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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從經濟理性的考量，智慧財產權之目的係在於維持投資及創新，避免「搭

便車」（free rider）所可能造成的扭曲市場競爭功能，從而智財權之本質亦在
促進有效競爭；反之，對於智財權過度保障，將損害資源配置效率及消費者利

益，並阻礙更進一步的創新。因此，公平法與智財權法二者均為達到維持創新

及有效競爭之目的。然近年來，不論是在電信或生技領域，專利權行使之適當

* 李素華，台灣大學法學博士，台北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林育廷，台灣大學法學
博士，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副教授。歡迎就本文提出建議與指教：leesh@mx.
nthu.edu.tw。本文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九十八年度合作研究計畫「各國專利授
權（含標準化技術授權）之規範與實務相關研究」之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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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及其涉及之競爭法規範問題，受到各國智慧財產權及競爭法主管機關之高

度重視；專利權若與特定技術標準（technical standard）之利用有關者，競爭法
如何審視專利權人間之合作關係及該等專利之授權條件妥適性，更為當前智財

權與競爭法領域之重要議題。本文以在我國歷經近九年發展的飛利浦CD-R聯
合授權案為例，探討在技術標準相關專利聯盟涉及之競爭法規範問題。

關鍵字： 專利權、技術標準、專利聯盟、創新市場、技術市場、patent right, 
technical standard, patent pool, innovation market, technology market

壹、前言

近年來，不論是在電信或生技領域，專利權行使之適當限制及其涉及之

競爭法規範問題，受到各國智慧財產權及競爭法主管機關之高度重視
1
。除了

一般專利授權涉及之競爭法規範問題外，專利權若與特定技術標準（technical 
standard）2

之利用有關者，競爭法如何審視專利權人間之合作關係及該等專

1 例如：美國於1995年頒布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反托拉斯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歐盟執委會（Commission）在EC條約
第81條及82條規範下，分別於1996年及2004年公布240/96 (EC)技術移轉協議集體
豁免規則（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240/96 of January 1996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5(3) of the Treaty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及技
術移轉協議於歐盟條約第81條第3款之適用規則（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772/2004 of 27 April 2004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to categorie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日本則於1999年公布獨占禁止法上有關專利
及專門技術授權協議之執行準則（Guidelines for Patent and Know-how Licensing 
Agreements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2007年修正該準則，其修正內容之介紹，
參見顏廷棟，日本獨占禁止法對於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兼論對我國公平法規範之啟
示，公平交易季刊，第17卷第3期，頁104-120，2009年7月。

2 所謂的技術標準，係指提供或企圖提供技術之特定規格，包括重量、大小、品質、
材料或技術特徵（technical specifications），以使商品、服務、其製造或提供程序
或方法能有共通的設計或相容性（compatibility; interoperability）。關於技術標準
之定義，參見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OJ C 3, 6. Jan.2001, p. 2, par. 159; Joseph Scott Miller, “Standard 
Setting, Patents and Access Lock-In: RAND Licensing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40 
Ind. L. Rev. 351 (2007); Matthew N. Kriegel, “Would You Go to Work if You Weren’t Paid? 
The Problem of Incentives for Participants in Standard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84 Wash. U. L. Rev. 211, 215-216 (2006); Constanze Kübel, Zwangslizenzen im 
Immaterialgüter- und Wettbewerbsrecht, S. 8 (2004); Mark A. Lemley, “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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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授權條件妥適性，乃當前智財權與競爭法領域之重要議題，國外競爭法

主管機關亦有針對技術標準相關專利權行使事宜表示執法標準者，例如：美

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air Trade Commission, FTC）自2002年2月起，透過一
系列公聽會方式廣泛聽取各界關於智財權行使之競爭法規範意見，彙整各方

意見後於2003年10月公布競爭與專利法制調和報告（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3

；2007年美國
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及FTC又共同公布反托拉斯執法與智
財權：促進創新與競爭報告（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以下簡稱「美國2007年智財權報
告」）

4、5
，其中即闡釋競爭法對技術標準相關專利權之規範。日本公正引取

委員會（公平會）在2007年頒布新修正的有關實施智慧財產之獨占禁止法準則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以下
簡稱「日本2007年智財實施準則」），此外，早於2005年即已訂定標準及專利
聯盟準則（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以下簡稱
「日本2005年標準及專利聯盟準則」）。
關於專利權或其他智財權之權利行使問題，我國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

平法）第45條規定，依據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
適用公平法之規定

6
；針對專利及專門技術授權協議涉及之競爭法規範，另有

Property Rights and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 90 Cal. L. Rev. 1889, 1896 (2002); 
Sören Delf, “Innovation-Standardisierung-Recht (Das Beispiel Internet)”, Martin Eifer & 
Wolfgang Hoffmann-Riem (Hrsg.), Innovation und rechtliche Regulierung, S. 173 (2002).

3 全文下載：http://www.ftc.gov/os/2003/10/innovationrptsummary.pdf (last visited 
2009/11/02).

4 全文下載：http://www.ftc.gov/reports/innovation/P040101PromotingInnovationandCom
petitionrpt0704.pdf (last visited 2009/11/02).

5 針對醫藥及生技產業FTC另頒布諸多報告，例如：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公布之
Generic Drug Entry Prior to Patent Expiration (July 2002)、Overview of FTC Actions 
in Health Care Services and Products (October 2005)、Overview of FTC Actions in 
Pharmaceutical Service and Products (October 2005)及Emerging Health Care Issues: 
Follow-up Biologic Drug Competition (June 2009)；歐盟執委會亦於2009年6月公布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Pharmaceutical Sector 
Inquiry Report.

6 關於公平法第45條之定位，亦即智慧財產法律與公平法適用關係，學說上有：適用
除外說、權利濫用說、違背立法意旨說、訓示規定或確認說，關於各說之詳細介紹
與討論，參見詳見黃銘傑，專利授權與公平交易法-以拒絕授權與強制授權為中心，
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168-174，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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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訂定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以下
簡稱「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

7
。前揭法令施行迄今，由公平會受理之

專利權行使案件甚為有限，最重要者首推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8、9
，本案同

時涉及技術標準之專利權行使問題。從2001年1月20日由公平會作成第一次處
分迄今，歷經近九年爭訟仍未定讞，近日（2009年10月29日）公平會作成第
三次處分，本案在學界引起廣泛討論

10
，顯見技術標準有關專利聯盟（patent 

pool）11
及其專利權行使問題之複雜性。

有鑑於此，本文以下先簡述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在我國之發展，繼而
集中探討公平會與行政法院就本案觀點歧異之處，亦即技術標準相關專利權人

7 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自2001年頒訂以來，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歷經數次修
正，最重要的修正乃2007年5月8日合併第6點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例示及第7點可能
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例示，將此二條文分別改稱為技術授權協議禁制事項例示之一
及之二；繼而於2009年2月之修正將第6點及第7點內容合併為一條。

8 除了公平法適用問題外，本案涉及之專利法第76條強制授權規定，亦同步由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於2004年7月26日作成特許實施（強制授權）之決定。2007年3月13日台
北高等行政法院以95年度訴字第2783號判決撤銷智慧局之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智慧
局未提出上訴後，本案關於專利法強制授權決定問題已告確定。關於本案涉及之專
利法強制授權問題，參見王立達、江國泉，不同標準，合理齟齬-評台北高等行政法
院飛利浦可錄式光碟專利特許實施案判決，月旦法學，第165期，頁174-201，2009
年2月。

9 除了CD-R專利聯合授權案，公平會於2005年4月26日再度處分飛利浦公司於CD-R專
利授權合約要求被授權人提供製造設備清冊及書面銷售報告之行為，台北高等行政
法院亦於2009年4月30日作成判決。

10 國內相關文獻包括：范曉玲，專利權人權利行使與公平競爭之平衡-以台美專利訴
訟的幾個近期重要案例為核心，月旦法學，第139期，頁229-231，2006年12月，；
何之邁、林怡君，荷蘭皇家飛利浦光碟案判決評析-以公平交易法對於「獨占」之
規範為中心，月旦民商法雜誌，第11期，頁91-105，2006年3月；黃銘傑，專利集管
（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第三家事業技術授
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233-285，
2006年9月；劉孔中、簡維克，CD-R案之解析與評釋-以公平法及專利強制授權為重
心，公平交易季刊，第17卷第1期，頁1-37，2009年1月；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上），月旦法學，第174期，頁120-135，2009年
11月。

11 所謂的專利聯盟，係指數權利人約定，將彼此擁有的專利或專門技術匯集起來，交
互授權（cross license）聯盟參與者共同使用，或將聯盟所匯集之技術以包裹方式
（package）直接對外聯合授權，或進而透過特定機制（諸如合資事業），執行專利
聯盟對外授權事宜。國內亦有文獻稱專利聯盟為專利池、專利集管或專利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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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合作及專利聯盟運作之適法性問題
12
，從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於近年來所揭

示之執法標準，檢討我國公平會在本案之處分與公平會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適

用。

貳、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之案由及發展

一、案由

（一）背景事實

自1987年起荷蘭商．皇家飛利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飛利浦）、日
本．新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力）及日商．太陽誘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

陽誘電）陸續以「記錄資訊用之可以光學方式讀取之記憶載體，製造此記錄

載體之裝置，將記錄於此記錄載體上之裝置及讀取記錄」等相關發明（下稱

CD-R製造方法）向我國經濟部智財局申請並獲准專利。自1989年起前揭三公
司開始共同制定CD-MO/WO標準規格橘皮書，建立CD-R規格，此一技術標準
為市場所普遍採行。

飛利浦、新力及太陽誘電三家公司（以下以飛利浦公司為代表，簡稱為

「飛利浦等」）稱其各自擁有生產CD-R所不可或缺之關鍵專利權，從而製造
CD-R之業者皆必須取得該三家公司之授權。為統合專利授權事宜，三家公司
協議將其擁有關於製造CD-R之專利以專利聯盟方式集合起來，統一委由飛利
浦透過包裹授權對外進行授權，我國各光碟製造商乃向飛利浦取得授權。隨

著市場上光碟產品應用日趨成熟，越來越多的事業投入製造，CD-R零售價格
急遽下降，1990年上市時一片50至60美金，1996年全球CD-R平均出廠價格降
至7美元，至2000年已降至一片僅有0.44美元，2006年更降到只有0.2美元。在
CD-R零售價格大幅滑落後，被授權人欲向飛利浦請求調降權利金，惟未為專
利權人所同意

13
。

國內光碟業者乃向公平會主張，飛利浦等專利權人以聯合授權方式實施專

12 關於技術標準相關專利聯盟對外授權上，是否構成獨占地位及授權契約條款是否構
成限制或不公平競爭事宜，將另文詳述之。

13 以國碩公司為例，於1999年10月12日與飛利浦簽訂十年之專利授權契約，被授權
人應支付之權利金數額為每一授權產品淨銷售價格之3％或日幣10元，以較高者為
準。國內光碟業者認為，前揭授權金價格與CD-R產品之市場價格顯不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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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權，構成公平法之聯合行為；此外，並主張授權契約中之權利金與其他限制

條款違反公平法。

（二）檢舉人之主張

檢舉人認為，飛利浦、新力及太陽誘電各自擁有CD-R製造有關之技術及
專利，因而在CD-R製造技術之供應市場具有水平競爭關係，其透過協議方式
共同決定授權金數額及其他授權條件，並以包裹授權方式將整批專利授權予被

授權人；另外，檢舉人亦主張，飛利浦等不僅在相關技術市場具有競爭關係，

由於其均為CD-R之銷售者，因而於CD-R商品之銷售市場亦為競爭者。聯合授
權之合作協議有排除專利權人間之競爭及妨礙市場機能之情事，違反公平法第

14條聯合行為。
另外，飛利浦等以定型化專利授權契約要求被授權人接受授權安排，此等

包裹授權無涉於商譽或服務品質確保所必須，亦包含國內CD-R製造商無需使
用之技術內容，因而構成搭售之嫌；授權協議長達十年，在授權期間有部份專

利保護期間已滿，但被授權人仍需依據授權協議支付權利金。前揭行為構成限

制或妨礙公平競爭，該當公平法第19條第6款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
動為條件而與之交易行為。

再者，檢舉人主張，飛利浦等成立專利聯盟後相關技術具有壓倒性優勢，

因而乃公平法第5條第2項之獨占事業；在授權關係上，被授權人無法依據專利
有效期限不同、產品對外售價滑落狀況，與飛利浦協商權利金調整事宜，因而

涉嫌違反公平法第10條第2款獨占地位濫用之規定。
最後，在授權談判過程，飛利浦對於近百個專利未提出逐項專利授權要

約，對於專利有效期間、保護範圍等亦未明確說明，違反公平法第24條。
（三）飛利浦等之主張

飛利浦等認為，其個別所持有之專利均為製造CD-R的必要技術，各該專
利間根本沒有替代性可言，從而飛利浦等三專利權人就授權技術並無競爭關

係。此等技術固然可分別授權，但為被授權人之便，乃以專利聯盟方式為之，

因而不構成聯合行為，亦無需向公平會提出許可申請。聯合授權或包裹授權係

基於降低交易成本、增加權利價值、商品市場推廣等因素，與排除競爭、破壞

市場功能或濫用獨占地位無涉。

另外，飛利浦等認為，CD-R與其他類似儲存媒介具有替代性，其屬同一
特定市場，而飛利浦等就CD-R技術在此一特定市場並無壓倒性地位或排除競
爭之能力，因此，自非公平法所稱之獨占事業，其所擁有智財權乃合法取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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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他性權利，其他人仍得自由開發競爭技術或提供競爭產品。

關於權利金計算，飛利浦等認為係考量專利權人為研發相關技術所投入之

大量資金與成本、被授權人可得之經濟利益等因素，為確保回收最低研發成

本，在當事人契約自由原則下合意約定之。至若產品價格，則由被授權人依市

場供需關係自由決定，與權利金計算無涉；關於已到期專利問題，飛利浦等於

授權協議過程已有納入考量；被授權人僅利用授權技術之一部分，乃被授權人

基於商業考量所為之決定，不影響被授權人依約給付權利金之數額，因此，飛

利浦等係依專利法合法行使其權利。

二、公平會處分及法院判決

（一）公平會第一次處份-90公處字第021號處分
1. 專利聯盟之聯合授權該當聯合行為
公平會調查本案事實後，認定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各自擁有CD-R相關專

利，就專利技術之供應市場而言，係屬同一產銷階段之事業。授權技術擁有者

所供應之專利技術，縱均為製造某種商品所必要，主張該等專利技術具有互補

性，仍無礙渠等事業係屬同一產銷階段，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依專家鑑定結

果，專利聯盟之技術具有替代性；就技術實施角度而言，被授權人依據規格要

求製造產品，只需向授權人間取得其中一項專利技術即可。當事人在發展系爭

光碟產品技術之初，即存在有各自研發、相互競爭或潛在競爭的狀態，足以顯

示飛利浦等在CD-R的技術研發上，屬水平競爭關係。當事人進而以契約、協
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授權商品之價格等限制約定，相互約束當事人

間之事業活動，足以影響特定市場之功能，該當聯合行為。

飛利浦等之協議內容，包括範圍廣泛的交互授權合約，亦約定彼此不再就

此等專利訂立任何授權合約，因而新力與太陽誘電放棄分別授權之自由，完全

排除自由選擇交易對象的機會。參酌公平法第4條所稱之競爭，係指事業在市
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之行為。飛利浦

等擁有之技術為製造CD-R產品所不可或缺，專利權人以聯合授權方式迫使被
授權人選擇交易之機會，將影響授權專利技術之交易及供需市場功能，因此，

即便飛利浦等主張該等技術具有互補性，仍無礙水平競爭關係之認定。此外，

由本案事實亦可知，關於權利金計算當事人間需達成共同協議，以一致對外處

理，亦有聯合行為之合意，並相互拘束當事人之事業活動。當事人對於此等聯

合行為，並未依法向公平會申請許可，違反公平法第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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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違反獨占地位濫用禁止規定
以CD-R產品所界定之商品市場，公平會認為，系爭可錄式CD-R光碟產品

與其他儲存產品間，在目前市場供需、價格及技術功能上仍有區隔，尚無法替

代；目前全球CD-R製造必須循飛利浦等共同制定之統一規格，市場上尚無第
二種規格存在，其乃不爭事實，該等主要專利技術又為飛利浦等所擁有，因而

當事人在全球具有絕對優勢地位，乃公平法第5條所稱之獨占事業。
關於權利金調整問題，當事人固然為確保回收最低研發成本，考量研發所

投入資金與成本、被授權人可得之經濟利益等因素計算權利金。惟近幾年來光

碟出貨量大增，亦造成單片銷售價格大幅滑落，但飛利浦等仍維持原有權利

金計算方式，並未依據被授權人要求隨著市場售價降低權利金，因此，估計授

權人於八十九年度所得之權利金收入，為八十六年度的20至26倍，三家事業因
而獲利恐遠超出原來預期數額。授權人未能因應市場需求與被授權人要求，就

授權契約內容做有效之變更，違反公平法第10條第2款獨占事業禁制行為之規
定。

又，獨占事業以榨取、剝削其交易相對人為主要目標者，即所謂榨取之濫

用，亦屬濫用獨占力量之一種行為態樣。獨占事業倘利用其獨占地位，強迫其

交易相對人接受許多苛刻、不公平的交易條件，亦為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態

樣。飛利浦等以不當方式維持授權金之價格，授權協議亦限制被授權人爭執專

利的有效性、未詳細告知被授權人相關專利內容範圍及有效期限、拒絕提供關

於授權協議之重要交易資訊，均為濫用獨占地位行為。另外，飛利浦等要求國

內光碟製造廠必須撤回對專利無效之舉發作為和解條款及條件，進而始能簽署

系爭可錄式光碟產品授權合約，飛利浦等雖辯稱和解係在求一次解決雙方當事

人間有關本紛爭所生之各項訟累，屬行使專利權之正當行為，但前揭主張不為

公平會所採。公平會認為，被授權人給付權利金之目的係為取得合法有效的專

利，倘專利權有瑕疵，被授權人即有權利爭執其有效性，授權人不應強求被授

權人接受此種限制約款的拘束，和解之約定條款應在專利權合法行使範圍內為

之，因此，限制被授權人爭執該專利的有效性非屬專利權的正當行為。對於飛

利浦等之前揭行為，公平會認定構成公平法第10條第2款及第4款之違反。
3. 搭售協議不違法
公平會認為，包裹授權為搭售協議的型態之一，需依據合理原則判斷其適

法性。飛利浦等計算權利金時，已將部份專利期限將屆滿情事納入考量，基於

便利性包裹性計算權利金，尚難謂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再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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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授權係為整合互補專利技術、避免侵害專利權的訴訟，在無法預知市場或消

費者喜好，對被授權人作一次授權，可創造市場、免去重複支付授權合約簽約

金負擔；而被授權人倘無製造可錄式或混合式可錄式光碟，尚無需支付任何權

利金，因而包裹授權難謂不法搭售行為。

4. 應停止違法行為及課以罰鍰
公平會基於如上判斷，認定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

並同時處飛利浦新臺幣八百萬元罰鍰，新力四百萬元及太陽誘電二百萬元罰

鍰。

（二）公平會第二次處份-公平會91公處字第069號處分
1. 行政院訴願會撤銷90公處字第021號處分
被處分人飛利浦等不服公平會之處分向行政院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於2001

年11月以90訴字第67266號訴願決定書撤銷原處分。行政院訴願會認為，訴願
人（飛利浦）行為顯已溢出行使專利權之正當行為，從各該事實資料顯示，以

符合公平法第10條獨占地位濫用之行為。但行政訴願會認為，公平會就本案對
於如下事實仍應究明：

(a) 特定市場之證據及論證容有補強之必要。易言之，飛利浦等主張，技
術市場之界定與相關之商品市場有關，CD-R僅為可寫一次光碟之一
種，其他尚有迷你光碟（MD）、數位錄音帶等類似儲存媒介產品，
因而不應以CD-R單一商品界定特定市場。行政院訴願會認為公平會
未就此等商品進行比較，逕將CD-R授權技術市場界定為特定市場，
論證仍有補強之必要。

(b) 飛利浦等聲稱曾提供被授權人單獨授權之要約及條件供其選擇，是否
實情？若本案檢舉人等係自行選擇以聯合授權方式支付權利金，是否

仍屬公平法規範範疇？

(c) 公平會處分關於違反聯合行為禁止規定時，認定飛利浦等具有水平競
爭關係，但從原處分其他內容及其參與訴願程序之主張，又認為飛利

浦等擁有之技術乃製造或銷售CD-R所必要，僅取得其一專利權人之
授權尚無法製造CD-R。於此情況，無法確知飛利浦等是否確具水平
競爭關係？

（d）本案處飛利浦等不同罰鍰之裁量依據為何。
2. 公平會第二次作成處分
行政院訴願會撤銷本案處分後，公平會於2002年4月25日第二次作成處



第 1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10

分。公平會仍認為當事人於特定市場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以聯合授權方式對外

實施專利該當聯合行為。另外，飛利浦等利用聯合授權取得CD-R光碟片技術
市場之獨占地位，在市場情事顯著變更情況下，仍不予被授權人談判之機會及

繼續維持其原授權金之計價方式，屬不當維持授權金之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10條第2款規定。此外，飛利浦等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協議之重要交
易資訊，並禁止專利有效性之異議，為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該當公平交易法

第10條第4款之違反。關於命令飛利浦停止違法行為及罰鍰部份，公平會第二
次處分之內容與原處分相同。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行政院訴願會在撤銷原處分

同時，特別指出公平會應究明特定市場之界定及飛利浦等三家公司是否具有水

平競爭關係。因此，在第二次處分書中公平會就此有進一步闡釋。

(1) 關於特定市場之認定
公平會於第二次之處分書中表示：技術授權協議之特定市場，可劃分為

「商品市場」、「技術市場」及「創新市場」。以與該特定技術具有替代性而

界定者稱為技術市場，而界定技術市場範圍應考量：

(a) 消費者需求替代性：其他生產同類產品、消費者認為功能相同之
其他產品之智慧財產或技術。亦即當市場上某項產品的單價上揚

時，消費者會放棄購買該項產品轉而選擇其他產品，其重要考量

因素包括個人消費偏好，產品功能及產品價格等。

(b) 生產者供給替代性：與該項產品競爭之其他產品，以及用以生產
該產品之智慧財產或技術。亦即當市場上某項產品的單價下挫

時，生產者會放棄該項產品轉而生產其他產品，其重要考量因素

包括技術與生產設備、產品價格、成本結構及區域選定等。

(c) 如因相關資訊不易取得以致無法界定技術市場之範圍，參考美國
競爭法執行實務分析本項授權協議對於其他各相關產品之影響

時，如本項相關技術（可用以生產使消費者認為具有替代作用的

產品）均具有相同之經濟效益，則認為相關技術歸屬於同一個技

術市場。

消費者需求替代性與生產者供給替代性，乃界定特定市場之最重要衡量指

標。從本案所涉及之消費者需求替代性來看，唯讀型光碟片、CD-R及CD-RW
在個別技術市場的供需及技術功能上具有單獨可分區隔性，蓋對消費者而言，

其售價差異極大、替代性相對較低。另外，從生產者供應替代性界定，拿生產

CD-RW技術去生產CD-R亦非市場常態，亦非屬同一特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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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事人處於水平競爭關係
飛利浦等對系爭CD-R可錄式光碟專利技術，以聯合授權方式向國內廠商

進行授權行為，渠等各自擁有系爭CD-R可錄式光碟相關專利，就有關CD-R之
專利技術市場而言，係屬在同一產銷階段之事業。

在發展系爭產品技術之初，飛利浦等即存在各自研究、生產、相互競爭的

狀態，於CD-R光碟片技術市場其各自擁有之專利技術，均為CD-R光碟產品製
造所必須使用到，則對於擬被授權人（即需求者）而言，必須一一尋求渠等

三家事業的各別授權，始可製造完成CD-R產品，缺一不可。然飛利浦等同為
CD-R技術提供者及製造者，任一專利權人對於其他專利權人所擁有的技術，
仍可透過迴避申請專利範圍方式研發具有類似功能之替代性技術，與其他專利

權人就CD-R技術進行競爭。是以，專利權人所擁有之專利，縱均為製造某種
商品所必要，主張該等專利具有互補性，仍無礙渠等事業屬同一產銷階段，具

有水平競爭關係之認定。飛利浦等共同制定CD-R標準，並作成聯合授權協議
後，始限制彼此各自發展系爭產品技術標準，因而由太陽誘電負責CD-R光碟
記錄層特性與塗料技術之發展，其餘二家各自負責資料寫入、讀取等之專利發

展。因此，飛利浦等原先可各自發展相關技術，自成一系統，但因制定標準及

聯合授權，使其不再從事市場競爭。從而飛利浦於系爭CD-R光碟片技術市場
上屬同一產銷階段之事業，各自擁有之專利縱具有互補性，仍得單獨對被授權

人各自以較有利之條件，爭取交易機會，故屬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

公平會又認為，依工研院提供客觀專業意見，考量各專利之替代可能性

（互斥性）時，不能僅就技術觀點視之，而應就管理經濟及產製過程整體來

看。是以，依工研院光電所之建議，就技術實施之角度而言，被授權人依據規

格要求來產製產品之行為，只須向授權人間爭取其中一項專利授權即可。

(3) 該當公平法第14條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
飛利浦等協議，關於CD-R專利授權事宜均轉交予飛利浦；被處分人亦承

諾，今後除了範圍廣泛之交互授權合約外，不再就此等專利訂立任何授權合

約。關於三公司之權利金計算方式，僅同意一種方式，即淨銷售額的3%，每
一光磁碟至少為日幣十圓。因此，被處分人對於系爭CD-R專利聯合授權行
為，明顯存有包括權利金協議等對於系爭CD-R專利聯合授權行為之合意。
在對外關係上，雖由飛利浦處理該專利授權的協商及簽約事宜，惟實質

上，日本新力及太陽誘電對於該標準授權合約內容，包括所共同約定之權利金

數額，確實擁有相當的影響力或決定力，並且務須獲得渠等同意，始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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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飛利浦及日本新力與太陽誘電等為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已合致公平法第

7條之聯合行為，即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
價格，或限制數量、交易對象、交易區域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飛利浦等雖曾對外宣稱，國內CD-R生產廠商可有單獨授權要約之選擇，
惟據相關業者回應，飛利浦等以全球採標準合約及不為個別廠商更動，並一再

主張簽單獨授權合約較聯合授權合約昂貴，根本無須考慮，故其根本未備有單

獨授權合約供被授權人選擇，已刻意排除單獨授權之可能。

聯合授權可非難之處不在其本身，而是當事人藉由聯合授權限制價格、劃

分市場或限制自由發展項目，而影響市場競爭機能的發揮，被處分人等擁有之

專利權國家並不相同，如檢舉人所稱，新力在我國及歐洲並未擁有製造CD-R
光碟片之必要專利，該等聯合授權行為已造成其不當擴充其專利版圖，並排除

其他競爭者的加入，有違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禁制規定。

（三）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字第908號判決
對於公平會第二次處分，被處分之飛利浦等不服而提起訴願，行政院訴

願會支持公平會見解，本案繼而由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受理，由原告（飛利浦

等）、被告（公平會）及訴訟參加人（巨擘科技股股份有限公司）各自陳述

後，高等行政法院於2005年8月11日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發回原處分
機關（公平會）另為適法處分。行政法院判決之重點如下。

1. 聯合行為之認定不為行政法院所支持
高等行政法院認為，依據公平法規定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包括：

(a) 聯合行為的主體：係指有競爭關係之事業間，亦即處於同一產銷階段
之水平競爭事業間。

(b) 聯合行為的合意方式：指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c) 聯合行為的合意內容：指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
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

為。

(d) 聯合行為對特定市場之影響：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
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亦即若實施聯

合行為之結果，不致影響市場供需功能時，則無禁止之必要，因此亦

不致違反公平交易法。

前揭聯合行為的構成要件缺一不可，如缺其一，即無公平法聯合行為禁止

規定之適用。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從本案事實而觀，單獨使用其中一家公司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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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即無法生產製造CD-R，技術需求者必須逐一向三位專利權人取得授權，缺
一不可，因此，系爭專利對橘皮書標準規格而言，乃具有互補性的專利技術，

各該技術不具有替定可能性及競爭關係。公平會以任一專利權人仍得透過研發

方式填補其他專利權人所擁有之技術，因而從研發可能性判斷三專利權人實為

競爭關係之事業，行政法院不接受前揭見解，認為若採此說，則工研院或其他

市場上具有研發能力之事業亦應納入考量，從而否定本案遽以適用公平法聯合

行為禁制規定之合理性。

2. 認定飛利浦享有獨占地位及違反公平法第10條第2款及第4款
關於飛利浦等在CD-R相關產品之特定市場享有獨占地位，行政法院見解

同於行政院訴願會及公平會，認定其在CD-R光碟片技術市場確實存有可排除
競爭之能力，因而為公平法第5條所稱之獨占事業。進而觀諸飛利浦關於權利
金之決定，在市場情事顯著變更情況下，專利權人仍不予被授權人談判機會及

繼續維持原授權金之計算方式，已屬不當維持授權金之價格，該當公平法第

10條第2款。另外，飛利浦公司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協議之重要交易資
訊，並以和解協議為手段禁止被授權人質疑專利之有效性，該等行為乃濫用市

場地位之行為，違反公平法第10條第4款。
（四）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553號判決
對於台北高等法院之判決，公平會提起上訴，主張原審法院忽略本案當事

人個別具有發展CD-R產品技術規格之空間與能力，仍持當事人具有競爭關係
之見解。2007年4月4日最高行政法院作成判決，駁回上訴。關於飛利浦、新
力、太陽誘電任一公司是否具有研發能力，能透過專利迴避方式研發及填補他

專利權人所擁有之技術，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同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認

為單獨使用其中一家公司專利即無法生產製造CD-R產品乃兩造所不爭執，從
而各該專利不具替代性乃互補性之事實，已屬明確，從而駁回上訴。

（五）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661號判決
針對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公平會認原審法院持錯誤之法律見解，提起再

審之訴，2009年6月18日最高行政法院駁回再審之訴。
（六）公平會第三次處份-公平會98公處字第156號處分
再審之訴被駁回後，2009年10月29日公平會針對飛利浦CD-R聯合授權協

議作成第三次處分，就飛利浦涉及之獨占地位濫用問題進行處分。

公平會認為，飛利浦等制定橘皮書及設定CD-R標準規格，以共同授權方
式，取得CD-R光碟片技術市場之獨占地位，在市場情事顯著變更情況下，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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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被授權人談判之機會及繼續維持原授權金之計價方式，屬不當維持授權金

之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2款規定。另外，飛利浦等亦拒絕提供被授
權人有關授權協議之重要交易資訊，並禁止專利有效性之異議，為濫用市場地

位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4款規定。對於前揭行為，命令應立即停
止，並分別處飛利浦新臺幣350萬元、新力100萬元及太陽誘電50萬元罰鍰。

參、標準制定及專利聯盟之合作協議適法性

從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之案由及發展內容而觀，關於飛利浦、新力及
太陽誘電就CD-R產品之技術擁有獨占地位事實，並無疑問，不僅為公平會認
定，亦為訴願委員會及各審法院所支持。然技術標準相關專利權人以專利聯盟

方式集合必要技術而對外授權，專利權人間就系爭技術標準及其產品是否具有

競爭關係，公平會與行政法院則有不同見解，公平會過去一直持肯定意見，但

最終仍無法為法院所採。

衡諸國內外立法例及競爭法主管機關審視標準制定及專利聯盟之合作協議

是否構成聯合行為（公平法第7條參照），均著重於標準制定及專利聯盟參與
者是否具有競爭關係、被納入專利聯盟之技術性質為何；前揭問題則涉及特定

市場之界定，從而在判斷上不容忽略技術標準制定與標準化技術授權乃不同的

行為態樣。其次，專利聯盟在運作上是否包含限制競爭協議，為競爭法判斷之

另一重點。

一、參與者是否具有競爭關係

（一）技術標準制定與標準化技術授權乃不同的行為態樣

涉及技術標準之專利聯盟在運作上，可能由市場參與者共同決定技術標

準，進而分工研發及產生符合標準所需之技術，再透過專利聯盟將標準相關

技術授權他人實施
14
；除此之外，亦可能特定產品已有技術標準之形成，但與

標準相關之專利權分屬不同事業，為利於市場參與者提供符合標準之商品或服

務，因而相關專利權人以專利聯盟形式彙整技術，進而對外授權。無論是屬於

何種情況，均可發現「技術標準制定（或設定）」與「透過專利聯盟對外實施

14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上），月旦法學，第
174期，頁121，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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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有關技術」乃不同的行為態樣
15
，諸多技術標準之專利聯盟同時發揮兩種

功能及包含兩種行為態樣，惟並不以此為必要。

專利聯盟若同時負有制定標準之功能者，在參與者決定進行合作之初，市

場上通常尚無統一或一致適用的技術規格，甚而是針對發展中的新興技術或產

品而制定技術標準，此時往往難以透過既有的商品市場（goods markets）或技
術市場

16
（technology markets）概念來界定特定市場，及判斷合作協議之參與

者是否具有競爭關係，競爭法之審視重點應在於標準制定合作協議之參與者的

研發能力；易言之，個別參與者是否有能力獨立研發及建立為市場上所接受的

技術規格。創新市場
17
（innovation markets）概念於此則有其重要性，此時將

關注參與標準制定之事業，在研發授權技術之研發活動及其具替代性之研發活

動所形成之市場中是否具有競爭關係。若參與事業在組成專利聯盟之前，於創

新市場均有能力從事獨立之研發工作，甚至自行制定規格，發展所需之相關技

術，以便將來自行生產或授權生產獨立規格之商品，進而在商品市場與其他規

格之商品彼此競爭時，則事業在創新市場上可能被認定具有競爭關係
18
。

反之，特定技術或產品若已有廣為接受的技術標準，標準相關專利權人以

專利聯盟方式對外授權時，在判定參與者是否具有競爭關係或專利聯盟之適法

性上，通常較無疑義，國外立法例及執法經驗上係以各該專利權人所擁有之技

術是否具有競爭關係（替代性技術）、是否為關鍵技術作為判斷基準。參酌日

本2005年標準及專利聯盟準則之內容，其第三部份特別闡釋標準有關專利以專
利聯盟方式實施之競爭法規範問題，日本公平會認為，於此情況，專利聯盟參

與者之行為及其法律效果，不必然等同於一般的技術標準制定活動。因此，即

便前階段的標準制定活動不生反競爭之疑慮，但只要是透過專利聯盟模式授權

標準實施相關專利者，則需進一步審視其可能構成之競爭法規範。

（二）以個別參與者之研發能力界定競爭關係

15 黃銘傑，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
第三家事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
間，頁247，2006年9月。

16 所謂技術市場係指被授權技術，及足以嚴重影響被授權技術在技術相關市場實施市
場支配力量的替代技術或替代物品所構成之市場。

17 所謂創新市場係指針對特定新穎或改良商品與技術，以及對這些研究發展之近似替
代（close substitute）所構成的市場。

18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下），月旦法學，第
175期，頁86，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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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如前述，在技術標準仍未形成時，共同制定標準之合作協議是否構成競

爭法之聯合行為、參與者是否具有競爭關係，應以個別參與者之研發能力界定

之，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所建立及目前為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所接受的
創新市場概念，應有適用可能，惟不免有其判斷上之困難。鑑於創新市場乃競

爭法領域較新之概念，其與技術市場之區別為何，不免有其疑義，本文以下先

探討此二特定市場概念之內涵，繼而再討論欲以創新市場界定標準制定參與者

是否具有競爭關係之困難。

1. 技術市場之意義與界定
美國司法部及聯邦貿易委員會於1995年針對授權行為所制定「智慧財產

權授權反托拉斯法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對何謂技術市場做出如下定義：所謂技術市場係指被授權技術，及
足以嚴重影響被授權技術在技術相關市場實施市場支配力量的替代技術或替代

物品所構成之市場。若一項智慧財產權與使用該智財權所製造之產品得以在市

場上分別被交易時，主管機關即可針對技術市場來分析授權行為所引發之競爭

效果
19
。

Prof. Newberg在其文章中指出，競爭主管機關之所以需要另外區分技術市
場，乃係因技術市場分析可以協助法院及主管機關避免因適用傳統商品市場定

義之分析分法而招致之誤判，包括將無反競爭問題之情形認定為有問題（false 
positive），及將具有反競爭情形之個案錯判為無問題（false negative）20

。例

如：假設下游商品市場之競爭與替代性將會限制上游市場力量之推論即為一種

典型之錯誤。在某些個案中，技術市場即使有嚴重之反競爭效果，也不一定代

表商品市場將受到影響。經濟分析也會提供何時技術市場可能因缺少衍生需

求彈性
21
而成為相關市場之可證明條件

22
。技術市場分析之必要性可以從檢視

Standard Oil v. United States一案判決中看出，在該案中，最高法院法官因僅將

19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Guideline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hereinafter 1995 IP Guidelines) 8, Art. 3.2.2., available 
at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0558.pdf (last visited 2009/11/02).

20 Joshua A. Newberg, Antitrust for the Economy of Ideas: The Logic of Technology Markets, 
14 Harv. J.L. & Tech. 83, 106 (2000), available at http://jolt.law.harvard.edu/articles/pdf/
v14/14HarvJLTech083.pdf (last visited 2009/11//03)

21 所謂衍生需求係指對要素的需求是來自於對這要素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的需求；一項
商品在購入後，因為使用上之需要而產生對其他附屬商品的需求

22 Joshua A. Newberg, Antitrust for the Economy of Ideas: The Logic of Technology 
Markets, 14 Harv. J.L. & Tech. 83, 106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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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析限制於商品市場中，因而忽略被授權技術可能產生之潛在反競爭效果與

可能市場力量
23
。

國內也有學者認為，從商品（服務）市場中另行區分技術市場之原因，極

有可能是主管機關為便於介入在傳統商品市場分析下無從介入之行為態樣。換

言之，主管機關希望藉由技術市場和創新市場分析，讓市場力量之分析更具有

前瞻效果，在合理範圍內，更能觸及未來可能出現之市場力量，以符合科技產

業之市場分析需求
24
。

商品市場與技術市場又如何區分，吳秀明教授以飛利浦光碟聯合授權案為

例，說明商品市場與技術市場之區隔。該案中，參與CD-R專利聯盟之一的日
本新力公司，在CD-R產業的獲利主力在授權相關技術予製造商，藉以收取權
利金；然其本身也生產CD-R產品，因此在CD-R商品市場中，新力公司也是競
爭者；由此可以清楚看出技術市場與商品市場之區隔

25
。

關於技術市場之界定方式可參考美國1995智財權授權規則所提出之界定方
法，該規則提到，為辨別某項技術之近似替代，並進而界定出相關技術市場，

主管機關得在資料許可前提下，以非短暫之一定期間內實施金額雖小但卻有實

質意義價格提昇等方法，先界定出這些技術與商品的假定獨占者可能行使市場

力量的最小技術相關市場。然而，主管機關亦肯認技術常常以非金錢可衡量之

方式進行授權；是以，在此種情況下，因購買者可能會以價格與使用該授權技

術相當之技術或商品作為替代，主管機關將可透過辨別該替代商品或技術以界

定市場
26
。

在評估技術市場現有或可能潛在參與者之競爭重要性時，主管機關亦會考

慮所有相關事證。當市場占有率資料屬於可提供，且可以確實反映市場參與者

之競爭重要性時，主管機關也會在評估中包含市場占有率之資料。此外，主

管機關也會盡量取得購買者及市場參與者對於技術市場參與者競爭重要性之評

估，購買者或市場參與者之評估資料在市場占有率資料無法取得或無法準確反

映市場參與者之競爭重要性時將更為重要。當市場占有率或其他可以評估市場

力量之指標無法取得，而競爭技術亦顯得具有相當效率時，主管機關將會假定

23 See 283 U.S. 163 (1931).
24 劉靜怡，公平交易法與科技產業的智慧財產授權問題初探：美國經驗的借鏡，公平
交易法施行十週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668，2002年。

25 吳秀明，互補性技術專利聯盟與聯合行為—評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荷蘭皇家飛利浦
公司光碟一案」，競爭通訊，第10卷第3期，頁8，2006年5月。

26 U.S. 1995 IP Guidelines, Art.3.2.2, at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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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市場中每一技術都擁有相同市占率。而對於新技術，主管機關通常會使用

最佳的可提供資訊以評估該技術在正式引進商業化後兩年期間內之市場接受

度
27
。

經濟分析家也建議，在競爭分析中，當以下四項要件被滿足時，即可能存

在一技術相關市場
28
：(1)使用該技術商品之需求相對而言較缺少彈性；(2)對使

用該技術之商品而言，技術授權金只占該商品價格或成本很小一部份；(3)相對
系爭技術而言，替代系技術並不存在，或其效率不若系爭技術；(4)因為已投入
之重大成本乃為使用該技術而特定，以致轉換成本過於高昂。

此外，若該技術授權安排亦可能對於研究發展新商品或改進商品與製程造

成反競爭效果時，則主管機關除應分析該反競爭效果在相關商品市場或技術市

場之競爭影響力外，也應該對於獨立創新市場之競爭影響力加以分析。

2. 創新市場意義與界定
所謂創新市場並非近幾年來新創之概念，美國國會於1984年通過國家合作

研究暨生產法（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ct, NCRPA），該
法中接受廠商在創新市場競爭之看法，要求競爭主管機關維護研究發展，以促

進廠商競爭力
29
。是以，依據該法，競爭主管機關執法時有義務評估「研究發

展市場的競爭狀況」，尤其應將「可適當界定的相關研發市場的競爭狀況」納

入考量；並以相關研發市場的概念提醒法院在審理相關案件時，應考慮潛在市

場進入者，不應因少數廠商之共同研發行為，即逕行認定其行為涉及違反競爭

法
30
。1995年，美國司法部及聯邦貿易委員會在共同公布之1995年智慧財產權

授權準則中，正式採納「創新市場（Innovation Market）」之概念，用以規範
「與授權技術相關的研究發展市場」。

依美國1995智財權授權準則之規定，若某項技術安排可能對於研究發展新
商品或改進商品與製程造成反競爭效果時，則主管機關除應分析該反競爭效果

在相關商品市場或技術市場之競爭影響例外，也應該對於獨立創新市場之競爭

影響力加以分析。按一授權安排對於創新市場之競爭影響力，有可能並無法透

27 Id., at 10.
28 轉引自，Joshua A. Newberg, Antitrust for the Economy of Ideas: The Logic of 

Technology Markets, 14 Harv. J.L. & Tech. 83, 107-8 (2000).
29 轉引自，毛彥程，論界定技術市場與創新市場在分析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之必要性
及妥當性，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6月，頁81。

30 Ronald W. Davis, Innovation and Markets and Merger Enforcement: Current Practice in 
Perspective, 71 Antitrust L.J. 677, 684-85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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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對商品或技術市場之分析而被清楚說明；例如：該安排所影響的可能並非市

場中現有商品，而係未來商品。

同樣依該授權準則，所謂創新市場係指針對特定新穎或改良商品與技術，

以及對這些研究發展之近似替代（close substitute）所構成的市場。而所謂近似
替代係指對系爭研究發展行使其市場力量具有重大限制之研究、發展、技術及

商品；例如：限制假設獨占者之能力或誘因以阻礙其研究發展之步調。主管機

關只有在特定廠商擁有特定資產或特性，而有能力從事相關研究發展時，才會

對創新市場進行界定
31
。

在評估創新市場現有或可能潛在參與者之競爭重要性時，主管機關亦會考

慮所有相關事證。當市場占有率資料屬於可提供，且可以確實反映市場參與者

之競爭重要性時，主管機關也會在評估中包含市場占有率之資料。此外，主

管機關也會盡量取得購買者及市場參與者對於技術市場參與者競爭重要性之評

估，購買者或市場參與者之評估資料在市場占有率資料無法取得或無法準確反

映市場參與者之競爭重要性時將更為重要。主管機關可能會透過以下指標來判

斷創新市場參與者之市場占有率：該廠商對於創新市場所需要之特定資產或特

性之占有率、研發費用之占有率、或相關產品之占有率。如果有一個廠商擁有

相當能力與誘因，從事與某一授權安排中當事人所進行研究發展具有高度替代

性之研究發展時，主管機關會給予該廠商相同之市占率。

3. 創新市場之評論及具體適用之困難
本文以為，所謂創新市場乃為保護鼓勵未來之研究創新發展，其概念對於

競爭法之規範甚有參考價值，且立基於鼓勵研究發展之角度出發，對於競爭法

所追求「鼓勵研究創新」之目的亦具有啟發性意義。然則，理論之發展或引入

或有其價值，然在落實於主管機關之執法實踐之際，卻需有更多實務面向之審

慎考慮。

承前文所述，競爭主管機關之所以需要另外區分技術市場，乃係因技術市

場分析可以協助法院及主管機關避免因適用傳統商品市場定義之分析方法而招

致之誤判。而針對創新市場分析方法可能帶來之問題，也有學者提出上述「錯

誤的正面判斷或負面判斷」之風險，亦即，透過創新市場分析方法可能錯誤地

得出廠商行為將對相關創新市場產生限制競爭效果，並因而造成更大社會損

失
32
。

31 U.S. 1995 IP Guidelines, Art.3.2.2, at 11..
32 Richard T. Rapp, The Misapplication of Innovation Market Approach to Merge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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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違反競爭法判斷的衡量中，傳統乃以市場占有率或供需價格彈性以評斷

廠商是否擁有具有獨占市場之市場力量。然而，承前文所敘述之「創新市場」

概念，細審其定義，其中並未包含交易市場之概念，然則市場一語事實上乃以

供需雙方之「交易」做為核心概念，一般市場，不論是商品市場、服務市場抑

或技術市場，都存在具體客體與主體，就其產品、服務與技術在買方與賣方間

進行交易
33
；然創新市場並非智慧財產權實際進行授權或交易之市場，創新市

場僅存在參與者及其所投入之創新活動，而不存在實際購買之買方。是以，一

個沒有交易的「市場」在定義上即已出現衝突之處。

再者所謂創新市場，雖名之為市場，但卻並無實際交易；就現階段競爭法

關於市場力量之判斷仍以市場占有率與價格之供需為主要判準之際，如何判斷

廠商在創新市場之市場力量誠為難題，且亦可能與現行執法檢驗標準產生扞挌

之處。

以判斷商品市場市場力量之重要方法—市場占有率之衡量為例，如何衡量

無形「創新」之市占率事實上極為困難
34
。縱美國1995年智財權授權準則中曾

提出關於創新市場占有率之評估因素，然該評估因素或有其侷限，抑或無法實

際評估廠商於創新市場中之市場占有率。例如：該授權準則中將廠商花費於研

究發展之經費比例列為主管機關判斷廠商在創新市場占有率之評估因素，又或

將廠商投資於未來商品研發計畫之金額作為判斷該廠商在未來商品相關市場成

功機率之標準等；然則，若依上述邏輯，則可得到主管機關假設「投資總額能

夠推論個別特定未來商品研發成功之可能性」，此不啻承認規模大的廠商在研

發上比小廠商更具有優勢
35
。然近期學者則認為廠商大小與創新集中度對創新

造成之影響並不如預期重要
36
，而研發支出與市場中之創新程度也未必相關

37
。

實則，近幾年來，在新經濟的脈絡下，層出不窮的破壞式創新（disruptive 

64 Antitrust L.J. 19, 23 (1996).
33 See Ronald W. Davis, Innovation Markets and Merger Enforcement: Current Practice in 

Perspective, 71 Antitrust L.J. 677, 678 (2003).
34 Landman, note 59 ,743.
35 Id., at 746.
36 See Richard T. Rapp, The Misapplication of Innovation Market Approach to Merger 

Analysis, 64 Antitrust L.J. 19, 28 (1996)
37 Id., at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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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38
，使得小蝦米戰勝大鯨魚的故事頻頻出現

39
，即為對上開推論之

最佳反駁。

創新市場之概念雖可兼顧動態競爭議題，然創新市場之界定卻涉及許多資

訊取得之問題，如：如何界定創新市場參與者、市場集中度之判斷等執法機關

無從取得相關事實之檢驗標準。此種資訊取得上之問題，將可能造成評估競

爭影響時的嚴重誤判，尤其可能將沒有反競爭效果之行為認定為具有反競爭效

果，而使主管機關質疑廠商間本應合法之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
40
。

國內學者陳志民教授亦曾於文中批評美國1995年智財授權準則所提供之數
項具體判斷標準，雖看似客觀，實際上卻與創新結果及創新競爭之強弱無必然

關聯；如：廠商投入研發的費用、研發設備、現有或發展中的技術，及其他

與研發相關的資產與商業條件等，依各該標準決定研發能力與誘因相當之廠

商
41
。

然若不採傳統市場占有率與價格供需之判斷標準，則應如何衡量創新市場

之市場力量，又成為另一難題。且現階段關於創新市場之概念仍處於發展之

中，無論是創新市場之界定抑或創新市場中違反競爭法規範之判斷，並無一明

確之標準可為依歸，若貿然採之為主管機關關於是否違反競爭法之審查標準

時，實有違法律明確性與安定性之要求，將令廠商面臨法律不明確之不安定

感，反可能產生反競爭之效果。

國內亦有學者劉靜怡教授指出，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態樣多元，各種授權

限制條件在公平交易法上將受何種評價，乃涉及法律確定性問題。若法律不確

38 哈佛商學院教授Clayton Christensen於1997年在其著作「創新者的兩難」(The 
Innovator’s Dilemma)中提出「破壞式創新」理論。主張所謂的創新並不是生產更好
的產品給既有顧客，而是破壞既有市場，推出更簡單、更便利、更便宜的產品，
提供給要求不高的新顧客。一旦破壞式產品在新市場或低端市場立足後，就會逐
漸進入產品改良階段，破壞者就有可能成為市場的引領者。Prof. Christensen並主
張，中小企業可以憑藉成本優勢及靈活機制，進行破壞式創新，主動占領大企業放
棄的“雞肋”市場，逐漸打破壟斷，最終具備與大企業抗衡的能力。關於「破壞
式創新」此一概念之介紹可參考，Prof. Clayton Christensen 個人網站，http://www.
claytonchristensen.com/disruptive_innovation.html (last visited 2009/11/7).

39 陳志民，反托拉斯法規範掠奪行為之現在與未來—新經濟制度下之省思（三），政
大法學評論，第82期，頁260，2004年。

40 Nicolas A. Windnell, The Crystal Ball of Innovation Market Analysis in Merger Review: 
An Appropriate Means of Predicting the Future?, 4 Geo. Mason L. Rev. 369, 390-95 
(1996).

4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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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過高，對於技術授權人與被授權人二者將形成相當高的困擾，造成授權關

係不穩定的結果
42
。

創新對於現代經濟社會之重要性已不容否認，鼓勵並保護研究發展亦已成

為競爭主管機關欲追求目標之一。然目前無論是參考學界所提出之創新市場分

析方法，或美國競爭主管機關所提出之創新市場界定與分析方法，乃多以間

接方式衡量廠商間之創新競爭，且在資訊取決上亦面臨相當難處。在此創新市

場分析方法尚未有充足發展，相關分析工具與理論仍屬欠缺之時，貿然將創新

市場納入競爭法分析中，不僅增加執法之不確定性，亦可能因執法結果之不適

當而造成社會福利減損。是以，關於創新市場之概念與相關理論發展於此階段

或可作為主管機關研擬相關規範或審查原則之參考，然因其尚處發展階段之概

念，尚有相關界定與檢驗標準不明確之虞，似不宜於此時驟然採為主管機關執

法之審查標準，或可待未來理論發展更為成熟之際，再行納入相關規範之中。

（三）以專利聯盟之技術性質界定競爭關係

在已有廣泛被接受的技術標準時，該標準往往涉及相當數量之專利權，以

專利聯盟方式推廣及利用標準是有效率及合理的作法，亦可避免單一專利權人

即可綁架標準或阻絕標準利用之風險。蓋標準近用者難以一己之力逐一探求及

搜尋與標準有關之所有專利權；即便可以，逐一協商授權及權利金事宜需相當

時間與行政成本，因專利堆疊會使合於標準之商品或服務價格甚高，從而專利

聯盟反而能鼓勵標準相關商品及服務之有效競爭
43
。但技術標準有關之專利聯

盟若由競爭者所參與，反而無法達到促進有效競爭之效果
44
；另外，將不必要

的技術納入專利聯盟，亦可能使該專利權人不當獲取市場力量，產生限制競爭

之疑慮。準此，判斷技術標準相關專利聯盟之適法性，著重於所納入專利之技

術特性（tech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ents）45
，其是否為關鍵專利及各該技

術為互補性或替代性關係。

42 劉靜怡，公平交易法與科技產業的智慧財產授權問題初探：美國經驗的借鏡，公平
交易法施行十週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662，2002年。

43 黃銘傑，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
第三家事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
間，頁245-246，2006年9月。

44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1.
45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1);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7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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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鍵專利
衡諸國內外標準制定組織（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 SSO）之實務發

展及其頒訂的專利宣言（Patent Policy），不論特定技術規格被選定為標準之過
程為何、其為事實上（de facto）或法律上（de jure）之標準，均可能全部或部
分涵蓋他人所擁有的專利權，該等利用技術標準所不可或缺的技術被稱之「關

鍵專利」（essential patent），亦即，基於技術上的原因（technical grounds），
諸如技術應用實務或當時的技術發展狀態，不論是製造、販賣、處分、修理、

使用或操作符合技術標準之設備或方法，必然要實施系爭專利技術；因商業上

的原因（commercial grounds）而必須實施系爭專利技術者，通常仍不構成關鍵
專利

46
。

技術標準之專利聯盟應僅納入實施標準所必要之關鍵專利，否則即較容易

引發限制競爭之疑慮
47
。蓋與標準無關之技術一旦被納入專利聯盟，將成為對

外包裹授權之標的，構成不當的搭售（tying）結果，使得專利聯盟之被授權
人必須接受不必要的技術內容，亦使非必要技術之專利權人可藉由參與專利聯

盟方式不當獲取權利金或獨占力量。另外，從具有替代關係之技術競爭角度而

觀，被納入之非必要技術將處於較有利地位，蓋標準利用者將不再尋求未被納

入聯盟之替代性技術，從而該等技術無法與納入聯盟之非必要技術相互競爭，

甚而被排除於技術市場
48
。

2. 互補性專利
專利聯盟所納入之技術雖然均為實施標準所必要的關鍵專利，但仍可能產

生競爭法違反之疑慮。易言之，與技術標準有關的關鍵專利可能很多，各該技

術可能具有競爭性之替代關係，亦可能為互補性之關係；專利聯盟若納入競爭

性技術者，自較容易構成聯合行為而引發限制競爭疑慮。

所謂的競爭性技術，係指不同技術間具有替代性，諸如同一產品可有不

同製程，該等製程分屬之專利即為競爭性專利
49
；又如符合特定規格之大口

46 § 15.6 of the ETSI IPR Policy (November 22, 2000); § 1.5 of the ETSI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ptember 1, 2004); § 10.2.1 of the VITA Patent Policy.

47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1).
48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1).
49 “Competing patents are generally views as substitutes for each other, where there are 

separate patents covering alternative processes for manufacturing a product.” See M. 
Howard Morse, Prepared Testimony of Cross-Licensing and Patent Pools (April 17, 2002), 
http://www.ftc.gov/opp/intellect/020417mhowardmorse.pdf (accessed 2 Novem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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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glass jars）在製造上可採用填塞（suspended gob feeding process）或吸吹
（suction process）不同方式，製造商可依據生產成本、規模或其他條件選擇最
適當的製程，此等不同製程技術即屬競爭性。以競爭性技術為主之專利聯盟對

競爭秩序有不利影響
50
。首先，參與聯盟之專利權人就其所擁有之技術具有競

爭關係，利用技術標準之第三人僅需實施其一專利權即可，但以專利聯盟形式

對外授權卻使被授權人必須同時接受功能或性質重複之技術，權利金或授權金

計算上對被授權人甚為不利，專利權人可據此而獲得不當利益。其次，在對內

關係上，具替代關係之技術被納入標準專利聯盟，且透過定型化授權條款對外

實施時，將使該等替代性技術間之競爭關係受到限制或完全消彌。

反之，集合互補性技術之專利聯盟可發揮促進競爭之功效。互補性的技術

彼此不存有相互替代性，但具有共同使用之可能性
51
；以燈泡為例，真空燈泡

與鎢絲分別有不同專利保護，缺少鎢絲的真空燈泡無法使用，反之亦同，前述

不同技術在利用上具有相輔相成功能者，即具有互補性質。另外，不同技術間

構成原發明與再發明之關係者（我國專利法第78條第1項及第2項參照），亦即
不同技術利用上有不可避免的依存關係者，學理上有稱為互斥性專利

52
，在性

p.3.
50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66 (2007).
51 “Complementary patents cover technologies that may be used together and are 

not substitutes for each others.” See M. Howard Morse, Prepared Testimony 
of Cross-Licensing and Patent Pools (April 17, 2002), http://www.ftc.gov/opp/
intellect/020417mhowardmorse.pdf (accessed 2 November 2009), p. 3.

52 所謂互斥性專利，係指特定專利（亦即再發明之專利或附屬專利，subservient 
patent）之利用，將不可避免的侵害到基礎專利（basic patent）或原發明（“One 
blocks another if it cannot be practiced without infringing on the basic patent.” See M. 
Howard Morse, M. Howard Morse, Prepared Testimony of Cross-Licensing and Patent 
Pools (April 17, 2002), http://www.ftc.gov/opp/intellect/020417mhowardmorse.pdf 
(accessed 2 November 2009), p. 3）。詳言之，發明人甲就某發明已取得A專利，發
明人乙發現A專利之改良或新應用方式，該等改良或新應用方式若符合可專利性要
件，乙可另外取得A`專利。於此情況，欲就A`專利為商業化利用時，必須先取得A
專利之授權，否則即會侵害到甲所擁有之專利權；反之，若未取得A`專利之授權，
亦可能使A專利無法為任何改良或後續發展。不論屬於何種情況，學理上有稱A與
A`為互斥性專利。互斥性專利間並不存有競爭關係，即便A與A`具有相同功能，
但A與A`相互間無法完全彼此替代。R. Andewelt, Analysis of Patent Pools under the 
Antitrust Laws, 53 Antitrust L.J. 611, 614 (1985); Steven C. Carlson, 16 Yale J. on Reg. 
359, 363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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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亦為此所稱之互補性技術。實務上符合特定規格之商品或服務，其不同部

份（components）可能分別受到專利權保護，且專利權人分屬不同人者，以專
利聯盟方式集中各該專利技術，方便技術標準之利用與推廣，上下游特定市場

之相關商品或服務因而能在相同的規格平台上，相互為有效的競爭。

至於如何判定聯盟內究竟是互補性專利或替代性專利，要排除替代性專

利的方法之一，即乃判斷該專利是否為實施專利聯盟所欲達成目的之關鍵專

利。以技術標準為例，實施特定規格所不可或缺之技術往往即為互補關係，

若任一專利在滿足技術標準上各自發揮某一部份的功能，必須集合該等關鍵

專利始能提供與標準相容之商品或服務，此等技術通常被認為具有互補性
53
。

FTC於2007年智財權報告中特別指出，在MPEG-2專利聯盟案（下述之），所
謂關鍵專利是指「技術上不可或缺」（technically essential）的專利，而在隨
後的DVD專利聯盟案，DOJ則採「事實上或經濟上不可或缺」（practically or 
economically essential）的判斷標準，儘管略有差異，但兩案均依據當時的合
理事實基礎做為判斷。原則上只要能夠判定該技術屬於符合專利聯盟運作目的

（技術標準）所不可或缺的專利，往往即能確保該專利聯盟所納入的技術為互

補性專利
54
。

據此，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審視技術標準之專利聯盟是否構成競爭者間之水

平合作協議時，所納入技術之性質為競爭性或互補性，乃重要的判斷因素；此

時即可透過技術市場中關於市場力量之判斷標準，以界定專利聯盟參與者是否

在技術市場中具有競爭關係。

二、專利聯盟之組織是否涉及限制競爭情事

（一）以專利聯盟達到限制競爭之目的

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均肯定技術標準對於促進競爭秩序、加速特定市場之

商品或服務商業化發展及消費者利益等各方面，有其正面意義
55
。但技術標準

制定過程或技術標準相關專利聯盟在運作上，若有限制參與者之自由或其他限

制競爭情事者，諸如限制標準制定參與者或專利聯盟參與者在後續研究或發展

53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77 (2007).

54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77 (2007).

55 詳細內容參見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64-6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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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由，此等行為自為競爭法所不許
56
。

專利聯盟之組織若涉及限制競爭情事者，在我國可能構成公平法第19條第
4款、第5款或公平法第24條57

之違反，各款之具體適用要件不同，在判斷上不

問參與專利聯盟之專利權人是否具有競爭關係或是否從事聯合行為
58
，亦不以

該專利聯盟在對外關係上具有市場力量為必要
59
。易言之，專利聯盟之組織運

作是否構成公平法第19條或第24條所規範之限制競爭行為，在判斷上乃獨立於
前述之參與者是否具有競爭關係或是否成立聯合行為。

（二）超出專利聯盟運作所需之限制競爭協議

美國FTC在2007年智財權報告60
明確指出，判斷專利聯盟合作模式之適法

性，除了應考量所納入技術之性質外，亦應判斷專利聯盟組織或運作上可能引

發反競爭之疑慮。易言之，專利聯盟可能對參與之事業附加不當限制，該等限

制若為組織管理上所合理必要，且不會對特定參與者產生歧視者，競爭法應無

非難之必要，例如：依據納入聯盟專利之重要性，抑或是基於參與者是否從事

標準有關商品或服務之製造及銷售決定授權金之分配，應為合理的限制。相反

的，對專利聯盟參與者所加諸之限制非屬管理上之必要，且其對競爭秩序有嚴

重的不利影響，仍需受到競爭法之規範
61
。判斷是否有此等不當限制之因素包

括：聯盟參與者是否仍保有單獨對外授權之權利、參與者之回饋授權（grant 
back）義務是否會降低創新動機、參與者取得具有競爭上之敏感性或專門性的
資訊是否應受限。

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認為，競爭者以專利聯盟方式就對外授權協議之條件

達成協議時，可能引發限制競爭之疑慮，如同亞當斯密所言，「當競爭者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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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應注意者為，學者認為以公平法第24條補充第19條之適用時，應注意「窮盡規範原
則」之適用，換言之，只有在第19條各款要件未窮盡評價某行為之不法內涵時，始
有適用。參見吳秀明，第二十四條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編碼90，公平交易
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2004年。

58 參見范建得、陳丁章，第十九條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行為，編碼177，公平
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2004年。

59 參見范建得、陳丁章，第十九條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行為，編碼182、183、
198，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2004年。

60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66-67 (2007).

61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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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一間房間時，不會產生什麼好結果」
62
，若利用專利聯盟做為掩護，實際

上是進行價格協議，當然構成競爭法之違反。美國DOJ在過去十年來曾以商業
審閱函（business review letter）63

肯定專利聯盟適法性之諸多案件，諸如下述

之3GPP專利聯盟案及RFID專利聯盟案，其參與者均以非專屬方式將技術授權
聯盟，並保有各自對外授權之自由；在非專屬授權之情況，專利權人即得對聯

盟外第三人授權，創新者則能以繞過專利聯盟之技術從事研發，進而與專利聯

盟相互競爭。相較於此，Summit-VISX專利聯盟案（下述之）參與者不再享有
對外授權之自由，造成其他市場參與者無法取得所需技術，阻礙市場之有效競

爭。因此，專利聯盟在運作上，應使聯盟無權限干預專利權人之權利行使或其

他自由。

日本2005年標準及專利聯盟準則特別揭示實務上專利聯盟常見的限制競爭
內容。易言之，標準制定有關之合作協議或專利聯盟包含如下限制行為者，競

爭法有介入之必要
64
：

(a) 以標準限制新產品之價格：競爭者在標準制定過程共同限制與標準有
關新產品之價格、生產配額、限制市場活動等。

(b) 限制其他規格之發展：競爭者無正當理由共同限制其他技術規格之發
展（諸如研究與發展），或限制他人利用替代性規格或採用替代性規

格生產或銷售產品。值得注意的是，日本2005年標準及專利聯盟準
則特別指出，若是由少數競爭者在相互負有保密義務下以合作研發

（joi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方式來制定標準，藉以發展出新產
品的標準，於此情況而限制參與者研發其他規格者，反而可能有鼓勵

參與者投入研發之誘因。

(c) 不合理的擴大規格之適用範圍：競爭者在標準制定時以共同方式擴大
規格之適用範圍，超過產品相容性之必要範圍，而其目的是為了限制

在新產品的研發者。易言之，行標準制定之名，達到限制參與者研發

自由之實。

(d) 不合理的排除競爭者的技術建議：競爭者故意、無正當理由排除由其
他競爭者所發展的技術建議或針對標準所提出的改良建議。

62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51 (2007).

63 關於商業審閱函之法律依據及內容，詳見28 C.F.R. Section 50.6.
64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2, para. 2.



第 1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28

(f) 排除競爭者參與標準制定：競爭者故意排除特定競爭者參與標準制
定，使該競爭者處於被排除於特定市場或無法參與市場交易活動之風

險。

（三）專利聯盟之組織及管理制度是否妥適

競爭法在審視專利聯盟是否有限制競爭行為時，其組織及管理制度內容亦

為重點。以前述之專利聯盟僅能納入關鍵專利及互補專利為例，如何確保此一

要件被有效執行，即有重要意義。易言之，為了確保被納入聯盟之專利均為關

鍵及互補性技術，若能由獨立的專家判斷及確保之，應較不易被認為構成水平

競爭者之聯合行為；此外，日後若有其他在功能或利用上具替代性的技術被開

發出來，專利聯盟在組織及管理制度上應將不再為關鍵性或互補性之技術排除

於聯盟
65
，是否賦予第三人質疑及挑戰所納入技術之妥適性，對於判斷專利聯

盟適法性亦有影響。

其次，若限制僅符合特定要件之事業始能參與專利聯盟或標準制定時，只

要該等限制條件乃組織管理上所合理及必要，且不會產生限制競爭之結果者，

不會受到競爭法之非難；在技術標準之專利聯盟，僅限於關鍵專利權人能參

與，且未包含其他限制者，應無違法疑慮
66
。

另外，專利聯盟在運作上包含對外授權、收取權利金、稽核被授權人實施

授權技術及對內分配權利金事宜，此等過程極可能獲得參與者或被授權人之產

品數量及銷售金額、研發經費等機密資訊。專利聯盟之組織或管理制度上若使

參與者能知悉或取得此等機密資訊，將有極高風險被認為乃違反競爭法
67
。因

此，為了防止標準有關專利聯盟構成競爭法之違反，應避免被授權人機密資訊

或由聯盟所蒐集的其他機密資訊為他人所近用。日本2005年標準及專利聯盟準
則甚而建議，關於機密資訊之蒐集與管理宜由與聯盟參與者無關之第三方執

行
68
；下述美國DOJ在諸多個案之商業審閱函，亦有相同意見表示。

三、國外執法實務

美國DOJ近年來透過商業審閱函，於諸多個案揭示競爭法判斷標準有關專

65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1).
66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2).
67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3).
68 JFTC, Guidelines on Standardization and Patent Pool Arrangement, Part 3, para.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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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聯盟之執法標準。除了國內已有相當文獻介紹之MPEG-2專利聯盟69
外，本

文以下介紹美國競爭法實務近年來重要個案，並分析競爭法審視各該個案之重

點。

（一）飛利浦DVD專利聯盟70

飛利浦DVD專利聯盟乃1998年由飛利浦公司（Phillips Electronics N.V.）整
合飛利浦、新力（Sony Corporation）及先鋒（Pioneer Electronic Corporation）
三家公司，就其所擁有符合製造DVD-Video及DVD-ROM規格之DVD光碟片及
放影機之關鍵專利，此一專利聯盟涉及之專利數量有210項。
專利聯盟之建立上，先由新力及先鋒將其所擁有之專利權以非專屬方式授

予飛利浦，再由飛利浦擔任獨立管理人之角色，對欲取得授權之DVD光碟及
DVD放影機業者授權，並對內分配權利金。該專利聯盟僅包括一定期間內之
關鍵專利（飛利浦所擁有之關鍵專利限於專利申請日在1996年12月12日之前、
新力及先鋒之關鍵專利申請日限於1997年11月24日及1997年10月1日以前所擁
有）；另外，此一專利聯盟成立後，新的必要性專利無法再加入，因而乃封閉

式型態的專利聯盟。

關於哪些專利為關鍵專利之認定，係由獨立專家審核必要性專利，但該等

專家不審核專利的有效性，且新力及先鋒對飛利浦之授權亦不保證關鍵專利

的有效性及其範圍。關於權利金分配則是透過協商決定，不是依據貢獻聯盟

之專利數量來決定。在對外授權上，係依合理與不歧視之方式（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進行授權。另外，專利聯盟要求被授權人應將所擁有之關
鍵專利以非專屬方式回饋授權予專利權人。

DOJ認為，本案專利聯盟所涉及之權利金與總生產成本相對偏低，無使聯
盟參與者將無效專利納入聯盟之誘因。另外，本案專利聯盟所包含之專利在性

69 Letter from Joel I. Klein, Assistant Attorney Gen., U.S. DOJ, to Gerrad R. Beeney, Esq. 
Sullivan & Cromwell, 26 June 1997;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68 (2007)。關於本案之中文介紹，參見
施錦村，美國、台灣專利集中授權個案內容分析—反托拉斯準則的觀點，公平交易
季刊，第17卷第3期，頁153-154，2009年7月；張聖怡，由飛利浦光碟授權案探討專
利聯合授權的法律爭議，智慧財產權管理季刊，頁52-60，2001年6月。

70 Letter from Joel I. Klein, Assistant Attorney Gen., U.S. DOJ, to Gerrad R. Beeney, Esq. 
Sullivan & Cromwell, 16 December 1998;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69 (2007)。關於本案之中文介
紹，參見施錦村，美國、台灣專利集中授權個案內容分析-反托拉斯準則的觀點，公
平交易季刊，第17卷第3期，頁154-155，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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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乃互補性、封閉性及非競爭性專利，被授權人若必要權利亦可對專利權人

回饋授權，並獲得公平合理的權利金，避免授權人與被授權人間產生專利爭

議。關於參與聯盟者之事業活動自由是否受限部份，參與聯盟之專利權人可以

單獨對外授權，增加被授權人選擇的機會。再者，飛利浦對該等專利授權有

設定單一條件及價格，故該以專利聯盟方式授權尚不致對授權者產生授權條件

（含權利金）歧視結果。

綜合而言，DOJ認為，基於如下考量本案適用合理原則判斷後，此一專利
聯盟仍不會損及相關產業的創新與競爭：

(a) 系爭專利聯盟僅將關鍵專利納入；
(b) 參與聯盟之專利權人仍可單獨授權；
(c) 在對外關係上，雖被授權人有回饋授權之義務，但僅限於關鍵專利；
(d)  專利權人與被授權人間之契約期限只有十年，其後無更新條款，因而
影響之層面有限；

(e) 未限制被授權人使用其他方法來達成DVD規格。
（二）東芝DVD專利聯盟71

本案專利聯盟係1999年由東芝（Toshiba Corporation）公司整合該公司及
Hitachi、Matsushita、Mitsubishi、Time Warner、Victor等六家公司，就其所擁
有製造DVD-ROM、DVD-Video及DVD 光碟片等產品標準之關鍵專利，建立專
利聯盟以管理及實施相關專利權。專利聯盟之建立上，先所有參與者進行交互

授權，再由東芝整合並負責對外授權及權利金分配事宜。相較於前述之飛利浦

DVD專利聯盟，東芝DVD專利聯盟包括既有及未來可能之關鍵專利，且其專
利聯盟係以開放式型態運作。

關於關鍵專利之認定，東芝DVD專利聯盟同樣由獨立的專家審核，專家
同樣不審核專利的有效性；專利有效性疑義由法院認定之，若經法院認定無效

者，再從專利聯盟中移除。在對外授權上，被授權人若擁有DVD標準之關鍵
專利，亦應對專利權人回饋授權，並可獲得公平合理的權利金，藉以避免授權

人與被授權人間產生專利爭議；同樣的專利聯盟亦使加入聯盟之專利權人可單

71 Letter from Joel I. Klein, Assistant Attorney Gen., U.S. DOJ, to Carey R. Ramos, Esq. 
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 Garrison, 10 June 1999;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69 (2007)。關於本
案之中文介紹，亦參見施錦村，美國、台灣專利集中授權個案內容分析-反托拉斯準
則的觀點，公平交易季刊，第17卷第3期，頁155-156，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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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對外授權，以提高被授權人之選擇機會。管理對外授權之東芝，就授權事宜

設定單一條件及價格，不得對授權對象有授權條件（含權利金）歧視之情形產

生。

綜合而言，DOJ認為，基於如下考量本案適用合理原則判斷後，此一專利
聯盟仍不會損及相關產業的創新與競爭：

(a) 系爭專利聯盟僅將關鍵專利納入；
(b) 新的必要性專利占專利聯盟之比重大於舊的專利，使授權人仍有創新
的誘因。

(c) 參與聯盟之專利權人仍可單獨授權，仍有選擇單獨授權的機會；
(d) 未被限制被授權人一定要實施專利聯盟之專利始能符合DVD標準。

（三）3GPP專利聯盟72

現代化之行動通信網路往往包含眾多設備，諸如手機、無線基地台及交換

機，各該設備之相互溝通則仰賴通信協定（protocol）作為共通語言，從而通
信標準之制定乃無線通信賴以生存最重要的制度

73
。3GPP專利聯盟（3G Patent 

Platform Partnership）由跨國界之十九個無線通訊系統業者與設備製造商所共
同發起，該聯盟結合會員之關鍵（essential）專利制定授權契約，藉以授權給
任何欲實施3G技術標準者。2002年11月12日DOJ針對3GPP專利聯盟是否違反
競爭法之詢問發出商業審閱函

74
。

1. 3GPP專利聯盟內容
根據當事人所檢具事實，3GPP專利聯盟所包含之專利內容，乃實施3G標

準之關鍵專利，因此，無論是3G設備的製造商或系統服務者，皆須取得眾多
專利權人之授權；只要有其一專利權人拒絕授權，技術需求者即可能被排除於

3G產品或服務市場75
。3GPP專利聯盟之授權業務分屬五個獨立之授權組織（a 

Licensing Administrator, LA），其為獨立的公司（platformCos），各自負責一

72 Letter from Charles A. James, Assistant Attorney Gen., U.S. DOJ, to Ky P Ewing, Esq., 
Vinson & Elkins LLP, 21 November 2002.;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70 (2007)。關於本案之中文介
紹，亦參見施錦村，美國、台灣專利集中授權個案內容分析—反托拉斯準則的觀
點，公平交易季刊，第17卷第3期，頁157-158，2009年7月。

73 宋皇志，技術授權之法制規範—以瓶頸設施理論在專利強制授權的應用為中心，清
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36-37，2003年6月。

74 Letter from Charles A. James, Assistant Attorney Gen., U.S. DOJ, to Ky P Ewing, Esq., 
Vinson & Elkins LLP, 21 November 2002.

75 Id.,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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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3G產業標準的授權業務76
。

3GPP專利聯盟在運作上，開放給所有的技術擁有者加入。但為了確保
所納入的專利皆為實施3G技術標準之關鍵專利，設有評估程序（evaluation 
process），分別由CA（Common Administrator）及ESP（Evaluation Service 
Provider）兩個機構負責。所謂的關鍵專利，係指由專利保護之物品、方法或
程序乃履行3G標準所必要者（an apparatus a method or a process necessary for 
compliance for the 3G Standards）；易言之，至少有一項申請專利範圍（claim）
符合前揭要件者，則該當3GPP專利聯盟之關鍵專利。技術擁有者主張特定發
明為3G之關鍵專利時，由CA及ESP委任專家評估其是否符合前揭要件、屬於
哪一種3G產業標準類型；若認定屬於關鍵專利者，則由3GPP專利聯盟負責授
權事宜。透過評估程序，使得專利權人無法左右技術關鍵與否之評估過程

77
。

在授權程序上，3GPP專利聯盟涉入程度相當有限，且不對具體的授權金
數額為任何建議，亦不涉入攸關競爭事宜之授權條款；3GPP專利聯盟僅提供
建議性質的授權契約格式（不包括授權金條款）供當事人進行授權協商之用，

關於授權金事宜，3GPP專利聯盟僅有制定標準權利金費率及最高累進權利金
費率的限制，避免過高的權利金影響最終產品售價。另外，3GPP專利聯盟賦
予被授權人挑選所需關鍵專利之自由，不強迫其接受不需要專利。最終當事人

所簽訂的授權協議雖以3GPP專利聯盟範本契約（a default Standard License）為
基礎，但由技術需求者與個別關鍵專利權人訂定，當事人亦得調整範本契約之

內容
78
。

2. DOJ之競爭法分析
關於3GPP專利聯盟涉及之競爭法適用分析，DOJ揭示適用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認為重點有二：（i）專利聯盟是否由互補性專利所組成；（ii）
若是，專利聯盟所帶來的競爭利益是否高於對反競爭之不利益。針對問題一，

DOJ認為，3GPP專利聯盟考量到3G通信協定可藉由至少五種產業標準達成，
為了使納入專利聯盟的專利均為互補性技術，3GPP專利聯盟以五個獨立的組
織運作，各自有不同的授權金費率標準，使具有競爭關係之技術仍保有競爭關

係
79
。關於專利聯盟之促進競爭與反競爭分析，DOJ認為3GPP專利聯盟可促進

76 關於3G專利聯盟之組織及運作，詳見，Id., p. 4-6.
77 Id., p. 6.
78 Id., p. 7-9.
79 Id.,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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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相關專利權人在資訊匯集（generation）與擴散（dissemination），並以鑑定
及評估制度決定特定專利是否屬於其中一個或數個3G產業標準之關鍵專利，此
等制度可有效降低授權人與被授權人之協商成本，對於促進競爭之貢獻大於反

競爭之不利益
80
。

另外，3GPP專利聯盟使參與者負有回饋授權（grant-back）義務，亦即關
鍵技術之被授權人若擁有與3G產業標準相關之專利，負有義務將使其接受評估
程序決定是否為關鍵專利；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在諸多個案已經肯定回饋授權

之適法性，而3GPP專利聯盟在制度上使專利權人與技術需求者協商之自由，
從而此等義務並無侵害參與者之合法利益

81
。

綜合DOJ就3GPP專利聯盟之商業審閱函意見，歸納本案被認為符合競爭法
規範之重點如下：

(a) 3GPP專利聯盟為開放性的組織；不涉入參與者間之競爭事宜（授權
金數額或涉及競爭關係之授權條款）。

(b) 不同納入聯盟的技術是否為關鍵，設有獨立的評估程序。
(c) 以五個獨立的組織負責標準有關之授權事宜，在制度設計上維持專利
聯盟所納入之技術為互補關係。

(d) 被授權人對於接受之技術內容有決定自由。
（四）RFID專利聯盟82

1. RFID聯盟運作
2008年10月DOJ針對RFID聯盟（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Consortium 

LLC）之專利授權事宜發出商業審閱函。易言之，RFID技術日趨成熟及廣
泛應用後，製造之商品欲符合RFID之技術標準Gen-2 Standard，必須同時
實施諸多專利，RFID聯盟之設立目的即在利於技術需求者取得專利授權。
RFID聯盟之建立及運作係基於如下四份基礎合作協議：建構RFID聯盟之LLC
協議（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Agreement）、關鍵專利權人之參與協議
（Participant Agreement）、專利組合授權協議（Patent Portfolio License）及授
權管理機關執行協議（License Administrator Term Sheet）。

LLC協議乃由關鍵專利權人共同簽署建立RFID聯盟之協議。RFID聯盟設

80 Id., p. 11.
81 Id., p. 12.
82 Letter from Thomas O. Barnett, Assistant Attorney Gen., U.S. DOJ, to William F. Dolan 

and Geoffrey Oliver, Jones Day, 21 Octo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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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獨立的行政組織，其任務在於管理RFID技術標準之專利授權事宜，並避免
及禁止參與成員進行機密資訊之交換或揭露

83
。

透過關鍵專利權人之參與協議，由專利權人將關鍵專利以非專屬方式

授權RFID聯盟，以便聯盟日後彙整所有關鍵專利為再授權事宜。所謂的關
鍵專利，係指不論是製造、使用或販賣符合RFID技術標準之產品必然會侵
害到該專利或以取得專利授權為必要，且無其他經濟上之替代可能性（no 
economically viable substitutes）。特定專利權雖被RFID聯盟列為關鍵專利，聯
盟本身、成員及其他被授權人均有權質疑其關鍵性，以由獨立的專利評估專家

判斷之，但質疑者必須負擔評估費用。關鍵專利權人雖簽署參與協議，但仍保

留自行就該專利權為非專屬授權與協商之自由。權利金分配依據RFID聯盟所
建立之公式，亦即一半的權利金係以每一參與者所貢獻的關鍵專利數目為基

礎，另一半權利金分配則以所有參與者均為平等地位為基礎
84
。

專利組合授權協議乃將RFID聯盟之關鍵技術對外實施的契約，易言之，
製造、使用或銷售RFID技術標準有關產品者，得就關鍵專利取得全球、有償
之非專屬授權；專利授權期間為五年，被授權人得於每季終了前終止契約；

五年授權期間屆滿被授權人亦得請求再次延展五年之授權契約。關於權利金計

算部份，依據所利用RFID技術標準之各該產品種類有不同計算基礎，且依所
涉及之產品數量而定。授權契約可以包含「內國最優惠條款」（a most favored 
nation clause），亦即日後若在同一國家有較低權利金數額或更優惠之授權契約
條款，被授權人有權修改原有授權契約；但於此同時，需一併修改及接受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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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

由於RFID聯盟僅為成員組成之合作模式，因此，透過授權管理機關執行
協議建立獨立的授權管理機關（License Administrator），以負責每日例行性之
授權事宜，包括評估哪些專利為關鍵專利、代表聯盟管理及行銷專利組合、收

取及分配權利金、製作及提供權利金收支報表
86
。

2. DOJ之競爭法分析
針對RFID聯盟運作，DOJ同樣認為適用合理原則之基本態度，進而探討聯

83 Id., p. 3.
84 Id., p. 4.
85 Id., p. 5-6.
86 Id.,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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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所預期產生之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結果。

關於促進競爭之分析，DOJ首先肯定RFID聯盟在效率上的貢獻，亦即即可
避免技術標準受到專利控制之威脅（the treat of hold up）及權利金叢林結果，
可減少專利授權之交易成本。若無RFID聯盟，時為聯盟成員之七個專利權人
有能力阻絕或控制關鍵技術之近用；聯盟建立後除了可以限制專利權人外，

亦可使第三人能在合理不歧視之RAND條款下實施關鍵專利，進而因權利金數
額較低而降低生產RFID產品之成本；因此，即便非所有的關鍵專利權人均為
RFID聯盟成員，仍可察覺此一合作模式所帶來的效率。在減少交易成本上，
不論是對專利權人或被授權人而言，均屬有利。易言之，RFID聯盟以評估方
式界定關鍵專利，進而由獨立的組織負責推廣及授權事宜，可減少技術需求者

需逐一進行授權協商之不便；最終由於授權契約之簽訂，將可減少侵權訴訟或

相關爭議
87
。

關於反競爭之分析，DOJ首先擔心RFID聯盟涵蓋無效或過期專利問題。
然從聯盟運作模式來看，此等疑慮應可降低。易言之，RFID聯盟使參與者負
有義務，一旦知悉有無效或過期專利被納入專利聯盟者，必須立即通知聯盟；

此外，由於有一半的權利金係依據成員所持有之關鍵專利數目分配，從而使參

與者有足夠的誘因質疑及隨時監控所納入專利之關鍵性與否
88
。RFID聯盟在運

作上是否有排除替代性專利權之加入，亦為DOJ關注焦點，然同樣因聯盟運作
模式而可消除此一疑慮。蓋RFID聯盟明確界定「關鍵專利」，在此定義下，
若特定專利有其他經濟上之其他替代技術存在，則不符合關鍵專利之意義，因

而亦不會被納入專利組合授權協益之標的。其次，關鍵專利之認定由獨立的專

家認定之，聯盟完全尊重專家評估意見；即便如此，聯盟、成員或其他被授權

人仍保留質疑關鍵性之可能，進而可委由其他專家再次進行評估；除此之外，

RFID聯盟在運作上，有專家定期評估關鍵專利之制度，從而日後若有經濟上
具替代關係之技術出現，先前被納入聯盟之關鍵專利會因此而被除去

89
。RFID

聯盟是否不利於下游市場之有效競爭，亦不容忽略，但DOJ認為，成員仍保有
單獨授權之權利與自由，從而仍能與相關技術維持競爭關係；甚而只要是有

替代性技術出現，原被納入聯盟之專利即會被剔除，誘使競爭者研發替代性

技術，使原有專利權人不能在享有RFID聯盟所帶來的授權利益。另外，由於

87 Id., p. 7-8.
88 Id., p. 8.
89 Id., p.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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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聯盟另外設有獨立的組織負責技術管理及授權事宜，因此，成員間應無
機會透過聯盟進行不當的共謀協議，諸如決定下游市場之產品數量、型態或交

易價格。值得注意的是，DOJ特別強調，獨立組織負責技術管理及授權事宜具
有重要性，亦為DOJ保留不就RFID聯盟採取管制措施之重要原因90

。最後，回

饋授權條款往往與扼殺創新（foreclosure of innovation）有關，但本案之回饋授
權僅為非專屬性，不生前揭疑慮；專利聯盟常常涉及不當搭售（tying）問題，
但RFID聯盟對於關鍵專利採取嚴格定義，納入聯盟之專利均為實施Gen-2標準
所必要，且無替代關係，因而此等疑慮亦不存在。

綜合而言，DOJ認為本案RFID專利聯盟並無反競爭之疑慮。
（五）Summit-VISX專利聯盟91

Summit Technology, Inc.與VISX, Inc.將其擁有之37像專利共同組成專利聯
盟，涵蓋的專利是應用在雷射屈光角膜切削術（PRK，一種矯正視力的眼睛手
術）中，乃關於雷射製造與使用的技術。當時Summit與VISX執行PRK手術的
雷射設備是唯二兩家公司獲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銷售認可。透過該
專利聯盟，Summit與VISX將其擁有之關鍵專利授權予另一獨立事業，並放棄
對外獨立授權的權利，在運作上，Summit與VISX享有否決（Single Firm Veto）
權，亦即得禁止專利聯盟將技術內容授權給第三人的權利，因此，該專利聯盟

存續的六年內，未授予專利給任何第三人。此外，該專利聯盟要求設備公司每

次使用其雷射設備執行PRK手術時，須支付250美元費用，該費用轉而成為設
備公司向眼科收取使用其設備的底價，故醫生每次執行PRK手術時，Summit與
VISX均可獲得250美元之收入。

1998年FTC質疑此一專利聯盟之合法性，認為該專利聯盟消除Summit與
VISX兩家公司在銷售或租賃PRK雷射設備及授權與PRK有關技術領域間的競
爭關係。兩公司辯稱透過專利聯盟以降低專利訴訟的不確定性與訴訟費用，因

其間包含潛在互斥性專利在內。FTC則否決了兩公司的說詞，認為Summit與
VISX可以透過減少限制競爭的方法達成這些目的，例如：專利授權或交互授
權之目的在於減少價格競爭或限制他人進入市場。另外，FTC認為Summit 與

90 Id., p. 10.
91 FTC,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73 (2007)。關於本案之中文介紹，亦參見施錦村，美國、台灣專利集
中授權個案內容分析-反托拉斯準則的觀點，公平交易季刊，第17卷第3期，頁158-
189，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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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X將競爭性及互補性的專利均納入專利聯盟，且有一項VISX擁有之方法專
利，應為無效專利，仍被納入其中。因此，該專利聯盟在實際上並無法提高授

權效率、促進競爭與創新。

1999年該Summit及VISX與FTC達成行政和解，解散該專利聯盟。
（六）美國的Allied Tube技術標準制定案92

本案技術標準乃應用於電機導管（a code for electrical conduit），係由技術
應用協會（association）發布自願性的電機導管技術規格，技術規格雖屬自願
性，但在市場上使用普及，且被許多地方政府認定安全性無虞。使用該技術標

準之電機導管，若應用於高樓大廈，傳統上都以鋼作為導管材料，但經由技術

創新，使得電機導管可利用柔軟度高、成本低的塑膠材質。為了使此一改良商

品能在市場上廣為利用，部份業者乃向技術應用協會提出技術標準修正議案，

由該協會之年度會員大會投票決定是否接受修正案，對此，鋼鐵製造業者乃鼓

動協會新加入成員投反對票，將塑膠材質的商品排除於技術標準之外。

受理本案之法院認為，技術標準有關程序欠缺或程序性的不當行為，可顯

現參與者強烈的限制競爭動機或意圖；不當決議程序結果，將造成潛在競爭者

無法進入市場，改良技術之商品無從為市場上所利用，消費者亦無法享受創新

研發所帶來的利益。

肆、公平會處分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之檢討

一、關於特定市場之界定

已如前述，特定市場界定問題乃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之重要爭點。本
文以為專利聯盟中，參與者間是否存在競爭關係，而該競爭關係究竟屬於技術

市場抑或創新市場，實為檢視專利聯盟之聯合授權是否該當聯合行為，進而違

反公平交易法之關鍵議題。然就專利聯盟參與者間究竟是否技術市場抑或創新

市場中具有競爭關係，則應實際檢視參與者加入專利聯盟之技術而個案認定，

似不宜一概而論。

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從本案事實而觀，單獨使用其中一家公司專利即無法

92 Allied Tube & Conduit Co. v. Indian Head, Inc., 486 U.S. 492 (1988)。關於本案之中文
介紹，亦參見李素華，技術標準制定之競爭法規範與調和，東吳法律學報，第15卷
第1期，頁36-37，200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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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製造CD-R，技術需求者必須逐一向三位專利權人取得授權，缺一不可，
因此，系爭專利對橘皮書標準規格而言，乃具有互補性的專利技術，各該技術

不具有替代可能性及競爭關係
93
。公平會則以任一專利權人仍得透過研發方式

填補其他專利權人所擁有之技術，因而從研發可能性判斷三專利權人實為競爭

關係之事業。

承前文關於技術市場與創新市場之定義，兩者間具有相當差異。所謂技術

市場一般係指授權技術及其替代技術所構成之市場；而創新市場則指研發授權

技術之研發活動及其具替代性之研發活動所形成之市場。

本文以為，若依上開事實觀之，技術需求者必須取得三位專利權人之授

權方得生產製造CD-R，單獨使用其中一家公司專利並無法達成此一目的；因
此，在技術市場之判斷中，本案所涉及三家廠商目前就CD-R之製作，彼此間
並不擁有具有替代性之技術，而係具有互補性的專利技術，要難謂各該技術間

在技術市場具有替代可能性及競爭關係。而公平會所主張「以任一專利權人仍

得透過研發方式填補其他專利權人所擁有之技術，因而從研發可能性判斷三專

利權人實為競爭關係之事業」之論點，則涉及創新市場中競爭關係之認定，按

所謂研發可能性主要屬於創新市場所界定範疇。然在競爭實務之判斷中，應否

及如何納入創新市場中競爭關係之判斷，無論在學界或實務界似亦尚未有定

論。

學者吳秀明教授曾於其最近著作中主張，基於商品市場、技術市場與創新

市場間強大的牽連性及事業經營時所展現之規劃整體性，事業在一市場之行

為，很可能會產生溢出效果，影響另一市場階段之競爭；而事業在一市場之行

為是否構成公平法之違反，其認定也可能必須要考慮其在另一市場階段之行為

影響，才能妥善回答
94
。是以，在具有緊密牽連關係與整體規劃性之研發與技

術授權市場，如果後階段市場之競爭關係，正是因為事業在前階段市場上，透

過一項競爭者間的限制競爭協議而遭排除時，在考量此等事業在該協議之後

所為合一之共同行為是否成立聯合行為時，吳教授認為應目的性擴張「競爭關

係」一要件，肯定其競爭關係之存在
95
。

93 同於行政法院見解認為飛利浦等無競爭關係，參見黃銘傑，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第三家事業技術授權行為之
二次處分案，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255，2006年9月。

94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上），月旦法學，第
174期，頁134-135，2009年11月。

95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下），月旦法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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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雖非全然反對吳教授該文之觀點，甚而肯認其中關於飛利浦一案所涉

及之市場界定議題，與技術授權上下游間相互關連性之論點；然對於其關於競

爭關係有無所主張之目的性擴張解釋此一見解略持保留立場，而容有不同意

見。

承前文所述，競爭主管機關之所以需要另外區分技術市場，乃係因技術市

場分析可以協助法院及主管機關避免因適用傳統商品市場定義之分析分法而招

致之誤判，而假設下游商品市場之競爭與替代性將會限制上游市場力量之推論

即為一種典型之錯誤。在某些個案中，技術市場即使有嚴重之反競爭效果，也

不一定代表商品市場將受到影響。同樣的，即便專利聯盟之參與者確實透過協

議方式，制定共同之技術標準，並以專業分工合作研發方式，各自負責一部份

之技術研發，共同負責技術標準所需之各項技術專利，從而被認定在創新市場

中具有限制競爭效果，也並不必然代表專利聯盟參與者間之協議在技術市場中

亦會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
96
。公平會如欲主張專利聯盟參與者在技術市場具有

競爭關係時，並進一步因其協議行為構成限制競爭效果時，仍應從技術市場之

界定與市場力量衡量證明專利聯盟參與者間之競爭關係。亦即，單以專利聯盟

參與者於創新市場之技術標準協議，進而擴張解釋競爭關係要件，直接認定參

與者於下游之技術市場中具有競爭關係之推論似有再審慎討論空間。

又延續本文對創新市場之評論，目前對於創新市場界定與分析方法，乃多

以間接方式衡量廠商間之創新競爭，在資訊取決上又面臨相當難處。在此創新

市場分析方法尚未有充足發展，相關分析工具與理論仍屬欠缺之時，貿然將創

新市場納入競爭法分析中，不僅增加執法之不確定性，亦可能因執法結果之不

適當而造成社會福利減損。再者，我國公平會雖於2001年制定技術授權處理原
則中即已納入創新市場之定義，然自2001年至今，公平會鮮少對創新市場之界
定與分析加以深入討論與進一步規範。另觀察近幾年來公平會對於技術授權所

採論點之發展趨勢，對於創新市場之討論似有刻意忽略，在實務執行中盡量不

採創新市場論點之傾向。

以飛利浦一案為例，公平會論究本案是否構成違法之重點似非置於創新市

175期，頁88-89，2009年12月。
96 同於本文見解認為公平會在本案混淆創新市場與技術市場之概念，參見黃銘傑，
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第三家事
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
254，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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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之研發分工，而係技術市場之共同授權。此或因公平會未充分意識到前後階

段市場緊密之牽連性是論究後階段市場上授權行為構成聯合行為之重要機主；

抑或因事業在創新市場是否有限制競爭行為，在調查上有其高度困難性。然不

論係何原因形成公平會將本案調查著重於技術市場之共同授權，此一現象亦反

映出公平會長期對創新市場之刻意忽略。

然則，若公平會欲採前述學者立場，透過研發與技術市場間所存在之緊密

牽連關係，以專利聯盟對「創新市場」之限制競爭行為，進而對業者具互補性

專利聯盟論以聯合行為
97
，則公平會似需審慎面對創新市場此一概念之發展，

並深入討論該市場之界定與相關分析。然正如前文所採觀點，創新市場目前尚

有相關界定與檢驗標準不明確之虞，貿然將仍處發展階段之創新市場納入競爭

法分析中是否適宜，仍有待更謹慎斟酌。

二、對於專利權人研發能力之合理期待

觀諸本案之案由事實及當事人主張，欲製造CD-R產品確實需同時取得飛
利浦等三公司之專利權始能達成，於此情況，該等專利權之性質應為國外立法

例所稱之必要專利或關鍵專利，且往往能認為其乃互補性技術。即便如公平會

所言，三家公司確實具有研發及專利迴避能力，在理論上及從創新研發角度而

觀，個別專利權人有可能以研發方式填補所欠缺之技術內容。然本文認為，專

利權人固然具有相當的研發能力，但公平會是否能因此而認為其有從事該等研

發之義務，抑或事實上及經濟上是否可合理期待當事人從事專利迴避之研發，

不無疑問。

易言之，從公平會第一次處分資料可知，飛利浦等包裹授權之專利數目高

達三十八件，該等專利分屬於三位專利權人，若以平均數來算，每位專利權人

可能持有之CD-R相關專利數目超過十二件。據此，對任一專利權人而言，欲
以自行研發或專利迴避方式涵蓋其所未擁有而有另兩位專利權人所掌握專利之

技術內容，需迴避之專利數量可能高達二十四件，對產業實務而言，欲成功研

發及迴避二十四件專利所保護之技術內容，在現實上是否可能，抑或能否合理

期待專利權人為此研發與迴避，實有疑義。另外，研發所需時間曠日廢時，以

此理由而禁止飛利浦等之專利聯盟合作模式，是否對被授權人較為有利，亦有

不確定性。

97 吳秀明，專利聯盟（Patent Pool）與公平法之聯合行為管制（下），月旦法學，第
175期，頁88，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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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若此三十八件專利權確為製造CD-R產品所不可或缺，亦因此而為
CD-R產品之技術標準，則就技術之性質而觀，必然是屬於基礎性的關鍵專
利，一般而言，關鍵專利之迴避可能性甚低，蓋其乃後續改良技術之最基礎與

根本。欲就基礎性的關鍵專利進行迴避，最有可能的方式是採用截然不同的理

論或技術基礎，改從另一方向重新出發，若真以此方式進行研發與迴避，其結

果可能是產生另一個完全不同的CD-R標準，所需之研發成本必然甚為鉅大，
是否為原有及個別專利權人所能負荷，且該專利權人原有符合標準之相關專利

權是否仍能繼續應用於新的標準，亦有疑問。因此，公平會在處分書中逕以本

案三位專利權人有研發能力而認為可以迴避設計方式達到相互競爭之結果，似

有不妥。

最後，競爭法主管機關若僅以當事人具有研發能力而期待之從事專利迴避

設計，此等期待或有干預事業活動之嫌，蓋事業應可考量其經濟能力、研發成

本、研發經費分配等各項因素，決定投入最有效之研發。競爭法主管機關能否

僅專利權人擁有標準相關之關鍵技術，即使其負有義務進行專利迴避之研發，

似值得進一步考量。從技術標準的形成方式而觀，單一事業若能以一己力量建

立市場標準，自為最佳及最有利之結果，蓋特定市場之所有參與者必須實施其

所擁有之技術，因而可謂標準把持者帶來極大的商機，其亦可透過不同授權條

件或拒絕授權方式決定哪些事業可以繼續在市場上生存。目前由各國競爭法主

管機關受理之諸多個案，諸如美國的Rambus案98
、歐盟之Qualcomm案99

及德國

98 關於本案之中文介紹，參見黃銘傑，技術標準與專利聯盟（Patent Pool）中獨占地
位之取得及其濫用時之救濟措施初探-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In the Matter of Rambus, 
Inc.案之啟示，全國律師，第12卷第1期，頁27-39，2008年1月。

99 Qualcomm Inc.乃美國經片製造商，同時握有行動電話之CDMA及WCDMA標準之
關鍵專利權，CDMA標準乃3G標準之一部分內容，為歐洲地區廣泛利用的行動電
話通訊標準。向執委會提出反競爭控訴者為六家歐洲、美國及日本行動電話及晶片
製造商，包括Ericsson、Nokia、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Broadcom、NEC及
Panasonic，根據檢舉人表示，Qualcomm專利授權協議不符合公平、合理及不歧視
之RAND授權條件，因而構成EC條約第82條獨占地位濫用之禁止規定。檢舉人認
為，Qualcomm所主張之不合理授權條件及權利金要求，將導致最終消費者必須支
付高額對價始能購得行動電話；不僅如此，此等不合理授權協議亦會延緩3G標準
之研發，在標準相關研發受阻之情況下，對經濟效率產生即為不利的結果。其次，
Qualcomm不當專利權行使行為對技術標準制定過程及4G標準之建立，均有甚為負
面之影響。執委會於2007年8月30日決定對Qualcomm之專利權行使行為展開調查。
MEMO/07/389, 1.1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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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undfass案100
，均為單一專利權人綁架（hold-up）技術標準，從事業經營策

略出發，飛利浦、新力或太陽誘電在合理成本與時間考量下，若能以一己之力

經由研發及專利迴避方式建立技術標準，著眼於未來的龐大商機，當會積極進

行。因此，飛利浦等及國外技術標準相關專利聯盟之參與者會選擇與競爭對手

合作，應已先盤算過單獨建立技術標準之可能性。

參酌美國DOJ就飛利浦DVD、東芝DVD、3GPP及RFID專利聯盟案之適法
性判斷，針對參與者及所納入的專利性質之考量，僅著眼於專利聯盟之技術是

否為關鍵性及替代性，即便各該案件之參與事業均具有相當強及優異的研發能

力，DOJ亦未審酌各該參與者是否具有研發能力。

三、專利聯盟是否不當限制參與者應為判斷重點

觀諸國外競爭法執法經驗，諸如美國DOJ在東芝DVD、飛利浦DVD、
3GPP及RFID專利聯盟案之商業審閱函的意見表示，專利聯盟之組織架構是否
包含不當限制、專利聯盟是否不當限制參與者之自由，乃適法性審視之重要因

素。易言之，即便飛利浦等三公司之專利聯盟合作模式不構成聯合行為，專利

聯盟在運作上若對參與者加諸不當的限制，仍可能構成公平法第19條第4款、
第5款或第24條之適用。例如：專利聯盟在運作上使飛利浦、新力及太陽誘電
分享被授權人之產銷機密、共同決定被授權人能生產專利物品之數量或價格，

此等行為可能該當公平法第19條第5款或第24條之規定；又如，專利聯盟在運
作上若有限制飛利浦或任一參與者之授權或研發自由者，則可能違反公平法第

19條第4款或第24條。
以公平法第19條第4款「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

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或聯合之行為」或第24條「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規
定為例，觀諸我國CD-R聯合授權案之事實內容，加入專利聯盟之專利權人是
否仍有自行授權自由，似有斟酌之餘地。易言之，2001年公平會第一次處分資
料顯示，新力及太陽誘電加入專利聯盟之協議後，無法自行就擁有之技術進行

授權，但從以後之判決資料中，專利權人是否仍有單獨授權之自由此一事實，

似乎未被重視或凸顯。無論事實真偽為何，專利聯盟或標準化技術授權之競爭

法審視因素中，個別專利權人是否保有授權自由，在判斷反競爭或促進競爭效

果時有其重要意義，亦攸關是否有我國公平法第19條第4款或第24條之適用。

100 關於本案之中文介紹，參見李素華，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以近用技術標準之關
鍵專利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16卷第2期，頁106-109，2008年4月。



從「飛利浦光碟案」看競爭法對技術標準相關專利聯盟之規範 343

美國DOJ所評估及肯定適法性之專利聯盟案中，參與者係以非專屬授權方式將
技術移轉與專利聯盟，但仍可對專利聯盟外第三人授權；反之，Summit-VISX
案之專利權人乃授予聯盟專屬性權利，且兩公司享有否決他方對聯盟外事業之

授權權利。專屬授權一方面極可能促進競爭，提供被授權人投資互補性資產的

重大誘因，但同時將造成其他市場參與者無法取得所需技術之結果，阻礙市場

上之競爭秩序形成。因此，專利聯盟所納入之技術為互補性或互斥性專利，因

而無構成聯合行為之疑慮，但即便有合理化基礎而成立之專利聯盟，仍應審視

個別專利權人是否保有單獨授權之自由，否則專利聯盟之合作協議則對參與者

加諸限制競爭條款，亦對技術需求者產生不當的限制。蓋僅需要部份技術內容

之被授權人無法單獨尋求專利權人授權及以支付較低權利金方式取得數量較少

之專利技術；此外，由於參與聯盟之專利權人仍可單獨對外授權，創新者得以

繞過專利聯盟之技術取得授權及從事研發，進而與專利聯盟相互競爭。

同樣的，公平會在本案的第二次處分內容特別強調，飛利浦等在建立橘皮

書規格及作成專利聯盟之授權決定後，始限制參與者之各自研發範圍，由太陽

誘電負責CD-R光碟記錄層特性與塗料技術之發展，其餘二家各自負責資料寫
入、讀取等之專利發展，公平會進而認定飛利浦等原先可各自發展相關技術，

自成一系統，但因制定標準及聯合授權，使其不再從事市場競爭，飛利浦等透

過人為協議消彌技術重疊之競爭外觀，實質上仍具有水平競爭關係，無庸置

疑。本文認為，公平會所認定之前揭事實，亦即飛利浦等限制彼此研發以達到

消彌技術重疊之競爭外觀，在當事人具有水平競爭關係而為此等限制者，固然

該當聯合行為之禁止規定，惟前提要件（當事人是否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仍

未確立下，能否逕以此等限制競爭協議來論證當事人之競爭關係及該當聯合行

為，不無疑義。易言之，不問飛利浦等是否構成水平競爭關係，從公平法第19
條第4款或第24條出發，前揭事實本身即有非難性，無須大費周章透過認定當
事人成立水平競爭關係之聯合行為而規範之

101
。惟前揭法條在本案之具體適用

上，應注意當事人於研發活動或事業經營範圍之分工態樣是在參與專利聯盟前

早已形成，抑或是參與專利聯盟後始為之分工協議；若屬前者，應無公平法之

101 學者認為，公平會緊抓住公平法聯合行為之原因，或在公平法第7條聯合行為定義
中「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價格」有關。參見黃銘傑，專利
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第三家事業技
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頁251，
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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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疑慮。甚者，諸多專利聯盟或標準相關技術之包裹授權協議，往往是結合

不同技術內容之各該專利權人所擁有技術，蓋製造任一產品所需涵蓋之技術內

容及專利內容動輒數十或數百件，在產業分工下該等技術可能分屬諸多事業，

研發或技術分工狀態早已形成，與專利聯盟協議無涉。

綜合而言，公平會在審視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之適法性，除了當事人
是否成立水平競爭關係外，亦應探究新力及太陽誘電就其專利技術是否仍有授

權自由、其後續研發之自由是否受到限制，進而判斷是否有公平法第19條第4
款、第5款或第24條之適用。

伍、結論

智慧財產法律賦予發明人或創作人排他權之目的，係為促使權利人樂於從

事創作研發與研究成果之擴散與交流，進而達到鼓勵創造、發明與技術創新之

目的。反之，公平法之立法目的則在維持市場競爭狀態、促進經濟安定與繁

榮，原則上乃禁止獨占、結合、聯合等限制競爭及杯葛、差別待遇等不公平競

爭行為。公平法與智慧財產法律之關係，有認為是兩個對立的法律，後者的各

種排他權利被解釋為對競爭的限制；亦有認為二者各以其方式與功能形成並維

護競爭，公平法則是規範此種財產被投入於競爭後的事項，二者共同協助競爭

發揮其經濟功能（例如促進技術進步）以及社會功能。

從經濟理性的考量，智慧財產權之目的係在於維持投資及創新，避免「搭

便車」（free rider）所可能造成的扭曲市場競爭功能，從而智財權之本質亦在
促進有效競爭；反之，對於智財權過度保障，將損害資源配置效率及消費者利

益，並阻礙更進一步的創新
102
。因此，公平法與智財權法二者均為達到維持創

新及有效競爭之目的。然不容忽略者為，在知識經濟時代下，與智慧財產權相

關之競爭策略及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擴大過度保護智財權所可能造成的
不利影響，因此，兩者的緊張關係日益明顯；專利權行使問題若同時涉及技術

標準者，似更加深智慧財產法律與競爭法之緊繃關係。

然目前對產業界最重要的專利授權及對競爭秩序影響最為深遠者，乃結合

專利授權、專利聯盟及技術標準三面向之專利授權協議，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審

視專利授權協議之適法性時，恐無法如過往般以單一專利權之排他性判斷其權

102 謝銘洋、陳人傑，第四十五條除外適用—智慧財產權之正當行使，公平交易法之註
釋研究系列（三），頁11，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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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行使正當性或違法性，而應通盤考量該專利在專利聯盟是否居關鍵專利之地

位、是否為標準利用上所不可或缺之技術、此等專利聯盟是否有利於技術標準

之實施及上下游產業秩序之建立；至若關鍵技術之專利權人透過專利聯盟及技

術標準取得市場力量後，是否有獨占地位濫用行為，則乃另一層次問題。在我

國歷經近九年發展的飛利浦CD-R聯合授權案，清楚呈現技術標準之形成、專
利聯盟建立及其後之授權協議等不同階段，各自涉及相異的競爭法規範及迥異

的法律適用疑義，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個案上應有更細膩的執法判斷與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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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黃教授銘傑（台灣大學法律學系）

謝謝主席、兩位報告人以及與會的各位先進大家好，大家從兩位報告人剛

才的報告內容大概可以知道，兩位真是非常的認真，而且整篇報告的論理及結

論做的非常好。

在這個報告其實不只是兩位教授很關心的一個市場，其實我個人也對市場

非常的關心，甚至我自己在前一陣子寫了一篇文章，就對於市場界定的問題特

別關心，我在那篇文章表示，對於市場它是需要透過專業技術鑑定的。雖然美

國1995年的guideline說創新是一個市場，可是這個創新市場到底是一個怎麼樣
的市場，剛剛兩位報告人已經講的非常清楚，他根本沒有所謂交易相對人的概

念，而且這樣一個創新市場到底會不會成功大家也不知道，所以大家很模糊的

說有一個創新市場，創新市場存在於世界各地，工研院是不是一個創新市場的

競爭者？當然是，蘇聯有沒有創新市場競爭者？韓國有沒有？有，日本有，大

家都有，因為每個人都爭著要光儲存產業的一個研發，如果今天每個人只要從

事光儲存產業研發就說他是創新產業事業，然後把它納入競爭的話，他們市場

占有率到底多少？你能說他們是獨占嗎？能說他們是聯合嗎？他們聯合起來占

有率大概也沒有超過1%吧！我們今天如果把創新市場納入整個市場的界定的
話，全世界所有的研發單位都在這個創新領域變成一個競爭者，創新市場就難

以界定，所以為什麼兩位報告人一直非常戒慎恐懼的說，創新市場這個概念它

有它的功能沒有錯，他告訴我們技術市場隨時可能受到創新市場的挑戰，所以

創新市場要給他鼓勵，讓它可以創新更好的技術來取代現有的技術，但不是創

新市場本身就是技術市場，或者創新市場就直接把它納入技術市場判斷，所

以我想這個應該是要有第一個共識，第二個，這三個事業有沒有獨占？依公平

法，如果事業的占有率1個沒超過1/2、2個沒超過2/3、3個沒超過3/4，就不叫
獨占，本案飛利浦、Sony或太陽誘電這三家市場占有率為多少？在案例中認
為是100%，或者依公平法第5條第3項，因他們有法令的進入障礙或技術進入
的障礙，所以他們當然就是所謂具有壓倒性的地位。公平法第10條所謂的獨占
事業，不是聯合起來一起濫用獨占地位，是每個獨占事業是一個單獨的獨占事

業，自己做出違反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的事情，今天我們如果認

定他們三家獨占事業，那所謂的價格過高，是飛利浦訂多少價格過高？S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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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的價格是多高？太陽誘電訂的價格多高？現在不是，而不是他們三個一起價

格過高。到最後，還是要釐清到底市場怎麼界定，他們三個是否處於同一個市

場？今天他們三個如果沒有處於同一個市場，換句話說，就不會有他們三個加

起來100%的概念存在，今天如果我們對市場的界定概念是要有競爭關係才叫
做納入同一個市場的話，他們今天三個沒有競爭關係又如何納入同一個市場？

又如何他們三個共同在同一個市場上具有壓倒性或排他性的地位？這是我們一

直無法瞭解的地方。第三個是怎麼樣的價格才是合理的價格？獨占事業必須要

追求所謂的收益最大化，收益最大化就是照經濟學曲線畫出來，那一個價格就

是它覺得收益最大化，今天如果他超過獲利最大化的價格在收的話，它的收益

就會減少，獨占事業在追求利益的同時就創造社會最好的利益，公平會如果介

入價格，就是以一定的價格來進行強制授權，違反公平會不強制授權的慣例。

最後一個，剛才莊老師講的非常好，在現在的時代競爭可能不是唯一的，

合作可能要去考慮，我最近也感覺說，現在我們技術，一個手機上面2、300個
技術，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裡面，在這樣一個產業結構裡面，合作似乎變成一個

更重要的趨勢，只有合作大家才能共存共榮，只有合作我們才能創出社會最高

的價值，但是合作不等於聯合行為，這個絕對一定要細分清楚，合作跟聯合行

為是不一樣的，它們的共同授權並不等同於聯合行為，所以未來我們希望公平

會在兩位報告人他們的計畫之後，再釐清聯合行為跟合作它的界限是如何？對

於合作，公平會應該鼓勵，對於聯合行為，應該嚴格的禁止，產業裡面絕對不

可以有聯合行為，但是如果這個線沒有畫清楚，將會阻礙我們認為有益於社

會、有益於產業發展的合作狀態，以上是我簡單的一個評論，謝謝。



第 17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