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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結語與省思 
 

本文撰寫完成之際，美國司法部反托拉斯法執行署甫發表了一篇名

為『智慧財產權與競爭－鼓勵創新的四個原則』的文章 492，內容與本文

開始撰寫的研究動機，頗受啟發，茲摘要如下： 

 

『剩餘』一詞，係經濟學家習慣用來指稱整體社會福利常用的詞句；

而『創新』乃『剩餘』得以發生的關鍵驅動因素。歷史上的追溯觀

察發現，始終困擾著我們的是，為何有些社會比起其他社會擁有較

多的『創新』？以及為何有些社會比起其他社會將較多的創新市場

化？ 問題的答案似乎與人口具有極少的關連性。重要的是，『創造』

與『創新』係屬不同的二件事。所謂『創新』－所涉者絕非發明、

創造的火花而已，更包括了將此一發明或創造轉化為產品以及將其

市場化的過程。而新興的共識認為，以下四項因素，將有助於動態

的經濟成長，包括： 

 

（1）建立具可預測性、具可執行性的智慧財產權：如此，商人或商

業化活動方得以在事前評估如何投資他的金錢、努力與時間，否則

                                                 
492 Gerald F. Masoudi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Antitrust Divis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Four Principles For 

Encouraging Innovation , before Digital Americas 2006 Mee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World, April 11,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speeches/215645.htm, 瀏覽日期 9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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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將只是空洞的名詞而已。 

 

（2）授權自由：授權行為本身具有促進競爭之效能早已受主要國家

所肯認。而近期共識更認為，授權自由應包括『授權與否的自由』

以及『授權金數額決定的自由』。 

 

『授權與否的自由』早在美國一九九五年授權準則之第 2.2 條受到

肯認，美國最高法院也早就認同此一見解，因為決定授權與否乃專

利權之權利核心所在。 

 

而就『授權金數額決定之自由』而言，鑑於競爭法執行機關並非價

格決定或管制機關，競爭法制係在保障競爭的機制及程序，而非保

障特定的結果，更不是一個特定的價格，因此，當有人向競爭法執

行機關控訴權利金過高時，競爭法執行機關應告知此乃因果錯置的

說法，檢舉人應先證明權利人反競爭行為之存在，而不是針對已受

法律保護的獨占權利，在一開始僅因為權利人拒絕授權或更甚者僅

為嘗試譴責授權金金額，即提出反托拉斯法違反之檢舉。 

 

（3）智慧財產權擁有人不被假設具有市場力量：當智慧財產被授與

獨占權利時，此一獨占權利並非經濟意義上的獨占：不需提供競爭

法上所謂相關市場占有率，且不必然導致擁有在相關市場提高價格

之能力。舉例而言，一個專利本身就可以有許多的相近替代專利。

僅是智慧財產權權利本身之存在，並無法使競爭法執行機關省略重

要的決定性步驟－定義市場以及決定市場效果為何。美國最高法院

在二零零六年三月之 Illinois Tool Works, Inc. v. Independent Ink,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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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中，一致無異議引註美國一九九五年授權準則以及經濟學者意

見，而肯認上述見解。 

 

（4）建立健全的競爭法執法次序以及以效果為導向的彈性審查基

準：此將有助於競爭法主管機關專注在最終的問題－該行為是否減

損競爭之解決。目前美國之競爭法執法次序為聯合行為（卡特爾）、

其次為結合行為，第三才是非結合之民事案件，而必須注意的是，

大部分智慧財產權案件，屬於第三類。 

 

       由上述公開演講可發現，目前美國司法與行政實務對於本文所

探討之專利法制與競爭法制之交錯領域之發展為，一是競爭法制之

規制從當然違法原則趨向合理原則。二是提高授權決策自由及授權

內容自由之呼聲與日遽增。 

 

按今日科技之高度發展，過去以自然資源、勞力、資本為生產

要素的社會經濟型態漸漸轉變為以知識作為創造財富之主要工具，

而普遍稱此種新經濟型態為「知識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目前智慧財產權之制度設計必須能有效確保發明創造者

皆樂意向社會大眾公開其智慧結晶，方能以短期之靜態效率之減少

換來長期動態效率之增進。公平交易法作為一個維護市場機制之競

爭秩序維護者，應以促進整體經濟繁榮為執法後盾，尊重市場機制

下之不同法制設計，共創市場機制為基礎之經濟容景。 

 

本文認為專利權以其無體、公共財性之本質，確有與一般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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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迥異之處 493，而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不論從立法

意旨、法條文字，以及本文前所提之競爭法法位階、抑制管制之市

場經濟思維等均可導出此一結論，致使公平交易法對於專利權行使

行為，無法完全等同一般傳統財產權加以處理。基上，本文認為，

本文所劃定安全領域內之專利權授權行為，係屬專利權之固有核心

權能，就維護專利制度之制度設置本旨以及專利權人對專利制度之

信賴保護言，本文認為競爭法制於此應予留步，不介入個別事業間

安全領域內授權行為之商業糾紛，例如拒絕授權與否、專屬授權、

權利金數額之多寡等，而交由純粹民商糾紛體系---專利制度之『專

利權濫用理論』來處理即可。 

 

此一安全領域內之授權行為，目前在專利授權市場上，爭議最

多也最烈者，厥為權利金數額之多寡決定 494。然而，價格之決定，

本屬事業營業自由與契約自由之核心範圍，此一問題即便是對於『獨

占事業』之規制，在何種程度上應受公平交易法上的監督，學者認

為尚須從維護競爭與避免交易相對人受不當剝削的角度切入，並適

度維護獨占事業之決價自由，在兩者間予以巧妙之平衡 495，而在美

                                                 

493 See also Robert Pitofsky(Chairman,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 In my view, it is 

unduly simplistic to assert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like all other forms of 

property.” ,Antitrus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Unresolved Issues At The Heart Of The 

New Economy, Antitrust,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ference, March 2,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speeches/pitofsky/ipf301.htm#N_2_,瀏覽日期

95/06/20. 

494 拒絕授權在專利授權實務上之案例相對而言較少，蓋專利權人多係希望授權越

多，其經濟利益回收越大。 
495 吳秀明、楊宏暉，前揭註 420 文，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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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法制發展上，更係較不做積極之管制，而視『市場之高價位』為

吸引競爭之最佳誘因，且較為信賴市場自我治癒之功能，認為國家

所要作的，主要是維持市場之開放與消除人為之勾結，而非制裁獨

占事業暫時之超額利潤 496。 

 

另有認為鑑於智慧財產權之定價原則本來即與一般有形資產之

定價原則不同，智慧財產權係以腦力知識以及資訊等智慧資本為核

心，具有高固定成本與低邊際成本之特色，傳統產品以成本為基礎

之定價模式無法適用，蓋智慧財產權係依據其『價值』來決定其產

品之定價。此種人為獨占之知識商品顯著不同於傳統自然獨占商品

之定價特徵，屬於智慧財產權相關法律所授予之法定權利 497。 

 

遑論，專利權人僅為受法律保障之『法律獨占（Legal Monopoly）』

地位，並非經濟學之『獨占』498或公平交易法上之『獨占』事業 499500，

                                                 
496 同前註，頁 28。 
497 宿文堂，前揭註 473 文，頁 365。 
498 『經濟學上之獨占』是指一種市場結構，其中某種產品僅有一家供應廠商，且該

產品無替代產品存在。另寡占亦係指一種市場結構，其中雖有兩以上廠商，但在一

不完全競爭市場中，市場被少數廠商所控制，其規模大到足以聯合總體市場，而成

為可以影響市場之價格。賴淑青，由公平交易法觀點探討專利授權行為之管制界線

---以飛利浦等 CD-R 光碟授權案為中心，台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

十四年六月，頁 53 
499 公平交易法上之獨占：係包括獨占及寡占。公平交易法第五條第一、二項規定：

『本法所稱獨占，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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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上事業，實際上不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

前項規定之情形者，視為獨占。』；公平交易法第五之一條規定：『事業無左列各款

情形者，不列入前條獨占事業認定範圍：一  一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率達二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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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權人不僅不當然具有控制高於競爭價格或低於需求供給之力

量，更不被推定具有任何市場力量，而需個案舉證證明之。而我國

現行專利法第六十條所明訂之禁止情形為：『發明專利權之讓與或授

權，契約約定有下列情事之一致生不公平競爭者，其約定無效：一  

禁止或限制受讓人使用某項物品或非出讓人、授權人所供給之方法

者 。二  要求受讓人向出讓人購取未受專利保障之出品或原料者。』

第一項係所謂之『Tied Out』501
，第二項則係所謂之『Tied In』502

，

惟值得探討的是，此一條文係根源於民國三十三年制訂公布之舊專

利法第四十六條，其規定：『專利權之讓與或出租，其契約如附有左

列情事之一者，不生效力：一、禁止或限制受讓人使用某項物品，

或非出讓人、出租人所供給之方法者。二、要求受讓人向出讓人購

取未受專利保護之出品或原物料者。三、所訂讓與費或租用費過高，

至實施人實施時不能得相當之利潤者。』，由上可見，專利法在修法

之過程中，立法者已自行將專利權人之權利讓與金額以及權利出租

                                                                                                                                                 
一。二  二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占有率達三分之二。三  三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

之占有率達四分之三。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其個別事業在該特定市場占有率未達

十分之一或上一會計年度事業總銷售金額未達新臺幣十億元者，該事業不列入獨占

事業之認定範圍。事業之設立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特定市場，受法令、

技術之限制或有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力之情事者，雖有前二項不列

入認定範圍之情形，中央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 
500 是否該當公平交易法上之獨占之其他判斷因素，依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三條

為： 『本法第五條所稱獨占，應審酌下列事項認定之：一 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

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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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事業影響特定市場價格之能力。四  他事業加入特定市場有無不易克服之困

難。五  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 

501 指限制授權人不可使用專利權人之競爭對手產品或方法。 
502 指一般競爭法上之『搭售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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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等價格決定問題之禁止規定廢除，而回歸雙方之契約自由解

決，此或許亦可多少反應我國立法鬆綁之態勢。 

 

然而，若專利權人對此法定給予權利範圍內之權利，做出惡意

損害被授權人利益之情事，可由『專利權濫用理論』處理 503，按如

本文前述，尤其在未來我國智慧財產權專責法院成立後 504，此種作

法亦有避免判決不一之情形。 

 

至於安全領域外之授權行為，應視系爭授權行為或授權約款屬

於不公平競爭類型或限制競爭類型，而為差異化處理，而僅有限制

競爭類型需要進行市場力量之個案分析，且應以一定市場力量為競

爭法介入管制之門檻要件，之後再為反競爭效果是否存在、授權限

                                                 
503 按專利權濫用原則，是否可以作為反駁侵害專利主張之抗辯事由，我國專利法並

未規定，然而，其在美國法制既係源自衡平法（the law of equity）體系中「不潔之

手」（unclean hands）原則發展出之理論，作為對抗專利權人自己之不法，使其不得

對其他人主張法所賦予之權利原則，實與『禁止權利濫用』此一基本法律原則相合。

而『禁止權利濫用』，在我國係由民法第一百四十八條『權利之行使，不得違反公共

利益，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行使權利，履行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

擔任把關角色，又有稱『誠信原則』，更有『帝王條款』之稱。由於民法總則第一百

四十八條之誠信原則，可規範所有之民事關係，而專利權亦屬財產權之一，故專利

權之行使自亦受誠信原則之規範。是以，我國法即得以此一條文作為專利權濫用原

則之引據條款，不過，細部法制操作上，可參酌美國專利法在第兩百七十一條（d）

項之制訂反面排除條款之方式，納入專利權之考量或特性 
504 美國基於專利技術性之考慮，於一九八二年成立專業之『聯邦巡迴上訴法院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賦予該法院對專利權之專屬上訴

管轄權，專門負責審理專利權之上訴案件，有效的消除美國各上訴法院對專利案件

審理標準不一之情形。馮震宇，前揭註 93 文，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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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約款是否合理、必要、有無促進競爭效果及其與反競爭效果之利

益衡量。而不公平限制競爭類型，則在現行公平交易法之規範架構

得予規制之前提下，仍應參酌專利權濫用理論，為公平交易法上之

適法性或違法性認定，以求周延。 

 

最後本文將對現行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暨審理技術授權協議

處理原則之之建議審查基準與審查步驟，做成審查流程圖，俾便讀

者審視，並作為本文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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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無須審酌該授

權約款是否存有反競

爭性 

合法，無須分析市場

力量（註 1）。行為管

制除外之安全領域

如： 
 就合法有效專利

之權利金數額之

收取決定 
 專屬授權 
 單方純粹拒絕授

權 
 使用用途限制 

限制競爭類型：如 
 搭售非專利商品

作為授權必要條

件 
 禁止販賣、競爭

非專利產品 
 轉售價格限制 
 無正當理由收取

歧視性權利金 
 限制與競爭事業

交易 

不公平競爭類型：如 
 就過期專利收取

權利金 
 就詐騙取得專利

收取權利金 
 就非專利商品收

取權利金 
 明知專利無效收

取權利金 
 限制爭議專利有

效性 

參酌專利權濫用理

論，決定其是否符

合不公平競爭之違

法性論處 

是 

否

註 1:本文探討範圍未及『必

要專利（essential patents）』

註 2:若專利權人在專利產品

市場之市占率達獨占地位，

則應適用獨占之審查分析 
註 3:定義技術市場需同時考

量（1）競爭技術（2）競爭

產品（3）生產競爭產品之技

術 

『行為管制除外』：系爭授權

爭議屬於行為管制除外之行

為類型者，即屬於依照專利法

權利行使之正當行為，不受競

爭法主管機關之規制。 

專利權人是否在專利相

關市場具有市場力量 
 產品市場市占率

20 %以上（註 2）？

 技術市場可替代

技術未達四種以

上（註 3） 

是 是

第二層檢視是否

屬『正當』專利權

權利行使行為（公

平法第四十五條）

第一層形式檢視

是否屬專利權權

利行使行為之行

為管制除外類

型，因而不受公平

法之規制（公平

法第四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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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該特定市場之市場狀

況、進入難易度、排除競

爭效果之影響等因素，決

定該授權約款是否具有反

競爭效果 

否 

是 

合法， 
無反競爭效果 

考量專利權授權之特性、

國際及產業慣例決定，決

定該授權限制約款是否合

理、必要 

考量該授權約款所增

加技術利用之機會、

授權家數之多寡等，

決定是否具有促進競

爭效果；並將反競爭

效果與促進競爭效果

之利益衡量 

是

合法，授權限制約款

係屬合理必要，且促

進競爭效果大於反競

爭效果 

違法，授權限制約款非合理必要或反競爭效果

大於促進競爭效果 

否

第三層檢視是否屬

『正當』專利權權利

行使行為（公平法第

四十五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