xuan Li/Carlos Correa (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Enforcement-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133-156, 148 (2009)；倪貴榮，「WTO會員設定強制授權事由的權限：以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之解釋
原則分析飛利浦CD-R專利特許實施事由與TRIPS的相容性」，台大法學論叢，第 39 卷第 3 期，
369-440，423 (2010)。值得提醒的是，杜哈宣言（第四、五段）承認各國在維護公共衛生時保有
一定彈性解釋適用TRIPS協定，其中包括依據TRIPS協定第一章規定之目標與原則解釋TRIPS協
定。 

69 中華電信公司提供之 MOD 以及威達超舜電信多媒體有限公司在台中縣市經營市內網路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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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因此必需搭配強制授權方式，使其權利人在商業談判不成就可能有被強制授

權的壓力下，不至於過度高估其技術標準與關鍵內容之市場價值或濫用其因為該標

準與內容而取得之支配市場地位，延緩或甚至拒絕授權他人使用，限制市場競爭又

減損內容消費者的福利。 

2. 專利法 

在強制授權規定上70，專利法修正草案僅允許在四種情形下可以申請強制授權
71，其中由法院判決或公平會處分之「專利權人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情事」

一項，法院及公平會依據公平法第 41 條原本即可以命專利權強制授權作為改正措

施，並沒有理由規定當事人再向智慧局提出申請才能強制授權，因此建議刪除。

後，智慧局僅處理兩項國際上常有關於再發明及新品種之強制授權，以及一項比較

法上罕見的「增進公益之非營利實施」。然而，「增進公益之非營利實施」並沒有

參照先進國家公共利益的內涵而將「公益」具體化成為可以操作的法律概念；其

次，智慧局能強制授權之實施範圍限於「非營利實施」，不論相較於英國、德國甚

至中國大陸都嫌太窄，完全忽略專利強制授權與產業發展（包括專利是否充分實

施、國內市場是否被滿足）等公共利益的關連。 

本項修法顯然是智慧局身為 3 級單位受到來自歐盟大陣仗抗議「震撼教育」陰

                                                        
傳送有線頻道節目（VEE TV），雖係以固網方式播送影像或聲音，屬依電信法「發送」影像、聲
音等訊息之行為，但因為頻道業者告以其所營運者屬於網路電視，須另外取得公開傳輸之授權，
而頻道業者以僅獲著作權人之公開播送授權為由而拒絕授權，使其經營因難。見智慧局著作權審
議及調解委員會 98 年第 10 次會議紀錄。其實，本案牽涉到對關鍵內容是否可以強制授權的問
題。 

70 對於現行專利法授權規定之檢討意見，本文作者已另外著述，見劉孔中，智慧財產權法制的
關鍵革新，頁 244 以下，以下僅摘述其中 有關之部分：專利法第 76 條第 2 項規定有引人錯誤及
不合理之處。因為一般人會認為其所謂「無前項之情形」只否定第一項前段之要件，亦即不需要
「為因應國家緊急情況或增進公益之非營利使用或申請人曾以合理之商業條件在相當期間內仍不
能協議授權」，但是事實上，TRIPS 協定第 31 條第 11 款不僅否定此等要件，而且也排除「實施
應以供應國內市場需要為主」、「就半導體技術專利申請特許實施者，以增進公益之非營利使用
為限」之限制，換言之，可不限於供應國內市場需要為主，半導體技術特許實施亦不必是增進公
益之非營利使用。 

71 汪渡村、劉德勳質疑修正草案「以增進公益之非營利使用之理由，申請強制授權者，仍應以
申請人曾以合理之商業條件在相當期間內仍不能協議授權者為限…該等規定將增加公益性強制授
權之困難度，是否妥適？確有商榷之必要」，見氏著，「我國專利特許實施主要問題之探討－兼
論 近相關修正草案」，政大智慧財產評論，第 7 卷第 2 期，119，86-12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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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下的產物72，然而如果智慧局不願意承擔維護公共利益而強制授權的工作，則不

妨在專利法中規定改由公平會73或智慧財產法院（負責處理基於與競爭秩序無關之

公共利益而需要專利強制授權之案件）主管，而不應使得專利法全面棄守為公共利

益把關之責任。本文因此建議專利法增加諸如「經以合理商業條件談判無法達成授

權協定時，出於維護市場競爭及滿足市場需求等公共利益之必要者，得強制授權」

之規定74。此外建議參照德國聯邦 高法院Polyferon判決，「經以合理商業條件談

判」應該只是程序要件，強制授權申請人只須要表明其有意願支付合理之報酬，就

已滿足此項程序要件，專利權人不得要求強制授權申請人必須直接或間接提出事後

被法院認為合理的具體數目。 

3. 著作權法 

我國著作權法的強制授權（包括法定授權）之規定極為欠缺，遙遙落後美國著

作權法，不足以處理關鍵內容限制市場競爭及消費者選擇等議題，更無法面對以驚

人速度成長的各種社群網站（例如 Facebook、Youtube 等）大量使用著作所引起的

個別授權交易成本問題。對此，援用公平法（第 10 條）加以救濟也只能解決部分

問題（限於業者與業者之間的問題，但是無法管轄業者與個別消費者的爭議）。釜

底抽薪應該是在著作權法之中多增加相關的強制授權規定，甚至一般性的強制授權

規定，激發著作權人創意與壓力，設計各種簡易授權機制，以平衡各種著作權人之

私益與資訊社會公眾取得內容之公共利益。 

國際上也正好有類似的團體意見，可以作為本文以上見解之見證。在荷蘭 3 所

大學積極推動下，多位著名歐洲智慧財產法學者於 2002 年組成所謂「Wittem 

Group」，經過 8 年討論，終於在 2010 年 4 月提出「歐洲著作權法典（The 

European Copyright Code）」草案75。該草案認為歐洲著作權法應該反映歐洲法的核

                                                      
72 詳細內容請參見劉孔中，「CD-R 案公平法及專利強制授權相關爭議之解析與評釋」，9，

24-30 (2009)。 
73 類似見解見劉孔中，「以關鍵設施理論限制專利強制授權範圍」，公平交易季刊，15 卷 1

期，25-58，54-55 (2007)。汪渡村、劉德勳，「我國專利特許實施主要問題之探討－兼論 近相
關修正草案」，120 (2009)。 

74 類似見解見劉孔中，「以關鍵設施理論限制專利強制授權範圍」，53-54 (2007)。 
75 發起此項計畫的 3 個荷蘭大學是Radboud University of Nijmegen、University of Amsterdam and 

Leiden University。歐洲著作權法典草案起草委員包括Lionel Bently (劍橋大學), Thomas Dreier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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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原則與價值，包括言論表達與取得資訊的自由以及競爭的自由。因此第 5.4 條建

議廣泛的著作權法定授權及強制授權機制：為廣告公開展覽或銷售合法上市之藝術

著作或商品（Advertising Public Exhibitions or Sales of Artistic Works or Goods），以

及為有權使用該項著作之人從事還原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 by a Person Entitled 

to Use The Work），允許法定授權，以促進競爭。此外，具備下列條件者，在支付

當事人談判之報酬後（Negotiated Remuneration），得針對新聞著作、科學著作、工

業設計、電腦程式及資料庫之使用授與強制授權：(1)使用該等著作是在衍生市場競

爭所不可或缺，(2)系爭著作權人拒絕以合理條件授權使用，導致相關市場之競爭消

滅（Elimination of Competition in the Relevant Market），以及(3)使用系爭著作不會

對其權利人之正當利益造成不合理之損害。 

4. 公平法 

公平法第 10 條第 4 款所稱其他濫用市場之行為以及第 35 條之改正措施，固然

具有相當之彈性，但是不夠明確，無法在事前提供業者明確的行為準則，而且如果

過度使用會對業者造成不測的風險。因此未來可以考慮參考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9 條第 4 項第 4 款而在第 10 條增加規定，禁止獨占事業拒絕以合理價格提供其網

路或其他關鍵設施（包括智慧財產權）給若欠缺此等設施將無法在上下游市場與該

獨占事業競爭的其他事業使用。 

六、強制授權之限制 

強制授權的限制應該是仍然需要對權利人為合理補償，然而合理補償如何認

定？ 好是盡可能比照自主授權之條件，這一方面是可以從強制授權人之間的原先

約定尋找答案，以飛利浦 CD-R 案為例，當事人之間授權契約原本約定以淨售價的

3% 計算權利金，只不過又加了不得低於 10 日圓之價格底線，但是淨售價的 3% 是

                                                        
國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IT), Reto Hilty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 Bernt Hugenholtz (Amsterdam), Antoon Quaedvlieg (Radboud Universiteit 
Nijmegen), Alain Strowel (Facultés universitaires Saint-Louis, Bruxelles) and Dirk Visser (Leiden). 
Available at: http://www.copyrightcode.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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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原本可以接受的權利金，所以應該可以採用作為強制授權時推定的合理補

償，如果權利人（即飛利浦）反證其不合理之處，當然就依據權利人的主張。 

另一方面，可以參照同業間對相同或類似授權契約之慣例或通常行情，對此可

參照德國的法制及作法。德國受雇人發明專利法第 28 條以下規定由受僱人發明委

員會（Schiedsstelle, Board of Employees’ Inventions）仲裁雇主與受雇人之間就補償

後者發明之相關爭議，而該委員會為能夠提出被雙方接受的仲裁建議76，長期收集

各產業相關之專利權利金資料，從中不難找出認定強制授權合理補償金額的出發

點。此外，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40 多年以來發展出一項簡易的「25% 原則」，

亦即以採用系爭智慧財產權之產品預期獲利的 25% 作為權利金，此項原則普遍適

用於專利、著作權、營業祕密等案件77。再者，市面上也有各種收集技術發明、著

作權之授權權利金的文獻78以及提供相關付費查詢服務的網站79，可供決定適當補

償時參考80。 

                                                     

七、結語 

主張智慧財產權法應該維持合理、公共利益導向的強制授權甚至法定授權規

定，很容易被誤解為以公權力介入私權談判、破壞智慧財產權的誘因機制、甚至是

對其權利人的處罰。然而，這並不是強制或法定授權之目的。強制或法定授權只是

不得已的 後手段，尤其是智慧財產權大量產生、累積、使用、成為不可或缺時

（例如技術標準與關鍵內容），無法迴避的制度選擇。準此，專利法不應該全面棄

守為公共利益把關之責任，反而需要增加「經以合理商業條件談判無法達成授權協

 
76 Busse/Keukenschrijver, Patentgesetz, 6. Aufl. (2003), § 34 Rdnr. 5；劉孔中等，歐洲專利手冊，

第 3 版，132 以下 (2010)。 
77 Robert Goldscheider/John Jarosz/Carla Mulhern, “Use of the Twenty-Five Percent Rule in Valuat-

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Russell Parr (ed.), Royalty Rates for Licens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31-31 
(2007). 

78 Hellebrand/ Kaube/ Falckenstein, Lizenzszef technische Erfindungen, 3. Aufl. (2007); Russell Parr 
(ed.), Royalty Rates for Licens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search Associates, Royal-
ty Rates for Trademarks and Copyright, 4th ed. (2010). 

79 例如www.royaltyource.com 
80 審查人之一質疑「由於對於權利金當事人多以保密方式處理，除非是採不歧視性的授權模

式，否則一般無法獲得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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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出於維護市場競爭及滿足市場需求等公共利益之必要者，得強制授權」之規

定；著作權法應增加平衡各種著作權人之私益與資訊社會公眾取得內容之公共利益

的強制授權規定。 後，公平法可考慮將濫用市場獨占地位之行為態樣進一步具體

化，使之包括妨礙市場競爭的拒絕授權行為，並授權公平會得授與強制授權。 

當然，在 RIPS協定的國際義務拘束之下，以上的建議都必須不抵觸T

                                                     

81 或以修

正TRIPS協定為前提。近年來，國際間主張修改TRIPS協定的呼聲日益增加82，其中

也有針對其第 31 條的改正建議83，本文進一步提倡TRIPS協定應該考慮增加一般性

的強制授權規定，以平衡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 

 
81 必須提醒注意的是，「為救濟被司法或行政程序認定違反競爭之行為」TRIPS 協定第 31 條

第 11 款排除「實施應以供應國內市場需要為主」、「就半導體技術專利申請特許實施者，以增進
公益之非營利使用為限」之限制，換言之，可不限於供應國內市場需要為主，半導體技術特許實
施亦不必是增進公益之非營利使用。因此本文建議就此部分而言，不牴觸 TRIPS 協定第 31 條。 

82 例如Annete Kur (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a Fair World Trade System: Proposals for 
Reform of Trips (2011). 

83 例如Liu, Kung-Chung, “Rationalizing the Regime of Compulsory Patent Licensing by the 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 39(7)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dustri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 757-774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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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cessity and Limitation of Compulsory Licensing Regime  

for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Essential Contents 

Liu, Kung-Chung ∗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ecessity and limitation of compulsory licensing regime with 

regard to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essential contents. It starts by surveying what the 

advanc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S, UK and Germany, have undertaken to maximize 

public interest while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IPR. It then reviews the 

relevant legal regimes in Taiwan, i.e. the Patent Act, Copyright Act and Fair Trade Act. I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s: especially when IPR are being produced, accumulated and used 

in great number and therefore indispensible, compulsory licensing should be an 

unavoidable institutional choice. Accordingly, the Patent Act shall not abandon its role as 

guardian of public interest and to impose compulsory licensing to preserve market 

competition. The Copyright Act should include compulsory licensing regimes that would 

more broadly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right holders and the public. The Fair Trade Act 

should insert into Article 10 a more specific clause that would proscribe refusal to license 

essential facilities (including IPR) as abuse of monopolistic market power. 

Keywords: Refusal To License, Compulsory Licensing, Statutory Licensing, Essential 

Content, Technical Standard, Patent Act, Copyright Act, Fair Trade Act, 

TRIPS, O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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