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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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利（Patent）」一詞，乃源自拉丁文『patens』。『Patere』則

為『to be open 』之意，引伸而言，係指『which is open to view or open 

to public scrutiny』而言，故最早之英美專利證書『letters patent』，乃

由拉丁文之「literae patentes」演變而來，即意指「公開信（ 證書） 」

（open letters） ， 簡言之，即由象徵國家最高權力之君王所發出為

賞賜之證明書信，其中列舉出賦與榮耀之地位、官職或特權予該證

書之受文者（Patentee），以便於向大眾出示。例如取得許可設立法

人團體、獲頒貴族封號、享有特權以及獲得對土地或發明的權利等。

而「專利（Patent）」本身所代表之意義則通常係指官方就發明所為

記述之複本， 該官方記述則為對專利內容之說明13。 

                                                 
13 Donald S. Chisum, Craig Allen Nard, Herbert F. Schwartz, Pauline Newman F. Scott 

Kieff, Principles of Patent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Foundation Press, 2001 2nd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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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從專利制度的歷史加以追本溯源，早於公元前三世紀古

希臘都市西巴理斯之居民，由於熱衷於品味飲食，期能有新奇、具

有特色之美色佳餚持續推出以滿足口腹之慾，即對新食品之創作賦

予其創作人一年之獨占特權，在該一年之特權期間內，僅允許該創

作人烹製其所獨創之菜餚。直至文藝復興時代，始對專利權之授與、

頒發，為有計畫、系統性之操作運用。據史料記載，天文學家伽利

略（Galileo）即曾於一五九四年依照威尼斯共和國專利法之規定，

而取得「汲水裝置」之專利權14。 

 

而就晚近而言，專利制度的濫觴，源於西元十七世紀，英國伊

麗莎白女王時代，當時因為國家財政窮困，政府為廣闢財源，以彌

補國家財政需要之不足，開始濫發專利權，以圖收取相關之規費，

並充實國庫，結果，對鹽、酒、玻璃、鐵、帆布等生活必需品，即

便未加以顯著之改良、創新，亦容許個人對之加以獨占，以致造成

物價飆漲，導致國內抗議政府濫發專利權之聲四起，為弭平此等抗

議聲浪，英國政府乃於西元一六二四年由英王詹姆士一世頒佈著名

之「專賣條例」（Statute of Monopolies），該條例確認了授與專利權

的基本原則，亦即認定獨占乃違反普通法，因此不許之，僅於發明

係有益於公益且發明者乃最先且係真正為新穎製造物之發明者（true 

and first inventor），方由國家給予其獨占之專利權，此即近代專利之

度的起源15。亦即，將專利權之賦予加之以明確之『可專利性要件』，

                                                                                                                                                 
P2.；同見曾陳明汝，兩岸暨歐美專利法，學林出版社，九十三年二月修訂再版，頁

1-2 
14 陳智超，專利法理論與實務，五南出版社，九十三年三月二版二刷，頁 3。 
15 “Foresighted monarchs and politicians in medieval Europe granted special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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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神上可說至少已包括現代之『新穎性』與『進步性』要件。 

 

值得特別注意者係，於前述英國政府時期，英國國王管理國內

商業之方法除藉由許可證（charters）及公開證書外（ 對發明賦與

特權僅為公開證書之一種），其他尚包括賦與發明人專有實施其發明

之特權16。 

 

經由以上之說明可以得知，過去專利所代表的意義，乃由證明

君王就特定事項賦與特權之書信，而演變為官方就發明所為記述之

複本。時至今日對於專利權的定義或謂範圍，則限縮於專指「對於

發明所賦與之獨占（排他）權利，而前述所稱發明則係具有新穎之

功能或對於問題能提供新的技術解決方案之物品或方法」17。 

 

從以上之定義中可以瞭解，目前之專利制度乃以發明做為該制

度中所欲規範之客體，並以賦與獨占性權利為方法，以達成該制度

所設立之目的。 

                                                                                                                                                 
using a remuneration or an award as a means for this purpose. Needless to say, this 

should not be interpreted that a secure system could have been created in this manner. 

This system was apparently born in mediaval Venice and further developed in England.”, 

JPO, A History of System of Industrial Property Rights, 

http://www.jpo.go.jp/seido_e/rekishi_e/rekisie.htm，瀏覽日期 95/5/31，並見 

陳智超，前揭註 14 書，頁 4。 
16 Donald S. Chisum etc., 前揭註13文。 
17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之定義，http://www.wipo.int/about-ip/en/patents.html, 瀏覽日

期9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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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利制度之目的與本質 
 

一、專利制度之目的 
 

專利制度對於發明、創作最具體的保護即是賦予一具有特

殊性質的權能，亦即「專利權」。專利權屬於智慧財產權之一種，

而關於智慧財產權之保護，乃係因時代潮流趨勢、強化對知識

財產的重視而來。有關專利權之定義，我國專利法上並無明文

表示，參考美國相關法規內容得知，乃係財產權之一種18，賦予

權利人在一定期間內，透過公權力之介入，享有合法壟斷之排

他權利19，但本質上並非自然產生天賦之權利，而是國家為其產

業政策目的，藉特定期間之壟斷權利以確保權利人得以獲得適

當的報酬，並藉此鼓勵專利權人願意將其技術予以『公開』，若

基於此立場觀之，專利擁有「獨占」的本質，為其首要特色，

而除賦予專利排他的權利外，專利權之另一項特色則為「公

開」。蓋予以排他權利之用意，係透過法律規定保護專利的同

                                                 
18 35 U.S.C. 261 (ownership; assignment)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title, patents 

shall have the attributes of personal property…” 
19 U.S. Const. Art. I, §8, cl.8: “The specific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 authorizes the 

Congress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useful arts, by securing for limited times 

to …inventor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heir …discoveries.”；35 U.S.C. § 154 : “Every 

patent shall contain …a grant to the patentee … of the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from 

making , using . or selling the invention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27

時，將專利之實施方法公諸於世，希冀進而刺激將來其他或相

關發明研究之生成，而及早公開發明此舉，不但積極促進產業

進步發展、資源共享的目的，及消極避免重複研發造成的不經

濟，而達到提升整體社會科技水準、造福大眾，並促進商品生

產，造就富裕的社會之達成。 

 

我國專利法第一條規定：「為鼓勵、保護、利用發明與創作，

以促進產業發展，特制定本法。」開宗明義地說明了專利法之

立法目的有三，鼓勵保護發明與創作、利用發明與創作及促進

產業發展，即藉鼓勵、保護發明人，達到提昇產業科技水準之

目的。 

 

從前二點可看出專利法之規範目的在藉由保護發明人與創

作人的財產權，達到鼓勵、利用發明及創作，而得以促進產業

發展，作為專利法之目的。換個方向說，可以區分為個人利益

以及公共利益兩部分，專利制度一方面保障發明人與創作人之

權益，另一方面則藉此種保障使更多人可以『踩在巨人的肩膀

上』，以過去、屆期之發明創作為基礎，投入發明創作，使技術

水準得以漸次提昇，產業得以進步發展，而此一相當重要之『公

開機制』，亦使他人得以透過新技術與創作的利用，再加以改

良，並避免重複發明，浪費社會資源。透過專利制度保障私人

權亦屬於一種誘因，其最終之目標在於促進社會整體的進步與

發展，故專利權人自如同一般權利人般，受有不得逾越權利範

圍以及不得以損害他人為目的之公共利益考量限制。惟當專利

權人行使權利範圍內之權利時，亦應受有法律所給予之保障，

自不待言。 



 28

 

二、專利制度之存在本質—為何設置專利制

度? 

 

專利制度之本質說明賦與專利權利地位之形成背景，並有

助於了解專利權與一般財產權在效力上有所不同之理由。關於

探討專利制度本質的理論，以下分述之： 

 

 

（一）自然權論 

 

自然權論又稱基本權論，此理論認為專利權係發明人本來

就應取得之權利。財產權論以發明、創作之由來為出發點，主

張新穎之發明及創作既係來自於發明人，自應屬於發明人所

有。此與承認有體物之所有權的理論相同，對於由個人精神活

動所產生之無體的思想創造，仍應承認其具有同樣的、自然發

生的、無條件的所有權能，而保護所有權最有效之方法，乃就

對象之利用，賦與權利人以排他的權能20。所有權於其性質上，

具有排他性，故發明者就其發明的實施主張排他性是當然的結

果，政府授給專利權，不過係單純地予以承認，並非創設一個

新的權利，專利法之功能亦僅僅在於管理該權利而已21。 

                                                 
20 康炎村，工業所有權法論，七十六年八月，頁167-168。 
21 李茂堂，專利法實務，八十八年五月，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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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酬論 

 
報酬理論係著眼於發明人對社會之貢獻，透過社會之公平

正義的角度，認為對社會為有用之服務者，按其貢獻之程度，

國家、社會自應給予其一定之對價以作為報酬，而發明人則具

有向社會請求報酬之權利。發明人既係對於社會提供服務之

人，為確保發明人取得就其所提供的服務所應得之報酬，最妥

適的方法即為對之賦予專利權22。 

 

（三）激勵論 

 

『激勵理論』更基於知識經濟之觀點，認為市場競爭之核

心動力在於不斷之研發與創新，然而，創新發明之辛苦結晶很

容易受到剽竊，因此必須保護智慧財產權，而專利制度所提供

之經濟利益，亦即，專利權之保障，能為創新發明產生鼓勵之

誘因，以刺激創新之活動23。 

 

『激勵理論』又稱『獎勵發明論』或『刺激理論』，此種理

論之前提與後述之秘密公開論相同，皆肯定模仿是產業競爭中

企業時常採取之手段，且必然存在。但其往下之推論則有不同，

其認為發明人為完成其發明，往往必須付出許多之心血與金

                                                 
22 同見蔡明誠，發明專利法研究，台大法學叢書，八十七年八月二版，頁53；陳智

超，前揭註14書，頁4。 
23 楊宏暉，前揭註 3 文，頁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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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若發明人辛苦所完成之發明讓他人輕易地模仿，而無須花

費任何代價，將造成無人願意投入發明研究之行列，而皆採取

仿效他人發明及創作之手段，如此將導致發明活動停滯不前。 

 

因此基於獎勵發明之政策考慮，應採用專利制度給予發明

人一定之保護。專利制度的存在係為避免發明人由該發明所獲

得之利得，與第三人因競業而利用該發明所獲之利得失去平

衡。因為仿冒者不必像發明人投下鉅額之研發費用，卻可以比

發明人製造販賣更便宜的產品，發明人將難以回收其就該發明

所投資之費用，為了使發明人願意投入資本，努力開發有價值

的發明，國家以採取刺激發明意欲的手段來介入。最簡便、最

有效果的手段即為賦予發明人排他性的專利權，由法律給予發

明人一定期間，受限制的排他獨占權。蓋發明人以及使發明產

業化之企業，若不能預期可回收實施該發明之成本及取得相當

利潤，將不予發明及實施，而有礙社會整體的進步與發展。 

 

（四）祕密公開論/交換論/契約論 

 

『秘密公開理論』，認為產業在激烈的競爭中，模仿他人的

產品、技術以提高本身之競爭力是企業經常採取之手段，而發

明人為得到其發明、創作之成果，往往投注了許多之心力與金

錢，發明人為保護其發明，避免遭到他人之模仿，勢必會對其

發明嚴加保密，如此他人不易得知其發明之技術內容，對社會

整體技術之提升及產業之發展進步即有所阻礙。 

 

因此基於技術提升、產業進步之考量，應採取一定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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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發明人樂於公開其發明之技術秘密，此種措施即是給予公開

其技術秘密之發明人專利權，以作為其公開技術秘密之代價或

交換之對價，故本說亦稱『交換對價理論』。認為專利可用來鼓

勵創新的公開與廣泛使用，蓋若無專利權保護，發明人可能會

尋求營業秘密之方式保護及利用發明成果，然而這樣的秘密保

護卻會限制資訊之流通和技術的授權，而不利於社會24。讓專利

權人能對技術授權收取權利金，即可作為創新之公開所為之交

易對價。 

 

另本說又稱『契約理論』，蓋認為專利權之授與，乃發明人

與代表公眾的國家締結契約，基於該契約，使發明人公開其技

術秘密所包含之知識，使其置於眾人可得利用之狀態，相對地，

國家給予發明人以有期間限制，具排他獨占性之專利權作為對

待給付。如此發明人既可藉由專利制度獲取一定之代價，社會

於專利保護期間得以『有償』取得、利用發明人之發明內容，

專利保護期間過後，則得以『無償』取得、利用發明人之發明

內容，以提升產業之技術水準。專利權賦予之重要意義即在使

發明人願意將其發明創作的成果公開出來與大眾分享25。 

 

                                                 
24 同見，謝銘洋、徐宏昇、陳哲宏、陳逸男：『若發明人真要獨享其成果，則最保

險的方法是將其發明創作秘而不宣，當作獨家秘方或獨門絕招，藏諸名山，而不是

將其發明創作的內容公開申請專利。所以，專利的第一層重要的意義是在於發明人

願意將其發明創作的成果公開出來與眾分享，也正因為他願意與眾人分享其發明成

果，故國家使發明人得在一定的期間內，享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利用其發明之

權。』，專利法解讀，元照出版社，八十九年十一月初版二刷，頁 15。 
25 蔡明誠，前揭註22書，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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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止不正競爭論 

 

防止不正競爭論認為專利制度所以授與發明人專利權，其

目的在於使發明人得禁止第三人任意、擅自仿冒其研究成果，

藉由此等規範以創造並維持產業競爭秩序，使相關產業人士或

企業得以在公平合理之條件下進行市場競爭，否則，企業間之

不公平競爭將層出不窮26。 

 

（六）本文見解—交換與激勵共存論 

 

制度理論之形成與制度之演進有重要之關係，法律制度在

實際施行後，因不斷發現問題與錯誤而進行修正，理論也在此

過程中逐漸成形，與實際之制度相互呼應。現行各國之專利制

度普遍存在以下幾項特點：一、專利要件包括實用性、新穎性

及進步性；二、先申請原則之採取－專利權一般賦予先提出申

請者，而非先發明者；三、專利權有一定之存續期間；四、強

制實施之規定27。適當之專利制度理論，應能對現狀之演變以及

專利制度意欲發揮之功能均為合理之說明。 

 

按自然權論認為專利權是發明人自然應得之權利，所有發明

與創作皆應賦予發明人相同之權利，不應有區別或限制，因而

                                                 
26 陳智超，前揭註 14 書，頁 5。 
27 張啟聰，發明專利要件「進步性」之研究，東吳大學法律學系法碩班碩士論文，

九十年七月，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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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理論無法說明下列幾點：1、在專利制度下取得專利權為何須

具備新穎性、進步性及實用性之要件；2、若以專利權為天賦人

權之財產權，應不分內外國一律保護，但專利制度係採屬地主

義之原則，一國賦予專利權之效力，僅能及於該國領土28；3、

專利權為何僅給予發明在先或申請在先之人；4、一般財產權均

無期間限制，為何專利權為一定期間之限制；5、為何發明之專

利權需要申請才能取得，而非發明即取得。 

 

報酬理論雖合於公平正義之理念，惟過於空泛，無法解釋人

民對於社會有諸多方式與種類之貢獻，何以僅對發明此等貢獻

賦予權利，而忽略其他種類之貢獻，尤其是學術上之重大發現，

其貢獻遠大於一般發明，專利法卻明文加以排除。 

 

在防止不正競爭論方面，若僅僅在防止不正之競爭秩序，制

度上是否需要以賦予專利權人如此強大之專屬權利為手段，是

有疑問的。因為在自由經濟下，具有壟斷性質之專利權與自由

競爭之前提相違背，在制度之設計上，應以其他之方式來解決

較為妥適。為考量到無體財產權之易於剽竊本質，以法定壟斷

權之手段賦予智慧財產權人保護，結果上，得以防止不正競爭，

則屬無疑。 

 

因此上述理論，本文認為應以秘密公開論/交換論與激勵論並

存為可採。蓋就專利權之無體財產本質29言，在產業技術之發展

                                                 
28 翁金鍛，發明專利權保謢範圍之研究，台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八十年

五月，頁10-11。 
29 詳見本論文後述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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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競爭中，「模仿」是企業對於無體財產經常使用且必然存在之

手段，此種對於無體財產之「模仿」，基於其邊際成本十分低之

原因，使侵權人不必付出代價。就社會之觀點而言，模仿是社

會之重要手段，但發明人耗費許多之心血、時間與金錢所得到

之研究成果，輕易就被其他人模仿取得，將造成二種結果，一

是部分之發明人將不再願意從事發明，二是部分發明人雖仍從

事發明，惟為避免他人「不付任何代價地模仿」其發明成果，

必將其發明之技術盡力隱藏，以自行生產、銷售之方式，來獲

取利潤，兩者均將造成產業之技術水準無法提升。 

 

以公共利益之角度而言，整體產業技術水準以及社會之進步

乃其目標，就發明人之立場言，發明得以獲取經濟利益，是其

最關心之事，此亦係向來經濟學理論所謂之『自利心』，因此經

濟上利益往往可以成為從事發明的最大鼓勵誘因30。 

 

為了同時符合公益與私益之需求，專利制度乃針對具有可提

升整體產業技術（即進步性要件）之未重複（即新穎性要件）

的產業上發明（即實用性要件），提供一定期間之獨占權利（考

量無體財產之本質特性），來換取發明人「公開」其發明，就公

開此點，使社會受益，而藉由一定期間之獨占權利所可能帶來

之潛在經濟利益，得以藉此激勵該發明人或整體社會之一般未

有發明之人，進行源源不絕之創新發明活動。 

 

 
                                                 
30 當然，天馬行空之偶然發明則屬於大數法則之例外，本文此處所言為一般情形而

言。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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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隸屬於智慧財產權概念下之專利財產，有別於一般民法體

系傳統上所保護之標的差異，首先即在於其權利價值本身之『無

形體』特質，使得權利擁有人難以對其所擁有之權利施以如同

有形物一般有著完全之事實上掌控權得以排除他人使用。一般

而言，對於有體物之侵害行為，可以利用物理方法，將之置於

自己之占有下，或圍起欄杆、或藏諸於保險櫃中，以防止他人

的侵害行為。相對於此，智慧財產等無體財產係屬無實體的存

在，從而無法將之限定於一定之物理空間中，因此侵害行為並

無一定之空間限制，在各個地方都有侵害行為存在之可能，此

使權利人無法早期發現侵害行為之存在，而迅速制止其存續

31。鑑於傳統民法認定之財產權及所提供之保障，均不足以定

義及保護智慧財產權，故需另以立法保障之。 

 

（二）公共財性 

 

隸屬於智慧財產權概念下之專利財產，有別於一般民法體

系傳統上所保護之標的差異，其次為其公共財性質。 

 
                                                 
31 田村善之，知的財產權與損害賠償，弘文堂，東京，頁 122，轉引自黃銘傑，前

揭註 3 文，頁 13，註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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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經濟財一般可分為公共財與私有財。公共財泛指一切財

貨，其之邊際消費成本為零，亦即每多一個單位之消費，成本

不會相對增加。例如，街邊的路燈照亮街道，一個行人經過而

享受照明與兩個行人經過的成本是相同的，而並不因多一個人

經過而增加成本。公共財之另一特點為，供給者無法將供給限

於某些對象，而排除其他人消費。如街燈之供給，很難限制其

消費對象32。因之，供給者很難以限制消費對象來收取費用。 

 

由於公共財之上述兩種特性（即消費者之成本趨於零而可

不計成本任意消費，及供給者無法收取費用），使得其財產權之

價值較低。這使得製造供給公共財之意願相對較低。但每一社

會，均需要此種財貨之供給33。 

 

智慧財產因為無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以及可同時使

用之集體消費性(collective consumption)的公共財特性，使其一

旦研發完成並流通，即難以控制其使用與散佈，因此具有公共

財性質34。 

 

                                                 
32 又如，數位產品的重製成本趨近於零， 因此許多企業開始以免費贈送產品作為

經營企業的模式。其實這種經營模式早就存在於「電視」產業中。一旦電視節目製

作完成， 給一位觀眾看、給所有台灣的觀眾看、或是給世界的觀眾看， 對於電視

節目的製作成本是相似的。所增加的是傳播基礎結構的費用， 相對於網際網路而言， 

便是網際網路連線費用， 而不是網站內容費用。柳瑜珊，前揭註3文，頁20。 
33 蔡英文，公平交易法與智慧財產權，政大法學評論第四十四期，八十年十二月，

頁 256-257。 
34 張心悌，智慧財產權保護之法律經濟分析，律師雜誌第二一一期，頁 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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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小結：制度抉擇---賦予法定壟斷獨占權

利作為手段之基礎 
 

基於上述專利權保護標的之無體性及公共財性，使得研發與創

新產出之成果很容易被複製或剽竊，因此智慧財產權之保護變的十

分重要。蓋在知識經濟裡的市場競爭力來自於商品不斷的突破與創

新。為避免專利權保護標的此種無體公共財供給意願缺乏問題。一

般而言，解決公共財供給意願 2 低落之辦法有二，一為以法律手段

將公共財轉化為私有財，二為以政府為公共財之供給者，而政府之

成本支出可由全民之稅收支付，後者屬公共供給與公營事業問題。

前者之公共財轉化為私有財之法律手段，最具體之表現即為智慧財

產權法制，以賦予法定壟斷獨占權利之手段，提高其供給誘因 35。 

 

而以智慧財產權立法之法律手段來保護具公共財性質之智慧財

產，包含兩個特點：一為創造法律上的壟斷權，將之授與公共財之

供給者，二為加強法律之執行，以保護供給者之壟斷權（即排他

權）。換言之，轉化的手續上，首先必須賦予供給者排除他人使用

之權利，再以法律之執行阻卻他人任意使用。36因此，智慧財產權

之目的，於經濟理性的考量上，係在於維持投資及創新，避免「搭

                                                 
35 蔡英文，前揭註 33 文，頁 256-257。 
36 同前註。 



 38

便車」（free rider）所可能造成的扭曲市場競爭功能37。 

 

蓋由於智慧財產權具有公共財性質，加上低邊際成本和高固定

成本之成本結構，若缺乏專屬權之保護其他人可以輕易的模仿創作

者之成果而無須投入極大之研發成本，同時得以較低價錢競爭，如

此一來創新者即無法完全獲取創新所形成之利益以回收最初的投

入，因而會減少創新研發之意願，但藉著智慧財產權之保障，創新

者可以將模仿者搭便車的外部成本內部化，以獲取全部之創新利

潤，進而刺激創新研發之誘因。38因此，為避免發明人可能因為智

慧財產極易被仿製，以及法律保護制度之不足，以致於無法獲得智

慧財產之『實質經濟價值』，結果減低創新誘因，立法者之制度抉

擇為－以智慧財產權立法之法律手段來保護具公共財性質之智慧

財產 39。此亦為目前大部分國家，對於創新活動之保護，在制度選

擇上，認為必須藉由賦予專利權人專利權得以鼓勵創新 40，即選擇

以智慧財產權之立法來保護創新，亦即，藉由給予創作者之排他專

                                                 
37 Lawrence A. Sullivan, Is Competition Policy Possible in High Techmarkets ?: An 

Inquiry into Antitrus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Broadband Regulation as Applied to “the 

New Economy”, 52 Case W. Res. L. Rev. 41, 62 (2001).  
38 Lawrence A. Sullivan & Warren S. Grmes, The Law of Antitrust(2000), 809-810，轉引

自，楊宏暉，前揭註 3 文，頁 69。 
39 循此思維，有謂，智慧財產權保護之目的，乃在將創新所付出之社會成本與智慧

財產權間之差額極大化，Stanley M.Besen & Leo J. Raski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5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Win. 

1991), 轉引自張心悌，前揭註 34 文，頁 32。 
40 ABA(2002),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 survey, 10-14,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opp/intellect/0207salabasrvy.pdf, 轉引自，楊宏暉，前揭註 3 文，

頁 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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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權，使其得以享受創新成果所帶來的經濟利益，以便循環式的不

斷鼓舞創新活動，最終促進人類科技及文明之進步之制度抉擇。 

 

 

第二節、專利權 

 

壹、專利權之定義 
 

就專利權之定義而言，我國專利法並未予以明文規定，而現行

國內學界及實務通說認為專利權者，乃專利權人依專利法所得享有

專利法上所賦予之權利外，同時亦具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利用

該發明之法律上獨占地位 41。係依據專利法第五十六條第一項「…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販賣、使

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品之權。」推知其為一種專利權人專有

「製造」、「販賣」、「使用」及「進口」之排他權利。而排他權意指：

排除他人對於特定專利「自由實施」之權利，亦即他人未經權利所

有人之同意或授權，不得製造、販賣、使用及進口該「專利說明書」

中之「申請專利範圍（Claim）」所揭露之專利。 

 

依WIPO 見解 42，則認為專利權者，係在專利權期間內，專利

                                                 
41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之制度與實務，八十四年，頁 133。 
42 What rights does a patent owner have? “A patent owner has the right to decide who 

may - or may not - use the patented invention for the period in which the invention is 

protected. The patent owner may give permission to, or license, other parties to use the 

invention on mutually agreed terms. The owner may also sell the right to the inven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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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有權決定誰能或不能使用該發明。專利權人可以透過協議以允

許、授權方式與他人共用使用該專利。專利權人亦可將專利權出賣

給他人，而第三人即成為新的專利權人。一旦專利權期滿，保護終

了，發明即歸於公眾所有，專利權人不再享有獨占權，而大眾即得

利用該發明者。 

 

 

貳、專利權之權利特性 
 

一、無體性 

 

誠如本文前述，專利權之保護標的之專利財產特性一般，

賦予權利後之專利權，仍具有無體性質，足以作為智慧財產權

和一般物權之區別。蓋慧財產權乃藉由法律相關規定來界定其

範疇，並無固定存在之實體，故必須附著或與其他有體物結合，

呈現於外使人感知其存在，但其存在卻不受其所附著或結合之

有體物之限制。而在專利權部分，專利權利本身亦係一概念上

存在，而以文字元號抽象表達而界定之權利 43，而該界定權利

                                                                                                                                                 
someone else, who will then become the new owner of the patent. Once a patent expires, 

the protection ends, and an invention enters the public domain, that is, the owner no 

longer holds exclusive rights to the invention, which becomes available to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by others.” , available at 

http://www.wipo.org/about-ip/en/index.html?wipo_content_frame=/about-ip/en/patents.ht

ml ，瀏覽日期 95/5/28。 
43 鄭中人，論專利權之性質（上），司法週刊第八八七期，版 3，八十七年七月二十

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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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作，則由專利說明書上所載之申請專利範圍（claims）所擔

綱。換言之，一個物品發明專利權，並非指專利產品之本身，

而是及於專利範圍所包含之產品，只要他人之產品落入該專利

範圍內，且未經專利權人之許可而製造、販賣等，即屬侵害專

利權。 

 

 

二、法定期限性 

 

由於法定壟斷獨占權之手段十分強烈，因此制度設計上，

以專利法為例， 必須經過申請及審查， 以認定其具有可專利

性(patentability)之三要件：新穎性、進步性及產業上利用性之發

明 44，並予以公開揭露外；更設有權利保護期間之限制，一旦

權利保護期間屆滿，此利益之直接享受者為大眾、國家與社會，

而歸於全人類共同擁有 45，該專利技術即成為公共所有，任何

人都可以自由使用。 

 

 

三、屬地性 

 

                                                 
44 由於我國在實務及學說上並未就此一概念產生統一的用語，故在相關用語上可

見：進步性、非顯易知性、發明活動(Erfinderische Taetigkeit)與發明高度

(Erfindungshoehe)等，解釋上皆是相似意義之用語。蔡明誠，前揭註 22 書，頁 80。 
45“A patent is … disclosure of the invention to the public and the right to use it after the 

grant expires.”, William H. Francis & Robert C. Collins, Case and Materials on Patent 

Law, at 408(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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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現行各國法制設計下之專利權，均以專利申請權人經過

國家專利審查機關，審查可專利性要件均符合後，始授與專利

權，因此，專利權原則上囿於國家主權行使之界限，僅於該國

享有專利權，並無國際效力。因此，專利權人必須至各國申請

並獲准，始得在不同國家之間享有專利權，此屬於純粹之商業

決定問題，若未於 A 國申請，則不得在 A 主張該地域之內專利

侵權行為，包括製造、銷售等等，當然，特定國家間之協定，

亦可約定所謂符合『優先權』要件後，承認他國專利國在該國

境內有效，惟仍屬少數例外。 

 

四、不確定性 

 

所謂不確定性，即指權利之狀態不安定，蓋須經審查符合

可專利性始取得之專利權，仍處於可能被撤銷的狀態，即便通

過主管機關之實質審查後，取得權利，亦不能完全確保該權利

之有效性 46。因此，專利權申請前之專利前案檢索變得十分重

要，以免取得專利權後進行大量商業化行為，卻突然被宣告『專

利無效』，甚至侵害前人未屆期之專利權，均屬可以事前預防之

手段。 

 

 

參、專利權保護類型 
 
                                                 
46 賴文智，智慧財產權與民法的互動-以專利授權契約為主，台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

碩士論文，八十九年，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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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國之專利法之相關規定可以看出，我國之專利類型分為三

類型，分別為發明專利、新型專利及新式樣專利。所謂『發明專利』

係指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 47，由於其技術意涵強烈，俗

稱『大發明』；而『新型專利』則指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

品之形狀、構造或裝置之創作 48，因其技術意涵不若『發明專利』

強烈，故又俗稱『小發明』；至於新式樣專利則是指對物品之形狀、

花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 49。 

 

相較於我國賦予專利權保護的類型，美國則區分為發明專利

（Utility Patent）50、設計專利（Design Patent）51及植物專利（Plant 

Patent）52，發明專利包括發明或發現任何新而有用之方法、機械、

                                                 
47 我國專利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發明，指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 
48 我國專利法第九十三條規定：「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狀、構造

或裝置之創作。」 
49 我國專利法第一百零九條規定：「新式樣，指對物品之形狀、花紋、色彩或其結

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 
50 35 U.S.C. §101: “Whoever invents or discovers any new and useful process, machine, 

manufacture, or composition of matter, of any new and useful improvement thereof, may 

obtain a patent therefore,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this title.” 
51 35 U.S.C. §171: “Whoever invents any new, original, and ornamental design for an 

article of manufacture may obtain a patent therefore,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and 

requirements of this.” 
52 35 U.S.C. §161: “Whoever invents or discovers and asexually reproduces any distinct 

and new variety of plant , including cultivated sports, mutants hybrids, and newly found 

seedlings, other than s tuber propagated plant or a plant found in and uncultivated state, 

may obtain a patent therefore, … ” and §164: “…, for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into effect 

the provisions of this title with respect to plants (1)to furnish available informa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2)to conduct through the appropriate bureau or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research upon special problems, or (3)to detail to the Director offi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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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品或物的組合，或其新穎而有益之改良者皆屬之，設計專利則指

對於物品製造之設計所得之專利，至於美國所保護的植物專利，於

我國並未特有專利予以保護，但卻另以植物品種及種苗法加以保

護，且於我國專利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53第一款中明文排除之。 

 

肆、專利權之審查要件 
 

專利權人既享有排除他人製造、販賣、使用、進口該專利製品

或方法的權利，在相當程度、範圍內限制了他人的自由與權利，制

度設計上遂建立了可專利性要件，使專利申請人所為之申請須符合

一定要件與資格後，始能享有國家賦予之排他權。以下分述之： 

 

一、專利權保護標的之適格 

例如我國專利法第二十四條、第九十六條和第一一二條等

列舉了數種不予專利之物品和方法。我國專利法第二十四條規

定：『下列各款，不予發明專利：一  動、植物及生產動、植物

之主要生物學方法。但微生物學之生產方法，不在此限。二  人

體或動物疾病之診斷、治療或外科手術方法。三  妨害公共秩

序、善良風俗或衛生者。』、我國專利法第九十六條規定：『新

型有妨害公共秩序、善良風俗或衛生者，不予新型專利。』、我

國專利法第一一二條規定：『下列各款，不予新式樣專利：一  純

                                                                                                                                                 
and employees of the Department.” 
53 我國專利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下列各款，不予發明專利：一 、動、植物及生產

動、植物之主要生物學方法。但微生物學之生產方法，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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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設計之物品造形。二  純藝術創作或美術工藝品。三  積

體電路電路布局及電子電路布局。四  物品妨害公共秩序、善良

風俗或衛生者。五  物品相同或近似於黨旗、國旗、國父遺像、

國徽、軍旗、印信、勳章者。』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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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現行專利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及第四項之規定：「第一項

之說明書，除應載明申請專利範圍外，並應載明有關之先前技

術、發明之目的、技術內容、特點及功效，使熟習該項技術者

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 前項申請專利範圍，應具體指明

申請專利之標的、技術內容及特點。」TRIPs 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及美國專利法第一一二條亦規定清晰、完整之揭露需求，其

實務上則常以不符該需求而不予專利或撤銷專利權。 

 

三、可專利性之實質要件 

 

本文由於將以發明專利及新型專利與公平交易法之相關交

錯領域作為探討的主體，因此以下特別針對發明專利及新型專利

                                                 
54 外國實務曾對於電腦軟體及基因操控之動、植物是否具備專利能力有爭議，現今

則多採肯定見解。惟在我國，依專利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基因操控之動、植物，

非適格的專利標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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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需具備的新穎性、進步性及產業利用性 55介紹之 56。 

 

（一）新穎性 

 

新穎性（novelty；new）係指該發明尚未形成公知或公用的

技術思想。從人類文明的發展歷程而言，公知或公用的技術思

想屬公共財，基於既得權的保護原則，應不許利用專利制度之

先申請主義來達到無主物先佔，而將公共財納入私人財產，以

免有礙科技文明之進展。此外，欠缺新穎性的發明或創作，發

明人所貢獻的社會價值為零，故不具備獲得專利之資格。 

 

我國專利法第二十二條 57第一項就新穎性係指『未曾見於

刊物、未曾公開使用且未為公眾知悉者』。此外，為貫徹『先申

請主義』的精神，同法第二十三條前段有擬制喪失新穎性的規定

                                                 
55 按發明專利須具備產業利用性、新穎性及進步性；新型專利亦須具備產業利用性

及新穎性，但進步性較發明為低。 
56 新式樣則須具備產業利用性、新穎性、創作性、物體性與視覺性，例外於聯合新

式樣中，不須新穎性與創作性。 
57 我國專利法第二十二條規定：『（I）凡可供產業上利用之發明，無下列情事之一

者，得依本法申請取得發明專利：一  申請前已見於刊物或已公開使用者。二  申

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II）發明有下列情事之一，致有前項各款情事，並於其

事實發生之日起六個月內申請者，不受前項各款規定之限制：一  因研究、實驗者。

二  因陳列於政府主辦或認可之展覽會者。三  非出於申請人本意而洩漏者。申請

人主張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情事者，應於申請時敘明事實及其年、月、日，並應

於專利專責機關指定期間內檢附證明文件。（III）發明雖無第一項所列情事，但為

其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易完成時，仍不得依

本法申請取得發明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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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利之發明，與申請在先而在其申請後始公開或公告之發

明或新型專利申請案所附說明書或圖示載明之內容相同者，不得

取得發明專利。… 」58。此外，未經申請人同意之公開，於中國

大陸專利法、日本專利法、美國專利法及歐洲專利公約，皆規定

為不喪失新穎性 59，我國專利法於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三款亦有

相同規定，惟仍需於事實發生之日起六個月內申請，以符法安定

性。 

 

（二）進步性 

 

進步性，有稱為發明高度 60，一般認為是區別發明與新型

的因素之一，即發明須具發明力（inventive power），其技術思

想須超越現今所知的程度，據既有學理與過去經驗不易推知，

熟習該項技術者亦不能輕易完成者，而新型則只須具備設計力

（constructive power），其技術思想不須超越現今所知的程度，

故依據既有學理與過去經驗容易推知之創新，只要非顯得輕易

完成，即符合新型專利之進步性要件 61。 

                                                 
58 但倘申請人與申請在先之發明或新型專利申請案之申請人相同，則例外不喪失新

穎性，見專利法第二十三條但書規定。 
59 陳智超，論主張新穎性喪失例外之敘明，智慧財產權第六期，智慧財產局編印，

八十八年六月，頁42。 
60 鑒於國際趨勢上，已不再單以發明欠缺技術進步性而拒絕授與發明專利，為避免

審查時過度強調技術進步因素，學者認宜改稱「發明高度」，蔡明誠，前揭註 22 書，

頁 83 。 
61 我國現行專利法第九十四條第四項之規定，僅有非顯能輕易完成之要件，而單純

增進功能已不符新型專利的進步性要件，其內容為：『凡可供產業上利用之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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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發明不僅須為創作，該創作尚須具備相當之高度，

且非得輕易完成。例如，行政法院七十三年判字第 1391 號判決

謂：「… 惟發明專利必須具有高度之技術思想及高度技術手

段。若僅引用習知之技藝作成不同之構造，缺乏高度之技術思

想，則其構造之改變，即難認為符合發明專利之要件，… 縱如

原告所稱較上揭專利案在結構及配置方式上有改進，亦係引用

習知之技藝作成不同之構造，即係以新手段解決舊問題，缺乏

高度之技術思想，此種構造之改變，自不合發明專利之要

件。… 」，認為雖有改進，但缺乏相當的創作高度，亦不符合

發明專利之要件 62。 

 

我國專利法對於發明與新型的進步性判斷標準，主觀上採

「其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為判斷標準，客觀上則

「依申請前的先前技術」為判斷依據。至於進步性的程度高低，

發明專利須非「能輕易完成」，新型專利則須非「顯能輕易完

成」，如上所言，單純的「增進功效」已非新型專利進步性之選

擇性要件。 

 

（三）產業利用性 

 

產業利用性（industrial applicableness），亦有稱為實用性

                                                                                                                                                 
無下列情事之一者，得依本法申請取得新型專利：…（IV）新型雖無第一項所列情

事，但為其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顯能輕易完成時，

仍不得依本法申請取得新型專利。』 
62 熊賢安，專利侵權之判斷，東海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九十二年六月，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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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ty），依實務見解，因專利法新舊規定不同，所以二者概念

尚有不同。行政法院七十三年判字第六號判決曾謂：『… 但所

稱產業上利用價值係指合於實用，並已達到產業上實施之階段

而言，若不合實用，或尚未達到產業上實施之階段，即非具有

產業上利用價值… .」，可知產業利用性包含「實用性」與「達

到產業上實施階段」二者。而「凡新發明之具有工業上價值者，

始得依專利法申請專利，為專利法第一條所明定。… .所謂『不

合實用』，係指工業上之實用而言。其與工業無關之發明，縱無

『不合實用』之情事，依現行專利法之規定，仍無申請專利之

餘地。… 」63。關於產業利用性之判斷標準，綜合我國司法實

務之觀點，判斷產業利用性似係依據技術知識及經驗法則，考

量成本、功效、發明目的、操作方式、人物力消耗、耐用度、

安全性等因素。64 

 

有學者認為，對於實用性要件不應作太嚴格要求，因為今

日看來沒用之發明，可能明日就成為重大技術突破之基礎，因

此，只要創作有達到特定產業目的的「可能性」，原則上就應該

承認它的產業利用性。故所謂的產業利用性應該是指具備產業

潛力的實用發明，而非以當前國家產業現實發展狀況來限制具

工商業潛力，卻未能立即量產的發明。雖然基於對價衡平原則，

發明未達產業上實施階段者，原則上不宜予以專利，但在知識

經濟時代，「研發」已成產業之一，且是重要的產業，研究過程

                                                 
63 行政法院五十七年度判字第 321 號判例。 
64 行政法院七十一年度判字第 1619 號裁判、行政法院五十二年度判字第 65 號判

例、行政法院五十二年度判字第 66 號判例、行政法院五十二年度判字第 121 號裁

判、行政法院七十二年判字第 312 號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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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實施難謂全無產業利用性。換言之，具產業潛力之發明，

以目前科技進步的速度看來，縱未量產，仍具產業利用性，但

對專利權人而言，排他權效力不及於為研究、教學或試驗實施

其發明，而無營利行為者 6566。 

 

 

伍、專利權之權利範圍 
 

專利權之取得，需經審查是否符合可專利性要件後始能賦予，

審查內容包括，形式審查、實質審查。我國對發明專利原採取所謂

實質審查，於修法後則採取『早期公開，延後申請審查』制度；新

型與新式樣專利則採取形式審查 67。專利權之效力，即指在法律所

允許、劃定之保護範圍之內所得享有之權利。我國專利法第五十六

條規定專利權人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為販賣之要約、

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品之權，係為專利權之積極效

力，而於專利權受侵害時，專利權人享有侵害排除請求權，因此蒙

受之損害並得請求賠償，係為專利權之消極效力。 

 

而所謂專利權效力所及範圍，一般可分為以下方面討論：地的

保護範圍：即屬地主義；時的保護範圍：即專利權之期限；物之保

護圍：即專利權效力不及情事。最後，提及專利權利之消滅。 

                                                 
65 我國專利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 
66 熊賢安，前揭註 62 文，頁 59。 
67 新型專利尚引進技術報告制度，見我國專利法第一百零三條至一百零五條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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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的保護範圍--域內效力 

 

所謂地的保護範圍，係指各國對於某一發明創作是否應給予

智慧財產權保護，其要件如何，所應取得之權利效力及範圍如何

等，悉依各國內國之法律定之，並不受他國之約束，亦可稱為屬

地主義，故為內國法效力所及範圍之問題，原則上並無域外效

力。由於國際對專利權之取得係採註冊主義，如外國專利未在內

國註冊者，即使在內國受到侵害，亦不認為構成專利侵害。 

 

二、時的保護範圍--專利權之期限 
 

專利權並非永久權利，而係有一定之保護期間，我國原則

上發明專利為二十年，新型專利修法前為十二年，修法後則縮

減為十年；計算方式均溯及自申請日起算，自申請日至審定公

告之前，實際上在專利法上應不受任何保護，惟修法後，配合

實施早期公開制度 68，即自專利案申請後，經過一定期間，除

有例外情事 69，否則將公開其申請內容，藉以避免企業活動之

不安定及發生重複研究、投資之情形，因此，雖然在該段期間

                                                 
68 我國專利法第三十六條第一項規定：「專利專責機關接到發明專利申請文件後，

經審查認為無不合規定程式，且無應不予公開之情事者，自申請日起十八個月後，

應將該申請案公開之。專利專責機關得因申請人之申請，提早公開其申請案。發明

專利申請案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予公開：一、自申請日起十五個月內撤回者。二、

涉及國防機密或其他國家安全之機密者。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 …」 
69 我國專利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專利之發明經審查認無不予專利之情

事者，應予專利，並應將申請專利範圍及圖式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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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取得專利權，但專利申請人將來確定取得專利權後，對於

該期間利用、實施其發明之第三人，有請求適當補償金以作為

彌補之權利。 

 

我國法有關發明及新型專利權之期限，分別規定於專利法

第五十條第三項：「發明專利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二十年屆

滿。」、以及第一百條第三項：「新型專利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十二年屆滿。」。依專利法第五十條之規定，申請專利之發明，

經審定公告後暫准發生專利權之效力，經審定公告之發明確定

後，自公告之日起給予發明專利權並發證書。 

 

三、物之保護範圍--專利權效力不及情事 

 

（一）專利法之規定 

 
專利法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明文規定專利權效力所

不及之情事，以此來界定專利權物的權利保護範圍。 

 

按法律限制專利權物之範圍主要在於專利法五十七條規定

70，其內容為：『 

發明專利權之效力，不及於下列各款情事： 

一  為研究、教學或試驗實施其發明，而無營利行為者。 

二  申請前已在國內使用，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但在申請前六個月內，

於專利申請人處得知其製造方法，並經專利申請人聲明保留其專利 

權者，不在此限。 

                                                 
70 我國專利法一百零八條規定新型專利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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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前已存在國內之物品。 

四  僅由國境經過之交通工具或其裝置。 

五  非專利申請權人所得專利權，因專利權人舉發而撤銷時，其被授權人

在舉發前以善意在國內使用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 

六  專利權人所製造或經其同意製造之專利物品販賣後，使用或再販賣該

物品者。上述製造、販賣不以國內為限。 

前項第二款及第五款之使用人，限於在其原有事業內繼續利用；第六款得

為販賣之區域，由法院依事實認定之。 

第一項第五款之被授權人，因該專利權經舉發而撤銷之後，仍實施時，於

收到專利權人書面通知之日起，應支付專利權人合理之權利金。』 

 

另專利法五十八條則規定：『混合二種以上醫藥品而製造

之醫藥品或方法，其專利權效力不及於醫師之處方或依處方調

劑之醫藥品。』。按專利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人體或動

物疾病之診斷、治療或外科手術方法，不予專利，此乃社會大

眾之身體健康之公益考量。同理為了公眾福祉，混合兩種以上

醫藥品而製造之醫藥品或方法，其專利權效力自不應及於醫師

之處方或依處方調劑之醫藥品或方法。 

 

（二）專利權權利耗盡理論 
 

專利權人專有製造、販賣或使用其專利物品之權，因此他

人若未經專利權人之允許而製造、販賣或使用該專利物品，即構

成專利權之侵害。惟若第三人係向專利權人、專利實施權人或其

他合法擁有販賣專利物品權人合法購入該專利物品後，該第三人

即可自由使用該專利物品或再行轉售於他人，並不會構成專利權

之侵害。蓋專利權人雖未明示因讓第三人取得使用實施權，但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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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讓與專利物品，其實專利權人已『默示』第三人得自此而後自

由使用，因此，專利權所得主張之權利已因專利物品經適法買賣

而消耗用罄，專利權人實以不能再對專利物品行使專利權人，此

即『專利權權利耗盡理論』。目的在專利自有法制下，建立專利

權人之權利主張之界限，避免專利權人過度、無限制之主張專利

權，造成公共利益之不平衡 71。 

 

『專利權權利耗盡理論』，又有稱為『第一次銷售理論』者，

指專利權人於其所製造或經其同意而製造之專利品第一次進入

市場後，即喪失其對該物品之販賣與使用權。即其權利已被耗

盡，任何人合法取得該物品後即可自由的讓與他人或任意使用而

專利權不得干涉或主張其權利。而依第一次銷售理論，專利品於

第一次進入市場後即可自由流通。而如何可謂第一次銷售，亦即

如何定義權利屬耗盡，亦因立法例不同，而產生平行輸入准否之

見解。所謂平行輸入(parallel import)為從製造國或他國市場進口

已經合法授權製造之產品，到另一未獲同意進口之國家 72。 

 

我國在八十三年專利法修法時參考TRIPs 草案之 73規定，

                                                 
71 謝銘洋，專利進口權與平行輸入，月旦法學雜誌第 2 期，八十四年六月，頁 81。 
72 張凱娜，著作物平行輸入立法之檢討，月旦法學雜誌第 26 期，八十六年七月，

頁 87。 
73 TRIPs 第 28 條第 1 項揭示專利權人享有下列專屬權：「A patent shall confer on its 

owner the following exclusive rights: (a)where the subject matter of a patent is a product, 

to prevent third parties not having the owner’s consent from the acts of: making, using, 

offering for sale, selling, or importing for these purpose that product; (b)where the subject 

matter of a patent is a process, to prevent third parties not having the owner’s consent 

from the act of using the process, and from the acts of: using, offering for sale, selling,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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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進口權亦屬專利權能之一，並同時承認專利權權利耗盡理

論。由於進口未經專利權人同意、製造、販賣之物品，將構成專

利侵害，而本款則排除經專利權人所同意製造之專利物品販賣

後，使用或再販賣該物品者，專利權人所得主張之權利。而耗盡

理論在平行輸入情形中之適用，即在於專利品在專利權人或經其

同意之人首次轉讓後，其專利進口權即已耗盡，不得再就該專利

品主張權利而限制其商品流通之意，其目的在於避免專利權人享

有過大的權利而造成商品自由流通之障礙，關於耗盡理論採取之

立法例可分為： 

 

1、國內耗盡原則 

指專利品第一次進入市場必須是在國內，而不承認在國外市場

之第一次銷售行為，亦即專利品在國外銷售行為，並不會使專

利權人權利被耗盡，故未得專利權人同意之進口，即會侵害專

利權，亦即專利權人可以禁止他人平行輸入。 

 

2、國際耗盡原則 

指專利物品無論係經由國內或國外市場為第一次銷售行為，只

要一經銷售即權利耗盡，亦即著重於專利品之第一次銷售行為

本身，其行為發生在國內國外，在所不論。由於專利權採屬地

主義，因此就專利品進口權而言，其意義乃在於一國可自由決

                                                                                                                                                 
importing for these purpose at least the product obtained directly by that process. 

available at http://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27-trips_04c_e.htm 

，瀏覽日期 9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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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所賦予之進口權效力，包括對專利權效力限制是採國內耗

盡或國際耗盡。我國在立法方式承認專利權專利權權利耗盡理

論，然並不針對採國際或國內耗盡予以規定，而採行由法院針

對個案認定之方式為判斷。 

 

四、專利權之消滅 
 

（一）依職權或舉發撤銷 
 

專利法第六十七條規定「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專利專責機關

應依舉發或依職權撤銷其發明專利權，並限期追繳證書，無法追

回者，應公告註銷：一  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條至第

二十四條、第二十六條、第三十一條或第四十九條第四項規定

者。二  專利權人所屬國家對中華民國國民申請專利不予受理

者。三  發明專利權人為非發明專利申請權人者。以違反第十二

條第一項規定或有前項第三款情事，提起舉發者，限於利害關係

人；其他情事，任何人得附具證據，向專利專責機關提起舉發。

舉發人補提理由及證據，應自舉發之日起一個月內為之。但在舉

發審定前提出者，仍應審酌之。舉發案經審查不成立者，任何人

不得以同一事實及同一證據，再為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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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利權一經撤銷確定，該專利權之效力視為自始即不存

在，故專利權之撤銷具有追溯效力 74。另專利法第九十條定有停

止裁判相關程序，規定為：『關於發明專利權之民事訴訟，在申

請案、舉發案、撤銷案確定前，得停止審判。法院依前項規定裁

定停止審判時，應注意舉發案提出之正當性。舉發案涉及侵權訴

訟案件之審理者，專利專責機關得優先審查。』 

 

（二）其他 
 

專利法第六十六條另規定其他發明專利權當然消滅事由：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發明專利權當然消滅：一  專利權期滿

時，自期滿之次日消滅。二  專利權人死亡，無人主張其為繼承

人者，專利權於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條規定歸屬國庫之日起

消滅。三  第二年以後之專利年費未於補繳期限屆滿前繳納者，

自原繳費期限屆滿之次日消滅。但依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回復原

狀者，不在此限。四  專利權人拋棄時，自其書面表示之日消

滅。』，新型專利依專利法第一零八條之規定，準用本條之規定。 

 

 

陸、小結 
 

                                                 
74 我國專利法第七十三條規定：『發明專利權經撤銷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即為

撤銷確定：一  未依法提起行政救濟者。二  經提起行政救濟經駁回確定者。發明

專利權經撤銷確定者，專利權之效力，視為自始即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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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節所為之專利權之權利特性、可專利性要件、權利內容、

權利範圍、以及權利消滅等均為相關整理可發現，立法者做出設置

專利制度之制度抉擇之後，對於制度內容之收與放，可說是經過周

延之考慮，以可專利性作為獨占權利授與之把關、並留有公眾審查

之舉發制度，以特定期間保護之機制作為最後社會必得無償使用之

確保，並參酌公共利益之考量，訂有專利權效力不及事項，如為研

究、教學或試驗實施其發明，而無營利行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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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利權係法律所賦與專利權人的一種排他性的權利 ，為鼓勵發

明以提昇產業科技的水準，遂於法律賦與發明人得於一定的期間內

專有獨占的排他權利，其可謂是合法的獨占(legal monopoly)。就專

利權人之權利內容而言，專利權人在積極方面，其專有實施其發明

的權利，以達成其經濟上及技街上的目的;在消極方面，對於未經專

利權人同意而實施其專利發明者，專利權人得禁止之 75。發明人因

有此排他之權利，而有可能從發明商品化中，自市場上得到經濟的

利益與回饋，此亦係得以讓專利權人願意『公開』其發明之誘因 76。 
                                                 
75 陳雅娟，美國專利法上專利權濫用原則之研究於專利授權之適用，中正大學法律

研究所碩士論文，八十五年，頁 8。 
76 蓋發明人真要獨享其成果，則最保險的方法是將其發明創作秘而不宣，當作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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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之權能，係指經國家授與之專利權，專利權人得專有於該

國管轄範圍內，專有就其所發明技術之使用、製造、出售、出售之

要約以及進口之權利；專利權人並得排除他人於該國管轄範圍內，

在未經授權或同意的情形下，就其所發明技術之使用、製造、出售、

出售之要約以及進口的權利。而專利在企業的經營環境中，不僅可

以作為攻擊性的武器，對於他人之侵權行為，提出侵權訴訟來排除

他人未經授權或同意實施之專利技術；亦可作為防禦性的武器，利

用自有專利，作為反訴、交互授權、降低權利金或和解之談判籌碼。 

 

專利權人運用專利權的方式大抵上分為二種，一為專利權之移

轉；另一為專利權之授權，以下就專利權的移轉與授權的基本概念

加以介紹。 

 
 

貳、專利權的移轉與讓與 
 

專利權之移轉(或稱讓與)，係指將專利權視為與其他財產權一

般，作為處分之標的，由專利權人將其專利權之全部讓與他人，原

權利人於移轉讓與其全部之專利權後，即喪失權利，而由受讓人取

                                                                                                                                                 
秘方或獨門絕招，藏諸名山，而不是將其發明創作的內容公開申請專利。所以，專

利的第一層重要的意義是在於發明人願意將其發明創作的成果公開出來與眾分享，

也正因為他願意與眾人分享其發明成果，故國家使發明人得在一定的期間內，享有

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利用其發明之權。謝銘洋、徐宏昇、陳哲宏、陳逸男，前揭

註 24 書，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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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專利權人之地位。實務上，通常所謂「買斷」或專利權之購買，

即屬此種情形。 

 

專利權授權(patent license)與專利權移轉(patent assignment)，最

大之不同在於，專利授權僅是授權被授權人利用專利權而並無讓與

專利所有權，而專利權讓與則是將專利權人擁有該專利所有權轉讓

予受讓人 77。 

 

美國專利法准許專利權人將其專利權之全部或一部移轉給他

人，美國專利法第二六一條規定：「依本法之規定，專利權具有動

產之性質，專利申請、專利權，或任何有關權益，均得依法以書面

方式讓與，專利申請人、專利權人，受讓人或法定代理人，得依同

樣之方式，將專利申請或專利權，在全美國境內或特定區域內，讓

與他人 78。」 

 

                                                 
77 專利權之取得對於發明人或創作人而言，最重要之意義在於能透過法律所賦予之

獨占地位，取得一定之經濟利益。而經濟利益之取得與實現最重要之方法即為：將

其專利權移轉或授權他人實施，其中尤以後者更為重要。當然，發明人或創作人亦

可自行實施其專利技術，然而發明人通常由於財力上之限制， 或者考慮到將其商品

化過程中之風險，多無法或不顧自行實施其專利權。此時以讓與他人或授權他人實

施之方式，將專利權之全部或一部交由他人行使而收取報酬，對發明人或創作人而

言，毋寧是較為輕鬆而又能確保利益之方法。謝銘洋、徐宏昇、陳哲宏、陳逸男，

前揭註24書，頁168。 
78 35 U.S.C §261: “Applications for patent, patents, or any interest therein, shall be 

assignable in law by an instrument in writing. The applicant, patentee, or his assigns or 

legal representatives may in like manner grant and convey an exclusive right under his 

application for patent, or patents, to the whole or any specified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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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專利法則規定於專利法第五十九條：「發明專利權人以其

發明專利權讓與、信託、授權他人實施或設定質權，非經向專利專

責機關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79，前提已肯認，專利權得為讓

與或授權，並以登記為對抗要件。 

 

 

參、專利權之授權 
 

一、專利權授權之意義 

 

所謂專利授權，係指專利權人將專利權的全部或一部授與

第三人實施所為的專利權實施行為，為此，專利權人與被授權

人間通常以簽訂授權契約，來約定彼此的權利義務。一般而言，

授權契約的定義係「於可撤銷的條件下，同意契約當事人得以

從事特定行為之許可，若無許可，則該行為不合法」80。針對專

利之授權契約而言，則係指授權他人從事一種以上之特定行

為，而不須負擔專利侵害責任。所謂「授權他人從事一種以上

之特定行為」，係指專利權人將專利法所賦予之專屬權利，包括

固定期限內之製造，使用，販賣和提供銷售等，對一人或數人

加以授權，而第三人取得被授權人的之法律地位後，則以支付

專利權人一定金額之權利金(royalty)作為對價。 

 

                                                 
79 新型專利依我國專利法第一百零八條條準用之。 
80 “revocable permission to commit act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unlawful…”, Blacks 

Law Dictionary 931(6th ed.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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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任何人欲實施專利權人所享有之製造，使用，販賣

和提供銷售該專利之專屬權利，須提供對價以取得專利權人之

授權。任何人若未取得專利權人之授權而行使該專屬權利，則

構成專利權之侵害。而此一授權之約定即為專利授權契約的之

主要內容。通常授權人與被授權人會就授權範圍，授權報酬金

額及其他相關授權條件，詳細訂於授權合約。 

 

 

二、專利權授權之模式 

 
專利授權契約在專利權實施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依其內容與

性質之差異，可為各種不同的分類 81，例如：依授與實施之權

利內容為標準，即可分為製造授權、販賣授權、使用授權以及

進口授權等類型；又依其授與實施專利權之數目，究為單一或

多數，可區分為個別授權(individual license)，以及包裹授權

(package license)﹔依授權之形式為標準，可區分為明示授權

(express license)與默示授權(implied license)者；另外，特別重要

者為，依專屬性有無作為標準之專屬授權契約 (exclusive 

License)，與非專屬授權契約(non-exclusive license)，專利授權的

模式依據現行實務上可見的作法約略分為下列數種： 

 

 

                                                 
81 陳志成，專利授權之民法問題研究，東吳大學法律學系碩士論文，八十五年六月，

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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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屬授權 

 

所謂專屬授權（Exclusive Licensing Agreement）即授權者

將專利所有權利僅授權予被授權者一人，就其意義而言，除了

專利之所有權不被移轉外，其他授權人所有與專利權相關之使

用、製造、銷售及再授權(Sublicense)，排除其他人使用該專利

等等權利，專屬被授權人均得享有。甚至，於專利權侵害訴訟，

專屬被授權人，亦具提出專利侵害訴訟之原告適格 82。故，專

屬授權，可說是就被授權人而言，反而可以獲取經濟利益之授

權模式，蓋其尚可『再授權』予其他第三人，而收取再授權權

利金。另外，授權者在授予專屬授權後自己是否仍得使用該專

利權，亦得成為另外一種區分，端視授權雙方如何定義。 

 

專屬授權於高科技業較為罕見，因為其授權人之權能將因

此受到限制，且僅授權一位被授權人獨家使用專利之權利，如

何估定專屬授權的權利金，亦屬難題，惟實務上仍可發現專屬

授權之實例，其通常發生在協力之上下游廠商之間。 

 

專屬授權契約中，最常見的要求被授權人「盡最大的努力」

（exert best efforts）之條款，然而，此種「盡最大努力」條款之

法律拘束力如何？此種欠缺是否該當被授權人違約？在美國法

院的相關判決中，有認Best Efforts等條款僅能反應一種描述，而

                                                 
82 我國專利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發明專利權受侵害時，專利權人得請求賠

償損害，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第二項：「專屬被

授權人亦得為前項請求。但契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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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具體的行為措施，因而除非合約中規定某些能客觀衡量的準

則，否則這種「盡最大努力」條款屬置礙難行，因此若被授權

人違反該條款，亦難視為違約 83。因此倘若授權人希望被授權

人能盡最大努力利用該專利權，則應在契約中明定專屬被授權

人之具體配合執行措施及相關義務，例如被授權人需配備多少

相關專業人員，廣告的每年支出之下限、或是每年應達到之相

關收入等，足以客觀地評量盡最大努力行為或預定成果之標準。 

 

此外，通常在專屬授權中，授權人亦得藉由限制專屬授權

期間以便考核並評估專屬被授權人績效或表現。並透過合約規

定專屬被授權人支付的權利金必須達到某個預定數額，否則授

權人便有權終止合約，或得專屬授權改變為非專屬授權合約。 

 

在專屬授權中，專屬授權人因專屬授權可否與原授權人一

樣享有主張（Enforce）相關專利的權利。美國法律一般的解釋

是認為專利人必須先正式的轉讓或是售予相關專利給專屬授權

人，專屬授權人才得以主張被授與專利權的相關權利。在

Agrashell, Inc. v. Hammons Products Co.一案 84中，美國法院便認

為即使在授權合約中載明賦予以授權人名義主張相關專利的權

利，然該條款仍然會被視為無效，但是該被授權人有權利將授

權人列入本案訴訟中，亦即專屬授權人頂多僅能依據合約中類

                                                 
83 “The phrase ‘best efforts’ emphasizes a theme rather than defines a particular course of 

conduct to be pursued. While the quality of the efforts expected from the plaintiff is 

stated there is not a single direct reference in the agreement to the scope of direction in 

which th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Western Geophysical Company of America v. Bolt 

Associates, 285 F.supp.815,816,157 USPQ129(D. Conn. 1968) 
84 352 F.2d 443 (8th cir.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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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代理權的地位來代表專利權人主張權利。我國專利法與上開

美國法院的見解並不相同，依據我國專利法第八十四條第二項

之規定，專屬授權人亦得為專利全人受侵害時，得請求賠償損

害及排除侵害的權利 85。 

 

 

（二）非專屬授權 

 

所 謂 非 專 屬 授 權 合 約 (Non-Exclusive Licensing 

Agreement)，即授權者可以分別或同時授權給多數被授權人，而

被授權人僅享有自由使用授權專利之權利並免於被控訴侵害專

利之危險，被授權人對於任何人侵害授權專利時，並無權利對

之提起訴訟。非專屬授權人通常亦無再授權予他人之權利。 

 

非專屬授權在高科技產業中較為常見，被授權人除取得該

專利侵害的免責權外，因係非專屬授權，故沒有直接取得任何

其他的商業利益。而對授權人而言，非專屬授權的主要目的在

於普遍其專利的使用，並藉由授權對象的增多而得收取較多之

權利金。也因為非專屬授權對被授權人帶來的商業利益較為薄

弱，因此非專屬授權對被授權人的效力，普遍認為不得被視為

對該專利擁有向他人主張的權利，從我國專利法八十四條第二

項的反面解釋亦可得此結論。也因為如此，因此通常在非專屬

                                                 
85 我國專利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發明專利權受侵害時，專利權人得請求賠

償損害，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第二項：「專屬被

授權人亦得為前項請求。但契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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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合約，授權人並不會特別去要求被授權人一些額外的義

務，例如最低生產量的要求，被授權人主要的義務即在於支付

權利金。 

 

 

（三）單向授權合約 

 

所謂單向專利授權合約，通常之授權合約，均為單向授權合

約，即授權人單方面提供被授權人專利使用權，其並不同時居

被授權人之地位向其所為交易之被授權人要求授權。 

 

 

（四）雙向授權合約/交互授權合約 

 

所謂雙向專利授權合約，即合約之雙方同時為授權人及被授

權人，雙方互相就其所擁有之專利授權予另一方使用，由於具

備授權人及被授權者之身份，通常又稱『交互授權合約』，即雙

方皆各擁有專利並授予對方使用，簡言之，雙方基於交互授權，

而得以利用對方的專利技術，進而運用於其產品製作方法或產

品之改良。交互授權對於促進原來之技術之改良有其極大之正

面意義，尤其以科技產業而言，其產品之日益求精及求新為其

產業存在之關鍵，經常利用交互授權而達到改良產品，或減低

其成本，則為常見的作法。例如美國 IBM 公司與 AT&T 公司及

IBM與日本Toshiba公司就其公司所擁有之專利簽訂了一廣泛之

交互授權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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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授權由於係因雙方互為利用對方專利技術之優點及廣

泛性，因而在合約內容中相關規定往往呈現對等狀態；交互授

權亦經常被用來達到另外一個消極目的，即排除競爭對手將來

訴訟之可能，因為交互授權之雙方經常是「實力相當」之競爭

對手，藉由交互授權方式，雙方均得自由使用他方專利。 

 

 

肆、專利授權契約之一般條款 
 

以下就一般常見授權契約條款之構成內容作簡要介紹。 

 

一、前言（Preamble） 
 

前言包括締約當事人及締約事實，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 合約雙方姓名及營業地址 

 

合約主體不論係個人或是公司法人，其名稱皆需以法定

名稱並將全名顯示在合約之上，而如係公司法人，其營業住

址係以公司註冊之住址為主要營業住址，如係個人，則通常

以其戶籍所在地或其居所為主。 

 

（二） 合約生效日 

 

一般而言，合約生效日期可能見於起始部份，亦可能另

亦條款特別註明，並非有一定的模式，而合約生效日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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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在於如何判斷合約有效期間之開始。有時會以以簽署日為

生效日，惟此種方式之缺點是雙方已開始執行合約內容而合

約尚未簽署，或者是預定生效日在簽署日之後，此時若以簽

署日為生效日，往往容易引起爭執，因此在起始部份或另以

條款註明生效日應是較佳作法。86 

 

（三）前言與締約背景說明 87 

 

此部份在說明當事人締結契約之動機、背景、目的等，

並非契約之必要記載事項，僅作為解釋契約之輔助之用，雖

然法律效力不如契約本文，惟其仍可表明各方基本立場及目

的，有助於瞭解契約之背景，尤其在當事人對契約之解釋發

生爭執時，說明條款上的記載便可以提供參考，故仍須慎重

訂定其內容 88。常見的前言說明條款，例如授權者聲明對其

擁有之專利或是技術有完全之權利並且願意將其內容揭露

並授權給被授權者；雙方皆同意契約內容之約定等。 

 

 

二、定義（Definition） 

 

定義條款係針對授權契約中所有使用的重要名詞或是用

                                                 
86 林鴻六、郭雪芳，專利授權暨技術移轉合約，智慧財產權，八十八年六月，頁

51~52。 
87 在英文的授權契約中，常被稱之為「Whereas clause」，即描述契約緣由的條款。 
88 智慧財產局研究小組，智慧財產權之授權契約，工業財產權與標準，八十四年一

月，頁 2。 



 69

語，給予明確界定，以避免雙方日後發生爭議。常見的定義名

詞例如：關係企業（Affiliate）、「同意」（Approval）、生效日

（Effective Date）、淨銷售額（Net Sales）、專利（Patents）、技

術（Technology）、授權產品（Licensed Products）等。契約中所

有定義後的用語，不論出現在契約中的任何地方，均有相同且

一致的意思，可使日後在解讀合約時，不致於有混淆不清的情

形出現。契約當事人若對契約的用語在談判時有爭議時，均應

儘量於契約中以定義的方式明文，避免語意的模糊不清導致契

約內容發生爭議。 

 

此外，定義的功能雖然在於釐清契約本文關於重要用語的

意義，然而在涉及服雜的專利或是專門技術時，則尚須利用附

件（Appendix）方式，詳細規範該專利或技術重要相關資訊，

以求周延。例如，若是電腦軟體，可於附件中，對硬體需求規

格、系統、安裝、錯誤、版本以及更新等加以規範。最好不要

將技術性資料或規格置於契約本文，以免契約的複雜化，並防

止因契約資料的變動，而有必須修改契約的困擾。89 

 

 

三、授權條款（Grant Clause） 

 

一般而言，授權條款會約定下列事項：一、由誰授權；二、

授與何種權利或技術；三、被授權人之範圍；四、被授權人可

                                                 
89 馮震宇，論技術移轉契約之基本架構與重要條款，智慧財產權，八十八年一月，

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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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行使何種權利；五、被授權人行使權利的範圍；六、授權的

型式；七、是否可以再授權；八、對所授與的權利擔保；九、

技術移轉的時期；十、技術改良約定等。 

 

 

四、權利金條款（ Royalty Clause） 

 
權利金條款通常是授權契約的最主要談判重點，被授權人

以支付權利金予授權人，作為交換使用專利或是自授權人移轉

專門技術的對價，權利金的支付方式、計算方式以及如何收取

等，在授權合約後續的管理時將會有重大的影響。一般而言該

條款會約定授權金及權利金的支付內容、計算方式、支付方式、

權利金稅務考量等。常見之權利金計算或組合方式如下： 

 

（一）定額授權金（License Fee） 

 

授權金通常被稱為前金，亦即簽訂授權契約後被授權人所

需支付的第一筆金額，授權金有確保被授權人將使用該專利或

技術的作用。其支付方式大致有以下數種 90： 

 

1、 一次付款方式：係以一定金額於契約締結日或其後一定

期間內一次全額支付，若一次付清金額會造成財務負擔

時，也可以將總括之金額，依分期付款之方式分成數期

                                                 
90 智慧財產局研究小組，前揭註 88 文，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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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付。 

2、 定額先付方式：係將一定金額於契約生效時以訂金之方

式支付。 

 

（二）權利金（Royalty） 

 

權利金通常係依使用授權人專利或技術而生產的「授權產

品」，以其數量總額或是銷售額的一定比率，於契約期間向授權

人持續支付之費用。其計算的方式有下列兩種： 

 

1、 從量法：係依照製造、使用、販賣之製品之單位，來核

定應付單位價額，經計算支付的一種方式。 

2、 固定費率法：係以製造、販賣之製品價格，訂定費率之

百分比，或以固定之權利金金額數額，作為支付價格。 

3、 底限權利金：底限權利金乃是由被授權人對授權人專利

權最低支付之保證。對被授權人而言，可督促被授權人

積極開發市場，並銷售授權產品 91。 

 

五、權利金報告及稽核條款 

（Royalty Report & Audit Clause） 

 

當授權契約明訂權利金之計算方式後，被授權人即負有將

計算方式所需之計算單位(例如授權產品之產量或售價)及相關

資料製成報告，交付授權人以為權利金收取之依據，例如：權

                                                 
91 智慧財產局研究小組撰，同前揭註文，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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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金之計算係以每個授權產品之淨售價(Net Selling Price)百分

比，則被授權者準備之報告，則須要含括下列內容：1.已銷售之

授權產品數量 2.已銷售產品之淨售價 3.應繳付之權利金額等。

而相關資料亦可能包括原物料或零件購買紀錄、出貨憑証、銷

售紀錄、製造紀錄、財務報表等。惟一般而言報告中毋須檢附

所有繁雜之相關資料，相關資料之主要作用仍在於稽核時證明

使用。 

 

再者，權利金報告呈交之時點，通常會約定每半年

(Semiannual Report) 或每季(Quarterly Report)為交付時間，而權

利金之支付則根據該報告並在報告交付後一定之時日內交付。

有時付款方式亦可能在合約中約定，尤其是國際性之授權，貨

幣單位及匯率等事項均應在合約中事先約定，以免在匯兌變動

下發生爭議。另外授權者通常會要求每年至少一次在正常上班

時間內，可以至被授權人營業處稽查，一來督促被授權人是否

詳實以報，二來掌握被授權者實施專利之情況。92 

 

六、技術改良與回饋授權條款（Improvements 

& Grant Back Clause） 

 

授權契約簽訂後，隨著其存續其間，被授權人可能針對該

所授權的專利或是所移轉的專門技術加以改良或是提升其效

能，並進而獲得一個新的專利，因此在契約簽訂時，授權人通

常會要求被授權人將運用授權技術之結果所產生的改良技術回
                                                 
92 林鴻六、郭雪芳，前揭註 86 文，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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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 

 

一般而言，被授權人對該改良技術應保有所有權及其所取

得之專利權、著作權等一切權利，因此授權人對此種回饋授權

通常均至多僅能要求非專屬回饋授權。 

 

 

七、保密條款（Confidentiality Clause） 

 

一般而言，專利授權人所交付給被授權人之專利資料，係

屬公開資料，其本身並無任何機密性可言，然而，因為，此段

期間係屬專利保護期間，被授權人仍居於『有償利用』，而非『無

償利用』地位；且在商業競爭上，有時授權人或被授權人不欲

讓同業知道，誰跟誰作了什麼授權，因此仍常見保密約定條款。

因此，通常在協商評估授權之過程中，通常雙方即會簽訂保密

契約，規定不得洩漏所給予的任何秘密與專屬資訊。 

 

八、擔保條款（Warranty Clause） 

 

所謂擔保條款，係指授權人應保證其依授權契約規定，所

提供之一切資訊具有正確性、完整性與新穎性，所授與之專利

權係屬合法有效等。 

 

九、賠償條款（Indemnification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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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賠償條款，又稱免受損害條款，通常包含兩方面規定，

一是授權人所授與之權利，應不得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如

發生侵害糾紛，應由授權人自負其責，如被授權人因而受有損

害，授權人應負賠償損失；另一方面，係指第三人侵害授權實

施的權利時，或有侵害之虞時，授權人應負責排除或防止侵害。

在後者之情況，如授權人怠於排除或是防止侵害時，被授權人

可請求損害賠償或是提起訴訟，而在授權人排除或防止侵害

時，被授權人是否應予協助及分擔費用，權利金是否停付，均

應於契約明訂。 

 

 

十、契約期間終止條款（Termination Clause） 

 
授權契約期間的起算，多自締約日起生效，如契約依政府

的規定需報准者，其生效日宜自政府核准後起算，致於其存續

期間多長，則由雙方當事人以協議定之，惟對於專利權、商標

專用權、著作權等權利，本身的保護期限則應予注意。授權契

約除經當事人同意延展期間外，應於契約所定之期間屆滿時即

告終止。但是授權契約亦可能因某些特定情事之發生而提前終

止，例如下列原因： 

 

1、 雙方合意終止契約之進行； 

2、 違約或不履行合約(Breach of Contract)。在合約一方違約

或不履約情況下，常見的作法即在發出書面通知後，另

一方得終止合約，另一作法則給予違約一方予以修正或



 75

改正期限，逾期則終止合約； 

3、 任何一方破產、解散、清算或重整； 

4、 未得到政府核准(此種情形常見於國際性之授權合約)； 

5、 該專利內容遭第三人主張侵害。 

 

基本上合約雙方之權利義務在合約終止時即告停止，惟有

些先前約定事項有必要延續者，則須在授權合約中特別註明，

這些條款即為所謂的存續條款(Survival of Provisions)。例如最常

見的是「保密責任」，通常不因合約之終止而終了，惟保密責任

之延續亦有其時間性，一般為五年。又如合約終止前所產生之

權利金，被授權人仍應支付，而不因合約之終止而免除其責任。

再者，對於任何權利金應支付之憑據報告或紀錄，被授權人應

保留一定時間以備將來對於權利金支付有所爭議時，雙方得依

該紀錄而有所遵循。 

 

 

伍、小結 
 

從專利權的利用模式可以看出，專利權人除自己實施該發明

外，更常之作法係透過專利權授與他人，而為專利權人創造權利金

收入。基於契約自由原則，原則上，專利權授權人當可與被授權人，

自由就授權契約的內容加以訂定，惟此一契約自由，不得逾越法所

賦予之保護範圍，更不得構成權利之濫用，以兼顧公共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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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專利權濫用理論及其與反

托拉斯法相關問題探討 
 

 

專利制度的目的在於鼓勵發明人從事發明，並透過國家授予發

明人專利權而使得技術可以快速的擴散，增加科技研發的投資，進

一步促進整體產業技術的提升並使得全體社會的福祉隨之增加。其

不僅具有保護專利權人個人之權益之目的，亦具有促進公共利益之

目的，因此如果專利權人行使專利權時，逾越專利法對其權利的保

障範圍，不當的抑制公共福祉，甚至損及公共利益時，則其對權利

之行使，將可能構成專利權濫用。 

 

 

第一節、專利權濫用理論之意義 
 

專利權為國家賦與專利權人在一定期間內享有合法壟斷及獨占

之權利，以交換專利權人將其創造發明公諸於世，以使社會大眾能

共享其結果，增進整體社會之福祉 93。不過專利權人行使合法壟斷

權利時，仍如同所有的權利所受之社會限制一般，不得有濫用之情

                                                 
93 馮震宇，論專利侵害之認定與抗辯原則，資訊法務透析，八十四年六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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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例如，專利權人於取得專利權之過程中有瑕疵，或是取得後以

損害他人之目的加以使用，自不得在自己不法之前提下，對第三人

主張專利權利。 

 

因此，一般認為，所謂專利權濫用理論（Patent Misuse 

Doctrine），係指專利權人逾越法定專利權範圍，而試圖利用專利法

所賦予之壟斷地位，從事法律所禁止之利用行為 94。目的為當專利

權人濫用其法定獨占力量，破壞專利制度、企圖擴張法定保護專利

之範圍而不當行使專利權利行為時，用以規制權利人該不當行使權

利及其法律效果之原則。 

 

 

第二節、專利權濫用理論之體系定位 
 

專利權濫用理論乃係源自衡平法（the law of equity）體系中「不

潔之手」95（unclean hands）原則發展出之理論，其出現之原因係因

權利人在行使其權利時，並未依據正當之方式行使。反而以不公平、

不適當之方式行使權利，為了對此種不當行使權利予以處罰，衡平

法乃規定權利人無法享受其權利。在智慧財產權方面，『權利濫用』

之情形往往出現在權利人，企圖利用授權人之方式，擴張其所享有

之智慧財產權；換言之，權利人係利用契約之規定，擴張限制被授

                                                 
94 馮震宇，前揭註 93 文，頁 5。 
95「不潔之手」原則，係指任何人在訴訟當中有所主張時，必須本身之行為無瑕疵，

否則存有不當行為之該行為人，不得主張他人行為失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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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所可以正當從事之行為96。專利權濫用理論既係為對抗專利權

人自己之不法，使其不得對其他人主張法所賦予之權利，故體系定

位上屬專利權侵害訴訟中之抗辯事由之一，用以限制專利權人濫用

其專利權。  

 

在美國專利訴訟實務上，通常將美國專利法第二八二條所列舉

之抗辯事由，分為以下三類： 

（1） 積極抗辯（affirmative defenses）：即被告主張原告所主

張之專利權乃屬無效專利、濫用專利或是原告有詐欺

取得專利之情形，使原告主張失所附麗。 

（2） 一般抗辯（general defenses）：係指被告於訴訟中，單純

就自己行為未侵害原告之專利權提出辯護，理由包括

其使用專利僅限用於實驗用途、其所使用之技術非原

告申請專利範圍所及，或其他不構成專利侵害之情事

（相當於我國專利法第五十七條、九十八條等）。 

（3） 程序抗辯（Procedural defenses）：包括時效、懈怠等等97。 

 

專利權濫用理論之效果則為，一旦專利濫用之抗辯成立，該專

利權將失去執行力，直到濫用行為終止以及因濫用行為所生之不公

平效果消失為止98。 

                                                 
96 陳家駿、羅怡德，美國反托拉斯法適用智慧財產權基本原則探討，公平交易季刊

第二卷第四期，八十三年十月，註釋 5，頁 23。 
97 馮震宇，前揭註 93 文，頁 5。 
98 “The courts will not aid a patent owner who has misused his patents to recover any of 

their emoluments accru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misuse or thereafter until the effects of 

such misuse have been dissipated or purged; the rule is an extension of the equitable 



 80

 

 

第三節、專利權濫用理論之反面規範 
 

奠基於衡平法（the law of equity）體系中「不潔之手」（unclean 

hands）原則之思考，美國法很早就承認了專利權不得濫用之原則，

然而，專利權人係以具有法定獨占地位之壟斷性質前提下行使專利

權，往往因此面對競爭法制之指責。自確立專利權濫用理論得以適

用在對抗專利權人之權利之後，美國法院適用此原則之範圍有益為

擴張之趨勢，且專利權濫用理論並無具體構成要件，造成專利權濫

用理論之適用，有濫用專利權濫用理論之疑慮。 

 

故為明確對專利權濫用之規範，美國國會乃在一九五二年，為

限定專利權濫用理論之適用範圍，爰將其具體化制定成為美國專利

法第二百七十一條（d）項第一至三款； 

 

一九八八年美國國會再度通過專利權濫用改革法案（Patent 

Misuse Reform Act of 1988），對於『拒絕授權』及『搭售』此兩種

案例頻繁之類型予以明文規範，依據此一法案，將美國專利法第二

百七十一條（d）項增訂第四款及第五款（第四款為拒絕授權、第五

款為搭售），用以限制『拒絕授權』及『搭售』行為，在專利權濫用

理論適用之侷限性。亦即，在專利侵權訴訟之被控侵權人，不得以

專利權人有拒絕授權或搭售之行為，即主張專利權人有專利權濫用

                                                                                                                                                 
doctrine of unclean hands to the patent field.”, United States Gypsum Co. V. National 

Gypsum Co. (1957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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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之適用。另外對於專利權人搭售之指控，不得僅以專利權人對

於搭售品具有專利權即當然推定其對該搭售商品之產品市場具有市

場力量，而應由主張專利權人行搭售行為之人，以證據舉證證明之

方可。 

 

對於拒絕授權99或自己拒絕實施專利權之規定，係屬專利法所

予專利權人基本的排他性權利所含括，是以權利人採取此行為自非

擴張其專利權獨占之範圍，且在美國判例法上，亦認為權利人無必

須授權他人之義務100，自不構成專利權濫用。 

 

而關於搭售行為之限制，向來於判例法上皆將其視為罪惡的典

型，因此歸屬於專利權當然濫用行為，但在專利法第二百七十一條

（d）項第五款修正後，對於搭售是否該當專利權濫用，須證明專利

權人具備具市場力量（market power）之前提要件，因此，搭售行為

在專利權濫用之領域，可說已從適用『當然濫用原則』至採取『合

理原則』為認定標準。 

 

 

                                                 
99 此處所指乃為專利權人單方面之拒絕授權而言，若是在競爭者間共謀拒絕授權以

排除其他競爭者，則仍然構成反托拉斯法之違反。 
100 SCM Corp. v. Xerox Corp., 645 F.2d 1195, 1204 (2d Cir. 1981), cert. denied, 455 U.S. 

1016 (1982); Special Equip. Co. v. Coe, 324 U.S. 370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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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專利權濫用理論與競爭法之關

係 
 

壹、前言 
 

在美國訴訟實務上，常見之情形為，專利權人向未得其同

意而使用專利之人提起專利權侵害訴訟，該被控侵權人除了以

其專利權無效、專利權濫用、懈怠等理由就所控專利侵權做成

抗辯之外；亦往往隨即提起反訴，主張專利權人所為之專利權

利行使行為係屬違反反托拉斯法之行為，而反訴時所主張之理

由，通常又與專利權濫用抗辯之基礎事實相去不遠，因此，專

利權濫用理論與反托拉斯法之關係，常常成為關注的話題。 

 

 

貳、專利權濫用理論與反托拉斯法違反之差

異 
 

一般認為，專利權濫用理論與反托拉斯法違反主要之差異為: 

 

一、抗辯與獨立訴因 

 

專利權濫用理論，僅在專利侵害訴訟時，作為消極防禦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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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所提出之侵權指控之用，實屬單純之抗辯事由。 

 

反托拉斯法之違反，則必須依照反托拉斯法之規範，符合特

定的構成要件，而可以成為獨立之訴因（cause of action）而主

動提出相關反托拉斯法違反訴訟。 

 

 

二、一般性抗辯與特定構成要件 

 

提出反托拉斯法違反之訴訟，必須依照反托拉斯法之規範，

符合特定的構成要件，才可提出。通常提起反托拉斯違反訴訟

之原告，必須證明： 

 

(1) 反托拉斯之請求基礎為何？即被告行為合致那一項    

訴因？ 

(2) 反托拉斯損害為何？ 

(3) 此一損害因被告之反托拉斯行為所導致 

 

反觀之，專利權濫用抗辯，既僅是抗辯事由，自無須證明損

害事實，自不代言，另其係屬『衡平法則』之延伸，因此範圍

可謂包山包海，並無特定之構成要件。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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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七年Motion Picture Patents101 案，本案專利權人即原

告，將其受專利權保障之影片放映機授權予他人製造及販賣，同

時在授權契約中要求被授權人僅能使用由其生產之軟片，而被授

權人Prague 公司違反約定，使用了被告所生產製造之底片，此

時，原告Motion Picture 公司提出訴訟主張被告幫助侵害其專利

權。 

 

上訴法院認為專利權人所為的限制違反克萊登法第三條規

定；最高法院則認為專利法第一百五十四條規定內容，應為如下

解釋：專利權人所享有的權利範圍，僅限於專利申請書所記載之

事項；專利法所保護之對象，僅以專利為已足；（3）維護公共利

益乃係專利法之主要目的，而私人利益之保護次於公共利益。 

 

最高法院強調，專利權人之法定獨占權之權利範圍，應依

專利法之規定，限於審查專利之主張及說明書所描述之發明範

圍，而無法延伸其專利權利至未受專利法保護之範圍102。專利權

                                                 
101 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mpany V. Universal Film Manufacturing Company, 243 

U.S. 502; 1917.  
102 “The scope of every patent is limited to the invention described in the cl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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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試圖以授權的方式擴張其專利權的範圍，此舉與專利法之目的

相悖，且所造成之限制，將可能使專利權人對非專利產品形成獨

占，若允許此種行為之存在，將對專利法所隱含之公共利益造成

相當大之損害，因此，本案專利權人之專利係存在、使用於機器

上，即不得擴及與專利權無關之材料部分103。 

 

儘管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一案，最高法院僅限縮可能之

專利權侵權主張範圍，卻實質形成、建立，美國法院在其後案件，

當專利權人將其專利權之銷售，用於作為非專利商品限制競爭之

有效手段時104，適用『專利權濫用理論』作為對抗專利侵權訴訟

                                                                                                                                                 
contained in it, read in the light of the specification. It is to the claims of every patent, 

therefore, that we must turn when we are seeking to determine what the invention is, the 

exclusive use of which is given to the inventor by the grant provided for by the 

statute”；”In determining how far the owner of a patent may restrict the use after sale of 

machines embodying the invention, weight must be given to the rules long established 

that the scope of every patent is limited to the invention as described in the claims, read 

in the light of the specification, that the patentee receives nothing from the patent law 

beyond the right to restrain others.“ Id. 
103 “The grant is of the exclusive right to use the mechanism to produce the result with 

any appropriate material, and the materials with which the machine is operated are no 

part of the patented machine or of the combination which produces the patented result. as 

the Button-Fastener Case), decided by the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of the Sixth Circuit in 

1896. In this case the court, recognizing the pioneer character of the decision it was 

rendering, speaks of the "novel restrictions" which it is considering and says that it is 

called upon "to mark another boundary line around the patentee's monopoly, which will 

debar him from engrossing the market for an article not the subject of a patent," which it 

declined to do. Id. 
104 Although 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 simply narrowed the scope of possible patent 

infringement claims, it formed the basis for the Court's subsequent decisions creating a 

patent misuse defense to infringement claims when a patentee uses its patent "as the 



 86

之抗辯。此後，專利權濫用理論可作為專利侵害訴訟之抗辯事

由，並認為當原告行為構成「專利濫用」時，則專利權人不得控

告被告侵害其專利，自此確立。 

 

一九四二年之 Morton Salt Co. v. United States105案，原告對

製鹽機擁有專利權，將其授權他人使用，在授權契約中，原告要

求被授權人必須購買由其所生產製造之非專利鹽；被告係從事製

造、販賣與原告具有競爭性之製鹽機，被告並將其生產製造之

鹽，販賣予原告之被授權人使用。原告遂對其提出侵害專利權訴

訟。在此案中，上訴法院認為原告此種限制行為，可能構成克萊

登法第三條之搭售禁止，然而，原告所生產之鹽在相關市場上並

未具有獨占力量，且亦未造成限制競爭的結果，因此認定未違反

反托拉斯法，因而不構成專利權濫用。 

 

最高法院引用 Motion Picture 案中所建立之原則，駁回上訴

                                                                                                                                                 
effective means of restraining competition with its sale of an unpatented article." , 

Morton Salt Co. v. G. S. Suppiger Co., 314 U.S. 488, 490, 62 S. Ct. 402, 86 L. Ed. 363, 

1942 Dec. Comm'r Pat. 733 (1942); see also, e.g., Carbice Corp. of America v. American 

Patents Development Corp., 283 U.S. 27, 31, 51 S. Ct. 334, 75 L. Ed. 819, 1931 Dec. 

Comm'r Pat. 727 (1931).  
105 G..S. Suppiger v. Morton Salt Co., 117 F.2d 968 (7th Cir. 1941)一案，美國聯邦上訴

法院指出，雖原告行為可能違反克萊登法第三條對「搭售」協定之禁止規定，但因

所生產之鹽片，未在市場中享有足夠的占有率，因此行為尚不構成反托拉斯法所禁

止之行為，亦不構成專利權濫用；Morton Salt Co. v. G.S. Suppiger, 314 U.S. 488 (1942)

一案，美國聯邦最高法院認為雖因該案為侵害專利之訴訟，而原告在授權契約中所

作之「搭售」限制，足以構成專利權濫用，故不論原告行為是否違反克萊登第三條

規定，原告因有專利權濫用之存在，因此予以駁回。 

http://web.lexis-nexis.com/universe/document?_m=035ec400370a3593f0ac44e484a62173&_docnum=3&wchp=dGLbVtz-zSkVb&_md5=c9f20a6f918a99152377ec7cd3de26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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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決，認為本案中，專利權人以其專利權為手段，限制非專

利產品之市場競爭，已違反專利法之目的，對於公共利益造成損

害，因此當然構成專利權濫用，並明確表示專利權濫用理論，可

適用於專利權侵害訴訟的抗辯，並強調專利權濫用之該當並不須

證明是否已違反克萊登法之規定。基此，美國最高法院可謂清楚

表示「專利權濫用」原則可做為侵害專利訴訟中之抗辯，且與其

是否同時構成反競爭法所禁止之行為無關。 

 

一九四三年之National Lockwasher Co.v. George K. Garrett 

Co.106一案，法院一致認為在專利授權契約中約定被授權人不得

為與專利產品相競爭產品之交易，即限制競爭產品之交易

（covenant not to deal in competing goods）之行為，乃當然該當

專利權濫用（misuse per se）之約定。法院於中首先揭示此原則。

嗣後於一九七二年之Park-In Theatres v. Paramount Richards 

theatres107及Krampe v. Ideal Industries 108判決中，此種限制競爭產

品之交易約定，構成專利權濫用，且不需要證明此約定實際上有

減少競爭效果之發生。 

 

一九四四年之Mercoid一案109，美國法院擴張專利權濫用理

                                                 
106 137 F.2d 255(3d Cir. 1943) 
107 90 F.Supp. 730(D. Del. 1950), aff'd, 185 F.2d 407 (3d Cir. 1950), cert. denied, 341 

U.S. 950(1951) 
108 347 F. Supp 1384 (N.D. Ill. 1972)，另見F.C. Russell Co. v. Comfort Equip. Corp., 194 

F.2d 592 (7th Cir. 1952) 
109 該訴訟共由聯邦最高法院分別作出二個判決，Mercoid Corp. v. Mid-Continental 

Inv. Co., 320 U.S. 661 (1944)，簡稱為” Mercoid I”； Mercoid Corp. v. Mid-Continental 

Inv. Co., 320 U.S. 680 (1944)，簡稱為” Mercoid II”。有關「專利權濫用」部份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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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之適用範圍至，包括使用專利權製成之日常用品或原物料、涉

及專利商品與非專利商品組合之搭售協議，以及包含非專利原物

料或裝置但包含使用專利權所製成之必要部分110，蓋法院認為看

不出原則上有何不同，均為擴張法所容許之法定獨占範圍111法院

並認為，專利權人有權拒絕授權，並不意味使其得將法定獨占藉

由加上對其有利之附加條件之方式加以擴張112。法院更表示專利

權濫用不僅代表專利權人有意擴充其自專利法中無法獲得之保

障，且表示專利權人不當限制市場競爭，因此，一旦法院若由被

告舉證中，發現專利權人之行為構成專利濫用，則其行為應被視

為當然違反相關反競爭法規定。 

 

一九四八年之United States v. Paramount Pictures, Inc.113一

案，美國最高法院亦指出，專利權濫用理論，亦得在防止專利權

人要求其客戶獲消費者購買未受專利權保護之商品114。 

                                                                                                                                                 
係在後者中作成之判決，320 U.S. at 684。 
110 “[S]upplies or materials used by a patented device, but also tying arrangements 

involving a combination patent and "unpatented material or [a] device [that] is itself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structure embodying the patent.", Id; see also Dawson Chemical Co. v. 

Rohm & Haas Co., 448 U.S. 176, 188-198, 100 S. Ct. 2601, 65 L. Ed. 2d 696 (1980)  
111 Mercoid v. Mid-Continent Investment Co., 320 U.S., at 665, 64 S. Ct. 268, 88 L. Ed. 376, 

1944  
112 "The fact that the patentee has the power to refuse a license does not enable him to 

enlarge the monopoly of the patent by the expedient of attaching conditions to its use.",Id  
113 United States v. Paramount Pictures, Inc., 334 U.S. 131 (1948) 
114 the Court borrowed the patent law principle of "patent misuse," which prevents the 

holder of a patent from using the patent to require his customers to purchase unpatented 

products. Id., at 156-159. See, e. g., Mercoid Corp. v. Mid-Continent Investment Co., 320 

U.S. 661, 665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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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零年之Automatic Radio Mfg. Co. v. Hazeltine 

Research, Inc.115一案，聯邦最高法院認為以全部銷售金額計算權

利金（royalty based on total sales），而非以實際使用專利產品或

方法專利權為計算基礎，仍屬正當利用專利權範圍之情形。其認

為此種權利金約定，係計算權利金最便利之方法，並非擴張專利

權之範圍，所以不構成專利權濫用。但若專利權人以其法定獨占

地位，強制被授權人接受不需使用之專利因而必須支付權利金

者，則該當專利權濫用116 

 

一九五三年之National Foam Sys., Inc. v. Urquhart117一案，法

院認為專利授權人以非專利商品之銷售，作為決定權利金之計算

方式，亦即，被授權人僅能藉購買非專利商品方式取得授權，則

此權利金計算方式，該當專利權濫用。蓋專利權人對於非專利商

品本無法定獨占權，若其利用專利產品之法定獨占地位，對被授

權人就非專利商品亦收取權利金者，自該當專利權濫用。118 

 

一九五七年United States Gypsum Co案119，美國最高法院表

                                                 
115 Automatic Radio Mfg. Co. v. Hazeltine Research, Inc.339 U.S. 827 (1950) 
116 Zenith Radio Corp. v. Hazeltine Research, Inc., 395 U.S. 100, 133-41(1969)；Hull v. 

Brunswick Corp., 704 F.2d 1195 (10th Cir. 1983); Glen Mfg., Inc. v. Perfect Fit Indus., 

Inc. 402 F.2d 319, 320 (2d Cir. 1970). 32 359 F.2d 745(7th Cir. 1966) 
117 National Foam Sys., Inc. v. Urquhart, 202 F.2d 659 (3d Cir. 1953) 
118 但一九六九年之Valmont Industries, Inc. v. Yuma Mfg. Co. 296 F. Supp.1291(D. 

Colo.1969)一案，科羅拉多地方法院認為被授權人同意就非專利保護產品支付權利

金，乃為計算專利產品權利金之方便計，不該當專利權濫用。 
119 United States Gypsum Co V. National Gypsum Co，Et Al. 352 U.S. 457; 77 S. Ct.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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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專利權濫用理論係由衡平法上『不潔之手』原則適用專利權

領域之延伸，其禁止專利濫用權人要求損害賠償120。 

 

一九六四年之Brulotte v. Thys Co.121一案，美國最高法院將

專利權期間屆滿之權利金收取行為定義為當然違法濫用

（unlawful per se）類型。 

 

一九七九年之Rohm & Haas v Dawson Chemical Co. 122,599 

F2d 685, 688(5th Cir. 1979)一案，上訴法院認為，專利權濫用乃係

意圖不當擴大或逾越專利權之範圍，而試圖利用專利所賦予之獨

占壟斷地位，進而從事法律所禁止之壟斷非專利物品之行為。 

 

 

二、專利權人之市場力量假設 

 

關於專利權人之市場力量假設問題，係源自專利權濫用理

論，其後在International Salt Co. v. United States案123、United States 

v. Loew's Inc124等案，才遷移至反托拉斯案件中適用125。在

                                                                                                                                                 
1 L. Ed. 2d 465; 1957 U.S 
120 I also agree that the patent misuse rule which bars recovery "is an extension of the 

equitable doctrine of 'unclean hands' to the patent field.", Id 
121 Brulotte v. Thys Co., 379 U.S. 29 (1964) 
122 Rohm & Haas v Dawson Chemical Co. ,599 F2d 685, 688(5th Cir. 1979) 
123 International Salt Co. v. United States, 332 U.S. 392, 68 S. Ct. 12, 92 L. Ed. 20. 
124 United States v. Loew's Inc., 371 U.S. 38, 83 S. Ct. 97, 9 L. Ed. 2d 11. 
125 The presumption that a patent confers market power arose outside the antitrust 

context as part of the patent misuse doctrine, and migrated to antitrust law in 

International Salt Co. v. United States, 332 U.S. 392, 68 S. Ct. 12, 92 L. Ed. 20. See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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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alt Co. v. United States一案，美國最高法院肯認地

方法院所為之出租專利機器需要承租人配合使用非專利之鹽，係

屬休曼法第一條以及克萊登法第三條之違反126，儘管最高法院並

未討論市場力量或專利權濫用理論，卻已於法院判決中明文假

定：因這些協議所造成之商業活動數量不可謂輕微或不重要，則

此等協議傾向實施獨占之意，不可謂不明顯127。 

 

而在International Salt一案，美國法院接受此一專利權濫用

理論得為較廣範圍適用之提議，且認此種限制係屬表面上當然違

反休曼法 128129。 

                                                                                                                                                 
Morton Salt Co. v. G. S. Suppiger Co., 314 U.S. 488, 62 S. Ct. 402, 86 L. Ed. 363, 1942 

Dec. Comm'r Pat. 733; United States v. Loew's Inc., 371 U.S. 38, 83 S. Ct. 97, 9 L. Ed. 2d 

11. Illinois Tool Works Inc., V. Independent Ink, Inc 126 S. Ct. 1281; 164 L. Ed. 2d 26; 

2006.  
126 In that case, w affirmed a District Court decision holding that leases of patented 

machines requiring the lessees to use the defendant's unpatented salt products violated ?1 

of the Sherman Act and ?3 of the Clayton Act as a matter of law., Id., at 396, 68 S. Ct. 12, 

92 L. Ed. 20. 
127 "[T]he volume of business affected by these contracts cannot be said to be 

insignificant or insubstantial and the tendency of the arrangement to accomplishment of 

monopoly seems obvious." , Id. 
128 "that this type of restraint is unlawful on its face under the Sherman Act," United 

States Brief 12.  
129 所謂搭售協議具有實施獨占之傾向，可被溯源自 International Salt 一案美國政府

所提出之訴狀，其非常倚重美國法院在 Morton Salt 一案所為之專利權濫用判決。美

國政府形容 Morton Salt 一案所呈現之事實狀況幾乎與 International Sal 案完全相同，

且聲稱，儘管在 Morton Salt 一案，美國法院認為沒有判定是否違反反托拉斯法之必

要，但其文字、理由、引註均指向該判決所謂之公共政策，係與休曼法之公共政策

相同129，因此，美國政府認為，應將搭售協議牽涉專利商品時，認定屬於『當然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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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最後在該案中之判決明白顯示，接受美國政府

所提之提議- --將對於專利權人之市場力量假設，引進反托拉斯法

領域適用。因此，自International Salt一案之後，可說，專利權濫

用理論即與反托拉斯法開始糾結。在專利權濫用之領域，美國法

院過去諸多適用專利權濫用理論之判決，在沒有任何實際之市場

條件分析之下，即假設性的認為，藉由將專利商品之銷售以非專

利商品之購買為前提之情形下，專利權人此時已構成了限制競爭

130，或是對於非專利商品取得限定的獨占權利 131，或者是假設，

對於專利商品之必定經濟力量，已足延伸此一經濟控制力至非專

利商品 132。 

 

此一對於專利權人假設其具有專利商品之市場力量情形，

在一九八八年美國國會再度限縮專利權濫用之適用範圍，在專利

權濫用領域，出現革命性之轉折，確立不再適用；然而就反托拉

斯法領域，則係直到美國最高法院，Jefferson Parish一案大法官

O'Connor提出之協同意見書，方出現不同聲浪，其認為對於專利

                                                                                                                                                 
法』類型。United States Brief 26-33. Illinois Tool Works Inc., V. Independent Ink, Inc 126 

S. Ct. 1281; 164 L. Ed. 2d 26; 2006  
130 Morton Salt, 314 U.S., at 490, 62 S. Ct. 402, 86 L. Ed. 363, 1942 Dec. Comm'r Pat. 

733 
131 "securing a limited monopoly of an unpatented material," Mercoid, 320 U.S., at 664, 

64 S. Ct. 268, 88 L. Ed. 376, 1944 Dec. Comm'r Pat. 641; see also Carbice, 283 U.S., at 

31-32, 51 S. Ct. 334, 75 L. Ed. 819, 1931 Dec. Comm'r Pat. 727 
132 "[T]he requisite economic power" over the tying product such that the patentee could 

"extend [its] economic control to unpatented products." Loew's, 371 U.S., at 45-46, 83 S. 

Ct. 97, 9 L. Ed. 2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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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具有市場力量假設，係來自專利權濫用理論之領域，而非反

托拉斯法領域，因此質疑專利權人之市場力量假設在反托拉斯法

制適用之效力133。最後，最高法院終於在二零零六年之Illinois 

Tool Works Inc一案明確指出，最高法院對於市場力量之認定，已

從依賴『假設』轉移到『要求證據』，基於美國國會之修法、大

部分經濟學者意見、美國反托拉斯執行署所頒佈之智慧財產權執

行準則之法制考量，即便在反托拉斯法領域，對於就搭售商品具

有專利權者，亦不因此被美國法院推定具有市場力量，任何判定

涉及專利商品之搭售協議係屬違法之前，需由證據證明專利權人

在專利產品之相關市場具有市場力量。而非僅由假設認定之134。 

 

 
 
 
 
 

                                                 
133 Justice O'Connor, concurring…the validity of the presumption that a patent always 

gives the patentee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observing that the presumption was actually 

a product of our patent misuse cases rather than our antitrust jurisprudence, 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District No. 2 Et Al. V. Hyde 466 U.S. 2; 104 S. Ct. 1551; 80 L. Ed. 2d 2; 

1984., at 37-38.  
134 After considering the congressional judgment reflected in the amendment, this Court 

concludes that tying arrangements involving patented products should be evaluated under 

the standards of cases like Fortner II and Jefferson Parish rather than the per se rule in 

Morton Salt and Loew's. Any conclusion that an arrangement is unlawful must be 

supported by proof of power in the relevant market rather than by a mere presumption 

thereof. ,Illinois Tool Works Inc., V. Independent Ink, Inc 126 S. Ct. 1281; 164 L. Ed. 2d 

2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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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小結：專利權濫用理論與競爭

法制之適用範圍釐清 
 

 

專利權濫用理論固在我國未有明確規定，其實，其係與我國法

下之『權利禁止濫用』或『誠信原則』係屬概念相通，至於「權利

失效」、「禁反言」與「不潔之手」雖然亦未明文規定，亦均屬於「誠

信原則」之具體表現，我國有關權利濫用係參考德國民法之規定，

規定於民法第148條第1項：「權利之行使，不得違反公共利益，或

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實務上認為權利之行使構成濫用者，在

主觀上須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在客觀上則須比較行使權利所

得之利益與他人所受之損失是否相當而定135。因此其法律基礎為民

法第148條第2項所規定之：「行使權利，履行義務，應依誠實及信

用方法136」。無論是「權利濫用」或「權利失效」，或者是外國學說

與實務所肯認「禁反言」或「不潔之手」，基本上皆為一般權利（特

別是私權）行使之基本原則與限制137。 

 

專利權濫用理論與反托拉斯法之關係，從前述專利權濫用理論

與反托拉斯法違反之差異看來，兩者似乎多有不同，論者亦認為不

                                                 
135 45 年台上字第 105 號判例、71 年台上字第 737 號判例。 
136 61 年台上字第 2400 號判例。 
137 謝銘洋、陳人傑，前揭註 2 文，頁 55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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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將兩者相提並論，本文認為，此等差異乃因專利權濫用理論與反

托拉斯法違反，兩者權能之性質所生之當然差異，蓋前者為被動權

能、後者為主動權能。本文認為，其實，兩者更重要之區別為適用

範圍如何劃分？ 

 

專利權濫用理論與反托拉斯法違反行為，就專利權權利行使而

言，均係指專利權人所為之權利行使行為，業已逾越其法定容許範

圍者，此係兩者切入之角度不同，專利權濫用係從維護專利法制之

制度目的，不許專利權人逾越法定權利以外，以致反而吞噬了專利

制度；而反托拉斯法違反之規制，則來自於維護競爭秩序之競爭法

制度目的，得以在法制度抉擇之容許下，對專利權之法定獨占權利

範圍外之區域，得以介入管制。 

 

因此，兩者方法、手段不同，但就上述規制範圍---逾越法定容

許範圍之專利權權利行使行為之部分，應係屬相同。但因反托拉斯

法制，仍有其自有構成要件所以才會有論者所謂之違反反托拉斯相

關規定時，通常都會構成專利權的濫用，反之，則非必然之結果138。

因為專利權濫用之分析，僅需基於專利法制度目的之一之公共利益

著眼，而不需考量符合反托拉斯相關法規之特定構成要件，例如行

                                                 
138 如陳家駿、羅怡德，前揭註 96 文，頁 110 -111、181 至 192；並見吳佩潔：『實

務上，就專利權濫用理論的幾個重要案例中，如 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 v. 

Universal Film Mfg. Co138、Morton Salt Co. v. G. S. Suppiger Co.138、Zenith Radio Corp. 

v. Hazeltine Research, Inc.138、Senzel-Gel Corp. v. Seiffhart138等，法院傾向於通常涉及

專利授權之案件，只要其中違反反競爭法的規定，往往皆可構成專利的濫用，反之

則不然。』，論反托拉斯法與專利授權之衡平一以專利集管為例，中原大學財經法律

學系碩士論文，九十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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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否有競爭上之目的、是否有違反競爭之情事等，亦即，若專利

權人擴張其專利權至法定保護範圍外，專利權人的行為即使未構成

反托拉斯法的禁止規定，仍然可構成專利權濫用本不須以砥觸反托

拉斯法為要件。 

 

然而，儘管如此，兩者就逾越法定容許範圍之專利權權利行使

行為，此一規制範圍係屬相同。蓋就專利制度與反托拉斯法而言，

彼此間實際上有著共同的經濟目標，即是以最低之成本為消費者創

造其所需之最大福利，只是反托拉斯法乃以禁止不正當之競爭獨占

市場的方式達到此目標，而專利法則係經由鼓勵發明，致生產成本

降低，使消費者得以較低之價格購買所須之商品來達成此目的，因

此，在二者之運作關係間，專利濫用原則之存在，乃係為防止專利

權人以擴張其專利權法定範圍或違反競爭法之不正方法，實施其專

利權，而得以讓專利法與反托拉斯法達到一致之目的139。 

 

惟因專利權濫用理論係源自美國法之衡平法則、或我國法之誠

信原則，此一禁止權利濫用之正義法理，理論上尚可包括『以損害

他人利益為目的』之違反行為，因此，專利權濫用理論適用範圍除

上述之『逾越法定容許範圍之專利權權利行使行為』，尚可包括『以

損害他人利益為目的之法定容許範圍內專利權權利行使行為』，例

如專利權人禁止授權人爭執該專利之有效性。此種行為在競爭法制

上，體系上應屬我國公平交易法之『不公平競爭』行為類型，關於

此類專利權權利行使行為，究應以我國公平交易法亦納入規制？或

                                                 
139 Thomas C. Meyers, Field-of-use restrictions as procompetitive elements in patent and 

know-how licensing agre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Rev. 179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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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專由專利法制，如未來即將成立之智慧財產權法院專門處理？亦

屬法制度抉擇之問題，有待進一步做各方面之分析探討，尚非本文

討論之範疇，因此，本文，暫以我國公平會目前採取之公平交易法

亦納入專利權之不公平競爭規制之現狀，作為此部分之討論基礎。 

 

而對於專利權濫用理論之構成要件不明確，導致專利權人遵

循、適用之困難此點，考量專利權濫用理論與反托拉斯法制自有其

規範目的，自不可能以反托拉斯之構成要件，來作為明確化專利權

濫用理論之選項140，本文認為，考量其屬基本法理『禁止權利濫用』

之延伸，明確其構成要件，係屬不可能，因此，可參酌美國法制以

訂定反面排除規定之方式，作為我國法制之參考。 

 

 

 

                                                 
140 此說見吳佩潔：『在專利權濫用之認定上，不應依當然違法原則決定，唯有該限

制行為實際已影響市場之自由競爭制度時，方能予以評價為專利權之濫用而加以非

難，而專利授權對市場的影響，應考量：1、 專利權之存在，不應視為對自由競爭

市場之威脅，反倒應認為乃係自由市場運作下之重要環節；2、 利用賦予專利權所

獲得之市場力量，不應與透過其他方式所得之市場力量有所區別，除非該力量已造

成反競爭之結果，否則不應加以禁止；3、 對於授權約款所具有之反競爭效果，不

應立即適用當然違法原則，而應由約款本身之內容及對經濟市場之結構所生之影

響，予以評價。』，前揭註139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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