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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問題之提出、研究範

圍之界定與研究方法之說明 

 

第一節、問題之提出－我國公平交易法

第四十五條之法律定位爭議暨專利法制

與競爭法制交錯領域之法律適用難題 
 

     

 

現行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所謂『不適用本法之除外適

用情形』，內容為：「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利法行使權

利之正當行為，不適用本法之規定。」  

 

然而，此一條文固然立文多時，學說上對於公平交易法第

四十五條規定之法律定位，始終存在諸多學說上之爭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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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例外排除說 1 

 

此說認為本條規定，性質上屬於例外不適用公平交易法之除

外規定，認為本條係對於智慧財產權之行使，提供一個豁免於公

平交易法之基礎，蓋其認為原則上一切經濟活動均受公平交易法

之規範，只有在例外情形始得被排除於適用範圍之外，基於特別

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鑑於公平交易法係經濟基本法，而智慧財

產權法屬於特別法，行使智慧財產權法等所賦予權利之行為，理

當排除競爭法制之適用，雖智慧財產權為法律明文賦予之排他權

利，然此等權利或多或少對於自由競爭產生影響，但若公平交易

法將此等排他權利同於一般經濟活動加以規範，則法律賦予排他

權之立法目的將無法實現。。 

 

在適用上，此說更進一步認為，基於原則上事業所有之經濟

活動都應該受到公平交易法之規範之前提，只有在例外之情形始

得被排除於適用範圍之外。故本條以是否為「依照著作權法行使

權利之正當行為」決定是否被排除於公平交易法適用，此一除外

規定之『除外範圍』，應『從嚴』解釋認定，以求盡量維持公平

交易法之適用範圍，以確保在法律規範下之自由與公平之競爭環

境2。 
                                                 
1 主張者如，謝銘洋，智慧財產權與公平交易法之關係－以專利權為中心，智慧財

產權之基礎理論，翰蘆出版，九十年六月，頁 201~203；魏千峰執筆，公平交易法

之適用範圍及除外規定，賴源河編審，公平交易法新論，元照出版社，九十一年十

月，頁 5-16 書，頁 102-103；黃茂榮，公平交易法理論與實務，八十二年，頁 575 
2 謝銘洋、陳人傑，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公平交易法註釋研究系列（三），公平

交易委員會九十四年度委託研究計畫，頁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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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認為本條僅指出公平交易法之適用界線而已，被除外不適

用公平交易法之權利行使行為者，未必不違反公平交易法，而未

被除外者，也未必一定構成公平交易法之違反，而應視具體要件

判斷之。 

 

然主張除外規定說之學者，亦認為授權區域上之限制，有分

割市場、限制競爭之作用，故若容許授權人作過細之區分，對於

市場之競爭機能將有嚴重妨礙，是否可認為正當行為，不無疑

義，並認為「正當性」之判斷必須考慮競爭法上之因素，惟究竟

何種程度限制會例外地不被認為具有正當性，則須視該智慧財產

之市場力量、授權人之市場地位及所屬市場結構等，並未提出具

體之建議。 

 

 

 

（二）訓示規定或確認規定說 3 

 
                                                                                                                                                 
 
3 採此說有：汪渡村，專利授權限制競爭條款之規範，政治大學法律學研究所博士

論文，七十九年六月，頁 423-424；黃銘傑，專利授權與公平交易法--以拒絕授權與

強制授權為中心，萬國法律第一百二十期，九十年十二月，頁 17-18；楊宏暉，創

新誘因的維護與競爭法規範--以專利拒絕授權為例，公平交易季刊第十二卷第二

期，九十三年，頁 86；劉紹樑，淺介『美國法務部對智慧財產權授權及取得之反托

拉斯法執行準則』草案，公平交易季刊第二卷第四期，八十三年十月，頁 1-20；柳

瑜珊，著作權授權與競爭法相關問題之研究，台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九

十一年，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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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說認為智慧財產權於競爭法上並無特殊地位，其權利行使

行為與其他一般財產權之權利行使行為，於競爭法制上應受到同

樣的評價，易言之，該條規定僅是一種訓示規定或確認規定而

已，因此。本條規定係屬贅文（tautology），並無多大意義，因

為行使智慧財產權之正當行為不適用公平交易法之法律依據，已

可從公平交易法上相關規範求得。例如第十條僅禁止獨占事業之

「濫用市場行為」、第十四條另有聯合行為之例外許可規定，第

十九條亦只對造成「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虞」的行為加以禁

止。因此智慧財產權例外不適用之法律依據，從而本條不過僅具

宣示作用之規定而已，因此認為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應較

接近確認或宣示之性質，智慧財產權之權利行使與競爭法立法目

的並無衝突或必須例外合法之必要。此說更通常進一步認為智慧

財產權權利行使行為應分別應受到公平交易法個別規範之檢

驗，並無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適用之問題4。 

 

（三）阻卻違法說 

 
所謂『阻卻違法說』，主要係以公平交易法第四十六條為討

論之基礎而立論，其認為僅當公平交易法對系爭行為禁止，而其

他法律不禁止之情形下，始排除適用，相對於『法律領域除外』

5或『行為管制除外』6，其建立一個相對而言，最限制公平交易

                                                 
4 柳瑜珊，前揭註 3 文，頁 14。 
5 『法律領域除外』，以系爭行為本身是否已有專屬法律規範加以觀察，若有，則於

該法律規範範圍內一律不適用公平交易法。蘇永欽，公平交易法第四十六條修正後

的適用問題，走入新世紀的私法自治，九十一年，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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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排除適用之解釋，而得有利於公平交易法之立法意旨落實。 

 

本說附帶認為係將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法律地位，看作

與修正後同法第四十六條7相同，亦即，兩者之規範功能皆為排

除公平交易法禁止規定（阻卻違法），而優先適用其他法律之強

制或許可規定。且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強調僅於智財權行使為

『正當』時，始可排除公平交易法，相對於公平交易法第四十六

條之實質區隔以及分成兩條規定之理由，重點應在於智財權法與

公平交易法交錯的『灰色地帶』甚寬，如依『明確』許可原則處

理，可能對智財權的行使限制過嚴，而無法落實智慧財產權法之

立法目的，但也不能過於限縮公平交易法的規範，而形成智慧財

產權之濫用，故特加上『正當』之的不確定法律概念為一要件，

使公平會有就兩法域立法意旨，就個別情形為權衡認定之權責8。 

 

蓋就專利權作為法定獨占權利而言，前提上已屬排除競爭，

而有違反公平交易法之促進競爭效能立法意旨之虞，因此，此一

正當行使之法律規定之功能，即可使此一違反公平交易法之行

為，在考量智財權之特性、權利範圍等因素，予以阻卻違法。 

                                                                                                                                                 
6 『行為管制除外』，則僅於特定行為於其他法律有特別規定時，始排除公平交易法

之適用。蘇永欽，同前註文，頁 212-215。 
7 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四十六條規定： 『事業關於競爭之行為，另有其他法律規定者，

於不牴觸本法立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律之規定。』 
8 洪禮卿、蘇永欽、何之邁、范建淂、單驥，公平交易法第四十六條修正後之適用

問題研究，公平交易委員會委託研究，八十九年十月，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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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違法考量說 
 

此說奠基於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並未給予智慧財產權特

殊地位，而僅係將是否構成智慧財產權之正當行使此一事實，納

入個別競爭法規範之解釋適用過程，作為各該行為是否違法之考

量因素，其認為智財權案件之競爭法管制，涉及智財權之權利範

圍及其創新程度，所需成本與剽竊容易度，以及系爭行為對於競

爭的影響。而個案中，其他特殊因素，例如網路效應(network 

effects)、鎖入效應(Lock-in)等，在考慮管制強制度時，亦須一併

納入考量。然而智財權此一特性並不具有特殊優越地位
9
。是以

就智財權在競爭法上之地位而言，應採違法考量因素說，將此等

相關情狀一併列入考量因素。故對授權行為之審查，係將智慧財

產權易受侵害之特性，與授權行為之促進競爭效果，於評估限制

競爭及促進競爭與提升經濟效率之程度時，將之納為衡量因素。

其並認為現階段的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法之關係，已經超越對予

智慧財產權一概予以尊重之立場，轉而應依行為對於市場競爭之

影響程度，進一步進行動態管制，於評估系爭行為之限制效果

時，應將智慧財產權保護之促進競爭效果確實納入考量，並在評
                                                 
9 然而，其亦承認智財權具有與一般財產權不同之特性，且公平交易委員會常予忽

視此一特性，因此不應採取確認說。其謂：『智財權所具有的創新、鼓勵研發與無體

財產等特性，與傳統競爭法的規則對象：一般私權利體系大不相同，在公平交易委

員會對於智慧財產權特性常予忽視之現況下，本文認為對於公平交易法第四五條不

宜採取確認說，而應將之解釋為法律價值決定，以積極要求執法機關將前揭特性納

入執法考量。』，王立達，競爭法對智慧財產權市場力量之管制—以有線電視頻道授

權案件為例，月旦法學雜誌第八十四期，九十一年，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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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其效率提昇及其他正面效益時，將其鼓勵創新等正面功能納入

評估10。 

 

（五）權利濫用說  
 

本說認為依美國法上「專利濫用」（patent misuse）之法理，

認為若相關智慧財產權之權利行使行為，已達可將之歸為權利濫

用行為，則不受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限制，其權利濫用行為

可受公平交易法相關實體規定直接規範11。 

 

（六）違背立法意旨說 
 

本說認為，所謂權利行使之正當行為，乃是該當權利行使符

合各該智慧財產法之立法規範意旨，從而當其權利行使跳脫了相

關智慧財產法保護智慧財產之旨趣時，就不再是公平交易法第四

十五條之正當權利行使行為，而屬不正當競爭行為，應受公平交

易法相關規定之規範12。 

 

                                                 
10 王立達，同前註文，頁 160-162。 
11 村上正博，《特許、ライセンスの日米比較》，頁 99-104，弘文堂，第二版，東京

（1997）；稗貫俊文，《知的財產權と獨占禁止法》，有斐閣，東京（1994）；渋谷達

紀，<工業所有權と獨占禁止法>，收錄於：紋谷暢男、渋谷達紀、滿田重昭著，《新

技術開發と法》，三省堂，東京（1993）；根岸哲，<知的財產權法と獨占禁止法─獨

占禁止法二三條論>，收錄於氏著，《獨占禁止法の基本問題》，有斐閣，東京（1990），

轉引自黃銘傑，前揭註 3 文， 頁 23，註釋 5。 
1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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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一長久以來眾說紛紜之殺戮之地，引起本文探討之興趣，尤其

更進一步的探討目前戰火頻仍之專利法制與競爭法制交錯領域之

法律適用問題，更具有實務與討論上之雙重意義。 

 

蓋專利權屬於智慧財產權之一種，係國家以法律授予私人的一種

獨占、排他權利，亦即，專利權人就其所獲之專利請求範圍，係處

於一種法定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販賣、使用或進口該

專利之獨占權能地位。專利法藉由此一賦予專利權人特定期間之專

屬排他權 (Exclusive Right)/獨占壟斷權，以提供一定之經濟上利益

為誘因，藉此鼓勵發明人『公開』符合可專利要件，即新穎性、進

步性、實用性之發明，並使社會大眾於該特定獨占期間經過後，即

可『無償』利用此一研發成果，最終使社會長謀其利，並增進人類

文明之進步。因此，專利法制之設置一方面准許發明人於一定期間

內享有獨占利用該發明之權，一方面課與其公開之義務，並於一定

期間後，使社會得無償使用，更能根據此一前人發明之基礎，作進

一步之研發，此一精巧之制度設計，目的在使發明人、社會大眾均

互蒙其利。 

 

而競爭法制之目的在於保護競爭機制、維護交易秩序，防止限制

競爭與不公平競爭之行為而立法，其最終目標在促進經濟之安定與

繁榮。各國在市場經濟體制發展之下，漸有資本龐大化之傾向，而

具有經濟霸力之市場上交易者，或出現濫用市場地位以阻礙競爭對

手與其競爭甚或進入市場。因而，競爭法制本於市場經濟體制之

下，進行調整、修補此一市場機能之失靈情形。競爭法制在這樣一



 16

個伸張正義、打擊大財團的思維下，法制地位益其重要，論者遂稱

競爭法制為『經濟基本法』，甚或『經濟憲法』者。 

 

專利權人所享有之法定獨占權利，得於一定期間內壟斷其受保護

之技術內容，與競爭法制係為維護公平、自由競爭秩序與環境而必

須規範獨占、聯合、結合等限制競爭行為及不公平競爭行為，是否

存在本質上衝突關係？ 

 

 晚近在美國一九九五年制訂智慧財產權授權準則，倡議智慧財

產權應與一般財產權等同受競爭法規制後，似乎解決了此一緊張關

係。或有謂競爭法係屬經濟基本法甚至經濟憲法，因此，所有權利

均應受競爭法制等同規範，即便是制度目的在創設獨占之專利權亦

然？甚至，有謂專利獨占等同競爭法意義之獨占，而認即應對專利

獨占權人以競爭法制上對獨占事業之規範逕予適用？然而，在智慧

財產法制特設法定獨占地位，作為其制度目的亦係其手段之法制前

提下，倘若智慧財產權真的與一般財產權，處於相同地位受競爭法

規制，真的不會偏廢智慧財產權法制目的嗎？同樣的，公平交易法

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真的只是訓示或確認而毫無意義嗎？而這樣的

等同規制前提，真的解決了目前知識經濟時代，所日益增加發生之

智慧財產權授權與競爭法制之爭議問題嗎？ 

 

究竟專利制度與競爭法制應處於怎樣的適用或次序關係？素有

經濟憲法高地位之稱之競爭法制，應如何在法律特設專利獨占權之

制度目的考量下，揮舞它這把大刀？又法律特設專利獨占權之制度

目的，又會如何影響競爭法制規制專利權利之界線，是本文想要探

究、嘗試解決之議題亦為本文研究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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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鑑於目前我國對於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法律定位爭

議甚大，復以目前我國對於專利權之正當權利行使行為之實務摸索

尚處於萌芽之未臻成熟階段，本文擬以專利制度之制度目的及專利

財產之本質出發，再借鏡國美國法制百餘年之行政執法、司法實務

之實證觀察方式，試圖對目前我國越來越多之專利權權利行使與公

平交易法之交錯相關議題及爭議，提出一些可能的思考方向與解決

之道，並以法律體系解釋、法律目的解釋、市場經濟以及專利制度

之制度目的等思維角度，嘗試定義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專利權

正當權利行使行為。希望本文可以達到在此一領域之『拋磚引玉』

之效果，吸引更多優秀學界、實務界投入此一相關研究。 

 

 

 

第二節、研究範圍之界定 
 

按智慧財產權一般又稱為無體財產權，乃有別於傳統意義有體

財產權之外，以法律保護人類心智所為創作成果。智慧財產權之範

圍甚廣，典型者有專利權、著作權、商標權與晚進發展之積體電路

佈局權等等，一般仍習以智慧財產權之名統稱之。然而，各項權利

彼此間在權利保護期限、權利保護內容、授予審查門檻等均甚有差

異，又鑑於目前與智慧財產權中與競爭法制爭議發生最多者為專利

權之權利行使行為，因此本文之研究範圍僅以技術意涵強烈之專利

權權利行使範圍為限。故本文在行文中，原則均以專利權為主，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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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註其他中外參考文獻，若亦含括本文所欲研究範圍，則仍以其原

文意涵（如智慧財產權）呈現，務求完整、真實。 

 

競爭法之內涵通常包含限制競爭法及不正競爭法二類規範，雖

本文著重在專利法制與競爭法制之規制爭議問題，似與限制競爭之

規範內容密切相關，惟本文欲同時對於專利權濫用理論與不正競爭

之規制問題，併予處理，以及考量我國公平交易法現行之規範體

系，故本文之競爭法範圍包括限制競爭法及不正競爭法。另鑑於我

國制定競爭法為時不過十數年，而市場經濟活動具有一定的普世

性，而競爭法先進國家之執法經驗以及對反競爭行為類型的掌握，

均有助於我國面臨同樣類型案件之處理，尤其美國法制關於此一問

題之發展已長達百年以上，法規及案例均堪稱豐富，故本文所研究

之外文文獻，係以美國法制為主。 

 

競爭法制在各國法制固有不同名稱，如美國稱為反托拉斯法、

歐盟泛稱為競爭法、我國則係將限制競爭與不公平競爭之規範合一

規範於公平交易之中，惟雖名稱各異、規範體系及內容或有別，其

維護自由與公平競爭之市場秩序，提供健全的市場競爭環境以促進

經濟繁榮則一。本文為求用語統一並顧及其本質精神，行文中原則

係以競爭法為統稱，除非個別指涉我國法或他國法或引註其他中外

參考文獻時，則仍以其原文意涵呈現，務求完整、真實。 

 

另晚近專利權之發展，在電子商品多元化、零件相互整合化、

且技術精進倍速化之知識經濟時代，為避免消費者使用不同品牌間

之商品導致技術規格常不相容之窘境，以及事業間為推廣其研發之

新產品規格，得以避免原物料、零件單一供貨之風險，目前專利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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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展有『產業標準化』或『技術規格化』之趨向，而在產業標準

或技術規格中之所必須使用之專利，稱為『必要專利』，其所面臨

之技術規格或產業標準聯盟間之規範及其競爭法上之問題，亦有爭

議越來越多之趨勢，不過，此部分牽涉範圍甚廣，尚非本文研究之

範圍，特此說明。 

 

 

第三節、論文架構說明 
 

本論文共分為七章：第一章為緒論，問題之提出、研究範圍之

界定及論文架構說明；第二章為專利制度、專利權與其權利行使觀

察；第三章為 專利權濫用理論及其與反托拉斯法相關問題探討；

第四章為 競爭法制概論以及美國反托拉斯法制對專利權權利行使

之相關規範；第五章為 美國反托拉斯法制與專利權權利行使交錯

議題之實證觀察；第六章為 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依照專利

法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暨審理技術授權協議處理原則之探討；第七

章為 結語與省思。 

 

第一章緒論。內容提及問題之提出、研究範圍之界定及論文架

構說明。在問題之提出部分，主要點出二部分問題，一為公平交易

法第四十五條法律定位之學說爭議，二為專利法制與競爭法制交錯

議題之解決。 

 

第二章為專利制度、專利權與其權利行使觀察。本章就專利制

度之源起、制度的目的、及專利在實務上運用加以論述，希望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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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對專利制度、專利權利本身之設計思維有進一步瞭解，以求得對

於專利權權利行使行為在競爭法制上所遭遇之問題與挑戰，加以妥

善因應。第一節首先介紹專利制度之源起及簡史，專利制度之制度

目的以及理論爭辯，專利財產之本質特性，藉以說明專利制度為何

必須以法定壟斷獨占權之賦予作為手段。之後第二節為專利權之介

紹，包括專利權之定義、專利權之權利特性、專利權之保護類型，

專利權之審查要件以及專利法所賦予之權利範圍，此處，除了對於

專利權之屬地性以及時效性作了著墨之外，也對於專利權權利耗盡

理論此一權利限制理論，作了基礎說明，最後提及專利權之消滅。

第三節則為專利權之權利行使觀察，包括專利權之移轉與授權，再

針對專利權授權之意義、模式為說明，最後介紹專利權授權之一般

常見條款。 

 

第三章為專利權濫用理論及其與反托拉斯法相關問題探討。鑑

於美國專利權濫用理論與反托拉斯法制間常有交互為用之情形，本

文第三章乃針對專利權濫用理論及其與競爭法相關問題做出專章

之探討。第一節說明專利權濫用理論之意義。第二節探討專利權濫

用理論之體系定位。第三節說明專利權濫用理論之反面規範，即美

國專利法之規定。第四節從專利權濫用理論與反托拉斯違反之差

異、專利權濫用理論發展之實證觀察，探討專利權濫用理論及其與

反托拉斯法相關問題。第五節本文則以前四節之討論為基礎，嘗試

將專利權濫用理論與競爭法制之適用範圍加以說明作為小結。 

 

第四章為競爭法制概論以及美國反托拉斯法制對專利權權利行

使之相關規範。第一節介紹競爭法制概論，包括其體系定位、目的

與功能、內容等，並於小結中引述學者見解，說明競爭法乃調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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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活動之工具性規範。第二節介紹美國反托拉斯法制，包括其法制

特色、該法制目的之主要觀點、及其主要內容。第三節介紹美國一

九九五年之智慧財產權授權執行準則之內容。第四節針對該授權執

行準則之內容提出一些意見。 

 

第五章為美國反托拉斯法制與專利權權利行使交錯議題之實證

觀察。第一節首先針對專利法制與競爭法制之關係為一開場式之說

明。第二節針對美國專利法制與反托拉斯法制間之歷史發展進程，

為一時序性之說明。第三節針對美國反托拉斯法制與專利權權利行

使交錯議題，以類型化之方式，將司法實務判決予以說明介紹，其

中包括拒絕授權、權利金數額之決定、專屬授權、獨家交易、使用

限制、銷售價格限制以及搭售類型，其中分析當然違法原則及合理

原則兩種審查基準之交互演變與趨向。第四節針對近來美國法院所

提出針對專利權權利行使行為之第三種審查方向提出說明與介

紹。第五節針對上述案例之整理分析做出小結。 

 

第六章為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依照專利法行使權利之正

當行為暨審理技術授權協議處理原則之探討。第一節就我國公平交

易法第四十五條之立法沿革為一說明。第二節說明競爭法制之法律

定位。第三節提出本文對於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法律定位

見解。第四節說明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規範意義。第五節

說明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專利權正當行使行為之排除適用

範圍。第六節介紹我國公平交易委員會所頒訂之審理技術授權協議

處理原則。第七節針對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依照專利法行使

權利之正當行為暨審理技術授權協議處理原則，提出本文建議之審

查基準與審查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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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為結語與省思。本文最末引述美國司法部反托拉斯法執

行署近期發表之一篇名為『智慧財產權與競爭－鼓勵創新的四個原

則』之公開演講，作為本文所提出對於專利制度之制度理性省思參

考，並將本文所建議之審查基準與審查步驟作成審查流程圖，作為

本文之總結。 

 

 

 

 

 

 

 


	 
	第一章 緒論－問題之提出、研究範圍之界定與研究方法之說明
	第一節、問題之提出－我國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之法律定位爭議暨專利法制與競爭法制交錯領域之法律適用難題
	（一）例外排除說 
	（二）訓示規定或確認規定說 
	（三）阻卻違法說
	（四）違法考量說
	（五）權利濫用說 
	（六）違背立法意旨說

	第二節、研究範圍之界定
	第三節、論文架構說明

	 
	第二章、專利制度、專利權與其權利行使觀察
	第一節、專利制度
	壹、專利制度之源起及簡史
	貳、專利制度之目的與本質
	一、專利制度之目的
	二、專利制度之存在本質—為何設置專利制度?
	（一）自然權論
	（二）報酬論
	（三）激勵論
	（四）祕密公開論/交換論/契約論
	（五）防止不正競爭論
	（六）本文見解—交換與激勵共存論
	三、專利權保護標的之本質特性---為何必須以法定壟斷獨占權之賦予為手段？
	（一）無體性
	（二）公共財性


	參、小結：制度抉擇---賦予法定壟斷獨占權利作為手段之基礎

	第二節、專利權
	壹、專利權之定義
	貳、專利權之權利特性
	一、無體性
	二、法定期限性
	三、屬地性
	四、不確定性
	參、專利權保護類型
	肆、專利權之審查要件
	一、專利權保護標的之適格
	二、發明所為之揭露，須達該領域內一般技能者得據以實施之程度
	三、可專利性之實質要件
	（一）新穎性
	（二）進步性
	（三）產業利用性


	伍、專利權之權利範圍
	一、 地的保護範圍--域內效力
	二、時的保護範圍--專利權之期限
	三、物之保護範圍--專利權效力不及情事
	（一）專利法之規定
	（二）專利權權利耗盡理論
	1、國內耗盡原則
	2、國際耗盡原則


	四、專利權之消滅
	（一）依職權或舉發撤銷
	（二）其他


	陸、小結

	第三節、專利權之權利行使模式
	壹、專利權利用之模式—移轉與授權
	貳、專利權的移轉與讓與
	參、專利權之授權
	一、專利權授權之意義
	二、專利權授權之模式
	（一）專屬授權
	（二）非專屬授權
	（三）單向授權合約
	（四）雙向授權合約/交互授權合約


	肆、專利授權契約之一般條款
	一、前言（Preamble）
	二、定義（Definition）
	三、授權條款（Grant Clause）
	四、權利金條款（ Royalty Clause）
	（一）定額授權金（License Fee）
	（二）權利金（Royalty）


	五、權利金報告及稽核條款
	（Royalty Report & Audit Clause）
	六、技術改良與回饋授權條款（Improvements & Grant Back Clause）
	七、保密條款（Confidentiality Clause）
	八、擔保條款（Warranty Clause）
	九、賠償條款（Indemnification Clause）
	十、契約期間終止條款（Termination Clause）
	伍、小結


	 
	第三章、專利權濫用理論及其與反托拉斯法相關問題探討
	第一節、專利權濫用理論之意義
	第二節、專利權濫用理論之體系定位
	第三節、專利權濫用理論之反面規範
	第四節、專利權濫用理論與競爭法之關係
	壹、前言
	貳、專利權濫用理論與反托拉斯法違反之差異
	一、抗辯與獨立訴因
	二、一般性抗辯與特定構成要件
	參、專利權濫用理論發展之實證觀察
	一、專利權濫用理論案例發展
	二、專利權人之市場力量假設

	第五節、小結：專利權濫用理論與競爭法制之適用範圍釐清

	  
	第四章、美國反托拉斯法制以及其對專利權權利行使之相關規範
	第一節、美國反托拉斯法法制
	壹、法制特色
	貳、美國反托拉斯法制目的之主要觀點
	一、前言
	二、Chicago School
	三、Populist

	參、美國反托拉斯法主要內容
	三、聯邦交易委員會法（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第二節、美國反托拉斯法主管機關頒佈之智慧財產權授權執行準則
	壹、適用範圍
	貳、授權行使之基本審查原則
	一、採取依個案事實審酌之彈性審查標準 

	參、反托拉斯分析之審查基準
	1、採用『合理原則』之審查基準
	2、授權約款涉及排他性之考量
	3、安全區域（Safety Zone）
	 4、授權限制條款之類型化分析
	（2）轉售價格維持(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4）獨家交易(Exclusive dealing)
	（5）交互授權與聯合授權(Cross-licensing and pooling arrangements)
	（6）回饋授權(Grantbacks)


	第三節、小結

	 
	第五章、美國反托拉斯法制與專利權權利行使交錯議題之實證觀察
	第一節、專利法制與競爭法制之關係
	第二節、美國專利法制與反托拉斯法制間之歷史發展進程
	壹、概說

	第三節、美國反托拉斯法制與專利權權利行使交錯議題之實證觀察
	一、概說
	二、實務發展
	三、本文見解

	第四節、近來案例之演變--新的審查基準思考？
	第五節 小結
	第一節、公平交易法之體系定位
	第二節、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之立法理由
	第三節、本文對於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法律定位之見解
	一、各說不妥處
	二、法規範目的之探求
	三、競爭法之法位階
	四、抑制管制之法價值抉擇
	五、小結


	第四節、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之規範意義
	第五節、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之排除適用範圍
	第六節、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專利權授權行使行為頒佈之行政規則--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理原則
	（一）一般財產權涉及之特定市場
	（二）技術授權涉及之特定市場
	（一）實質審查
	（二）合理原則
	步驟一、系爭行為或授權約款是否逾越專利權固有權能或專利權保護範圍/安全區域檢視
	步驟二、區分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類型
	步驟三、限制競爭類型之市場力量檢視
	步驟四、限制競爭類型之反競爭效果檢視
	步驟五、限制競爭類型之授權限制是否合理、必要檢視
	步驟六、限制競爭類型之授權限制是否具有促進競爭效果以及與反競爭效果衡量之檢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