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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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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暨審理技術授權案件處理原則之探

討 
 

 

 

第一節、公平交易法之體系定位 
 

壹、競爭法之法體系定位 
 

一般而言，經濟法係在一定之經濟基本體制下，調和經濟活

動，以促進社會整體經濟之平衡發展，並達成公平合理目的之法規

範體系。經濟法之內容，應在探討形成經濟基本體制之法規範，即

所謂「經濟基本體制法」，以及各種調節經濟活動之法規範406。 

 

對於社會中有關經濟資源之生產、分配與消費及其供需之協

調，在如何方式下進行，一般可分為「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

                                                 
406 廖義男，經濟法之概念與內容體系，企業與經濟法，六十九年，頁3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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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理想典型。而競爭法在經濟法體系之法定位為各種調整經濟活

動之法規範之一環，基本前提仍係肯認『市場經濟』；其內容為規

範經濟主體在市場經濟秩序中活動方式，亦即，維護市場各種調節

經濟活動之法規範自由及公平競爭機能407。 

 

而競爭秩序所以應予維護，乃因透過競爭引導、節約、激勵、

淘汰與制衡之作用，可以促進生產效能之提高，牽制經濟霸力之濫

用，從而促成國計民生之平衡發展，是以我國憲法賦予國家有積極

規整與維護競爭秩序之任務。為了維護競爭秩序而制定之公平交易

法，一方面具體確認了競爭具有「法制度」之性質，另一方面亦是

對個人自由權利提供具體保護之表現。 

 

 

貳、競爭法之目的與功能 
 

自由經濟社會之理念，乃相信競爭係利用社會有限資源以滿足

人類無窮經濟需求之最有效方法，並與民主自由理念相契合，此種

現象反應在現實經濟制度上即為市場經濟體制之運行。而所謂「市

場經濟」，係指交易體系中，從事經濟活動之事業個體，在營業自

由、尊重權利以及私法自治基礎上，透過自由供需法則，以價格功

能之自然調節，為滿足個體自有經濟之需求，自由為生產、分配、

                                                 
407 蘇永欽，私法自治與公平交易法之管制—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的功用與濫用，

公平交易法施行九週年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元照出版社，頁 366 以下；並見廖義男，

前揭註 406 文，頁 3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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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的經濟體制408。 

 

事業個體為追求利潤，得不受干預而為經濟活動，稱為「完全

競爭」或「自由競爭」，此乃現代經濟發展為維持自由經濟市場不

可或缺之要素。而自由經濟社會之發展，理論上，有關市場競爭之

型態，本應與經濟環境、市場結構與時俱進，惟事實上事業個體有

時為避免激烈的競爭或企圖獲得非正常之利益，透過以非正當的手

段，如限制競爭或不公平之方法，應用於競爭市場上或是對付競爭

對手，而產生變相的競爭型態，此時，此種違反競爭秩序或破壞完

全自由競爭之行徑，使得市場經濟體無法發揮應有之效能，不僅對

經濟發展造成負面之影響，亦有害於消費者利益409。 

 

競爭法之主要功能在於建立及維持一自由競爭的體系，就現實

經濟活動言，幾無市場可達完全競爭之狀態，為使市場機能合理發

揮作用，勢必藉由法律規範之執行，活絡市場交易環境，促使企業

發揮經營效率，以改善品質、降低成本，造福消費大眾。故競爭法

肩負有導正市場失靈，恢復競爭機能之使命，其雖不否定既有之市

場結構，但對事業濫用市場力量從事獨占、結合、聯合之行為予以

管制，以健全市場競爭環境。誠如我國公平交易法第一條規定，其

立法意旨係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益，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

之安定與繁榮，故競爭法之目的，即以競爭促進市場經濟效率，以

                                                 
408 何之邁，限制競爭的發展與立法—從法國限制競爭法觀察，中興法學，第二十二

期，七十五年三月，頁358。 
409 鄧振球，商標授權契約與市場競爭秩序，法官協會雜誌第三卷第二期，九十年十

二月，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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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致資源最佳配置，提高國民之經濟福利水準410。 

 

然而，實際經濟資源配置，仍應透過市場競爭為之。以往管制

經濟中政府所扮演之經濟資源分配者之角色，即公平交易法實施前

之經濟秩序維持手段，於公平交易法實施後，應由市場中的競爭取

代411。 

 

參、競爭法之內容 
 

各國競爭法名稱雖不盡相同，惟其規範莫不外乎「限制競爭」

及「不正競爭」二大部分。茲分述之： 

 

限制競爭法之主要任務，係為修正古典「契約自由原則」所造

成之偏差，國家藉由法律手段，從市場的結構面及行為面去處理經

濟力集中之問題，以防止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人為障礙，確保

競爭機制得以發揮其正面功能。從而在執法時，原則上應考量涉案

事業之行為對相關市場所造成之影響，僅例外於其行為具備高度商

業倫理之非難性時，始逕就其手段之不法性加以論處412。 

 

在自由經濟體制下，市場之機能如能正常運作，供給與需求二

                                                 
410 公平交易委員會八十四年度研究發展報告，我國與歐體於競爭法規與智慧財產權

法規之執行政策與適用關係之比較研究，頁12。 
411 蔡英文，前揭註 33 文，頁 255。 
412 廖義男、王以國，公平交易法導論，公平交易法註釋研究系列（一），公平交易

委員會九十二年度委託研究計畫，頁 7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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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能達成平衡而發揮最高的經濟效率，但在「市場失靈」(market 

failure) 之情形下，例如市場趨於獨占或寡占、市場資訊不充分、

貧富懸殊、循環性的經濟波動等情形下，市場的自動調節作用將無

法發揮，此時獨占或寡占的事業或組成卡特爾組織之行為將得以任

意設定任何於競爭水平以上或以下之價格、產品品質亦因缺乏競爭

之刺激而隨之降低，種種濫用市場力量之行為，均使得市場機能無

法運作，導致市場自由競爭秩序與資源配置之效率受到阻礙與破

壞。因此各國針對濫用寡占、獨占行為或卡特爾行為制定「限制競

爭法」加以管制，以維持市場的自由競爭秩序。 

 

不正競爭法規範，其內容乃規範不公平競爭行為的一般法，係

規範事業採用違反競爭倫理之手段妨礙市場公平競爭之行為，例

如：商品主體混同、營業主體混同、商品原產地虛偽表示、竊取營

業秘密等不正競爭行為，其立法目的係以維護市場競爭者之利益而

與限制競爭係以維護市場競爭利益不同413。不公平競爭行為，具有

濃厚違反商業倫理及效能競爭之本質，且被害人亦較為明確，傳統

上即屬私法上侵權行為及刑事法上之詐欺、妨害名譽及信用罪之領

域，原本可由法院民事及刑事庭予以裁判，無須行政機關介入保

護。414 

 

競爭法規範內容之兩大部分—限制競爭法與不正競爭法，前者

乃防止經濟力量之過度集中，後者乃導正市場交易秩序，兩者相輔

相成，皆在使市場機制健全運作，企業得以於自由競爭市場內公平

                                                 
413 溫俊富，前揭註 142 文，頁 153。 
414 廖義男、王以國，前揭註 412 文，頁 7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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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415。 

 

 

肆、小結：競爭法係調整經濟活動之工具

性規範 

 
競爭法之目的在於維持市場的自由競爭環境，使資源獲得最

佳配置，並對違反公平競爭之不正行為加以規範，但其終極目

標，乃在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416；換言之，在政策目標與手段

之關係上，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為政策目標，而維護市場之競

爭秩序，則為達成此種目標之一種政策手段，但應非唯一之手段

417。因之，公平交易法雖為維護交易秩序，確保公平競爭而立法，

但其終極目標，乃在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換言之，在政策目

標與手段之關係上，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為政策之目標，而

維護市場之競爭秩序，則為達成此種目標之一種政策手段。因

此，公平交易法係為實現經濟、競爭政策之工具，具有達成一定

政策目的之任務418。競爭秩序之確保，雖為憲法所欲積極維護之

法制度，但競爭政策為國家整體政策下的一環，尚有其他經濟政

策與社會政策與之並駕齊驅，競爭政策不必然即排除其他公益之

                                                 
415 公平交易委員會八十四年度研究發展報告，前揭註410文，頁12。 
416 我國公平交易法第一條。 
417 廖義男，憲法與競爭秩序之維護，公平交易法之理論與立法，頁 1。 
418 廖義男、王以國，前揭註 412 文，頁 7 以下；廖義男，前揭註 406 文，頁 30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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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因此公平交易法的立法上也對既存的管制法規保持相當程

度之尊重419。 

 

因此，公平交易法雖被立法者肯定具有『經濟基本法』之地

位，惟公平交易法之適用與執行，仍應以促進整體經濟利益之最

大發展為目的。公平會在判斷其他法規（如管制法規）是否較能

促進整體經濟利益、有無抵觸本法立法意旨時，應能同時考慮競

爭上之因素、競爭因素以外之其他經濟上因素、以及經濟因素以

外之其他非經濟之公共利益因素等。故公平會不以僅就經濟因素

判斷為限，更不應劃地自限於僅就競爭或效率因素作判斷420。換

言之，公平交易法可謂僅係調整經濟活動之工具性規範。 

 

 
第二節、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立法理由 

 
 

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立法理由：『著作權、商標專用權及

專利權在『本質』上皆為法律所賦予之獨占權，故依照著作權法、

商標法或專利法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自不適用本法之規定』。於

七十五年行政院函送立法院審議之公平交易法草案文字，即為現行

法文字，未有任何變動。本條於立法院審查時，亦未有委員對此條

                                                 
419 蘇永欽，自由化、解除管制與公平交易法，跨越自治與管制，八十八年一月，頁

6。 

 
420 吳秀明、楊宏暉，十年來公平交易法上之獨占管制，公平交易委員會－公平交易

法施行十週年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九十一年一月，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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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持不同意見。因此，本規定自制定之後即一直沿用至今，可說是

始終如一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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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外排除說』認為，對於智慧財產權之行使，係屬例外不適用

公平交易法之除外規定，提供一個豁免於公平交易法之基礎，應值

贊同，但又認應『從嚴』解釋例外之範圍，且認應盡量維護公平交

易法之執法範圍，邏輯上似存有矛盾之處，且認為「正當性」之判

斷必須考慮競爭法上之因素，則究竟何謂正當而落入此一除外範

圍，即有邏輯上前後順序倒置之弊，蓋其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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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其肯認智慧財產權法屬於特

別法，公平交易法屬於普通法，因此認為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且要

從嚴解釋特別法之適用範圍，以求盡量過擴大普通法之適用範圍？

然而，公平交易法第一條後段之『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之

規定』，相較於『普通法』常見之『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應依本法

                                                 
421 謝銘洋、陳人傑，前揭註 2 文，頁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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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為之。』立法形式422，應認更近似於『特別法』之立法形式，

則亦有矛盾之虞。 

 

『確認說』明顯忽略立法者特設智慧財產權法之立法意旨、智

慧財產與有體財產之本質差異、智慧財產之法定獨占權可能對競爭

法之衝擊與因應，更有抹滅立法者美意之虞。另美國法無類似我國

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類似規定，亦不得直接推論本條即屬訓示

或確認規定423，蓋美國法制之歷史，本即由普通法發源再輔以成文

法之制訂，故未必即能劃上等號。 

 

『違法考量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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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不同法制處理同一交錯事實時，當然之法律

適用原則，並無特殊之處，惟前提上或可認其類似確認說之智慧

財產權無特殊地位，故僅需於個別競爭法之解釋適用時納入智慧

財產權是否正當行使之因素，然其又批評『確認說』忽略則智慧財

產權法權不同於一般財產權之特性，且公平會之執法亦常忽略之，

故不應採確認說，但又不認為智財權具有特殊地位，故不應採『例

外排除說』，似乎在矛盾之虞，尚無成為獨立一說之意義424。 

 

『權利濫用說』，則似有過度簡化美國法上『專利權濫用理論

（patent misuse）』之嫌，權利濫用係屬於權利行使上之一般限制，

                                                 
422 羅傳賢，立法程序與技術，八十五年，頁 158；羅成典，立法技術論，八十年，

頁 135，轉引自蘇永欽，前揭註 5 文，頁 205。 
423 黃銘傑，前揭註 3 文，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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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本出發點在於誠信原則而非競爭秩序之維持，其適用之範圍

及於所有權利之行使行為，而非僅是與競爭目的有關之權利行使

行為425，在美國法上專利權人之專利權濫用係一防制權利漫無限制

之防禦抗辯；在性質上與主張專利權人違反反托拉斯法乃一獨立

訴因並不相同。另舉證責任上，反托拉斯訴訟之原告負有證明反托

拉斯行為存在、反托拉斯損害以及與被告行為具因果關係等之舉證

責任，亦無法與專利權濫用此一純粹抗辯權劃上等號，兩者固然均

欲對專利權權利人之權利抑制，惟兩者符合之法律要件並不相同，

因此，『權利濫用說』認為構成權利濫用即得『直接適用』公平交

易法上實體規定之見解，似乎未竟妥適426。 

 

『違背立法意旨說』，認為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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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其以各該智慧財產權利行使是否跳脫智慧財產法保護

智慧財產之旨趣此點，有考量立法者特設智慧財產權法之旨，應值

贊同，但並非其跳脫智慧財產法保護智慧財產之旨趣時，即『等於』

構成『不正當競爭行為』，論理上亦有過度簡化推論之弊，蓋應係

各該權利行使跳脫了相關智慧財產法保護智慧財產之旨趣時，即公

平交易法有介入調整與歸制之理由而已，至於是否構成不正當競爭

行為，係屬最後之執法結果問題427。 
                                                 
425 謝銘洋、陳人傑，前揭註 2 文，頁 551-557。 
426
 按本說之內容源自日本，本文係由轉引而得知其內容，則本文亦可能有對內容理

解錯誤之可能性存在，惟若本說確實主張『構成權利濫用即得『直接適用』公平交

易法上實體規定時』，則本文認為並非妥適。 

427 按本說之內容亦源自日本，本文亦係由轉引而得知其內容，則本文亦可能有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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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卻違法說』之立論基礎主要來自對公平交易法第四十六條

之闡釋，其肯認本條之規範存在理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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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避免對智財權

的行使限制過嚴，而無法落實智慧財產權法之立法目的，又不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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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值贊同。 

 

惟因其主要係值基於公平交易法第四十六條之闡釋，而公交易

平法第四十六條修正後之規定，特別加上『於不抵觸公平交易法之

立法意旨範圍內』始予以排除之『反排除』規定
428
；相對於本條文

字上係以專利法制之『依照專利法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作為得不

適用公平交易法規定之篩濾門檻，故本條之立法精神固與公平交易

法第四十六條同，惟細部規範設計上，本條尚較公平交易法第四十

六條有更強烈之公平交易法抑制意涵，而由專利法制先為評量何為

專利權正當行使行為，故本文尚不完全採之。 

 
 

                                                                                                                                                 
容理解錯誤之可能性存在，惟若本說確實主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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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則

本文認為並非妥適。 

 
428 即須該其他法律的規定『不抵觸本法立法意旨』，並以此為優先適用的『範圍』，

若該其他法律的其他規定抵觸立法意旨，則其他規定仍無優先適用的效力。見蘇永

欽，前揭註 5 文，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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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規範目的之探求 

就法制規範目的而言429，按法律解釋之參酌依憑，有法律文義、

體系、立法史、比較法、立法目的、合憲性等，而為解釋時，應依

價值判斷準則加以闡釋，不能僅就條文字義為機械之論理操作。其

目的在探尋法律規範意旨之『應然』（Sollen）本質，非僅就法律規

定文字義為『實然』（Sein）之探求為已足430。因之，任何法律之

解釋，均應以探求或貫徹立法意旨為其最終目的。在個別規定的可

能字義範圍內，以其立法或修正過程之歷史沿革作為出發點，而在

符合法律體系架構並且無規範或評價矛盾產生的前提下，一併考慮

                                                 
429 按適用法律、判斷特定法律規定之構成要件是否得涵攝具體之案例事實而得以發

生特定之法律效果的過程中，必須對構築各該法律規定之構成要件的法律概念加以

解釋。為了能有系統、可驗證地操作法律之詮釋工作，避免解釋的任意性、專斷性，

法學方法論上遂針對法律之應有解釋方法或進行法律解釋時應予以考量之因素，逐

步發展出一些具體的解釋標準。一般常被提及的法律解釋標準或方法，舉其要者約

有文義解釋、歷史沿革分析、目的解釋等等。…然而任何法律之解釋，均應以探求

或貫徹立法意旨為其最終目的。在個別規定的可能字義範圍內，以其立法或修正過

程之歷史沿革作為出發點，而在符合法律體系架構並且無規範或評價矛盾產生的前

提下，一併考慮被規範之事物的特質或其特殊結構，應盡力尋求法律規定應有之客

觀立法意旨，此為法律解釋的重要任務。就某個程度而論，法律之解釋應取向於目

的，而目的之解釋取向常具有概括的性質，而包含了各種未明確提及的考慮因素。

見廖義男、顏雅倫，公平交易法導論—公平交易法註釋研究系列（一），公平交易委

員會九十二年度委託研究計畫，頁13-30。 
430 黃建輝，法律闡釋方法，法律闡釋論，新學林出版社，一版再刷，九十四年一月，

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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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規範之事物的特質或其特殊結構，應盡力尋求法律規定應有之客

觀立法意旨431。 

 

依本文本章前所引述之本條『立法理由』可知，公平交易法特

設本條之立法意旨，係考量『著作權、商標專用權及專利權在『本

質』上皆為法律所賦予之獨占權，故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利

法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自不適用本法之規定432』。故立法者之立

法本意係考量智慧財產權法制之『本質差異』433，因此，不得偏廢

智慧財產權此一差異之立法意旨，應屬明確。 

 

就法律手段內容之設計，各國之專利法立法者均以『技術創新』

為門檻，作為『可專利性』賦予專利權之前提；而技術創新之門檻，

各國規範設計未必完全相同，但立法意旨均屬趨近，例如我國專利

法對於發明係以『新穎性』、『進步性』及『產業利用性』作為是

否賦予專利權之審查基準。換言之，此一壟斷獨占權之賦予過程，

均經過國家機關進行是否構成技術創新之檢驗。 

 

                                                 
431 黃茂榮，前揭註 1 書。 
432 另見羅怡德：『本條基本上承認專利權之行使與公平交易法中頗有產生衝突之可

能，故專利權人在依據專利法之規定下，可從事各項專利法所允許從事之行為，縱

從事某項行為之結果與公平交易法之立法宗旨或規定有所衝突，亦不當然違反公平

交易法之規定。』，前揭註 239 文，頁 192-193。 
433 即智慧財產所具有之『無體性』及『公共財性』，立法者之制度抉擇為以法律壟

斷權之賦予將此一公共財轉化為私有財，以減輕公共財製造者供給誘因低落以及協

助解決無體性財產較之有體財產不易施行事實控制權加以保護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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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專利權申請人在申請並獲准此一法律壟斷權之同時，發明人

也同時必須『公開』其認為屬於技術創新之技術內容，以換取發明

人有權對此一技術創新之『潛在』經濟利益，進行商業化之努力；

而所有社會大眾以及競爭對手，均得以基於此一公開之技術，一則

避免重複研發，二則墊基在前人的肩膀上朝向更有利基之技術發

揮，而當然，在發明人受法律壟斷權保護期間，如果其他人想要利

用該受保護技術範圍之技術內容，其他人必須取得發明人之同意，

這就是專利制度設計之本意，然而，此一法律壟斷保護期間一過，

所有社會大眾以及競爭對手均得『無償』、『自由』利用其所涉及

之技術內容。藉此，專利制度得以鼓勵創新及促進產業發展。 

 

由於該智慧財產只有特定之權利人可以使用，他人除非經過權

利人同意，否則無法使用，權利人在法律給予的壟斷期限內得限制

或排除他人進入該權利所保障之權利範圍內之技術競爭，而『必然』

形成限制競爭之結果。此一限制競爭之結果，為賦予具有排他效力

之智慧財產權所必然會產生者，如果因而就被認為違反競爭法，或

是有可能違反競爭法，將使得智慧財產權之規範目的失其意義，亦

使專利權利人蒙上權利行使必須承擔『不確定性』、『無法預測』

之法律風險。長久以觀，更可能因此消減發明人創新並將其公諸於

世之誘因，而遁逃至『營業秘密』，其結果為獨門秘方，永世獨享，

未必係屬社會之福。 

 

另外，從公平交易法第四十六條修正後之文字，特別加上『於

不抵觸公平交易法之立法意旨範圍內』始予以排除之『反排除』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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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434；相對於本條文字上係以專利法制之『依照專利法行使權利之

正當行為』，作為得不適用公平交易法規定之篩濾門檻，故本條之立

法精神固與公平交易法第四十六條同係肯認為排除公平交易法禁止

規定，而優先適用其他法律之強制或許可規定，惟細部規範設計上，

本條尚較公平交易法第四十六條有更強烈之公平交易法抑制意涵，

亦即，非先以公平交易法之立法意旨來審查其他法律規定，而係以

專利法制來審查是否屬於正當行為，因而排除公平交易法之適用，

可謂是立法者在智慧財產權法與一般其他法律相較之下，已置入智

慧財產權法制之特殊考量，而命公平交易法於此一範疇居於候補規

範地位435。  

 

 

三、競爭法之法位階 

 

如本文本章前所述，競爭秩序之確保，雖為憲法所欲積極維護

之法制度，但競爭政策為國家整體政策下的一環，尚有其他經濟政

策與社會政策與之並駕齊驅，競爭政策不必然即排除其他公益之追

求。因此公平交易法的立法上也對既存的管制法規，保持相當程度

之尊重436。因此，公平交易法雖被立法者肯定具有『經濟基本法』

                                                 
434 即須該其他法律的規定『不抵觸本法立法意旨』，並以此為優先適用的『範圍』，

若該其他法律的其他規定抵觸立法意旨，則其他規定仍無優先適用的效力。見蘇永

欽，前揭註 5 文，頁 224。 
435 且兩者之對象範圍寬窄亦顯有差異，公平交易法第四十六條屬於所謂之『概括排

除』，只要是事業關於競爭之行為，另有其他法律規定者，範圍廣泛；而公平交易法

第四十五條，則明確以智慧財產權法制為對象。 
436 蘇永欽，前揭註 419 文，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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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位，惟公平交易法之適用與執行，仍應以促進整體經濟利益之

最大發展為目的。 

 

換言之，公平交易法基於其競爭「一般法」或類似基本法之地

位，其效力並未因此「高於」或「優先於」其他有關法律，在法律

位階仍為憲法第一七零條規定之「法律」；所謂本法為「經濟憲法」

之說，毋寧在於強調競爭作為法制度對於交易秩序及經濟活動之深

遠影響而已。公平交易法第一條後段文字，亦未使本法成為法律適

用關係上之「普通法」，其他有關法律並不當然成為本法之「特別

法」而優先適用；反之，本法亦非其他有關法律之特別法，僅於立

法目的範圍內具有「原則法」之地位，承擔實現該目的之主要規範

功能437。公平交易法與其他有關法律間應為相容之解釋，無法簡化

為適用特別法與普通法之優先性問題；本法已規定者，並非一律適

用本法之規定，不再考量其他有關法律之規範意旨438。 

 

 

四、抑制管制之法價值抉擇 

 

就市場經濟體制下之抑制管制之法價值抉擇而言，按公平交易

法為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之經濟基本法地位，自有權力亦有義務對限

制競爭之獨占、聯合、結合等行為以及具倫理非難性之不公平競爭

行為加以規制，以維護自由競爭市場機制及秩序；惟如本文前述，

公平交易法之最終目的係在促進經濟繁榮，因此例如對於限制競爭

                                                 
437 蘇永欽，前揭註 5 文，頁 249-272。 
438 蘇永欽，前揭註 5 文，頁 232 以下；同見，石世豪，前揭註 156 文，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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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或結合管制，當整體競爭利益大於限制競爭之不利益時，競爭

法並不予以反面評價，因此，就達成『促進經濟繁榮』之最終目標

而言，競爭法乃不過一工具法性質。因此，公平會在判斷其他法規

（如管制法規）是否較能促進整體經濟利益、有無抵觸本法立法意

旨時，應能同時考慮競爭上之因素、競爭因素以外之其他經濟上因

素、以及經濟因素以外之其他非經濟之公共利益因素等。故公平會

不以僅就經濟因素判斷為限，更不應劃地自限於僅就競爭或效率因

素作判斷439。 

 

因此公平交易法在面臨其他法制之立法本旨即在『創設獨占』

為前提時，就該其他法制意欲創設獨占之領域，應居於退讓，蓋公

平交易法僅係在『維護』競爭機制與秩序，而立法者的假設是，肯

定市場機制及信賴市場機能，所以有必要賦予公平交易法排除、調

整人為造成不公平競爭的障礙；但在專利壟斷權特設的獨占權利界

限範圍內，立法者並不存在這一個假設，所以不需要公平交易法進

來參一腳管制，因為專利獨占之賦予是專利法考量無體財產特性所

特設，除非專利法制已無存在必要，否則以現今法制規範架構，專

利獨占保護範圍即為公平交易法不應跨入之界限所在，否則，法治

國基本之法明確性原則以及信賴保護原則，亦將無存。 

 

 

五、小結 

 

按各國關於事業限制競爭行為之競爭法規範，對於智慧財產權

                                                 
439 吳秀明、楊宏暉，前揭註 420 文，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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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的市場力量應該如何加以管制，論理上可區分為兩種規範立

場。第一種立場係以事業行為是否可歸屬於智慧財產權之權利內

容，決定其是否受到競爭法規範之拘束，如果系爭事業行為並未逾

越智財權之權利範圍，則即排除於競爭法規範之外，不受競爭法上

規定之拘束。如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有關讓

與或授權已取得或已申請之專利權、新型權、佈局權或品種保護權

之授權契約，若其契約之約款係限制受讓人、被授權人之營業交易，

且該限制逾越相關法令之排他性規定之範圍者，應禁止之。但對於

前述讓與或授權標的物之使用方式、範圍、技術上之適用範圍、數

量、領域或時間所為之限制，不屬逾越法令之情形。』同條第二項，

並且對於部分逾越智財權權利範圍之限制競爭行為，明文承認其仍

屬有效，同樣不在該法之規範範圍內。此外，同法第十八條並將前

條除外規定之適用範圍，擴及於未受法律保護之技術、營業秘密、

商標、新式樣、著作權、農作物品種等人類精神成果之讓與及授權

契約
440
；另外在美國一九九五年之智慧財產權反托拉斯授權執行準

則，基本原則上固然認為智慧財產權與一般財產權同受反托拉斯法

分析，但亦明文智慧財產權法之『安全區域（Safety Zone）』。 

 

第二種規範立場，對於智慧財產權權利範圍內之事業行為，則

不當然將其豁免於競爭法之規範範圍。換言之，採取此一立場者對

於智慧財產權之行使，除須判斷其是否屬於智財權之權利內容外，

尚須就其是否不當擴張智財權專屬排他權能之影響範圍，不當侵害

他人權益或影響公共利益、是否專為損害他人或市場競爭造成過度

                                                 
440 德國營業競爭防止法，公平交易委員會，八十八年五月，頁 9-10，轉引自，王

立達，前揭註 9 文，頁 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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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等不同面向加以考量
441
。 

 

承本文前述，本文認為考諸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立法理

由、專利法制之法定獨占權必要性、競爭法制之工具法性質以及管

制抑制之市場經濟思維，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法律定位應採『行

為管制除外說』，前提上與『例外排除說』及『阻卻違法說』同，均

認為應考量智慧財產權法制之立法意旨以及其本質特性，亦即，採

第一種規範立場，因此本條係對於智慧財產權之『正當權利』行使，

提供一個『排除公平交易法適用』之基礎，或說是『優先適用其他

法制規定』之基礎。惟此一排除，並非指整個智慧財產權法領域均

得排除公平交易法之適用，在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細膩文字規

定下，就專利法制而言，僅有『依照專利法之正當權利行使行為』，

始得豁免公平交易法之規制。因此，僅係某些特定行為之管制除外，

並非法領域之除外，故為『行為管制除外說』。 

 

亦即，在專利法制所保障之核心權利行使之行為類型之界限

內，應屬公平交易法抑制之處而應排除公平交易法規制之適用，此

部分之行為管制除外類型，依本文前述之整理分析，包括針對合法

有效權利金之數額決定、專屬授權、單方純粹拒絕授權、及使用用

途之四大類型，以免偏廢立法者之所以設立專利法制之立法本旨，

惟一旦逾越或非屬專利法之核心行為類型之界限時，競爭法執法機

關容有介入調整、管制之處；而其規範意義在於，立法者應係體認，

智慧財產權法之立法設置本旨即在『創設獨占』為法律手段，與公

平交易法以『規範競爭』之法律手段，本相衝突，因此，儘管兩者

                                                 
44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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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朝向最終社會長遠福祉為目標，在肯認智慧財產權法之制度目的

有其競爭法制之『獨特性』與『必須性』以求維護『創新』誘因之

立法考量，乃特設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使專利法之正當權利行使

行為，即得構成公平交易法『管制之界限』，進而排除公平交易法之

適用，而優先適用專利法規定。然則，當專利權利人所為之權利行

使行為非屬或逾越，此一核心行為類型之界限（即『安全區域』）時，

自有公平交易法或一般民刑事法規規範之空間，乃不待言。 

 

『行為管制除外說』與其他各說之差異處在於：『例外排除說』

認公平交易法乃普通法，智慧財產權法乃特別法，『確認說』及『違

法考量說』，則傾向定義公平交易法為較一般法制地位更為崇高之經

濟憲法，本文認為，如前所述，公平交易法基於其競爭「一般法」

或類似基本法之地位，其效力並未因此「高於」或「優先於」其他

有關法律，在法律位階仍為憲法第一百七十條規定之「法律」。公平

交易法與其他有關法律間應為相容之解釋，無法簡化為普通法與特

別法之適用優先性問題442443。 

 

另『例外排除說』認應『從嚴』解釋例外之範圍，以求盡量維

護公平交易法之執法範圍；且是否權利行使是否『正當』應以競爭

法因素評量，則因此恐有邏輯倒置之弊以及適用上之困難。本文主

                                                 
442 蘇永欽，前揭註 5 文；同見，石世豪，前揭註 156 文，頁 57 
443 公平交易法第四十六條之適用，亦有類似問題，如蘇永欽：『公平交易法對於市

場競爭行為的規範，在法律體系上是不是立於『特別法』之地位，如公平交易法第

一條第二項所示，從而若在處理第四十六條時又把公平交易法推到普通法地位，顯

然會有矛盾，如何解開這個矛盾，又必須列為更先決之問題。』，蘇永欽，前揭註 5

文，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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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行為管制除外說』，認為就肯認智慧財產權法制有其存在必要

之前提之下，應以智慧財產相關法規決定各該權利行使是否落入『行

為管制除外』之『安全區域界限』，而非以競爭法制衡量之，且不需

特意從嚴解釋以求維護公平交易法之執法範圍；而在依照智慧財產

權相關法制認定已非屬或逾越該行為管制除外之界限時，方有以『競

爭法制』要素評量其是否因屬『不正當』之『專利權權利行使行為』

而構成競爭法違反之情形。蓋在法律賦予法定獨占權之核心行為類

型範圍內，立法者並無需要競爭法制在該領域必須維護競爭秩序之

前提存在，且公平交易法亦只是眾多肯認市場機制之民法法規之一

環而已，並非至高無上之管制機構，毋寧只是在立法者認為需要『維

護競爭之處』始有調整、介入之必要，至於『經濟資源之分配』本

應回歸各項民商法規構築之市場機制來運作。 

 

在細部之法規適用上，在以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制認定或釐清非

屬或逾越該行為管制除外之界限後，應以競爭法制之相關要素『衡

量』是否『得』屬『正當』之專利權權利行使行為。此時，就非屬

不公平競爭類型之限制競爭類型而言，有二層該當『正當』權利行

使行為之機會。一為市場力量之檢驗，目前本文暫以美國法制之產

品市場占有率未達20%或技術市場存有四種以上替代技術作為市場

力量之篩濾門檻。因此，若未達此一市場力量門檻，即便非屬行為

管制除外類型，亦『視為』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專利權正當權

利行使行為。第二層則為當專利權人通過第一層市場力量之門檻檢

驗後，競爭法制則拿到了詳細進入系爭專利權權利行使個案規制之

門票，此時，專利權權利人對於被授權人所為之限制競爭指控，僅

得以該專利授權之特性、國際產業慣例等因素，主張此一授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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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款係屬『合理、必要』，或是雖非合理必要，但此一授權限制約款

所產生之促進競爭效果大於限制競爭效果，來主張再次通過『正當』

與否之檢驗。 

 

因此，可謂在非屬專利權權利人之核心行為管制除外類型之

外，競爭法執法機關均容有以競爭法係屬原則法之角度規制之空

間，惟此一範疇中，專利權利人亦享有以『正當』之專利權權利行

使，來向競爭法規制機關『平反』之機會。 

 

綜上，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目的在兼顧競爭法

以及專利法制之規範目的，在比較法上，可說細緻而深具用心。至

於論者批評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內容，未及新興之智慧財

產權客體，如積體電路佈局保護法、植物種苗法等，則應以修法解

決，而非因此否定本條之規範意義。 

 
 
 
 

第四節、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規範

意義 
 

有謂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規範目的在於『調和』兩個法制

之衝突關係，蓋智慧財產權具有排他效力，足以排除他人參與競爭，

從競爭之角度觀之有所影響，而智慧財產權之規範目的，亦即透過

具有排他效力之專屬使用權之賦予而創造誘因，讓權利人可以藉由

此一權利而攫取經濟利益，以鼓勵創作或發明，從而促進社會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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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是以法律制度在法所容許範圍內，肯定其作用，而容認其對競

爭秩序所產生之影響。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主要目的在於調和

『智慧財產權法對於權利人之保障』與『公平交易法對於競爭秩序

之維護二者所產生之衝突現象，本文茲表贊同 444。 

 

另外，亦有認為，立法者係體認此一智慧財產之本質差異，及

其所設獨占與公平交易法可能產生之手段上衝突
445
，因此在智慧財

產權相關行為適用公平交易法時，應至少視為獨立類型，加以處理

之
446
。 

惟就法律體系解釋而言，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立法體例，係置

於『附則』，非置於公平交易法之『作用法』範疇，因此，若認未來

公平交易法欲以『獨立類型』來處理智慧財產權之權利行使行為，

則可考慮以修法方式，將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改置於作用法範疇

中。 

 
 

 

                                                 
444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之發展與公平交易法之互動關係，律師雜誌第三百一十五

期，九十四年十二月，頁 53。 
445 蓋智慧財產權法，透過法律對無體財產的保障，使得人類文化、技術得以持續進

步，除了對個人財產保護之正義觀點外，經濟因素之考量，亦即鼓勵創新，亦為智

慧財產權法發展之重要動力。公平交易法係欲藉由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方式，確

保資源分配的效率，將目前現有之資源，作最有效的分配，使社會福利最大化；智

慧財產權法則欲藉由獨占地位的保障，使智慧財產權人得安心從事於增加現有資源

的努力。因其具有無體財產之特性，並不像一般動產或不動產一樣，得以以物理之

佔據作為控制使用之方式。 
446 劉承愚、賴文智，技術授權契約入門，智勝文化出版，八十八年，頁 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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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排除

適用範圍 

 

按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條對於行使智慧財產權之正當行為所

能排除適用之公平交易法範圍究竟如何？係排除全部公平交易法之

適用，或者只是排除部分規定之適用？茲分述如下： 

 

有認為智慧財產權之排他性格會對競爭造成限制之效果，立法

者為保障權利人之權益乃例外容許其為之，因此會被排除適用者，

嚴格言之，僅是公平交易法中有關「限制競爭」之規範；至於「不

公平競爭」之部分，雖然有人認為其亦應可被排除適用，然而由於

不公平競爭部分之規範在於維持公平之競爭秩序，任何人皆不得為

不公平競爭之行為，智慧財產權人亦同，因此該部分原則上應不在

排除適用之列。此由其他國家，特別是將限制競爭與不公平競爭分

開立法之國家，多將智慧財產權行使之特殊情形規定於限制競爭法

中，而非不正競爭法中，即可知447。 

 

我國實務上亦認為不公平競爭之部分，並不在被排除適用之

列： 

 
                                                 
447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與公平交易法之關係--以專利權為中心，國立臺灣大學法學

論叢第二十四卷二期，頁 495-584；魏千峰執筆，賴源河編審，前揭註 1 書，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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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一 「BOSS香菸案」（臺北高等行政法院判決89年度訴字第1004

號），行政法院認為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當然僅應適用

公平交易法中「限制競爭」行為（即將行使商標、專利等智慧財產

權所造成之限制競爭結果，排除公平交易法之管制），而不及於「不

正競爭」之行為，此乃立法上之當然解釋，因而認為縱使是註冊商

標之使用行為，仍然有可能構成不公平競爭行為。 

 

案例二「國立編譯館教科書案」（臺北高等行政法院判決91年度訴

字第1865號），行政法院認為：「事業適用本條除外規定之範圍，

僅限於反壟斷法（即獨占地位之濫用、結合事先申請及聯合之禁止）

之部分，對於反不當競爭法（如妨礙公平競爭）部分則無除外規定

之適用，否則會造成鼓勵事業從事不公平競爭」，因而認定原告辦

理部編審定本國民小學教科書印行作業，無正當理由限制出版事業

印行資格，排除其他具印行能力之書局，損害國內出版事業公平競

爭機會，為無正當理由之差別待遇行為，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448。 

 

綜上，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條對於行使智慧財產權之正當行

為所能排除適用之公平交易法範圍究竟如何？目前之學說及實務見

解均導向，原則上僅得排除限制競爭之規範，蓋因智慧財產權之排

他性格本質即會對競爭造成限制之效果，至於不公平競爭則不在排

除適用之列，亦即，不公平競爭行為，無論如何均受公平交易法規

範。 

 

                                                 
448 謝銘洋、陳人傑，前揭註 2 文，頁 55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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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就現行公平交易法之立法體例，係將限制競爭與不公

平競爭併予規範於公平交易法之中，且均由公平會執行相關競爭政

策及競爭疑慮個案之處理；而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體系上又置於

附則，因此似乎在規範體例上可以初淺獲得--公平交易法四十五條

之排除適用範圍自包括限制競爭與不公平競爭之結論？實則不然。

這個問題本文認為似乎是庸人自擾，蓋若為權利之正當行使行為，

自不會受到不公平競爭之責難，何來討論是排除限制競爭或係全部

排除適用之問題存在？因為根本不存在適用不公平競爭規範此一前

提449。所以仍應回歸到此一行為或授權限制，究竟是否屬於權利之

正當行使行為，若屬之，公平交易法自無須介入管制，亦無從管

起，因為，其並無違反不公平競爭問題。因此，應認為由於不公平

競爭行為係乃『行為不法』，其行為本身被賦予非價判斷，無須衡

量市場力量及其對於競爭與經濟效率之影響。因此本質上即『非』

屬智慧財產權之正當權利行使範疇，故其亦無排除不公平競爭法之

問題存在
450
。 

 

 

 

 

 

                                                 
449 同見蘇永欽：『限制競爭法尚有相對化之空間，不正競爭法則依其本質即不太可

能容許相對化。因為若可相對化，即不能再認為不正，既界定為不正，即沒有以法

律合理化的空間。反之，行為性質若非出於不正的道德考量，而是因加入特定市場

因素、政策考量才認定違法，則理論上仍可另以他法阻卻其違法之可能。』，前揭註

5 文，頁 217。 
450 王立達，前揭註 9 文，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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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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前言 
 

鑑於我國產業在知識經濟之帶動下以及全球性之科技發展腳

步，產業之交易型態除傳統有形商品之買賣及服務之提供外，更有

以智慧財產權之授權作為交易之內容者。透過智慧財產權之授權實

施，授權人藉由授權獲得一定之經濟利益，被授權人亦得藉此利用

授權技術開發新的商品市場451。智慧財產權之發展，隨之而來，即

為伴隨之智慧財產權紛爭問題，而在智慧財產權行使上，參酌國外

法制之發展，尤以智慧財產權之授權行為糾紛最為頻繁，尤其是智

慧財產權授權協議過程中，被授權人往往提出授權限制約款係違反

競爭法制之主張，因而迭生爭議，我國目前案例雖因尚在發展階段，

案例數目較之國外法制尚屬有限，惟仍有一制訂技術授權處理準則

之需求，以供遵循。 

 

                                                 
451 公平交易委員會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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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452乃於九十

一年一月頒訂『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

理原則』（以下簡稱處理原則），作為各界遵循之指針性規範。以下

介紹此一授權處理原則內容。 

 

貳、制訂目的 
 

為處理技術授權案件，使公平交易法相關規範更具體化，期使

執法標準更臻明確，俾利業者遵循且利相關案件之處理，特訂定本

處理原則453。 

 

透過智慧財產權之授權實施，授權人藉由授權獲得一定之經濟

利益，被授權人亦得藉此利用授權技術開發新的商品市場。因此，

以技術交易為代表之專利、專門技術授權協議對於授權技術之充分

利用，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惟技術授權協議之授權人為增加其市

場之影響力，或授權協議當事人間為避免相互競爭，常於技術授權

協議中附加某些限制約款，以提高其市場地位，獲取較高的經濟利

益。該等限制約款若不當運用，不僅對於授權技術造成壟斷，甚或

造成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而有違反公平交易法之虞。公平會為

使公平交易法相關規範更具體化，參考以往相關案例之經驗，及目

前產業發展之現況，並參酌美國、日本及歐盟有關技術授權之相關

規定，期使執法標準更臻明確，俾利業者遵循且利相關案件之處理，

                                                 
 
453 公平交易委員會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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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訂定本處理原則454。 

 

參、適用範圍 
 

依處理原則第二條第一款規定：本處理原則所稱技術授權協議

係指涉及專利授權、專門技術授權、或專利與專門技術混合授權等

授權協議類型。 

 

一、發明及新型專利授權 

 

處理原則此處所指之專利，僅指依我國專利法取得之『發明』

專利及『新型』專利，而不及於『新式樣』專利，此與處理原

則名稱定為對於『技術』授權協議之處理，可謂相呼應。蓋『發

明專利』為涉及高度技術意涵者，一般所指之專利通常即指此

類，而『新型專利』，為亦涉及技術意涵，但較低者，故一般

習稱為小發明。至於『新式樣專利』，係指對物品之形狀、花

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 455，一般而言，屬於

工業外觀設計範疇，並無技術意涵，因此尚無不妥。 

 

處理原則另明文，未於我國取得專利所為之授權協議，而對

我國特定市場產生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影響者，準用本處

                                                 
454 公平交易委員會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前言。 
455 我國專利法第一百零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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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原則之規定456。此一準用規定，就字面言，應係針對外國已

獲准專利之授權行為而言。 

 

二、專門技術（Know-How） 

 

所謂專門技術，依處理原則之規定，係指方法、技術、製

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

而符合下列要件者： 

 

1. 非一般涉及該類資訊之人所知； 

2. 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 

3. 所有人已採取合理之保密措施。457 

 

            此一專門技術之定義，係以具備秘密性以及經濟性為主要

意涵，實則，其概念及內容，即指『營業秘密』458，營業秘密

雖不在整個專利制度中所為之『法律獨占權』設計範圍內之客

體；然依我國營業秘密法相關條文，擁有營業秘密之權利人，

不僅得如同專利權人進行『授權行為』459，對於侵害其營業秘

                                                 
456 公平交易委員會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第二條第二項。 
457 公平交易委員會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第二條第三項。 
458 我國營業秘密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營業秘密，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

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而符合左列要件者： 

一  非一般涉及該類資訊之人所知者。二  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

值者。三  所有人已採取合理之保密措施者。』 
459 我國營業秘密法第七條規定：『營業秘密所有人得授權他人使用其營業秘密。其

授權使用之地域、時間、內容、使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 前項被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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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者，亦享有『防止侵害請求權』、『排除侵害請求權』460以及

『損害賠償請求權』461。在法院審理過程中，除得以『專庭』

審理外，尚得以涉及營業秘密為由，不公開審判或限制閱覽資

料，以維護其秘密性462。因此，在實務操作上，對營業秘密之

保護，雖無營業秘密權之名，可謂已有同於享有法律獨占權之

智慧財產權能之實。此與專利制度是否存有體制上之扞格，甚

或彼此又會產生何種交互影響，本文將於後述討論之。 

 

 

肆、基本原則 

 

一、技術權利人不被推定具有市場力量 

 

處理原則第三條明文規定，公平會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

                                                                                                                                                 
權人非經營業秘密所有人同意，不得將其被授權使用之營業秘密再授權第三人使

用。』 
460 我國營業秘密法第十一條規定：『營業秘密受侵害時，被害人得請求排除之，有

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被害人為前項請求時，對於侵害行為作成之物或專供

侵害所用之物，得請求銷燬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461 我國營業秘密法第十二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不法侵害他人之營業秘密者，負

損害賠償責任。數人共同不法侵害者，連帶負賠償責任。 前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自請求權人知有行為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自行為時起，逾十

年者亦同。』 
462 我國營業秘密法第十四條規定：『法院為審理營業秘密訴訟案件，得設立專業法

庭或指定專人辦理。當事人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涉及營業秘密，經當事人聲請，

法院認為適當者，得不公開審判或限制閱覽訴訟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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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因授權人擁有專利或專門技術即推定其在特定市場具有市

場力量（market power）463。此與美國反托拉斯授權準則所宣

示之基本原則相符合。 

 

按所謂『市場力量』係指，一般係指事業可使價格持續高於

競爭價位，使產出持續低於競爭產量之能力。而衡量市場力量

是否存在，最常用之工具為產業集中度（Measurement Of 

Concentration）。目前各國對於市場集中度之衡量主要有二，一

為區分特定市場前Ｎ大事業之市場占有率總和，通稱為ＣＲ指

數；其二則為以特定市場內所有事業作衡量標準之

Herfindhal-Hieschman指數（以下稱HHI指數）464。 

                                                 
463 公平交易委員會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第三條。 
464 前者通常只提供市場集中之統計數字，例如當提及二家事業之集中度時，經濟學

之用語為CR2，指該產業之前二大事業市場占有率之平均加總。同理，CR3 指前三

大事業，CR5 指前五大事業，依此類推。公平交易委員會目前對於產業集中度所使

用之衡量指標，除CR4 外，亦有使用CR3 與CR5 作為產業集中度之分析工具者。

另一衡量市場力工具之HHI指數，所謂HHI 指數係將所有市場參與者之個別市場占

有率先平方後再加總之數據。其衡量方式需要二個數據，一為結合後之HHI，另一

為所增加之HHI。"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1992）", issu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另參美國公平交易法規彙編，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

會編印，八十四年一月，頁217。因係以產業內所有事業作衡量標準，其市場集中度

指標具有反應市場中參與事業數目及參與事業個別市場占有率資訊之功能，衡量結

果較為合理而易為人所接受。美國一九九二水平結合指導原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1992）即採此種衡量標準。HHI指數將市場集中度大致分為三大範疇：

1000 以下（低度集中市場）、1000 至1800（中度集中市場）、1800 以上（高度集中

市場）等三個範疇，於評估水平結合行為時，一般將考慮結合後之市場集中度，以

及結合所導致之市場集中增加幅度。見何之邁，公平交易法註釋研究系列（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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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專利權而言，依本文第二章所述，係屬法律政策抉擇下

所准許賦予專利權人之法定獨占權（Legal Monopoly），亦即，

在特定期間內，得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販賣、使用、

進口包含該專利權之專屬排他權。與經濟意義上之『獨占』有

別，因此明文規定，擁有某項專利權之專利權人，並不等於其

擁有含括該專利商品之市場力量465。市場力量之有無以及多

寡，係屬個案事實驗證問題，應依個案相關市場分析而定。 

 

二、較一般財產權多元之特定市場範圍 

 

（一）一般財產權涉及之特定市場 

 

依現行公平交易法第五條第三項對於「特定市場」之解釋

性規定：「…所稱特定市場，係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

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據此，則市場定義在理論上應可涵

蓋所有競爭可及之區域或範圍，包括商品或服務之潛在供給者

與需求者，及可能交易之區域空間與時間範圍466。一般而言，

特定市場之劃定可分為『相關產品市場』、『相關地理市場』及

『相關時間市場』三種。其中，時間之相關市場只有在少數之

例外情況中，才會加以考量，例如商品及服務僅在特定時期或

                                                                                                                                                 
平交易委員會九十二年度委託研究計畫，頁445。 

 
466 薛琦、李存修、張明宗、劉紹樑等著，公平交易法對金融機構結合行為之規範及

審查原則之研究，轉引自何之邁，前揭註459文，頁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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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點被提供。因此，關於特定市場之劃定，以產品因素和地理

因素之影響最為重要467。實際運作上，例如，事業結合之相關

市場界定，係就相關產品市場與地理市場等二方面共同界定

之。此外，因時間長短會影響商品或服務之交叉彈性，從而亦

可能影響特定市場之範圍，是於具體個案衡量時，亦得考量需

求者或其他市場參與者於合理可預見期間內之轉換、供給能力

之時間因素。 

 

1、產品市場（Product Market Definition） 

 

「產品市場」係指在需求替代性及供給替代性方面，其功

能、特定、用途及價格條件上，均具有緊密替代性之商品或服

務所構成之範圍468。亦即，凡所有能夠滿足特定需求，且在功

能及價格條件上具有緊密替代性之產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組合。 

 

實際運作上，產品市場之劃定，主要從『市場相對人』之

觀點來看，亦即應採取所謂『需求之市場觀』，以買受人對於該

產品所認定之『合理替代可能性』作為衡量指標。換言之，應

視系爭之產品對於顧客而言，是否具有所謂『功能之替代可能

性』，而決定其是否屬於同一產品市場。若產品在特性、經濟使

用目的及價位上具有替代性，而一般理性消費者為滿足特定需

求時會加以比較，並且認為其彼此間可以相互替代，則這些產

品即可歸於同一產品市場。例如價位相似、不同品牌之各種中

                                                 
467 吳秀明、楊宏暉，前揭註 420 文，頁 14。 
468 此一產品市場之定義，為公平交易委員會第615 次委員會議關於審查結合案件研

究案所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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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房車469。至於『供給替代性』，係在若生產者可在短期內改變

部分生產技術或流程，即可生產另一類似之產品時，則此兩種

產品亦可列入同一產品市場，例如男成衣與女成衣，方會納入

考量470。 

 

2、地理市場（Geographic Market Definition） 

 

「地理市場」係指就結合事業提供產品或服務，交易相對

人得以無障礙選擇或轉換其他交易對象之區域。亦即，在市場

相對人之觀點下，視何一地理範圍內之產品，對於其滿足特定

需求而言，具有替代可能性來界定。而地理市場之區隔，通常

會受顧客通常消費之區域範圍、法律規定、交通運輸成本、產

品特性（如特須保鮮之產品以及與管線網路有關之產品）或自

然地理環境等因素所左右471。 

 

（二）技術授權涉及之特定市場 

 

處理原則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公平會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

件，不受授權協議之形式或用語所拘束，而將著重技術授權協

議對下列特定市場（relevant markets）472可能或真正所產生限

                                                 
469 吳秀明、楊宏暉，前揭註 420 文，頁 15。 
470 Vgl. Emmerich, Kartellrecht, 8 Aufl., 1999, S.179ff; 范建得、莊春發，公平交易法

第一冊：獨占、結合、聯合，一九九九年三月，頁一二 O 以下，轉引自吳秀明、楊

宏暉，前揭註 420 文，頁 15。 
471 同前註。 
472 A relevant market by definition is one that includes "products that have a su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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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影響。用以判定授權約款可能受影響之

範圍，而所謂之『特定市場』，在技術授權協議領域，係包括以

下三種： 

 

1、 「商品市場」（goods markets）：指利用授權技術   

而製造或提供之商品所歸屬之「商品市場」； 

2、 「技術市場」（technology markets）：指與該特定   

技術具有替代性而界定之「技術市場」；此部分處

理原則並未再為細部規定，惟定義『技術市場』，應認

至少必須同時考量（1）競爭技術（2）競爭產品（3）

生產競爭產品之技術。此外，尚仍須以『消費者需求彈

性』與『生產者供給替代性』二項指標作為界定技術市

場之參考方向
473
。 

3、 『創新市場」（innovation markets）：係以可能從事 

商品之研究發展為界定範圍之「創新市場」474。 

                                                                                                                                                 
competitive impact on the product of the defendant to be considered collectively in 

deciding whether the defendant possesses monopoly power." Earl W. Kintner, Federal 

Antitrust Law ? 12.3. available at  

http://web.lexis-nexis.com/universe/document?_m=3bccfe96538591417e5c64129b2c045

e&_docnum=26&wchp=dGLbVtz-zSkVb&_md5=4e1457de366d833664909e738abb232

8 , 瀏覽日期 95/6/15。 
473 宿文堂，近年台灣重要專利案例與實務，第六屆海峽兩岸智慧財產權學術交流研

討會－科技創新與智慧財產權戰略，九十五年五月，頁 364。 
474 公平交易委員會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第四條第二項。 



 245

 

三、實質審查、合理原則為規制基準 

 

（一）實質審查 

 

處理原則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公平會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

件，不受授權協議之形式或用語所拘束；處理原則第四條第一

項亦規定：『形式』上雖為依照專利法等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

惟『實質』上逾越專利權等正當權利之行使範圍，違反專利法

等保障發明創作之立法意旨時，仍應依公平交易法及本原則處

理。綜觀上述兩條文，應可謂，公平會藉此宣示對於技術授權

協議之適法性，公平會係採取『實質』審查為原則475。 

 

（二）合理原則 

 
處理原則第四條第三項規定，公平會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

件，應考量相關授權協議內容之『合理性』，因此，處理原則應

有向借鏡美國法制以合理法則為授權協議適法性審查基準之意

味。 

合理原則應審酌考量事項，依處理原則第四條第三項明文規

定，公平會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除考量相關授權協議內容

                                                 
475 另公平交易委員會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第八條規定：『技術授權協議

之內容非屬本處理原則所例示之行為態樣者，依公平交易法之規定，於具體個案判

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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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合理性，並應審酌下列事項： 

 

1、 授權人就授權技術所具有之市場力量； 

2、 授權協議當事人於特定市場之市場地位及市場狀況； 

3、 授權協議所增加技術之利用機會與排除競爭效果之影響

程度； 

4、 特定市場進出之難易程度； 

5、 授權協議限制期間之長短； 

6、 特定授權技術市場之國際或產業慣例。 

 

伍、審查步驟 
 

處理原則第四條規定，處理原則審查分析之步驟為： 

 

一、檢視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 

 

處理原則規定，應先依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檢視，

視其是否有『實質上逾越專利權等正當權利之行使範圍，違反

專利法等保障發明創作之立法意旨』之情形。若有，方進入下

一步驟之審視。 

 

二、檢視相關特定市場範圍 

 

處理原則規定包括技術授權協議對產品市場、技術市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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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市場之可能或實際產生之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影響。 

 

三、審酌技術授權協議限制約款是否具有合

理性 

 

處理原則規定應審酌因素包括：授權人就授權技術所具有

之市場力量、授權協議當事人於特定市場之市場地位及市場狀

況；授權協議所增加技術之利用機會與排除競爭效果之影響程

度；特定市場進出之難易程度；授權協議限制期間之長短；特

定授權技術市場之國際或產業慣例。 

 

 

陸、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之授權約款例示 
 

一、白條款--不違反公平交易法事項之例示 476 

 

處理原則第五條規定，技術授權協議就下列事項所為之約

定，尚不違反公平交易法有關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規定，如

依第三點、第四點審酌後有不當情事者，則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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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 公平交易委員會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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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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授權人仍須於一定期間依一

定方法繼續支付當事人基於自由意思所決定之實施費

用，至授權協議失效或終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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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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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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授

權人與被授權人另有約定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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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黑條款---違反公平交易法事項之例示 

 

1. 有競爭關係之技術授權協議當事人間以契約、協議或其

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授權商品之價格，或限制數

量、交易對象、交易區域、研究開發領域等，相互約束

當事人間之事業活動，足以影響特定市場之功能者，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十四條規定。 

2. 技術授權協議之內容，有下列情形之一，而對特定市場

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十九條第六款之規定： 

i. 限制授權協議之當事人或其相關事業，就競爭商品

之 研發、製造、使用、銷售等從事競爭之行為。 

ii. 為達區隔顧客之目的，規定其須使用特定行銷方

式、限制授權協議相對人技術使用範圍或交易對

象。 

iii. 強制被授權人購買、接受或使用其不需要之專利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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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技術。 

iv. 強制被授權人應就授權之專利或專門技術所為之

改良以專屬方式回饋予授權人。 

v. 授權之專利消滅後，或專門技術因非可歸責被授權

人之事由被公開後，授權人限制被授權人自由使用

系爭技術或要求被授權人支付授權實施費用。 

vi. 限制被授權人於技術授權協議屆滿後，製造、使

用、銷售競爭商品或採用競爭技術。 

vii. 限制被授權人就其製造、生產授權商品銷售與第三

人之價格。 

viii. 技術授權協議限制被授權人爭執授權技術之有效

性。 

ix. 授權人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專利之內容、範

圍或專利有效期限等。 

 

3. 技術授權協議之當事人為獨占事業，該當本點所例示之

行為態樣，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條之規定，就具體

個案判斷之。 

 

 

三、灰條款---可能違反公平交易法事項之例示 

 

技術授權協議之內容，如在特定市場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

公平競爭之虞者，將可能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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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利授權協議在專利有效期間內，於我國領域內區分授

權區域之限制；專門技術授權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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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對專門技術所為區域之限制，亦同。 

2. 限制之範圍與應用領域無關，而限制被授權人銷售範圍

或交易對象。約定被授權人所能實施授權技術之應用領

域及範圍之限制約款。 

3. 限制被授權人製造或銷售商品數量之上限，或限制其使

用專利、專門技術次數之上限。 

4. 要求被授權人必須透過授權人或其指定之人銷售。 

5. 不問被授權人是否使用授權技術，授權人逕依被授權人

某一商品之製造或銷售數量，要求被授權人支付授權實

施費用。 

 

技術授權協議授權人要求被授權人向授權人或其所指

定之人購買原材料、零件等，而非為使授權技術達到一定效

用，維持授權商品之商標信譽或維護專門技術秘密性之合理

必要範圍內，如在特定市場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將可能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一款或第六款規定。 

 

技術授權協議無正當理由，就交易條件、授權實施費用

等，對被授權人給予差別待遇之行為，如在特定市場具有限

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將可能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

九條第二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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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本文對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

以及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

之建議審查基準與審查步驟—代結論 
 

 

壹、本文對於公平交易委員會技術協議處理

原則之建議 
 

一、 適用範圍以技術創新意涵者為限，應值贊同： 

 

美國反托拉斯法授權準則之適用範圍包括，專利權、著作權、

營業秘密。然而，著作權並無『技術創新』意涵，而係著重於『文

化創新』，保護人類心智對概念之具體表彰，且其保護期間，可著作

性要件與具技術意涵之專利權甚有差異，因此，我國法之技術授權

處理原則，較美國法之商標權除外 477，更進一步將不具技術意涵之

著作權除外，就類型化之規範功能上，就排除著作權適用此點，應

值贊同。 

 

 
                                                 
477 商標法係以產品間隔化、差異化為重點，與技術無關，同見劉紹樑，前揭註 3

文，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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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應將專門技術（營業秘密）與專利權人分別規範，本處

理原則之適用範圍應排除營業秘密/專門技術所有人： 

 

按專利權人於專利權期間，於專利權範圍內專有製造、使用、販

賣其發明之權利，專利權人可決定自行實施或授權他人實施其專利

權，在專利權人授權他人實施時，專利權人得向被授權人收取權利

金，此等法定獨占壟斷權之前提，係因專利權人將其所為之發明於獲

取專利權時『公諸於世』所換得而來，在專利保護期間，任何第三人

得經專利權人同意後『有償使用』，於專利保護期間屆滿時，任何第

三人得不經專利權人同意『無償使用』，成為名符其實之公有財。然

而就營業秘密或專門技術而言，其並無有限保護期間之限制，亦即，

營業秘密擁有人得將其所為之尖端營業秘密以不向公眾公開之方

式，私下與其他人合意授權或其他利用，因此，其得無限期持續私自

擁有此營業秘密之技術，且不需向政府繳交相關權利維護之規費，若

謂營業秘密所有人之法定獨占權利及其相關保護等同專利權人，則此

種只有權利，沒有義務之營業秘密保護方式，恐將漸漸使專利權人選

擇以營業秘密方式保護其專門技術，而無法以作為專利權人公開專門

技術之對價亦係制度信賴保障之基礎，故本文對現行之處理原則亦建

議應將營業秘密將以排除，另立不同之規範審查基準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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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文對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以及審

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之建議審查

基準與審查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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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從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條規範觀之，其固並不認為智慧財

產權之行使一律排除公平交易法之適用，但其亦宣示『依照專利

法所為之專利權行使正當行為』，不受公平交易法之適用之立法

意旨，以使專利法制得以保留該法制之規範意旨考量，因此劃定

何種情形屬於『依照專利法所為之專利權行使正當行為』，即本

文所謂之『行為管制除外之安全區域』誠屬重要，亦屬審查第一

步驟478，本文依據第五章對於專利法制與競爭法制交錯議題之實

證觀察，併同專利法制規範意義考量479後，茲提出專利權行使之

                                                 
478 謝銘洋、陳人傑認應以兩階段判斷，其認：『只有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始不

適用本法，如果超出此範圍而為「不正當行為」，縱使其為行使權利之行為，仍然應

受到公平交易法之規範。由此可知本條之適用，必須通過兩階段之判斷，一是必須

是智慧財產權之權利行使行為，二是行為必須是正當行為，惟未提出具體標準或建

議，僅說明專利法第五十六條定義之專利權權利以及專利法第五十七條之效力不及

事項。謝銘洋、陳人傑，前揭註 2 文，頁 551-557。 
479 同見，謝銘洋、陳人傑，其認：『關於智慧財產權之權利行使行為而言，是否屬

於「行使權利」之行為，必須依相關智慧財產權法而為判斷，亦即必須是行使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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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管制除外之安全區域行為類型如下： 

 

1、 就合法有效專利之權利金數額之收取決定 480 

2、 專屬授權 

3、 單方純粹拒絕授權 

4、 使用用途限制（如製造授權、銷售授權）、使用區域        

限制（如新竹以北授權）481、使用期間限制等 

 

本文認為，鑑於上述安全區域內之行為或所為之授權約款限制，

均屬專利權之『核心』權能，因此，不應、也不必要受公平交易

法規制，因此，一旦落入此一安全區域之行為類型者，即屬於公

平交易法下之合法行為，無需再針對個別事實剖析是否『正當』

或『不正當』，僅有在非屬或逾越此一安全區域所描述之行為管

制除外類型外之專利權權利行使行為，方有必要投入執法成本，

                                                                                                                                                 
財產權法所賦予之各種權利始足當之，至於智慧財產權人有哪些權利？權利之範圍

與內容如何？均依各種智慧財產權法之規定而定。』，謝銘洋、陳人傑，前揭註 2

文，頁 551。 
480 例如以專利產品之總銷售額百分比收取、以專利產品之產量訂定不同收取比例、

權利金比例採產量與權利金百分比正向增加法、權利金比例採產量與權利金百分比

反向增加法、定額權利金等等方式，只要沒有重複收取或違反專利權利耗盡理論，

應認屬專利權之核心權能。 
481 關於使用權種類以及使用區域，屬於安全區域，同見謝銘洋，陳人傑：『就正當

行為而言，行使智慧財產權之正當行為雖然或多或少會對競爭秩序造成限制與影

響，但衡量智慧財產權法之立法目的，公平交易法對於此種行為原則上應予以容認，

例如權利人與他人訂立讓與或授權契約，並於契約中對於所讓與或授權之使用權種

類、權利範圍、使用之區域、使用之期間等加以約定。』，謝銘洋、陳人傑，前揭註

2 文，頁 55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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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是否不正當影響市場競爭機能之個案市場力量及其他事實

分析，亦即，若系爭行為或授權限制非屬安全區域內之行為，方

進行下一步驟之檢視。 

 

惟應注意者，關於使用區域之限制，授權人所得禁止者僅為

被授權人不得在其他地區銷售專利品，如果已經銷售出去之物品

流通至其他區域，例如第三人於買受後將其運送至其他區域銷

售，由於依專利權權利耗盡理論/第一次銷售理論之規定，專利

權人就該物品之權利即已耗盡，專利權人自不得禁止之。另上述

限制必係以專利權合法有效存在，且所為之限制係屬獲准權利範

圍內所為，始可排除於公平交易法適用，如果超越此範圍482，而

對被授權人加以限制，則仍有公平交易法規範之可能性存在，分

別可能構成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類型，詳見後述。 

 

 

步驟二、區分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類型 

         

第二步驟則為，區分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類型。若為限制

競爭類型，則需進一步進行市場力量之分析，若為不公平競爭類

型，則不必進行市場力量之分析。依本文第五章對專利法制與競

爭法制之交錯議題實證觀察，分析如下： 

 

（一）限制競爭類型：如 

1、 搭售非專利商品作為授權必要條件 

                                                 
482 如授權之內容為其專利權所不及之部分，授權之期間超出專利之保護期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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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禁止販賣、競爭非專利產品 

3、 轉售價格限制 

4、 無正當理由收取歧視性權利金 

5、 限制與競爭事業交易 

 

若屬於限制競爭類型行為，需進入『市場力量檢驗』483，

評估是否可能對競爭秩序造成需要規制之影響。按智慧財產權

法所賦予的法律上排他地位，與實際市場力並不能被劃上等號。 

 

所謂「市場力」，在經濟學上之定義係指事業有能力使價格

持續高於競爭價位，或使產出持續低於競爭狀態下產出之能力

484，而法律上的獨占排他地位則係由法律所創設，雖然法律上

賦予智慧財產權所有人就特別產品、製程或創作可以享有排除

他人競爭之地位，然而則此種地位之享有本身並不必然表示智

慧財產權人享有控制市場之力量。專利權人不被推定市場力

量，已屬美國近百年來之法制經驗結果，亦為我國技術授權處

理原則 485之基本原則所採納，因此，需針對個案事實探究，系

爭專利授權人是否具有市場力量。 

 
                                                 
483 同見柳瑜珊：『著作權授權契約並不必然產生限制競爭作用而違反公平交易法之

立法目的，其理至名，亦即著作權授權契約是否產生限制競爭效果，其關鍵在於授

權人「市場力量」之有無，而與「著作權排他性之賦予」無關』，見柳瑜珊，前揭註

2文，頁12。 
484 Section 2 of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41. 
485 公平交易委員會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理原則第三條規定亦認為授權協議案

件，並不因授權人擁有專利或專門技術即推定其在特定市場具有市場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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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不公平競爭類型：如 

1、 就過期專利收取權利金 

2、 就詐騙取得專利收取權利金 

3、 就非專利商品收取權利金 

4、 明知專利無效收取權利金 

5、 限制爭議專利有效性 

 

按權利之行使若構成不正當競爭行為，則不須進行是否具

有市場力之事實分析486。就不公平競爭之類型，在專利法制上，

絕大多數屬於『專利權濫用』之理論。立法政策上，如本文前

述，固可討論，是否讓不公平競爭回歸專利法制之專利權濫用

理論規範，如未來即將成立之智慧財產權法院專門處理？或由

公平交易法並與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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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公平交易法得針對不公平競爭類型之授權行使行

為，併予規制487，作為此部分之規範建議基礎。惟鑑於美國法

制對專利權權利濫用理論已發展近百年，在公平會以現行公平

交易法之不公平競爭條款評價其違法性時，得參酌專利權權利

                                                 
486 同前註 
487 『濫用權利之行為已經超出一般通念所容許之行使權利之範圍，甚至會造成不得

行使權利或權利失效之結果，因此其仍應受到公平交易法之規範，特別是如果權利

濫用之行為涉及不公平競爭行為，而不公平競爭行為並不能依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五

條之規定被排除於該法適用範圍之外，因此濫用權利之行為人亦不能以之為依據而

主張其行為不受公平交易法之監督。』，謝銘洋、陳人傑，前揭註 2 文，頁 552。 



 259

濫用理論。 

 

 

步驟三、限制競爭類型之市場力量檢視 

 

針對競爭法制介入管制專利權權利行使之專利權人市場力

量門檻，美國一九九五年之授權準則以授權人與被授權人合計

達產品市場市占率 20%為準 488，誠如本文前述，此一推估，係

以一般財產權之商業行為為出發點，忽略智慧財產權授權行為

之特性，蓋以專利權而言，蓋絕大多數授權人係與被授權人處

於激烈之拉距關係，而非集合之協調關係，再者，當被授權人

之市場占有率越大，其實，其所代表之議約能力、公司資產、

聘僱專家談判之能力均呈正向之增大，因此，本文認為，不應

將專利權權利行使行為之安全區域劃定之市占率採取二者合一

之看法，而應分別視之。故若以授權人為觀察點，前提上應視

該授權行為，是否屬安全之行為管制除外類型，再以『授權人』

之產品市場之地位是否已達市場占有率 20%即可，以認定其是

否在產品市場，具有一定程度以上之市場力量之審查門檻，當

然，若市場占有率已達 50%以上，則在我國法應以獨占地位不

得濫用之管制處理之。 

 

另外美國一九九五年授權準則，另提及若產品市場之資料

不可得，則以該授權專利技術之『技術市場』，是否具有四種以

                                                 
488 授權人與被授權人合計達成產品市場未達 20%，則屬安全區域。見 Section 4.3 of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 Supra note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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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替代技術，作為替代標準 489。然則，就該技術被授與專利

權觀之，該『被授與專利權範圍內之技術』即屬『無競爭狀態』，

不可能有可替代技術存在，蓋若獲證專利權之前存在替代技

術，則該技術不會被賦予專利，因為沒有新穎性，若獲證專利

權之後存在替代技術，若該替代技術往往構成『專利侵權』，亦

不可能有人甘冒侵權風險在市場上推銷？ 

 

除非是以該授權技術所製成之產品，探討是否存在其他技

術來做成可達到消費者認為可替換之相同功能產品，然而，此

是否應以『技術市場』稱之？本文尚持保留意見，惟在後者意

義下之『技術市場』，定義其市場範圍，至少必須同時考量（1）

競爭技術（2）競爭產品（3）生產競爭產品之技術。此外，尚

仍須以『消費者需求彈性』與『生產者供給替代性』二項指標

作為界定技術市場之參考方向
490
。 

 

不過，本文固認技術市場之界定在技術授權領域應有其存在

意義，惟四種以上替代技術之門檻太嚴？是否應放寬，是否會

侵蝕專利制度特設之法律獨占手段？蓋如本文所提，專利權商

品化之比率，國外是百分之三、國內之千分之三，這微小的獲

利機率，還要加上滾滾的研發金流成本，以及專利權『活的越

久，繳的越多』的專利維護費，等等因素綜合考量之，關於此

點，本文尚無定論，故目前暫以授權人之產品市場是否佔有 20

％以及美國法制之替代標準，技術市場是否不具有四種以上替

                                                 
489 Section 4.3 of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upra 

note 141. 
490 宿文堂，前揭註 473 文，頁 364。 



 261

代技術，作為公平交易法進入規制限制競爭類型之市場力量門

檻要件。倘該授權專利在特定市場中並不具有市場力量，則其

授權行為自無構成限制競爭之可能 491，則不需審酌該行為或授

權約款是否具有反競爭效果。 

 

步驟四、限制競爭類型之反競爭效果檢視 

 

此時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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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無反競爭效果，則自亦規屬公平交易法下之合法行為。若具

有反競爭效果，方再進一步為下一步驟之違法檢視流程。 

 

步驟五、限制競爭類型之授權限制是否合理、必

要檢視 

 

此時應考量專利權授權之特性、國際及產業慣例決定等因

素，以決定該授權約款之限制是否合理、必要，或是否具有替

代性之反競爭效果較輕微之手段可以替代。若檢視結果為授權

限制約款非合理、必要，則即屬構成限制競爭之違法。若檢視

結果為授權限制約款合理、必要，則再進入下一階段之檢視。 

                                                 
491 同見，王立達，前揭註9文，頁156，九十一年，頁156；謝銘洋、陳人傑，前揭

註2文，頁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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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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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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不具有促進競爭效果，或反競爭效

果與促進競爭效果之利益衡量結果，前者大於後者，則屬構成

限制競爭之違法，反之，則為合法之限制競爭授權限制約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