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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延展性權利金肯定論與否

定論之檢討與分析 
  

本章主要在對於延展性權利金之肯定論及否定論作分析，提出

本文見解。在本章中，本文將對延展性權利金的肯定論及否定論

作一綜覽，並分別就「研究工具以延展性權利金為對價的正當性」

以及「延展性權利金對產業的影響」二方面加以檢討分析，以作

為規制延展性權利金的基礎。 

 

第一節 延展性權利金之肯定論及否定論的綜

覽 
如前面第二章及第五章所述，肯定及否定延展性權利金的論者

各有所據，在本節中，本文擬針對其相關理由再加檢討 

 

 前文第二章及第五章中所提及肯定與否定延展性權利金的理

由，可羅列如下： 

(一) 否定延展性權利金的理由在於： 

(1) 其會降低被授權人的研發誘因，尤其在多數授權人皆使用延展

性權利金條款時。 

(2) 由 reach-through 所生之權利金堆疊效應會使得下游產業運行

發生困難。 

(3) 其收取權利金的範圍超出申請專利範圍以外，非屬原專利的正

當對價。 

(4) 其收取權利金的時限超出原專利期限，不合專利法及競爭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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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旨及規範。 

 

(二) 肯定延展性權利金的理由在於： 

(1) 其提供一風險分攤之機制。 

(2) 其可幫助起始公司取得研究工具，因其可減少先期支付費用。 

(3) 因研究工具的價值本就在其對最終產品的貢獻，故延展性權利

金屬於估算研究工具價值正當合理的方式，競爭法無介入的理

由。 

(4) 延展性權利金有助於估算研究工具價值，可促進授權之達成。 

(5) 反公用財悲劇或權利金堆疊的問題不見得會發生。 

  

 觀察以上各種肯定與否定延展性權利金的理由，可發現相關爭

議可概分為二個層面，一是「研究工具以延展性權利金為對價正

當性」的問題；一是「延展性權利金對產業影響」的問題。說明

如下： 

 

 首先，以上否定延展性權利金的理由(3)與肯定延展性權利金

的理由(3)皆是關乎「研究工具以延展性權利金為對價正當性」的

問題，且二者似乎是完全對立的見解。前者認為研究工具使用延

展性權利金為對價不具正當性，後者則認為延展性權利金為計算

研究工具專利價值正當且合理的方式。究竟哪一種說法較正確，

是一個應先探究的問題。誠如第五章中學者 Barton 氏所言，倘此

種權利金是合理的，則該條款根本沒有違背反托拉斯法的問題，

因為其與被授權人要求一般固定金額權利金的情形並無不同，只

是一種專利權人要求之正當合理對價的行為而已。究竟延展性權

利金是不是研究工具專利正當合理的對價，本文將於下文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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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探討。 

 

 另外，以上肯定與否定延展性權利金的其他論點，則涉及「延

展性權利金對產業影響」的問題。本文亦將於下文第三節中探討。 

 

第二節 研究工具專利以延展性權利金為對

價的正當性 
 如前所述，研究工具專利對價的正當性是一個值得討論的問

題，誠如 Barton 氏212所述，如果延展性權利金是研究工具專利的

「合理」對價，則自不應對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作任何限制213。 

 

如第二章、第五章及上節的說明，贊成延展性權利金的主要理

由之一，是後續的研發成果本來就是判斷研究工具專利價值的依

據，研究工具專利的價值就在於其對後續研發成果的貢獻度，故

以延展性權利金作為研究工具專利對價並無不當，反而有助於解

決授權協商時可能發生的權利金爭議。反對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的

論者則認為，每一個專利皆有其範圍，專利法僅針對系爭專利已

揭露或已於申請專利範圍中主張的部分加以保護，則專利權人所

應得報酬自應以其權利範圍為限，而不及於後續之研發成果，研

究工具專利以延展性權利金作為對價自不具正當性。 

 

 上述二種看法截然不同，究竟哪一種看法較正確，恐怕是延展

性權利金條款的核心問題。本文以為，這二種看法可能都有值得

                                                 
212 John H. Barton, Patents and Antitrust: A Rethinking in Light of Patent Breadth and Sequential 
Innovation, supra note 53, pp.461. 
213 見第五章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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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榷之處。首先，反對延展性權利金之論者主張研究工具專利的

價值不及於後續之研發成果，這可能誤解了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的

意義。按，延展性權利金僅是以後續的研發成果來「評估」研究

工具的價值而已，其所欲評估的還是「使用」系爭研究工具的對

價，與研究工具專利的範圍及不及於後續之研發成果無關。申言

之，研究工具的價值原本應該是「使用」該研究工具專利的對價，

但是在後續研發成果尚未出現前，不易評估「使用」該研究工具

專利的對價，故以延展性權利金的方式來評估。換言之，延展性

權利金只是計算研究工具價值的方式而已。 

 

 然而，是否真如贊成延展性權利金的論者所述，研究工具專利

的價值就在於其對後續研發成果的貢獻，故應以研發成果的某百

分比(即延展性權利金)來作為研究工具專利對價？這恐怕也未

必。要知道，研發成果的商業價值除了研究工具的貢獻外，亦包

含後續研發者的貢獻，若以研發成果商業價值的某固定百分比來

計算研究工具的貢獻，會不當地將後續研發者的貢獻程度也一併

計入研究工具的價值內。詳言之，某一研發成果商業價值主要可

歸因於二方面的貢獻，一是研究工具的貢獻；一是研發者的貢獻。

前者通常相關於研究工具「功效」的大小，也就是研究工具

「powerful」的程度，研究工具的功效越大，研發成果之商業價值

可能會越高；後者通常相關於研發者的能力、努力甚或運氣，研

發者自身的能力、努力甚或運氣越佳，研發成果之商業價值就會

越高，研發者自身的能力、努力甚或運氣越差，研發成果之商業

價值就會越低。前者固應歸屬於研究工具專利權人，然後者不論

研發結果好壞，亦皆應歸屬於後續研發人員。如果暫時忽略掉其

他因素的影響(如市場供需狀況)，則研發成果的價值可略以下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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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研發成果的價值=研究工具貢獻的價值+後續研發者貢獻的價值 

 

於上式中，後續研發貢獻的價值並不是固定的，而是隨著研發

者的能力、努力甚或運氣而定，其差異可能很大，若以延展性權

利金的方式計價，亦即以研發成果價值的某固定百分比收取權利

金，可能忽略了後續研發創造出價值的「變異性」問題，而不當

地將應歸屬於研發者的報酬計入研究工具的價值內。申言之，後

續研發者依其能力、努力或運氣所創造出來的價值可能不同，但

無論如何，研發者的成功或失敗，應由自己享受與承擔，而與研

究工具專利權人無關。假如以研發成果價值的某固定百分比來計

算研究工具的貢獻，則若研發者創造出來的價值越高，研究工具

的貢獻就會變的越高，這顯然是將後續研發者創造出來的價值也

當成了研究工具的價值。亦即，延展性權利金僅考慮到研發成果

的價值與研究工具的貢獻有關，而忽略了研發成果的價值與後續

研發者的貢獻亦有關聯。若以研發成果價值的某百分比計算研究

工具的價值，則無可避免地會將後續研發者努力或不努力的因

素，一起計入了研究工具的價值內。這也就是前面章節中所述，

延展性權利金會降低後續研發者研發誘因的原因。 

 

舉個例子來說，每一個人使用螺絲起子為工具，所創造出來的

價值並不會相同，在同樣的使用時間內，有的人可以製造出巧奪

天工的工藝品，有的人只能修修水管，這就是前文所述研發「變

異性」的問題，若使用延展性權利金計算螺絲起子的價值，將無

可避免地將使用者的能力、努力或運氣所創造出來的價值亦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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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螺絲起子的價值。但我們也不能說螺絲起子的價值與工作成果

無關，螺絲起子的功能越強(例如系爭螺絲起子為電動螺絲起子)，

越能幫助適用者創造出價值較高的成品，只是以延展性權利金計

價，亦不能反映螺絲起子的正確價值。 

 

申言之，在一般以固定權利金計價的方式中，契約雙方會評估

各項因素，協商出螺絲起子的價值。至於螺絲起子對於後續工作

成果的「一般」或「平均」貢獻，當然也在雙方的考量之內。在

協商出螺絲起子的價格後，最後購買螺絲起子的一方依其能力、

努力或運氣所創造出來的價值，則歸屬於購買螺絲起子的一方。

然而，如依 reach-through 的方式計價，則購買螺絲起子一方所創

造出來的價值越高，評估出來螺絲起子的價值就越高；其創造出

來的價值越低，評估出來螺絲起子的價值就越低。如此評估出來

的螺絲起子價值，顯然不是螺絲起子應有的價值。 

 

因此，延展性權利金會將研發者的努力或不努力計入研究工具

的價值內214，其本質上就無法避免錯估研究工具價值的情形，所

以要說延展性權利金是研究工具專利的「正當」對價，恐怕並不

一定正確。 

 

 當然，契約雙方本可依其考量，協商其權利金的計算方式，將

權利金與被授權人的研發結果作一連結。只是這已經進入到「契

約層面」的問題。既然是「契約層面」的問題，則競爭法就有依

                                                 
214 當然，假若後續研發者研發之「變異性」甚低，亦即幾乎所有研發者或同一研發者利用

系爭研究工具所研發出來的結果均相同或類似，則使用延展性權利金就比較不會將研發者的

努力計入研究工具的價值內。但此種情形應屬例外，因為一般而言，研究工具既然屬於一種

「工具」，則不同研發者或同一研發者利用同一研究工具創造出之研發成果應該具有相當程

度的變異性。 



 117

其影響加以介入的空間，而非如前述學者所稱，延展性權利金本

是研究工具專利的合理對價，故不應對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作任何

限制。 

 

 綜上，本文以為延展性權利金無可避免地會將後續研發者努力

不努力的因素計入研究工具的價值內，故不屬研究工具專利的「正

當」對價，只是雙方本可依其考量，以契約的方式採取此種「合

作」模式。但此種計價模式倘有可能對於產業競爭產生不良的影

響，競爭法仍有介入的空間。當然，這須視延展性權利金的影響

為何而定。 

 

第三節 延展性權利金對產業的影響 
 除了上述延展性權利金是否屬研究工具專利正當對價的問題

外，第一節所述其他肯定與否定延展性權利金的理由，多與延展

性權利金對產業的影響有關。以下分別討論之。 

 

第一項  降低研發誘因的問題 

第一節中所述否定延展性權利金的理由(1)，即其會降低研發

誘因的說法，本文持肯定見解。如第二章之圖示分析，相較於固

定金額的權利金，此種針對研發結果所課的「稅」的確會使得研

發誘因降低，學者間似亦未見反對者。這裡可能的問題是，延展

性權利金的比率可能不一定會高到對研發誘因有顯著的影響。惟

本文以為，考慮到可能的權利金堆疊，單一授權契約的影響或許

不大，但累積的效應即足以對被授權人的研發誘因有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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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延展性權利金所生之堆疊 

 第一節中所述否定延展性權利金的理由(2)，即由延展性權利

金所生之權利金堆疊有害下游產業的說法，與肯定延展性權利金

的理由(5)，即美國目前未發生反公用財悲劇或權利金堆疊的說

法，似乎完全對立。由延展性權利金所生之權利金堆疊的問題究

竟存不存在？是否可能會在我國發生？值得進一步探究。 

 

如第二章及第五章中所述，有些論者認為由延展性權利金所生

的權利金堆疊效應會造成下游產業的發展困難，但亦有論者指

出，至少目前在美國，此種問題目前並未發生，例如第五章所述

Walsh 等人215及 Ramirez 氏216之論述。究竟權利金堆疊效應是不是

一個值得擔心的問題，其在我國發生的可能性如何，即值探討。 

 

 如第五章中所述，認為由延展性權利金所生的權利金堆疊問題

不會發生的論者是認為，現有的機制已足以抑制其發生。因為，

下游研究者可以透過專利迴避、利用其他公開的工具、質疑專利

有效性的方式，避免侵害研究工具專利，而毋庸透過授權，故不

會有權利金堆疊的問題。此外，經由政府機構的介入，亦可緩和

此種權利金堆疊，如 NIH 反對延展性權利金之例。而對於一些關

鍵性的研究工具專利，要不就是專利權人本就體認到技術散佈的

重要性，而以甚低的權利金授權(如擁有 Cohen-Boyer 專利的加州

大學及史丹福大學)，要不就是市場本身會有適當的調控，例如下

游研發者會反對不合理的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如 PCR 專利授權之

                                                 
215 John P.Walsh et al., Patents in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supra note 203. 
216 Heather Hamme Ramirez, Defending the Privatization of Research Tools: An Examination of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in Bio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upra note 204, 
pp.374-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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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因此這些論者認為，至少就美國現階段的情況而言，由延展

性權利金所生的權利金堆疊不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這些問題未

來是否有可能發生，誠如 Walsh 等人的實證研究所述，仍然值得

繼續觀察。 

 

 然而此種由權利金堆疊問題在我國發生的可能性如何？本文

認為，其發生的可能性應較美國為高。首先，我國的政府機構並

未有反對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的政策，即使有，恐怕幫助亦不大，

因此種政策最多只能拘束其資助的對象，亦即國內的研究機構，

但我國屬技術輸入國，一些重要的研究工具專利技術皆屬外國專

利權人所擁有，拘束國內研究機構並無實益。再者，仰賴國外專

利權人體認技術散佈的重要性恐屬一種不切實際的期待，畢竟專

利權人還是以其利益為依歸，像加州大學及史丹福大學的例子恐

怕不多。更重要的是，美國的下游研發者之所以能夠成功的抵制

Cetus 公司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是因為下游研發者具有相當的

協商力量(bargaining power)，例如第一個與 Cetus 公司簽訂無延展

性權利金條款的 Roche 公司即為一規模龐大的製藥公司，在具有

協商力量的情形下，自有能力反對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然我國廠

商是否有此協商能力足以和外國專利權人對抗，則甚有疑問。因

為目前我國並無規模龐大的製藥公司，大部分生物科技公司也都

屬於剛起步的階段，如國外專利權人堅持要求延展性權利金，恐

怕無法仰賴市場機制來拒絕不合理的延展性權利金。在這些考量

下，我國出現由延展性權利金所生之權利金堆疊的可能性應較美

國高。 

 

 綜上，本文基本上認為由延展性權利金所造成的權利金堆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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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我國應該擔心的問題。 

 

第三項  風險分攤與幫助起始公司取得研究工具的

問題 

 第一節中所述肯定延展性權利金的理由(1)及(2)，即延展性權

利金具有風險分攤與幫助起始公司取得研究工具的優點，基本上

本文持贊同立場。 

 

但須注意的是，在某些個案中，延展性權利金並不一定具有此

類優點，例如在被授權人希望以一般的方式支付權利金時，即可

認延展性權利金無風險分攤的功能，因為風險分攤機制只有在被

授權人有風險分攤的需求時才有其功能，強制的風險分攤並無意

義，只會降低投資及研發誘因而已。又，倘被授權人不屬資金拮

据的起始公司，而有能力負擔固定權利金(包括其本身資金充裕、

可藉由借貸等方式取得資金、甚或可透過合資等方式解決其資金

問題等)，則延展性權利金幫助起始公司取得研究工具的優點亦不

存在。 

 

再次強調，風險分攤或幫助起始公司取得研究工具的優點只有

在被授權人有此需求時才有其功能，在被授權人資金充裕的情

形，延展性權利金固無上述優點；在被授權人資金不夠充裕的情

形，被授權人亦有太多種方式來分攤其風險或強化其取得研究工

具的能力，此際延展性權利金亦無上述優點。強迫無此等需求的

被授權人接受延展性權利金，並不具增加效率、促進競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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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提供良好估價基礎的問題 

此外，如前文所述，肯定延展性權利金的理由之一是延展性權

利金有助於估算研究工具價值，進而促進授權。既然本文認為延

展性權利金不一定研究工具專利的合理對價，則延展性權利金有

助於估算研究工具價值的說法，是否就不正確？ 

 

本文以為這也不一定，因為雖然延展性權利金無可避免地會錯

估研究工具的價值，但在某些情形下，相較於固定權利金的估價

方式，延展性權利金仍可能是一種相對而言較準確的估價方式，

例如某些研究工具可能只對於某種特定商業產品的研發有所助

益，且已可大略知道該研究工具對於該特定商業產品研發的助益

有多大，但卻難以得知該特定產品可能的市場價值，此時，延展

性權利金可能是一種較準確的估價方式。倘相較於一般固定權利

金，延展性權利金是一種較準確的估價方式，則允許使用延展性

權利金可增加協商成功的可能性，減少系爭新技術推出初期價格

紊亂之情形，進而促進授權效率，這當然是競爭法所樂見的。 

 

但須注意的是，假若相較於其他方式，延展性權利金是並不是

一種較準確的估價方式，則使用延展性權利金就沒有促進授權效

率的功能。例如假設系爭研究工具專利已有一定的市場行情，亦

即已有成熟的市場可供評估其價值時，則以延展性權利金來估價

並不會比依市場行情來估價更準確，因如前所述，其本質上就無

法避免錯估研究工具價值的情形。又。假如系爭研究工具雖無成

熟的市場可供評估其價值，但與系爭研究工具相類似的技術具有

一定的市場行情時，亦可以該相類似技術的價值來推估系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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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價值，而作為雙方協商系爭研究工具專利價值的參考，這

種估價方式亦可能較延展性權利金準確。 

 

另應注意的是，即使在系爭案件情形中，延展性權利金是一種

較準確的估價方式，亦不代表就應完全允許延展性權利金，因為

延展性權利金尚有降低研發誘因及權利金堆疊217等問題。此時就

必須於個案中作權衡，倘於個案情形中，可認降低研發誘因及權

利金堆疊的問題較價格混亂期所造成授權效率降低的問題嚴重

時，則或許應該禁止使用延展性權利金，而期望在經過一段價格

混亂期後，市場會找出研究工具的適當價格；倘於個案情形中，

可認價格混亂期所造成授權效率降低的問題較降低研發誘因及權

利金堆疊的問題嚴重時，則或許應該允許使用延展性權利金。 

 

第四節 小結 
在以上的探討中，本文重新檢視了延展性權利金相關的肯定論

及否定論。本文認為，相關論者認為以 reach-through 的方式收取

權利金超出原專利範圍以外而非屬原專利正當對價的說法，並不

正確，因為延展性權利金僅是以研發成果來估算研究工具的價值

而已，其嘗試估算的還是研究工具的價值。本文亦認為，相關論

者主張延展性權利金是研究工具專利合理對價的說法亦不完全正

確，因為其無可避免地會將後續研發的努力計入研究工具的價

值，故亦不能說延展性權利金本是研究工具的正當對價，而不應

加以管制。 

 

                                                 
217 權利金堆疊的探討詳見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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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為，延展性權利金在某些情況下的確具有促進授權的功

能，因為其提供了風險分攤的機制，並可幫助資金不充裕的起始

公司取得研究工具，而且在無其他可行方式評估研究工具的價值

時，使用延展性權利金可解決新技術出現時之價格混亂期所導致

之授權效率低落的問題。但本文認為，在個案中，這些優點可能

存在，亦可能不存在。例如若被授權人無風險分攤的意願或需要

時，延展性權利金供風險分攤機制的優點即不存在；若被授權人

的資金充裕時，延展性權利金可幫助起始公司取得研究工具的優

點即不存在；若客觀上存在比延展性權利金更適當的估價基礎

時，則延展性權利金增進授權效率的優點即不存在。 

 

又在延展性權利金的缺點方面，本文認為，延展性權利金有降

低研發誘因的缺點，且至少在我國，由延展性權利金所生的權利

金堆疊效應亦屬應該擔心的問題。只是也不能僅因為權利金堆

疊，就完全否定延展性權利金可能的優點，而一概禁止使用延展

性權利金條款。 

 

總括而論，延展性權利金也利也有弊，且於個案情形中，這些

優缺點是否存在或強弱大小並不相同。因此，本文以為，在我國

法制層面的思考上，應保留規致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的可能性，視

個案情形判斷延展性權利金的妥當性，過濾出一些不合理的延展

性權利金條款，同時允許可促進授權的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以促

進我國生物科技產業的進步。 

 

至於在何種情形下應允許此類條款，何種情形又應禁止？這涉

及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的限制競爭效應與促進競爭效應的分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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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回答此一問題，必須先探討延展性權利金的限制競爭與促進競

爭效應為何，再就我國情況，分別各種情形，權衡個案中使用延

展性權利金條款的限制競爭與促進競爭效應，方能決定延展性權

利金條款的適法性。此部分詳見下章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