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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技術標準化是工業社會難以避免之趨勢，且隨著科技產業之發展，科技產

品相關技術標準化亦更加普及，某一商品所涉及標準化相關專利數成千上萬，

成為標準所必要之專利成為發明人或產業致力達到的目標。但標準必要專利人

亦與一般專利人相同，也會採行保護專利之法律措施，但標準必要專利人行使

制止請求權之結果，是否可能造成阻礙產業進步，而應受競爭法規範，是近年

來各國司法機關及競爭法執法機關討論重心。本文主在於分析、檢討近年來各

國對競爭法對標準必要專利規範及執行概況。在分析外國法制案例部分，本文

介紹美國、歐盟、中國大陸及日本司法實務與競爭法執法機關就標準必要專利

相關之判決及行政處分案，經分析案例結果可發現，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因已承

諾以FRAND原則授權，故各國實務傾向限制其行使制止權，如標準必要專利
權人違反該承諾時，即可能違反競爭法制。本文亦說明在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標

準必要專利之規範，基於我國公平交易法就標準必要專利並無明確規範，本文

建議公平會應修訂相關處理原則，增加就標準必要專利相關執法準則之說明。

　　三、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制止請求權與行使專利權正當行為

　　　　(一)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拒絕進行授權協商
　　　　(二)授權條款不符FRAND條款
　　　　(三)侵權行為人拒絕進行授權協商或拖延協商時間者
伍、公平會機關對標準必要專利規範之概況檢討

　　一、公平會對標準必要專利規範概況

　　　　(一)2014年微軟與諾基亞結合案
　　　　(二)授權協議處理原則
　　二、規範檢討―處理原則應對標準必要專利應有明確規範內容

　　　　(一)標準必要 專利之意義及屬性
　　　　(二)標準必要專利授權條款符合或違反FRAND原則之態樣
　　　　(三)標準必要專利合法行使制止權之要件
陸、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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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技術標準化是工業社會難以避免之趨勢，且隨著科技產業之發展，科技產

品相關技術標準化亦更加普及，某一商品所涉及標準化相關專利數成千上萬，

成為標準所必要之專利成為發明人或產業致力達到的目標。但標準必要專利人

亦與一般專利人相同，也會採行保護專利之法律措施，但標準必要專利人行使

制止請求權之結果，是否可能造成阻礙產業進步，而應受競爭法規範，是近年

來各國司法機關及競爭法執法機關關注焦點。

其中就「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SEPs.)1 專利權侵權訴訟
中，專利權人行使制止侵權之結果，是否可能造成阻礙產業進步，變成反競爭

行為，違反競爭法之規範，是近年來各國司法機關及競爭法執法機關及學界討

論重心。

從美國開始，到歐洲、日本、韓國之行動電話及平板等行動裝置廠商蘋果

與三星間專利侵權訴訟(專利戰爭)、在中國大陸則有行動裝置廠商華為與交互
數字集團間之反壟斷法訴訟，均係專利權人起訴對方侵害專利權，對造反訴主

張專利權人違反競爭法，該專利戰爭也使各國司法機關及競爭法執法機關有機

會表示競爭法關於「標準必要專利」規範之見解。我國係世界科技與行動裝置

製造設備製造重鎮，當然重視相關產品相關標準必要專利法制發展，國內研究

機構亦建置4G行動通訊之標準必要專利資料庫，供國內廠商產業發展依據2
。

是以其他國家關於競爭法對標準必要專利之規範，應值我國相關執法機關參

酌。

本文首在介紹標準必要專利基本意義及FRAND(公平、合理、無差別待遇)
條款產生原因，並就美國、歐盟、中國大陸及日本等近年就標準必要專利與侵

權者爭訟之相關司法判決及競爭法執法機關之相關處分決定案加予以分析，討

論在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標準必要專利之規範，並說明、檢討公平會就標準必要

專利規範概況，最後就該會處理原則應有規範內容堤出建議，以供相關執法機

關及業界參酌。

1 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有學者前曾譯為「關鍵專利」，請見李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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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季刊
第16卷第2期，第86頁(2008年4月)。惟因公平交易會就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在該
會決定書稱為「標準必要專利」，故本文稱為「標準必要專利」。

2 請見國家實驗研究院於民國103年7月22日新聞稿。引自：http://www.narlabs.org.tw/
tw/news/news.php?news_id=1248，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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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標準必要專利權與FRAND條款

一、標準必要專利權之意義

標準必要專利，係指與成為產業或商品標準架構成分之專利，歐盟執行委

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以下簡稱歐盟執委會)認標準必要專利，係指專利
權所保護為某一標準之所必要之技術，製造廠商如要依該標準製造商品，如

行動電話、平板電腦，一定要使用可能涵蓋在一個或數個標準必要專利之技

術
3
。

依我國專利法規定，專利分為發明專利、新型專利與設計專利(參見我國
專利法第2條之規定)，在專利法中並無關於「標準必要專利」意義之規定，至
在我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公平會在該會所制訂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技術授權協

議之處理原則」第2條規定該處理原則適用對象包括「專利授權」，同條復規
定，該處理要點所稱之專利係指依我國專利取得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亦

未涉及「標準必要專利」之規範。惟該會在103年2月19日公結字第103001號結
合案件決定書中，附條件同意微軟(Microsoft)受讓諾基亞(Nokia)裝置及服務部
門，條件第二點為「NOKIA對於標準必要專利之授權，應持續遵守公平、合
理及無差別待遇(FRAND)原則。NOKIA若將標準必要專利轉讓他事業，應確
保他事業於授權時遵守前述之原則。」 4

但在該處分書中，並未就「標準必要

專利」之意義有明確之說明。僅在決定書理由二市場界定與及市場結構部分說

明「Nokia則擁有眾多與GSM、UMTS、CDMA、WiMax、LTE等第2代、第3代
及第4代行動通信標準及WiFi、NFC等標準相關之無線通信專利，多家國內之
行動裝置製造商與Nokia簽訂授權合約，授權內容為GSM、UMTS、LTE等行動
通信標準相關之無線通信專利。Microsoft所擁有之EAS通訊協定相關專利，及
Nokia所擁有之行動通信標準相關無線通信專利，分別因產業普遍採用及標準
制定組織採用，而缺少其他功能尚可完全替代之專利技術。」在該決定書所述

Nokia所有之無可替代之專利技術，既係「產業普遍採用及標準建制組織所採
用」應即就是該決定書同意條件所述之標準必要專利。

至就標準必要專利之種類，依其標準產生原因不同而異，在本文後述與競

3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p.2 (European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Brief,issue8, 
June 2014,引自：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publications/cpb/2014/008_en.pdf，最
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4 關於該處分請見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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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法規範相關的分類，應可區分為產業普遍採行及標準建制組織所採用者
5
，

前者因無標準建制組織參與標準建制過程，係產業相當時間運作所致，成為該

標準成分之專利，在競爭法上是否應與標準建置組織所建制標成分之專利為相

同處理，應是爾後值得關注之議題。

二、FRAND(公平、合理、無差別待遇)條款

如前開說明，標準之建立可能係由產業經相當時間接受的結果，也可能是

標準建置組織組織建置的結果。國際上主要建置標準組織包括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及與近年來發生之無線通信專利訴訟相關之制定
無線通信技術標準之歐洲電信委員會(the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 
Institute, 以下簡稱ETSI)。
惟制定技術標準，可能是競爭者間所為之關於技術之協議，且標準產生

後，該為該標準必要成分之專利權人，可能成為具市場支配力者，致有違反競

爭法之疑慮。故標準建制組織如何避免在制訂標準過程中違反各國競爭法之規

定即受注目。故標準建制組織在制訂標準時，會明確表明其對標準必要專利成

分之「智慧財產權」之態度，成為避免違反各國競爭法重要方式。

歐盟「水平合作協議處理原則」(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
operation agreements)第7節6

，就建立標準化行為有無歐盟競爭法規定適用時，

認為標準建制組織應採明確且平衡的「智慧財產權宣言」( IPR. policy)，並
確保參與該標準之專利權人就該標準必要專利權，得以「公平(fair)、合理
(reasonable)、無差別待遇(discriminatory)」(簡稱FRAND)條款授權第3人使用，
標準建制組織如符該情況者，該建置標準行為，始無限制競爭之效果(參見前
開處理原則第285段)。
是以各標準建制組織均會就其所建制之標準，說明其智慧財產之政策，而

該智慧財產權政策雖不完全相同
7
，但在智慧財產權政策中，要求參與制訂該

5 學者李素華就該二類型之標準，稱為事實上技術標準與法律上技術標準。請見李
素華，註2前揭文，第88頁。

6 2011/C 11/01，關於該處理原則，引自：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
ALL/;ELX_SESSIONID=VtTnJg8NmGJkHfpmZwGxnpdDJqGCsDsSmQ1Zbr7ljhb1qs
5nNdJs!-49998447?uri=CELEX:52011XC0114(04)，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7 關於國際標準建制組織，所採行智慧財產政策之內容之說明，請見羅紫庭，論專
利授權契約之法律爭議─以產業標準之關鍵利為中心，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碩
士論文，32-33頁(2013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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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之必要專利權人，就該專利權對第3人採行FRAND條款授權，成為必要方
式。

參、近年各國競爭法對標準必要專利權規範案例分析

一、美國

(一)美國司法部、商標專利局2013年關於標準必要專利政策聯合聲明
1.聯合聲請產生原因
美國聯邦反托拉斯法執法機關關於反托拉斯法對標準必要專利之規範議題

之關注，始於2002年美國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舉行一系列「在知識經濟下
競爭與智財產法與政策」(Competi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Policy 
in the Knowledge Base Economy)聽證會8

，該聽證會包含建制標準實務及其對

競爭與創新的影響。其後在2007年美國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並聯合提出
「反托拉斯執行與智慧財產權：促進創新與競爭」(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報告9

，在該報

告第2章結論中認標準不論對增加創新、增加消費者選擇與增進公共健康與安
全，均有促進競爭之利益。但當專利變成標準時，建置標準亦能透過「專利箝

制」(patent holdup)產生反競爭效果。即當技術變成標準時，專利權人可能取得
較標準建制前更多的授權費或更多的授權條款。標準建置組織所建立的智慧財

產宣言，有助於防止此類型箝制，該宣言要求參與建立該標準者公開專利以建

立標準，並承諾在FRAND原則上進行授權或可通知其他參與者，他不願意在
該條款下授權。

其後，在2006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關於專利權侵權訴訟制止行為爭議之
eBAY案判決，認為法院受理權利人請求制止侵害專利權者訴訟時，應考量4個
因素：即損害是否難以回復、該損害以損害賠償方式救濟是否不足、考量原被

告兩造窮困均衡程度及縱使停止該行為，是否無損公益等
10
。該判決建立法院

8 關於該聽證會相關資料請見：h t t p : / / w w w. f t c . g o v / n e w s - e v e n t s / e v e n t s -
calendar/2002/02/competition-ip-law-policy-knowledge-based-economy-hearings，閱覽
日：2014年11月5日。

9 該報告內容，引自美國司法部網站：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hearings/
ip/222655.htm，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10 eBay Inc. v. MercExchange, L. L. C., 547 U.S. 388, 39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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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侵害專利權訴訟，考量是否准予制止侵權行為之基準。

在2012年美國司法部官員在美國國會作證時即提醒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在決定含有FRAND原則之標準必要專利排他
性命令時，應注意對公共利益之影響，國際貿易委員會決定侵害專利權排他性

命令時，應採行與eBAY案判決相同之基準11
。

美國司法部與美國專利商標局2013年1月8日聯合發表對「對標準必要
專利自願F/RAND承諾政策聲明」(Policy Statement on Remedies for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to Voluntary F/RAND Commitments) 12

說明該機關對標準必要專

利之執法態度。該聲明之產生係因聯邦法院與國際貿易委員會處理侵害承諾履

行FRAND原則標準必要專利見解之分歧。當時許多法院處理承諾履行FRAND
原則之標準必要專利侵害事件，係以前開eBAY案判決見解為考量因素，但國
際貿易委員會並未適用該判決之見解，故就該類標準必要專利侵害事件，國際

貿易委員會所為排他性命令，仍是有效武器。
13 

2.聯合聲明內容
前該政策聲請就標準必要專利與禁制令之關係部分表示，專利權人雖承

諾履行以FRAND條款進行授權，仍可能選擇行使標準必要專利，但在某些情
況，禁制令或或排他性命令與大眾利益相違，基於承諾履行FRAND原則之專
利所為之制止令明顯與專利權人向標準建制組織承諾之授權條款矛盾，決定禁

制令者發現承諾履行 FRAND原則之標準專利人係要透該禁制令取得較FRAND
原則更好的授權條件，其結果將傷害標準建制組織以FRAND原則作為減少專
利箝制與擴展標準選擇主要工具。該禁制令或排他性命令，將有害競爭或消費

者。

惟在聲請明亦認為，並不是所有承諾履行FRAND原則標準必要專利之禁

11 Joseph F. Wayland, Oversight of the Impact on Competition of Exclusion Orders to 
Enforce 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 Before the S. Comm. On the Judiciary, 112th Cong.
引自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testimony/284982.pdf，最後閱覽日：2014年11
月5日。

12 關於該聲明，引自：http://www.uspto.gov/about/offices/ogc/Final_DOJ-PTO_Policy_
Statement_on_FRAND_SEPs_1-8-13.pdf，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13 關於該聲明之產生原因，請見：Renata B. Hesse, A Year in the Life of the Joint DOJ-
PTO Policy Statement on Remedies for F/RAND Encumbered 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 Remarks as Prepared for the Global Competition Review GCR Live & Antitrust 
USA Conference, Washington, D. C. March 25, 2014,引自：http://www.justice.gov/atr/
public/speeches/304638.pdf，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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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令或排他性命，於考量公益後均不得為之，在某些情況下，仍屬適當，如被

授權者拒絕給付依FRAND原則協商之授權金或拒絕進行FRAND原則協商時，
核發排他性命令即屬適當。

在此聲明最後建議國際貿易委員會在處理涉及承諾FRAND原則之標準必
要專利時應重視持續有效性之建立標準程序之共識、競爭因素與美國消費者。

美國司法部與專利商標局並「鼓勵」國際貿易委員會，專利權人既認知其承諾

以FRAND原則授權，金錢賠償應是比禁制令，適宜處理侵權事件。
美國司法部透過前開聯合政策聲明，表明其對承諾FRAND原則授權，而

取得標準必要專利者，於發生侵權爭議時，決定採行聲請核發禁制令是否合法

之見解，可明顯看出美國司法部就此議題，原則上係採取否定見解。即如承諾

以FRAND原則授權而參與建制標準，取得標準必要專利者，於發生侵權行為
事件時，不得聲請法院或國際貿易委員會核發要求停止侵權行為之禁制令。

(二)行政委員會決定相關案例
1. 2012年聯邦交易委員會對In the Matter of Robert Bosch GmbH處分案
在2012年聯邦交易委員會對In the Matter of Robert Bosch GmbH處分案中，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認被處分人要併購SPX公司，意圖形成壟斷，且SPX公司
對已為FRAND宣示之標準必要專利權對其他業者請求制止之行為，構成「不
公平競爭方法」，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之規定， 14

其後被處分人與該

會和解，聯邦交易委員會在「同意命令」(consent order)中表示權利人就承諾
FRAND授權之標準必要專利權行使制止請求權，對美國競爭、消費者及創新
產生潛在實質傷害，因標準必要專利人可取得之授權費用，已超出其投入研發

該標準所得技術之經濟價值，基於前開潛在實質傷害，該會該行為係屬「不公

平競爭方法」
15
。

2. 2013年聯邦交易委員會對Google、Motorola Mobility處分案16 
本件係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對Google之處分案，涉及Google、Motorola 

14 依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編纂為15U.S.C.第45條a)規定，對商業有所影響不
公平競爭方法為違法。關於該規定條文，請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
gov.tw/upload/2ad8329e-c0f3-4e36-b6e9-5b7af2b12f88.doc，最後閱覽日：2014年11
月5日。

15 FTC File Number 121-0081引自：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ase
s/2012/11/121126boschcommissionstatement.pdf

16 該案內容，引自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news-events/press-
releases/2013/01/google-agrees-change-its-business-practices-resolve-f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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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ity公司基於標準必要專利請求制止之案件，本案起源於Google於2012年
以125億美元，併購Motorola Mobility公司，包括該公司所有涉及行動通訊之標
準必要專利，Motorola Mobility公司就該等標準必要專利係相關標準化建制組
織之成員，並承諾以FRAND原則授權，但Google、Motorola Mobility公司仍向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主張標準必要專利權遭侵害，並向聯邦地方法院起訴，

就標準必要專利請求核發禁制令，美國聯邦易委員會於2011年6月11日主張
Google、Motorola Mobility公司違反聯邦會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之規定，開始調
查，Google於2013年1月3日以同意與聯邦交易委員會行政和解，聯邦交易委員
會於2013年7月13日為同意命令17

。

在該同意命令中，被告Google、Motorola Mobility公司同意對侵害所有標
準必要專利者，除少數例外情形外，不聲請禁制令，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復在

該同意命令中表示，違反在建立標準過程中關於FRAND原則之承諾，造成對
標準建立過程、競爭及消費者嚴重風險。符合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之「不
公平競爭方法」要件。但該委員會在該命令中重申，該行為並未違反休曼法或

克萊登法之規定。

就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除前開Google案例與事實相近之該會2013年涉及汽
車空調標準必要專利之Bosch案同意命令之事實18

外，該會就反托拉斯法是否適

用於承諾履行FRAND原則之標準必要專利權，是否為定論部分，美國有學者
認前景並不明確，主要是該二案例關於標準必要專利爭點上，均係以3比2通過
始認定該行為符合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所規定之「不公平競爭方法」，至
在其他事例，除標準必要專利權人申請禁制令、收取高額授權金或有意形成休

曼法第2條之壟斷外，反托拉斯法適用落實標準必要專利所承諾FRAND原則，
有其侷限性

19
。

17 關於該同意命令內容，引自：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ases/2
013/07/130724googlemotorolado.pdf，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18 該案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係在2013年4月24日為同意命令，關於該案同意命令，
引自:http://www.ftc.gov/enforcement/cases-proceedings/1210081/bosch-robert-bosch-
gmbh，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19 Thoma F. Cotter, The Comparative Law and Economic of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 
and FRAND Royalti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aw School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series Research Paper 13-40)p. 20，引自：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
cfm?abstract_id=2318050##，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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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4年1月7日美國司法部對三星案
美國司法部於2014年1月7日宣布結束對三星電子公司關於該公司就標準必

要專利之授權是否依所承諾的公平、合理與無差別待遇條款為之，以利在美國

市場排除蘋果產品之調查案
20
。

美國司法部之調查聚焦在三星嘗試利用標準必要專利，向美國國際貿易

委員會申請對iPhone和iPad的禁制令。因經美國貿易代表署(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重新檢視由三星申請，由聯邦國際貿易委員會對蘋果公司所核
發之排他性命令，並認不符公共利益，而推翻該委員會之決定，基於該貿易代

表署之決定，美國司法部認無再一步採取行動之必要，是以結束其對三星公司

之調查。惟美國司法部亦宣布雖結束對三星公司此部分之調查，但將持續關注

此領域進一步發展。

二、歐盟

歐盟競爭法制關於標準必要專利之規範，與美國情況不同，競爭法制在要

求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履行所承諾FRAND條款上，扮演較專利法制更重要的角
色。

依「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簡
稱：TFEU))第102條規定：「在歐體共同市場內或某個重要區域，一個或數個
事業濫用其優勢市場地位之行為，係足以影響歐體會員國間交易，與共同市場

不相容，應予禁止。包括下述行為：

（a）直接或間接要求不公平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
（b）限制生產、市場或技術發展，致消費者權益受損；
（c）對交易相對人為差別待遇，致其受到競爭上不利益；
（d）以交易相對人接受附帶義務作為締約條件，而該附帶義務之性質
與商業用途均與該契約毫無關聯。」

21 
前開歐盟競爭法規範對標準必要專利部分，在於權利人在授權過程或行

使專利權時，是否有違反FRAND原則，構成違反該競爭法規定，除後述案例

20 關於美國司法部此部分之說明，引自：http://www.justice.gov/opa/pr/statement-
department-justice-antitrust-division-its-decision-close-its-investigation-samsung，最後
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21 關於該條文之中文譯文，引自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upload/
fd300f84-4704-42aa-96ff-e051491b02b3.doc，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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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近日發生之案例係中國大陸行動電話製造商中興公司(ZTE)向歐洲委員會
對擁有無線通訊標準必要專利之美國公司Vringo申請反壟斷調查，中興公司主
張自2012年開始協商，但均無法達成FRAND條款之授權，故主張Vringo公司濫
用市場支配地位，違反前開TFEU第102條之規定22

。

(一)2009年高通案
歐盟執員會在2007年10月1日公布對擁有3G行動通信標準必要專利之高通

(Qualcomm)公司標準必要專利權授權契約條款是否符合公平、合理及無差別待
遇性，違反TFEU第102條之規定，接受易立信(Ericsson)等5家公司檢舉，展開
調查

23
。

高通在歐洲3G行動電話技術標準中WCDMA及CDMA標準之專利權人，故
委員會要調查重點為高通關於前開WCDMA專利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就該
公司依專利權授權契約取得之專利授權費是否欠缺公平、合理性及無差別待遇

性，應認定為濫用市場地位行為？但在2009年11月24日歐盟執委會卻宣布結束
本案之調查，其理由係認要分析已成為業界標準之技術之價格非常複雜，且反

托拉斯法執法者要推翻己締結之商業契約應要非常謹慎，而提出檢舉的5家公
司也撤回檢舉，故不再進行調查，但並未為任何處分

24
。

其後在2010年6月英國行動電話晶片製造商Icera曾向歐洲執委會提出檢
舉，控訴高通有反競爭行為，該陳訴內容未曾公開，但在後述中國對高通進行

調查後，在2014年4月26日傳出歐盟執委員會可能對高通進行反托拉斯法之調
查

25
。

(二)2014年對三星處分案
三星公司對與該公司競爭之行動電話製造廠商(包含蘋果公司)，主張侵害

22 歐盟委員會就該案件尚有進一步決定，關於該案件關於中興公司之申請調查過
程，引自：http://finance.sina.com/bg/economy/sinacn/20140619/16521059288.html，
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23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initiates formal proceedings against 
Qualcomm(MEMO/07/389)，引自：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07-
389_en.htm?locale=en，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24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close formal proceedings against 
Qualcomm(MEMO/09/516)，引自：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09-
516_en.htm?locale=en，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25 Exclusive: Chipmaker Qualcomm May Face EU Antitrust Probe- Source，引
自：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8/27/us-eu-qualcomm-exclusive-
idUSKBN0GQ14C20140827，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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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公司所擁有3G標準之標準必要專利，在歐盟各加盟國提起侵權之制止訴
訟。歐盟執委會認三星公司就3G行動電話標準之標準必要專利權提起制止訴
訟，違反該公司在1998年所為關於FRAND原則之承諾，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可能違反TFEU第102條之規定，2012年1月31日公布對三星開始進行調查26

，經

調查後認三星公司就該3G標準必要專利在歐盟各加盟國提起制止訴訟之行為，
違反歐盟反托拉斯法之規定，於同年12月21日送交「異議告知書」(Statement 
of Objections)給三星公司27

。

其後三星公司同意接受歐盟執委會對其起訴行為違反TFEU第102條規定之
判斷，並提出改善措施之承諾，歐盟執委會於2014年4月29日為處分，在該處
分中三星公司承諾原則上對侵害其所有該處分所涉及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之標

準必要專利權者，在歐洲經濟領域內任何法院，不會提起制止訴訟
28
。

(三)2014年對摩托羅拉公司處分案
摩托羅拉(Motorola)公司係構成2G無線通信標準部分技術之標準必要專利

權人，該公司在2003年即向該標準建置組織承諾願以FRAND原則，就該標準
必要專利進行授權。歐盟執委會於2012年4月3月公布，收到蘋果與微軟公司之
檢舉，認摩托羅拉公司在歐盟加盟國就該二公司所製造之商品，起訴請求禁止

販賣，認有違反TFEU第102條之規定，開始進行調查。
歐盟執委員會於2014年4月29日為處分認摩托羅拉公司前開行為，違反

TFEU第102條之規定29
，在該處分中，歐盟執委會認摩托羅拉公司就系爭標準

必要專利權，在標準建置過程中，既承諾以FRAND條款進行專利授權，且蘋
果公司在摩托羅拉公司起訴請求法院禁止銷售前，亦提出授權要約，該公司仍

向法院起訴，自屬違反歐盟競爭法前開規定。

本處分值得注意者有為歐盟執委會雖認摩托羅拉公司違反歐盟競爭法前開

26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opens proceedings against Samsung ，引
自：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2-89_en.htm?locale=en，最後閱覽日：
2014年11月5日。

27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sends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to 
Samsung on potential misuse of mobile phone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引自：http://
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2-1448_en.htm，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28 關於該處分之摘要，引自：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
CELEX:52014XC1004(01)&from=EN，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29 CASE AT 39985-Motorola-Enforcement of GPRS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該處分摘
要引自：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415524495691&uri=CE
LEX:52014XC1002(01)，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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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但卻決定不處以任何罰鍰，其理由係因歐盟法院過去並無處理以行使標

準必要專利權之禁制令違反歐盟競爭法第102條規定，而處以罰鍰之判例，其
次，在各加盟國法院對是否就該類行為處以罰鍰，並無一致結論。

三、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競爭法制反壟斷法立法多年後，近年來反壟斷法對標準必要利權

之規範漸受重視，相關司法判決及行政機關之見解紛紛出現。

(一)廣東高等人民法院華為案判決30 
1、華為案判決事實
中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廣東高院判決)在2013年10月21日中國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與美商交互數字(InterDigital)技術集團31
民事二審判決中，認

定交互數字集團就標準必要專利在其他國家行使專利法上之制止權形成濫用市

場支配地位，違反中國反壟斷法之規定。

前該廣東高院判決之事實係中國電信設備供應商華為有限公司，向東省深

圳市中級人民地方法院起訴主張被告交互數字集團多年來參與制訂各種無線通

信國際標準，使其直接或間接擁有之專利權形成無線通訊之國標準，形成在相

關市場之「支配地位」，在相關市場處於壟斷地位，但該集團無視其在加入國

際標準組織時對公平、合理、無歧視性等FRAND原則之承諾，對華為公司之
專利授權要求過高之授權費用，對交易條件相類似之相對人設定歧視性、不合

理交易條件，且在授權過程中為搭售，並透過在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國聯邦法

院同時起訴華為公司及在美國之子公司，拒絕與華為公司交易，濫用市場支配

地位，既損害競爭秩序，也造成華為公司損害，故請求法院判決交互數字集團

停止該等壟斷行為，並賠償華為公司人民幣2千萬元之損害。
就華為公司前該主張，被告交互數字集團則答辯主張該案之相關地理市場

應係全球市場，而不是華為公司所主張之中國市場及美國市場，其次該集團在

相關市場中並不具備市場支配地位，得以排除或限制競爭，並否認有任何違反

壟斷法，從事限制競爭之行為
32
。

30 (2013)廣高法民三終字第306號民事判決。該判決引自廣東法院網，www.gdcourts.
gov.cn。

31 被告即上訴人有交互數字技術公司、交互數字通信有限公司及交互數字公司，前
二者係者百分百持股之子公司，本件訴訟係以該3公司為被告，故稱交互數字集
團。

32 (2013)廣高法民三終字第306號民事判決內關於兩造一審主張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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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審判決
就前開原告與被告之主張與答辯，中國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1

年)深中法知民初字第858號判決(以下簡稱深圳中院判決)准許原告華為公司之
請求。而該一審判決之見解，最後亦為二審廣東高院判決所採認。

就該案件相關市場之界定，深圳中院判決接採認原告華為公司之主張，此

一審判決認在專利技術標準化所產生之相關市之界定，當「專利與技術結合以

後，經營者欲實施標準，必然要實施某專利技術或某專利技術的某項權利要

求，在實施標準時必然要被實施的專利技術，通常被稱為標準必要專利。」

「當技術標準採用專利技術，從而使該專利技術成為必要專利以後，實施技術

標準意味著同時要實施專利技術，由於專利技術具有壟斷性，因此，技術標準

與專利技術的結合使專利的壟斷性被技術標準的強制性大大加強。」且在標準

技術條件下，每一個3G無線通訊領域內必要專利授權市市場，均是「唯一和不
可替代的」。而交互數字集團擁有全球(包含中國在內)3G標準必要專利，華為
公司復係無線行動通信產品及設備製造商，在生產經營中，必然要使用該3G標
準必要專利，且該標準必要專利都不是其他專利或技術得以取代者。況2G、
3G和4G標準是技術升級關係，2G、3G和4G標準下每一個必要專利都是唯一，
不可替代的。故一審判決接受原告主張該專利之相關市場應係美國市場與中國

市場，且該一審判決意見亦為二審廣東高院判決所支持。

其次，就被告交互數字集團在相關市場是否有市場支配地位部分，因中國

反壟斷法第17條第2項規定：「本法所稱的市場支配地位是指經營者在相關市
場具有能控制商品價格、數量或者其他交易條件，或者能夠阻礙、影響其他經

營者進入相關市場能力的市場地位。」該一審判決認被告交互數字集團公司擁

有之3G無線通信標準中之必要專利，每一個必要利是唯一且不可替代，故交互
數字集團在每一個必要專利的授權市場有完全市場占有率，且在相關市場有阻

礙或影響其他經營者進入市場之能力。況且因交互數字集團不進行任何實質性

生產，其係授權專利為經營模式，故此一審判決認華為公司無法透過標準必要

專利交互授權方式制約交互數字集團
33
，是以交互數字集團與華為公司進行3G

必要專利授權談判時具備控制華為公司使用該標準必要專利之價格、數量及其

他交易條件之能力，故交互數字集團在前開華為公司所界定之該案相關市場有

市場支配地位。

33 因華為公司亦擁有部分無線通信標準必要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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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就交互數字集團是否有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行為部分，一審判決首先表

示在標準與技術結合下，為防止或減少必要專利權人濫用其市場支配地位，各

個無線通訊標準組織在其成員加入時，均要求該會員承擔一定加入義務(如該
訴訟ETSI，要求會員按照公平、合理、無歧視之FRAND原則進行授權)，交互
數字集團既在加入ETSI時亦明確承諾願以該原則進行授權，故交互數字集團應
以該原則授權標準必要專利予華為公司使用，且基於雙方交易資息不對稱，交

互數字集團所負擔之公平、合理、無歧視義務貫穿標準必要專利授權之談判、

簽約及履行。

就交互數字集團所提出之授權價格是否屬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部分，該一審

判決比較交互數字集團授權美商蘋果公司、韓國三星公司、HTC及RIM等公司
之授權費與給華為公司通知之費用，該一審判決認交互數字集團向華為提出之

授權費遠高於蘋果公司與三星公司關於標準必要專利取得授權之費用，且交互

數字集團復於授權談判期間在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美國德拉瓦州地方法院對

華為公司提出關於標準必要專利之禁制令訴訟，此一審判決認該起訴行為性質

上不屬拒絕交易行為，而屬逼迫華為公司接受過高專利授權條件的手段，違反

其應負擔之公平、合理、無歧視義務，屬於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行為。

另就華為公司主張交互數字集團公司將數標準必要專利與可替代性之專利

「搭售」，亦屬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就此一審判決亦採認華為公司之主

張，認標準必要專利權人，不應利用標準化的力量就自己所有可代替性之專利

之授權市場最大化，故亦屬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行為。

至就另一「捆綁搭售」條款部分，一審判決則認在無線通信市場領域，標

準必要專利權人將各個國家或地區之必要專利打包進行全球授權，是市場上常

態，依交互數字集團之授權條件，被授權人可取得全球授權，亦可接受部分國

家或地區授權，故就並無違反交互數字集團所負擔之前開公平、合理、無歧視

義務。

三、華為案廣東高院判決

前開一審判決，經華公司與交互數字集團均提起上訴，就該上訴人之上

訴，廣東高院判決仍支持原審之見解，駁回上訴人之上訴。在市場界定部分，

廣東高院判決基於3個理由，支持原審所界定之該案件之市場應係在中國市場
與美國市場，一為從標準必要專利之基本屬性與特徵觀，當某一專利技術被

選為標準後，要製造該商品或從事該服務者，必須提供符合該標準之商品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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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即必須實施標準必要之專利，而不能以其他技術代之，故標準必要專利與

一般專利不同，無其他實際或潛在近似替代品。

其次，該高院判決從需求替代性分析，交互數字集團在中國、美國享有3G
無線通信技術標準下大量必要專利，且每個必要專利都是3G無線通信標準體系
所不可或缺的，所以系爭標準必要專利是華為公司唯一且必須使用，而不可替

代之專利，至交互數字集團雖主張的2G、4G標準必要專利可與3G替代，但此
高院判決認隨著移轉標準資源與轉換的另一標準成本的增加，轉換是相當困難

的。況且3G與2G、4G標準，在無線通信領域是不同技術發展階段所設定之不
同標準，在各標準下每一個必要專利都是唯一、不可替代的，華為公司為執行

3G無線通信技術標準，已投入大量「先期成本」，這些成本不可能撤回，如
轉向其他標準，將損失先期投入成本，還要面對鉅額轉換成本和市場風險，當

然不可能。而不採認交互數字集團的主張。最後，此高院判決認專利與標準結

合後，標準必要專利成為唯一且必須實施之技術，標準必要專利是市場唯一供

給者，不存在標準必要專利競爭者，且基於標準必要專利本身「固有法定壟斷

性」，也不存在他人得透過短期間合理投入即可轉向成為標準必要專利者之可

能性。基於上述理由，廣東高院判決支持一審關於該案件市場界定為中國市場

及美國市場之見解。

其次，廣東高院判決亦支持原審認定交互數字集團就該案系爭標準必要專

利相關市場具有支配市場地位之見解，蓋交互數字集團在該案標準必要專利市

場，是唯一供應者，其在3G標準中每一個標準必要專利授權市場有完全市場占
有率，完全具有阻礙或影響他人進入相關市場的能力，況且因交互數字集團本

身不進行任何實質生產，不依賴或受制於其他標準必要利權人的交叉授權，所

以市場支配力未受到有效制約，自屬有支配市場能力。

最後，在討論交互數字集團是否有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爭議上，廣東高院判

決認為因交互數字集團拒不提出授權給其他公司費用之資料，原審以交互數字

公司與蘋果公司公開之財務報告推算授權費，認交互數字集團擬對華為公司一

次性收取之固定授權費，明顯高於以相同方式授權給蘋果公司之費用，而交互

數字集團收取過高之專利授權金缺乏正當性。再加上交互數字集團在美國所提

起之相關訴訟，強化過高定價的不合理性與不公平，違反反壟斷法相關規定。

即交互數字集團公司不僅不履行其公平、合理、無歧視授權義務，且不合理調

整相關報價，並在美國提起標準必要專利之禁制令訴訟，表面上是行使合法訴

訟手段，但實上是意圖透過訴訟手段，以威脅、強迫鎮為公司接受過高授權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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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該行為不具正當性。

即廣東高院判決認定交互數字集團前開行為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

違反反壟斷法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之規定。

另應注意的是廣東高級人民法院同日所為針對華為與交互數字集團所為之

使用前開標準必要專利授權費用之判決
34
，該判決華為公司請求法院決定標準

必要專利FRAND原則上，合理授權費用之數額，經原審判決授權費應不超過
相關產品實際銷售價格0.019%，經被告交互數字公司上訴，此判決駁回上訴。
在中國大陸關於華為案前開二判決中，認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要求超出合理

授權費數額以外之授權費、授權談判時在他國法院行使制止侵害專利之制止權

等行為，可能構成中國反壟斷法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規定，且經法院核定之合

理權利金，僅有不超過相關產品實際銷售價格0.019%，將限制標準必要專利
人行使專利權，可預見標準必要專利人爾後在中國大陸與有意取得授權者談判

時，將難以取得原有數額授權費。

(二)中國反壟斷法執法機關關於標準必要專利處分案
1.2014年交互數字公司中止調查案
就前開交互數字集團就前開判決之標準必要專利，違反中國反壟斷法禁止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事實，中國反壟斷法執法機關之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家發展改革和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發改委)，於2013年6月接獲檢舉開始調
查，經調查後，認該公司有對中國企業設定不公平之高額授權費、要求中國企

業將所持有之專利為免費之反授權及將非標準必要專利與標準必要專利捆綁

(搭售)授權等濫用無線通信標準必要專利市場支配地位行為。
惟在該案調查期間，交互數字公司配合調查，且於前述判決後，與華為公

司就專利授權費及其他條款達成和解，同時表示願意以與華為公司達成和解協

議之條件與其他中國企業進行專利權授權談判，2014年3月，交互數字公司向
發改委請求依中國壟斷法第45條規定，中止調查，並依該規定提出消除壟斷行
為結果之具體措施，包括：不對中國企業設定不公平之高額授權費、不要求中

國企業將所持有之專利為免費之反授權、不將非標準必要專利與標準必要專利

捆綁授權及不直接透過訴訟方式迫使中國企業接受不合理授權條件等。考量前

開承諾，能消除壟斷行為之結果，以恢復市場交易秩序，中國發改委於2014年
5月22日遂依中國反壟斷法第45條之規定，宣布作成對交互數字公司中止調查

34 廣東高等人民法院（2013） 高法民三 字第30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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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但將監督該公司是否確實履行承諾，如未確實履行該承諾或有其他法定

之情事，依中國反壟斷法規定得恢復調查
35
。

2.高通案
中國發改委於2013年11月就手機晶片廠商美商高通公司在中國大陸北京、

上海公司辦公室進行搜索，並開始進行違反中國反壟斷法之調查，就該公司違

反中國反壟斷法之具體行為，依2014年7月11日中國發改委網站所公布高通總
裁Dere Aberle率該公司授權部門副總裁第3次到中國發改委接受第3次反壟斷調
查時新聞稿，該違反壟斷法之行為可能包括：以行動電話整機作為授權費計算

之基礎、將標準必要專利與非標準必要專利進行捆綁授權、要求被授權人進行

免費反授權、對過期利繼續收費、就專利授權與晶片銷售進行綁捆、拒絕對晶

片生產企業授權、在專利授權與晶片銷售附加不合理條件等
36
。

中國發改委對高通公司之調查，高通公司總裁2014年8月11日第4次到中國
發改委與該委員會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局長許昆林交換意見，並同意改進

2014年7月11日中國發改委所提出之前開問題37
，惟該案中國發改委尚未為最後

決定。

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禁止濫用知
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規定」草案

針對中國反壟斷法對標準必要專利之規範，另一反壟斷法執法機關「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管理總局」在2014年6月11日所提出之「工商管理機關禁
止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規定」草案

38 (徵求意見版，徵求意見時間
到2014年7月10日)中，亦列入規範。
前開規定草案第13條關於中國反壟斷法對標準相關智慧財產權人行使該權

利之規範有較詳細之規定。該規定草案第13條第3項就「規定」所指標準必要
專利之意義「實施該項標準所不可或缺的專利」。

35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對交互數字公司中止調查之決定，
請見該會2014年5月22日新聞稿，引自： http://www.sdpc.gov.cn/gzdt/201405/
t20140522_612466.html，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日。

36 該新聞稿引自：http://www.ndrc.gov.cn/gzdt/201407/t20140711_618494.html，最後閱
覽日：2014年11月5日。

37 參見中國發改委2014年8月11日新聞稿，引自：http://www.ndrc.gov.cn/gzdt/201408/
t20140822_623269.html，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38 關於該規定草案內容及說明，引自該局網站：http://www.saic.gov.cn/gzhd/
zqyj/201406/t20140610_145803.html，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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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第1項規定在行使智慧財產權時，不得利用標準(包括國家技術規範
強制要求者)的制定與實施，以排除、限制競爭。該草案同條第2項復規定「有
市場支配地人者」，無正當理由，不得在制定標準及實施過程中為下列行為：

(1)知悉其利可能會被納入相關標準時，故意不向制定標準組織公開其權
利資訊或明確表示放棄權利，但在專利權成為某種強制標準後，對實

施者主張權利。

(2)於其專利權成為標準必要專利後，違反公平、合理、無歧視原則，拒
絕授權他人以合理條件實施該專利、或以不公平條件授權其專利、或

在授權時進行搭售。

此規定草案將標準必要專利權利人違反標準建置組織FRAND原則，列入
違反壟斷法之類型之一，是其特殊之處。

四、日本

(一)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2014年5月16日大合議庭判決
三星與蘋果之行動裝置專利權之訴訟亦延燒至日本，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

院(知的財產高等裁判所)在平成26年(2014年)5月16日大合議庭關於蘋果三星專
利權訴訟判決，亦引起各方注意。

該判決事實係在日本製造、讓與、輸入行動電話之美商蘋果公司日本子公

司(以下簡稱蘋果公司)，以專利權人韓國法人三星公司為被告，請求判決確認
侵害專利權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存在之訴訟，依一審原告蘋果公司之主張該案系

爭專利權係由世界標準化團體ETSI以促進第3代行動通信系統普及化為目的，
在1998年所集結之稱為「3GPP」標準化團體，是第3代行動通訊標準UMTS規
格標準必要之專利技術。

該案件原審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在平成25年(2013年)2月28日判決39
判決准許

原告之請求，該判決認在準據法係日本民法下，行使該專利權所生之損害賠償

請求權，符合權利濫用之要件。

該一審判決認依日本民法，在準備締結契約的階段，在當事人義務雖無明

文規定，但進入契約協商者，在一定情況下，負有提供契約重要資訊，進行誠

實協商之誠信原則之義務。此一審判決復認系爭專利權既已聲明願對有意取得

授權者，以FRAND條件進行授權，就該標準必要專利之使用，專利權人有提

39 平成23年(ヮ)第38696號債務不存在確認請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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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對方重要資訊，並與有意取得授權者間，即有依FRAND條件進行誠實協商
締結契約之義務。該訴訟原告母公司雖再三要求，但專利權人被告不提供原告

判斷其被告提出之授權內容，是否符合FRAND條件之必要資訊與被告和其他
公司關於必要專利之授權內容。致原告母公司無法提出授權條件之相對方案，

是以此一審判決認被告違反就該訴訟所涉及之專利，應以FRAND條件締結授
權契約、提供原告重要資訊及進行誠實協商之誠實信用原則之義務，而准許原

告之請求。

就前開判決一審被告三星公司向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起上訴，日本智慧

財產高等法院就此案件組成大合議庭
40
，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二審判決認系

爭標準必要專利標準建置組織「智慧財產政策」中之「FRAND原則」，並不
是契約，故該原則不能即成立契約。

其次，該二審判決就一審判決認權利濫用部分，亦認符合權利濫用之要

件，但關於損害賠償部分，則推翻一審判決之見解，認為承諾接受FRAND原
則者，請求損害賠償時，就超過在該原則條款相當於授權金數額部分，無特別

情況者，不應准許。但就符合該原則條款相當授權金之數額者，縱係為沒有特

別情況者，不應加以限制。即該二審判決認在FRAND條件下，基於該標準必
要專利權之損害賠償請求，就超出FRAND條款下相當於授權金數額部分為權
利濫用，不應准許，未超出該條款下相當於授權金範圍內，不符權利濫用。

至在何數額範圍內，始為符合FRAND原則下之相當於授權金數額，此二
審判決認以侵權商品銷售總金額乘以之UMTS規格專利對該商品銷售數額之
貢獻度百分比，且為防止所累積之授權金數額過大，再乘上限比率(本件為百
分之5)，所得金額，再除以UMTS所有標準必要專利之數量(529)，計算式為：
侵權商品銷售總額有×•%(UMTS規格貢獻度)×5% ×1/529，但在此二審判決
中，基於保護營業秘密，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對前開計算式中之侵權商品

銷售總額與UMTS規格貢獻度比率並未在判決中公開，二侵權商品合計數額為
995萬日元。
本件訴訟雖係確認侵害專利權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存在為訴訟標的，但日本

40 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審理案件係法官3人合議審理，該院並設有4部(相當於我
國4個庭)，但為基於智慧財產訴訟重要法律爭點判斷對產業有相當大的影響，基
於符合一定信賴性之規範及在高院層級統一事實判斷之要求，於平成16年引進
大法庭合議件，由法官5人組成，除受命法官外，另由各部法官參與，院長擔任
審判長。關於大合議庭之組成說明，請見該法院網頁：http://www.ip.courts.go.jp/
aboutus/current/index.html，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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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在此判決同時，亦判決駁回專利權人請求假處分之抗告案

件
41 ，該二裁定均為專利權人三星請求對蘋果公司利用該案標準必要專利製造

之物品，禁止製造、讓與、輸入之假處分，該聲請經東京地方法院駁回其聲

請，三星提起抗告後，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於前開判判決之同日駁回抗告，

其駁回理由係認該基於日本特許法(發明專利法)行使之制止請求權，係權利濫
用，蓋權利人既於參與標準必要專利建置時，承諾以FRAND條款授權他人，
對有意以FRAND條款取得授權者，如准許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行使制止之權
利，自不適當。

(二)日本獨占禁止法對標準必要專利規範之檢討
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前開蘋果案判決，以權利濫用處理準必要專利權人

行使制止權利之爭議，與歐盟、美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及中國大陸華為案前開判

決處理方式不同，此或係因該案屬民事事件，可能與訴訟當事人決定所採取

之法律主張有關。值得關注的是日本在該案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行使制止權之行

為，是否違反日本獨占禁止法？

前開蘋果判決，屬民事訴訟，惟關於該類事件，能否以民事訴訟解決即

可？日本學者有認就該類案件，政府機關應有介入之必要，即日本競爭法之執

法機關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公正取引委員會)有必要執行獨占禁止法42
。惟日

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過去並無相類似案例，該學者認依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關於

標準化之執法準則，專利權人符合下列要件時，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即

專利權人就該標準必要專利對專利建制組織有積極作為，且於該標準普及後，

無正當理由拒絕授權。是以儘管有意取得授權者表示以FRAND條款之授權金
數額進行協商，但承諾FRAND條款之標準必要專利權人仍行使制止請求權
者，即違反日本獨占禁止法之規定

43
。 另有學者認事業使用通信技術，難以技

術標準規格，如不准許該事業使用該由標準必要專利組成之標準，等同排除該

事業之活動，故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如不當拒絕授權，符合日本獨占禁止法規定

之不公平交易方法新 「單獨拒絕交易」，且此在承諾履行FRAND條款授權之
標準必要專利，形式上雖同意授權，但所提出條款，違反FRAND原則時，如
41 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平成25年(ラ)第1007號、第1008號裁定，引自：http://www.

ip.courts.go.jp/vcms_lf/H25ra10007_zen2.pdf、http://www.ip.courts.go.jp/vcms_lf/
H25ra10008_zen3.pdf，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42 瀧川敏明，特許侵害訴訟と競爭法─スマホ（アップル/サムスン）特許戰爭巡っ
て─，公正取引760期，第29頁，2014年2月出版。

43 瀧川敏明，前註文，第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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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高額的授權費，實質上仍屬單獨拒絕交易
44
。

肆、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標準必要專利權之規範檢討

依公平交易法45條規定，專利權人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公平交易
法之規定，故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行使專利法上之權利時，是否均無公平交易法

之適用？

一、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與獨占性

前開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處分認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行使制止權，違反聯邦

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之規定，中國廣東高院華為案判決、歐盟執委會處分案均
認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具有市場支配地位，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前開判決，亦

認標準必要專利人請求超出FRAND條款限制以外之授權費，屬權利濫用，各
國司法及競爭法執法機關面對標準必要專利，顯然採取較一般專利更嚴格的態

度。

然在我國公平交易法規範架構中，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是否係屬獨占事業？

公平會所制訂「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3條規
定，並不會因授權者擁有專利權，即推定在特定市場有市場力量。如依處理原

則，專利權人是否有市場力？是否為公平交易法所稱之獨占事業，應視個別專

利決定，然已成為技術標準之一之標準必要專利權，在該專利之授權相關市場

是否屬獨占事業？

公平交易法第5條第1項規定，該法所稱之獨占係指「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
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該項所稱之特定市

場，依同法第3條復規定係指「事業就一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
者」。而公平交易法第10條則禁止獨占之事業為不正行為，條與標準必要專利
權人相關者可能有二，即第2款「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決定、維持或
變更。」、第4款「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而就獨占事業之認定，依公
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3條之規定，應考量「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考
量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務在特定市場變化中之替代可能性」、「事

44 池田毅，標準必須特許のロイヤルティ料率の設定と獨占禁止法の役割─米國マ
イクロソト‧モトローラ事を件踏まえて─，公正取引第760號，第37頁，2014年
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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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影響特定市場價格之能力」、「他事業加入或特定市場有無不易克服之困

難」、「商品或服務輸入輸出之情形」。

依公平交易法關於獨占事業前開判斷標準，本文認由標準建制組織所建制

技術標準之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原則上應屬獨占事業，蓋如前開說明，系爭技

術專利如係標準建制組建制標準所涵蓋，除有多數國際標準建制組織，就相同

技術建立不同技術標準，處於競爭狀態之例外情況外，在一般情況，技術標準

建制後，事業如要製造該標準相關產品，須遵循該標準始得為之，該標準必要

利即無可替代性，專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在該特定市場占有率等於百分之百，是

以依公平交易法前開規定，標準建制組織所建制標準之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就

該技術專利授權市場，應屬獨占事業。

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如係經認定係在該標準必要利授權市場具獨占地位，依

前開公平交易法第10條之規定，即不得有該條規定之不濫用獨占地位之行為。
從而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將標準必要專利與非標準必要專利搭售、要求超出合理

之授權金數額，可能違反前開公平交易法第10條規定。

  二、專利必要專利權人違反對FRAND宣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

(一)以FRAND條款授權「同意」之定性
在標準建制組織建制標準時，該組織均會明確宣示所採行之「智慧財產權

政策」，其中要求參與者，就標準必要專利權採行FRAND條款授權，是避免
該標準建制過程可能引起違反競爭法爭議。

標準建制組織所宣示之「智慧財產政策」中，要求參與建制標準者於標準

建制後，應對第3人採行FRAND條款授權，惟FRAND條款之規定相當抽象，
公平、合理及無差別待遇之具體情事，往往須透過個案判斷，兩造有爭執時，

應透過仲裁或訴訟方式解決。

惟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僅係同意以FRAND條款授權第3人，該同意僅係存在
於標準建制組織與標準必要專利權人間，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與第3人就該標準
必專利之授權契約，仍須由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與第3人協商契約內容，尚難認
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同意就標準必要專利以FRAND條款授權第3人時，該同意即
使該專利權人與被授權人直接發生授權契約法律關係。

但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就標準必要專利同意以FRAND條款授權，該同意雖
係存在其與標準建制組織間，但如違反該承諾，參照中國華為案判決、歐盟執

委會三星案及摩托羅拉案之意見，可成為判定該專利權人是否違反競爭法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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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

(二)違反承諾以FRAND條款授權之效力
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在參與標準制定時，同意以FRAND條款授權第3人實

施，如標準必要專利權人違反該承諾，對第3人取得授權之要求，拒絕進行協
商或雖進行協商，但所提出之授權條件，該第3人認違反FRAND條款時，是否
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

1.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拒絕授權
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既已承諾以FRAND條款授權第3人實施該專利權，如

第3人提出取得授權之請求，該專利權人如拒絕授權，其所違反之承諾，雖係
其向標準建制組織之承諾，惟其係同意以FRAND條款授權始能參與該標準建
制，即有依FRAND條款授權之義務，且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原則上在該標準必
要專利之特定市場係屬獨占事業，其如拒絕授權，不能認係行使權利正當行

為。故其拒絕授權之行為，應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4款濫用市場地位之
行為。

2.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授權條款不符FRAND要件
如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就第3人取得授權之請求，雖同意進行協商，但所提

出之授權條件，不符FRAND條款時，經認不公平、不合理或差別待遇之情事
存在時，其亦認係違反以FRAND條款授權之義務，亦非行使專利權之正當行
為，如該條款係過高授權金者，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2款，如係其他
涉及其他條款者，則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4款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三、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制止請求權與行使專利權正當行為

如首開說明，專利權人依專利法第96條之規定，對侵害其專利權者，除得
請求損害賠償外，並得請求「除去」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並得請求防止。

即專利權人得請求侵害專利權者，停止侵害行為，包括停止製造、販賣及輸入

行為。

是以如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如尚未與未經許可實施該專利權者，尚未達成授

權契約合意時，發現侵害其專利權之情事時，該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如行使該請

求除去之權，起訴請求法院除該侵害，制止該侵害專利權之行為，該行使制止

權之行為，是否為公平交易法第45條所稱之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而無公平交
易法之適用？

(一)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拒絕進行授權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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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許可實施標準必要專利權者，如已提出授權協商之要求，但標準必要

專利權人拒絕協商，卻向法院起訴，請求制止未經許可使用該標準必要專利之

行為，其拒絕授權協商之行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4款之規定，如前
開說明，基於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有依FRAND條款授權之義務，所以，該專利
權人如拒絕授權，卻向法院行使專利法上規定之制止未經許可實施該專利者侵

害專利權之行為，不能認係行使權利正當行為，應可整體評價為構成公平交易

法第10條第4款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二)標準必要專利權人進行授權協商，但提出不符FRAND條款之條件者
另標準必要專利權人雖同意進行授權協商，但所提出之條件不符FRAND

條款者，其若向法院起訴行使專利法前開規定制止權，請求除去該侵害專利權

行為。因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就取得授權之要求，雖同意進行授權談判協商，但

所提出授權條款內容不符FRAND條款者，如授權金超過合理標準、附加不合
理條件或比其他事業取得授權之條件為嚴格，此時如有意取得授權者，不能接

受該授權條款之規定而未同意時，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往往會向法院起訴，行使

制止權，請求法院判決制止該侵害專利權行為，也就是該行使制止權之目的，

在於強迫協商之對造同意該授權條件，行使制止權之目的顯然違反標準必要利

權人對標準建制機關應以FRAND條款授權之承諾，亦難認係行使權利之正當
行為，故該行使利法上制止權之行為，亦應認係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三)侵權行為人拒絕進行授權協商或拖延協商時間者
除前開情況，有時是未經許可實施專利權者即侵害專利權人對標準必要專

利權人所提出授權協商之要求，置之不理，或雖同意協商，但在協商時，不主

動提出授權方案，就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所提符合FRAND條款之授權方案，亦
不願接受，拖延授權談判時間，經相當時間後，仍無達成授權協議，此時標準

必要專利權人如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除去該侵害專利權者之侵害行為時，因

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已履行其以FRAND條款授權之承諾，所以，如侵權行為人
拒絕進行授權協商或拒不提出對案，故意拖延協商時間經相當時間者，標準

必要專利權人如向法院起訴，行使專利法上之制止權，應認係行使權利正當行

為，而無公平交易法之適用。

伍、公平會機關對標準必要專利規範之概況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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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平會對標準必要專利規範概況

(一)微軟與諾基亞結合案
公平會就公平交易法對標準建制組織所制定技術標準之標準必要專利之規

範，明確表示意見者為前開該會在民國103年2月19日所為同意微軟受讓諾基
亞裝置及服務部門附加負擔同意結合案，該同意結合案件決定書中，以附加

負擔方式，同意結合。負擔為諾基亞對於標準必要專利之授權，應持續遵守

FRAND原則，如將該標準必要專利轉讓他人時，亦應確保受讓事業於授權時
遵守前述之原則。其理由係因諾基亞將行動裝置及服務部門讓與微軟後，將改

變原本行動裝置專利授權市場之均衡態勢，諾基亞有可能對於使用其標準必要

利之行動裝置廠商提高所收取之權利金，進而增加行動裝置之生產成本與售

價，而此亦屬於結合後所造成之限制競爭不利益之範圍。為避免諾基亞於結合

後對於標準必要專利授權政策改變，或將標準必要利轉讓他事業，迴避權利金

及授權條件必須符合之「公平、合理且無差別待遇」原則，故加上前開負擔。

前開結合決定書所附加之負擔對比中國商務部就同一結合案所附加之限制

性條件同意，該條件分為微軟、諾基亞，且有監督機制(每年陳報遵守FRAND
原則之情況)45

，公平會同意結合所附加負擔相對簡略，且該負擔受人注意的是

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於專利成為標準所涵蓋時，依前開說明本即有依FRAND
條款授權之義務，既有義務，何以須再列為同意結果之負擔？另在決定書中亦

未詳列標準必要專利之詳細技術內容，如何監督是否履行該決定附加之負擔，

恐亦有困難。

(二)授權協議處理原則
公平會就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與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範，依「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之案件處理原則」
46
，該處理原則係就一般授權契約

是否違反公平交之規範，該處理原則第5條係規定，授權契約不違反公平交易
法之11種類型，包括：

1.「約定被授權人實施範圍限於製造、使用或銷售之限制約款。」
2.「在專利有效期間內，對於授權協議所為期間之限制。專門技術在非可
歸責於授權人之事由，致使授權之專門技術喪失營業秘密性而被公開前

45 中國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4年4月8日2014年第24號公告，引自：www.mofcom.gov.
cn/article/b/e/201404/2014040054258.shtml，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46 101年3月12日公法字第1011560284號令公布，引自：http://www.ftc.gov.tw/internet/
main/doc/docDetail.aspx?uid=163&docid=227，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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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授權協議期間之限制，亦同。」

3.「授權技術係製造過程之一部分或存在於零件，為計算上之方便，以使
用授權技術生產之最終商品之製造、銷售數量，或以製造授權技術商品

之必要原材料、零件之使用量或使用次數，作為計算授權實施費用之計

算基礎。」

4.「專利授權實施費用之支付係以分期付款或實施後以後付之方式支付
時，約定被授權人於專利期滿後仍應支付其已使用授權技術之實施費

用。因非可歸責於授權人之事由致專門技術被公開，被授權人仍須於依

約定繼續支付實施費用者。」

5.「技術授權協議約定被授權人應將改良技術或新應用之方法以非專屬之
方式回饋授權予原授權人。」

6.「技術授權協議約定被授權人應盡其最大努力，製造、銷售授權之商
品。」

7.「專門技術授權協議約定被授權人於授權期間或授權協議期滿後對於仍
具營業秘密性之專門技術負有保密義務。」

8.「為確保授權人授權實施費用之最低收入，授權人要求被授權人利用授
權技術製造商品之最低數量，要求授權技術之最低使用次數，或就銷售

商品要求最低數量之約款。」

9.「為使授權技術達到一定效用，維持授權商品一定品質之必要範圍內，
授權人要求被授權人就授權技術之商品、原材料、零件等應維持一定品

質之義務。」

10.「被授權人不得就授權技術為移轉或再為授權行為。」
11.「在授權之專利仍為有效或授權之專門技術仍為營業秘密之前提下，被
授權人於授權協議期滿後不得繼續實施授權技術。」

而前開處理原則第7條第1項亦僅規定，技術授權協議一造當事人為獨占事
業，而有該處理原則第6條所規定之違法行為時，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0條
之規定。亦即在該處理中並無就標準必要專利授權條款或權利人違反公平交易

法之行為加以規範。

二、規範檢討―處理原則應對標準必要專利有明確規範

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既於參與標準建制組織建制標準時，既承諾以FRAND
條款授權，致其權利行使時在各國均引發是否違反競爭法之爭議。但我國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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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關於授權協議相關處理原則，並未就標準必要專利有較明確規範，致該會處

理標準必要專利時，無較明確之執法準則，對產業界而言，亦無法知悉公平會

對標準必要專利相關爭議之意見，易產生違法之爭議，故就規範檢討部分，本

文認公平交易會應在相關處理原則中就標準必要專利有較明確規範。

處理原則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標準必要專利之意義及屬性
在前開處理原則中並無就標準必要專利之意義有明確，但卻在微軟結合案

之決定書，以諾基亞就「標準必要專利」應以FRAND原則授權為負擔，但公
平會相關處理原則中，既就標準必要專利意義無明確規定，如何確認該負擔能

被確實履行。

其次，標準必要專利依其性質，原則上本具有獨占性，易有濫用市場地位

之行為，與一般專利權不同，然公平會相關處理原則未就標準必要專利之屬性

加以明確規範，就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有濫用市場地位行為時，適用上易引發爭

議。

(二)標準必要專利授權條款符合或違反FARND原則之態樣
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既有依FARND原則授權第3人實施之義務，標準必要專

利權人如拒絕授權、或未依FARND原則授權，均可能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條，公平會前開關於授權協議之處理，係就一般專利權所為之規定，前開就
一般專利權授權時不違反公平交易法之11種類型，在標準必要專利權，可能屬
違法類型，為使產業清楚標準必要專利授權條款是否違反FARND原則，公平
會應蒐集各國相關案例，在處理原則明確說明，在標準必要專利授權條款符合

或違反FARND原則之態樣，以供產業界進行授權談判時參考。
(三)標準必要專利合法行使制止權之要件
就近年來各國發生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行使制止權違反競爭法事件，在我國

亦會引發相同爭議，故公平會宜在處理原則中說明，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得何情

況下，得在法院或其他機關請求合法行使制止權，在何情形下向法院或其他機

關行使制止權係構成濫用市場地位。可避免違法事件之產生。

陸、結論

透過前開各國近來就標準必要專利之爭訟與行政處分案例之說明，可發現

對標準必要專利之規範，每一個國家、地區有不同發展，在歐盟部分係就競爭



標準必要專利與競爭法 61

法規範標準必要專利執行較積極者，中國大陸之發展亦不容忽視，在美國部

分，除聯邦交易委員會前開二處分案外，美國司法部就反托拉斯法規範標準必

要專利態度積極，但其發展應仍再予觀察。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前開蘋果案

判決，以權利濫用限制標準必要專利內容，是一個特類型。

就我國而言，公平交易法相關執法準則，就標準必要專利並無明確規範，

但本文認基於標準必要專利之特性，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應屬獨占事業，所以標

準必要專利權人如違反其所為FRAND原則授權之承諾者，應認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10條之禁止濫用市場地位之規定。而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如行使制止請求
權，基於其已同意以前開FRAND原則授權，故該行使制止之行為，不能認係
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

基於公平交易法並未就標準必要專利有明確規範，公平會在前開微軟結合

案，已開始處理涉及標準必要專利事件，故公平會應在相關處理原則或執法

準則中，就標準必要專利之意義及屬性、標準必要專利授權條款符合或違反

FRAND之態樣及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合法行使制止權之要件予以規範，以供產
業界了解該會對標準必要專利之執法立場，以杜違法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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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318050##，最後閱覽日：2014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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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評論人：陳春山（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教授）

非常高興能夠跟王法官再次見面，我記得兩年前在這個地方談一個關於

Google跟Motorola的案子，那個案子非常有趣，因為Moto有很多的必要專利，
這個合併案涉及到android system。我們後來就是跟隨歐美的結果放行，也沒有
特別的附款，不過這個併購案在中國拖了很久，也加了很大的附款，顯示中國

在作為產業發展的後進者是有些想法跟策略的。從公平會或法院的角度來想這

個事情，我覺得我們可以從政策面與法律面來看要怎麼做，政策面基本上就是

我們的產業要怎樣去看FRAND跟SEP未來的法制結構。
我國產業在fundamental的SEP是很少的，例如證交所40%的市值的公司是

ICT，大部分的ICT都是ODM，臺灣所有的問題都是在這個結構下面，再往前
走的過程裡面，臺灣這樣的路是不通的，我們必須要變成一個全球品牌，這大

概是臺灣必須要走的一條路，在SEP的這個部分一定要介入。另一個是參加兩
岸的專利，現在臺灣很多廠商已經在戰略面希望兩岸有些標準，然後某種程度

也藉著中國的標準能夠卡一下我們不能在國際組織的標準裡面參與的角色，所

以我們的廠商在往這條路走已經在看看怎樣用標準來取得戰略地位。另一個是

參與一些專利或標準形成的會議，想辦法去研發一些基本專利。

公平會應思考是不是要扮演一個更積極的角色，能夠把規則訂得更清楚，

在個案裡面能夠說的更詳細一點，這點牽涉到我們本身有沒有更多的研發人

力，這牽涉到臺灣產業轉型，所以這樣的議題我覺得在政策面就產業跟公平會

可以來思考，就法律面跟司法面，王法官已經將各國的方向點出來了，如果王

法官在文章中已經有一些能不妨在結論裡把它說清楚，或是至少將這些法律增

點歸納。第一個是歸納各國法院的判決，讓將來其他法官遇到相同問題時是否

要做相同的看法，我想這個可以在最後的時候從法律面再來描述一下讓我們可

以更清楚一點。

第二點合理費用的部分，看了幾個關於FRAND的法院判決，一下子就把
授權金拉得很低，其中有一個案子蠻有趣的，就是微軟併購Nokia，Nokia是一
個標準的參與者，後來微軟併購Nokia，因為Nokia在標準成立的時候是一個
FRAND的承諾者，那微軟併購Nokia之後要不要負擔這個承諾呢？答案是要。
所以微軟在併購完之後去告那個廠商，因為微軟當初不是標準者成立時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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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D的承諾者，對造就主張Nokia是以前的承諾廠商，所以微軟必須要承擔
這個承諾，法院也接受這樣的主張，但是判決的權利金比原先的訴訟金額降的

很多，所以FRAND對於權利金金額的降低產生立即的效果。如果王法官覺得
可以的話能在結論與建議的部分，把其他國家在FRAND金額降低的判決歸納
一下，作為將來在國外打官司或是臺灣法官作審理時的參考。

第三點是法源的問題，將來可以有怎樣的法源可以達到這樣的目標，包括

是用第三人利益契約，還是權力濫用，是否可以稍微描述一下，作為未來法官

判決的法源。

最後，公平會做為一個政策的平臺，可以透過參加OECD的會議等方式，
從公平或是產業的角度好好思考我國的政策。公平會網站有一個各國IP的公平
交易法規資料庫，建議可以將王法官的報告，以及一些法規判決資訊用英文公

布在網站上，從公平的角度、從國際發展籌碼的角度，把資訊與政策弄得更清

楚一點，幫助臺灣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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