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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我國法制對於延展性權利

金條款之規範 
 

 如前所述，競爭法應保留規制延展性權利金的可能，視不同的

情況決定是否允許此類條款。以下，本文即探討延展性權利金條

款的規制依據及規制方式。 

 

第一節 另設專利權濫用？ 
 如前章所述，美國法院目前對於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的審查基本

上是從專利權濫用的角度切入218，倘授權人並未以此為條件，亦

即雙方是自願的情況下，則美國法院並不非難此種條款。但是在

授權人以此為條件強制被授權人接受的情況下，美國法院是否會

非難此種條款，則有疑義。如第四章所述，本來依據美國最高法

院於 1969 年 Zenith 案的判決，授權人強制被授權人以未專利產品

計算權利金即構成專利權濫用，但由第三章及第四章的相關說明

可知，目前美國法院已漸漸以反托拉斯的標準檢視專利權濫用，

故美國法院是否會依 Zenith 案的判決處理，可能會有疑問。至少

就傾向上來看，美國法院不無以反托拉斯法標準檢視的可能。 

 

 那我國是否應引進專利權濫用原則作為規制此類條款的依

據？關於引進專利權濫用以規制授權契約限制條款的問題，國內

有文獻持肯定的見解219，因為相較於競爭法，專利權濫用對於授

權契約限制條款的規制較嚴，有利於國內廠商。本文以為這雖然

                                                 
218 見第五章所述美國法院對 Housey II 案之判決。 
219 何愛文，《論專利法制與競爭法制之關係-從保護專利權之正當性談起》，台灣大學法律研

究所博士論文，前揭註 74，頁 111-112。 



 126

是一個可以討論的方向，但似乎實益不大。因為如果要引進，應

該引進的是美國法院於 1980 年代以前的看法，因當時專利權濫用

係以專利法的觀點檢視，其對授權契約限制條款的規制較嚴。但

如採取美國法院於 1980 年代以後的看法，亦即專利權濫用原則上

應依反托拉斯的標準檢視，則是否引進專利權濫用的差別不大，

因為至少在構成要件層面，專利權濫用與競爭法的標準類似，被

授權人依公平交易法主張即可。唯一的不同僅在民事專利侵權訴

訟時，被授權人多了一個抗辯的機會而已。 

 

第二節 競爭法的規範 
 對於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以競爭法規範可能是一個可以考慮的

方向，以下即檢視我國公平交易法的相關規定，探討延展性權利

金條款的規制依據及規制範圍。 

 

第一項 垂直非價格限制競爭--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

第 6 款 

 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6 款主要規範的是垂直的非價格限制競

爭。依其規定，事業若有「以不正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

為條件，而與其交易之行為」，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

之虞」時，即不得為之。而依通說見解220，本款乃在規範限制競

爭之行為，屬市場不法，故以行為人擁有市場力量為必要。違背

本條之規定，依同法第 36 條處理。 
                                                 
220 吳秀明，〈避難到不公平競爭的聯合行為管制〉，《競爭法制之發韌與展開》，元照出版有

限公司，2004 年 11 月，初版 1 刷，頁 134；廖義男，〈行政法院裁判之評析-公平交易法實

務與行政法院裁判之評析〉，《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1997 年，頁

50-52；莊朝容、劉孔中、陳家駿、韓毓傑，《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與美、日、德相關規

定與執行狀況之比較分析》，頁 168，199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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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款乃我國規範授權契約限制條款的主要依據，依據公平交易

委員會之「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凡限制相對人從

事競爭、限制技術使用範圍或交易對象、強制整批授權、專屬回

饋授權、期後權利金之收取、不爭執條款等，均依本條規範221。

簡言之，除涉及本法第 14 條之聯合行為及第 19 條第 2 款差別待

遇之行為外，幾乎所有授權契約限制條款皆是以本款為依據。 

 

 本款的構成要件可分為：(1) 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2)

須為不正當之限制；(3)有限制競爭之虞222。以下析述之。 

 

第一款 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 

 此處之「限制」，依本法施行細則第 27 條第 1 項之規定，係

指搭售、獨家交易、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制及其他限制事業活

動之情形。看起來權利金支付方式的相關限制不像是本條例示之

「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的情形。然如第四章所述，延展

性權利金會降低被授權人的研發誘因，具有間接限制被授權人研

發活動的效果，故亦可認其屬於一種「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

動」的態樣。且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6 款作為垂直非價格限制競

爭的一般規範，在行為方式的層面，應盡量涵蓋各式直接或間接

限制事業活動的行為，至於其合法與否，另以其是否具限制競爭

的效果為斷即可。 

                                                 
221 見第三章之說明。 
222 公平交易法新論(賴源河編審，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 年 10 月，二版一刷) 一書中將

本款的構成要件分為四項：「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不正當之限制」、「具有市

場力量」及「有限制競爭之虞」(頁 316-317)，本文將「具有市場力量」納入「有限制競爭

之虞」之要件中討論，蓋「具有市場力量」係由「有限制競爭之虞」之要件衍生而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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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不正當之限制 

 本款規定事業須「不正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方屬

本款所非難的事由，而依本法施行細則第 27 條第 2 項，此處「不

正當」之判斷「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

場結構、商品特性及履行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

法文將「不正當」與第 19 條之共通要件「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

競爭之虞」分別羅列，似認二者之內涵有所不同。然本款之實質

要件「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本係在分析市場機能，

似又與施行細則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不正當」之判斷有所重複。

因此在學說上，有認「不正當」與「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

之虞」屬不同概念者223，亦有認二者並無不同224。而公平會的見

解則不甚明確225。 

 

目前我國多數見解認為，此處之「不正當」與「有限制競爭或

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判斷並無不同，毋庸另行認定。本文亦從

之。因此，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是否屬「不正當」之限制，依其是

否「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判斷即可。 

 

第三款 有限制競爭之虞 

                                                 
223 孫奇芳，〈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妨礙公平競爭行為規範之違反與損害賠償〉，《司法研究年

報第十七輯第四編》，頁 72。 
224 莊朝容、劉孔中、陳家駿、韓毓傑，《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與美、日、德相關規定與

執行狀況之比較分析》，前揭註 220，頁 168；黃銘傑，〈公平法第十九條之規範原理與架構〉，

《月旦法學雜誌》，第 69 期，頁 66-67；林挺機，〈公平法有關不公平競爭行為應如何適用「合

理原則」或「當然違法」原則〉，《第二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易法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頁 112。 
225 關於公平會見解之分析，詳參楊宏暉，《競爭法對搭售行為之規範》，政治大學法律研究

所碩士論文，民國 90 年，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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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要件之探討可分為二部分。首先，本款屬市場不法，故事業

應具市場力量，方有可能「有限制競爭之虞」。再者，即使事業

具市場力量，亦應進一步權衡系爭行為之限制競爭與促進競爭效

應，以決定其是否違法。 

 

第一目 市場力量 

在市場力量方面，主要的問題是，擁有研究工具專利之專利權

人何時才具有市場力量？一般而言，欲探討專利權人是否具有市

場力量，應先劃分出相關市場，再決定專利權人是否具有市場力

量。依據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歐體 2004 年技術移轉準則及我

國之授權準則，專利授權的市場可包括產品市場、技術市場與創

新市場226。其中所謂技術市場，依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係指被

授權之智慧財產權(即被授權技術)及其替代技術所組成的市場

227，在研究工具專利的情形，應是指系爭研究工具技術以及其替

代性技術所組成的市場。所謂替代性技術，係指可與系爭研究工

具技術達成相同或類似目的或有相同或類似效果的技術。 

 

本文以為，判斷研究工具專利權人是否具有市場力量，應以其

所處之技術市場為斷。因為專利權人係「銷售」某種相關於研究

工具的技術或該技術的使用權，其是否具相當的市場力量，自應

由系爭研究工具技術以及其替代性技術所組成的市場加以判斷。 

 

 一般而言，市場力量的判定係以市場的占有率及相關因素為

斷，技術市場亦同。另可稍加說明的是，依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

                                                 
226 參第三章之說明。 
227 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第 3.2.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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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228，審查事業於某特定技術市場的市場力量時，須考慮所

有相關證據。若可取得市場占有率之相關數據且該數據可適當反

映市場參與者之競爭情形時，該數據可為審查之參考，而執法機

關亦會考量買方或其他市場參與者對市場競爭程度之評斷，在無

法取得市場占有率之數據或該數據無法反應出市場參與者之競爭

情形時，此類證據尤其重要。若無法取得市場占有率及其他可反

應市場力量的資料，且市場上之各種技術的競爭效率約略相當

時，執法機關將逕認每一個技術具有相同的市場占有率。又，若

技術市場上存在四個以上對於使用者而言的替代性技術(系爭技術

除外)，則屬反托拉斯審查的安全區域，除有特別情形，執法機關

不會質疑其適法性。此類規定皆可供我國判斷事業於技術市場是

否具有市場力量之參考。 

 

第二目 限制競爭與促進競爭效應之權衡 

 接下來應探討延展性權利金之限制競爭與促進競爭效應之權

衡，倘事業具有市場力量，且相較於促進競爭效應，系爭行為之

限制競爭效應較明顯，或是顯有其他較小限制競爭的手段，則系

爭行為即屬「有限制競爭之虞」。這裡的判斷應屬本款適用的核

心要件。 

 

 限制競爭與促進競爭效應的權衡，依我國公平會之見解，原則

上應依「合理原則」加以判斷229。而如前所述，依美國法院見解230

                                                 
228 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第 3.2.3、4.3 項。 
229 公平交易委員會，「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適用考量」處理原則，見公平交易會網站

http://www.ftc.gov.tw/，last visited on Jan, 15, 2005. 
230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Indiana Federation of Dentists, 476 U.S. 447 (1986)；NCAA v.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486 U.S. 85 (1984)；Broadcast Music, Inc. v.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Inc., 441 U.S. 1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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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231，欲依合理原則判斷系爭行為是否合

法，應先判斷系爭限制行為是否可能具有反競爭效果，假如是，

則應進一步判斷系爭行為是否屬為達成「超過(outweight)原反競爭

效應之促進競爭效應」所為合理且必要(reasonably necessary)之措

施。以下，本文將依循「合理原則」的分析架構，分析延展性權

利金的適法性。為行文方便，本文將合理原則之分析分成三點說

明：(一) 延展性權利金的限制競爭效應；(二) 延展性權利金的促

進競爭效應；(三) 延展性權利金是否屬為達成「超過原限制競爭

效應之促進競爭效應」所為「合理且必要」之措施。 

 

壹、 延展性權利金的限制競爭效應 

一、降低研發誘因或限制研發作為一種限制競爭效應 

如前所述，延展性權利金的問題在於其會降低研發誘因，具有

限制研發的效果232。此限制行為所影響的市場為何，是否影響了

該市場的競爭而具有限制競爭效應，須先加討論。 

  

 在研究工具專利授權的情形，其所涉及的市場可能有三：一是

授權人所處之研究工具專利技術市場；一是被授權人所處之創新

市場；一是現在或未來可能出現而與被授權人研發目的有關的產

品或技術市場。以下析述之。 

 

 在「授權人所處之研究工具專利技術市場」方面，通常情形下，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雖有降低被授權人研發誘因及限制被授權人研

                                                 
231 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第 3.4 項。 
232 見第四章及其他相關章節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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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之效果，然並不會對研究工具專利技術市場中之其他替代性技

術的擁有者產生不利的影響，因其雖影響下游之被授權人之研

發，但並未有排除「授權人所處之研究工具專利技術市場」之其

他競爭者之情形。亦即，授權人使用延展性權利金並不會影響授

權人所處之研究工具專利技術市場。故研究工具專利技術市場非

屬延展性權利金會影響的市場。 

 

 在「被授權人所處創新市場」方面，授權人降低被授權人研發

誘因或限制被授權人研發的行為則可能會影響創新市場的競爭。

如前所述，授權契約中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會降低被授權人誘因

或限制被授權人研發，因此可能會發生將被授權人排除於創新市

場外而降低創新市場競爭的效果。這與回饋授權條款有些類似，

如美國授權準則所述，回饋授權條款有可能會影響競爭，因其會

降低被授權人的研發誘因，因而限制了「創新市場」的競爭233。

同樣地，延展性權利金亦會降低被授權人的研發誘因，而限制「創

新市場」的競爭。 

 

 在「現在或未來可能出現而與被授權人研發目的有關的產品或

技術市場」方面，授權人使用延展性權利金亦會影響此類市場的

競爭。如前述，延展性權利金有降低被授權人誘因或限制被授權

人研發的效果，這將導致被授權人參進此類市場的障礙。在現有

的產品或技術市場方面，倘被授權人係希望藉由其研發而進入某

現有的產品或技術市場，則被授權人使用延展性權利金因而降低

被授權人的研發誘因或間接限制被授權人研發，將會增加被授權

人進入市場的障礙。如歐體準則所述，在限制研發條款方面，假

                                                 
233 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第 5.6 項，相關說明見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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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市場上僅有少量的相關技術，而被授權人是市場上重要的或潛

在的研發來源時，授權人直接或間接限制被授權人的研發活動，

可能會影響現有技術市場的競爭234。同樣地，在未來可能出現的

產品或技術市場方面，倘被授權人的研發活動係針對現今所無的

產品或技術，則因延展性權利金會降低被授權人的研發誘因或間

接限制被授權人研發，亦可能導致被授權人參進未來新產品或新

技術市場之障礙。因此，延展性權利金有可能影響現有或未來的

產品或技術市場之競爭。 

 

如上，基本上授權人降低被授權人研發誘因或限制被授權人研

發的行為，有可能是一種影響相關市場競爭的行為，而具有限制

競爭效應。這裡有一個問題可能可以稍加說明，在多數的情形下，

公平法第 19 條第 6 款非難的是一種會排除「第三人」之排他性限

制條款，按依本款的立法理由，禁止本款規範行為的主要目的在

於其「不僅使交易相對人的營業自由受到拘束，且會妨礙與交易

相對人從事交易之第三人之權益」235，而從施行細則第 27 條第 1

項例示之搭售、獨家交易等，亦皆屬排除與交易相對人從事交易

之第三人之行為。而如前所述，延展性權利金的主要效果是在降

低被授權人的研發誘因或限制被授權人研發，並未有排除第三人

的問題，此際是否宜以第 19 條第 6 款規範，似有疑義。  

 

 然就本款規範的各種行為態樣來看，並不完全限於排除與交易

相對人從事交易之第三人之行為。例如施行細則第 27 條第 1 項例

示之使用限制，即與排除第三人無關，且回饋授權及限制研發基

                                                 
234 歐體技術移轉準則第 116 點，相關說明見第四章。 
235 楊宏暉，《競爭法對搭售行為之規範》，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前揭註 225，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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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也沒有排除第三人競爭的問題，但我國授權準則中仍將之納

入第 19 條第 6 款規範，表示公平會亦認第 19 條第 6 款不一定非

限於排除第三人競爭的情形。又該款文義而言，所有以不正當限

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易之行為，如有限制競

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皆受該款規範，並未限於排除第三人之

情形。因此，以延展性權利金降低被授權人的研發誘因或限制被

授權人研發的效果為由，援引第 19 條第 6 款加以規範，應無不可。 

 

二、權利金堆疊效應作為一種限制競爭效應 

此外，如第二章中所述，由延展性權利金所生的權利金堆疊效

應，會使得降低研發誘因的情形更形嚴重，亦會導致整個產業的

運行發生困難，這是否是一種限制競爭效應？誠如第三章中

Barton 氏所述，在涉及基礎專利、上游專利或研究工具專利授權

之情形，執法機關應將其對下游產品、技術及創新市場甚或整個

技術鏈(technology line)之後續研發者的相關影響考慮在內。而在

延展性權利金方面，既然其造成的權利金堆疊對下游產業友不利

之影響，則亦可說其有可能會導致事業被排除於創新市場外或難

以進入現有或未來的產品或技術市場，而有損及競爭的效果。美

國 FTC 於 2003 年的報告中亦將 RTLAs 可能造成的權利金堆疊效

應歸類為一種有害競爭的情形236。然此處的問題是，權利金堆疊

並不是單一授權人獨立造成的，而是多數研究工具專利權人皆以

此種方式授權時所生之問題，此時能否以權利金堆疊效應非難系

爭案件中之授權人，不無疑問。 

 

                                                 
236 FTC and DOJ,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2003, supra note 3, Ch3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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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為，基本上競爭法評價的是「系爭行為」的違法性，與

其他事業所為之行為無關。惟在延展性權利金的情況，不妨在判

斷個別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時，注入權利金堆疊效應的考量。申言

之，在處理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時，公平法應扮演一「過濾器」的

角色，過濾掉一些不當的延展性權利金授權契約，以避免過度放

任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所可能造成的不良影響。 

 

另外一個應予說明的問題是，在前述探討單一授權契約對市場

競爭的影響時，可能會有的質疑是：單一授權契約造成的效果通

常不大，不會造成被授權人被排除於創新市場或無法進入相關產

品或技術市場。然而，這種說法可能未考慮到權利金堆疊的問題。

按單一授權契約的影響或許不大，但累積起來的效應即很可觀。

如前所述，考慮到過度放任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所可能發生的危

險，公平法應於處理個案時考慮權利金堆疊的影響，而不應驟然

因個案中單一授權契約對被授權人的影響不大，放棄公平法的規

制。 

 

另一個可能的質疑是：延展性權利金本就是授權人依被授權人

研發結果的商業價值來收取權利金，因此授權人自然希望被授權

人賺大錢，而不會希望被授權人被排除於創新市場或無法進入相

關產品或技術市場，授權人自會考量可能發生的權利金堆疊效

應，適當地選擇是否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或調整延展性權利金的比

例，來避免對授權人產生不利的影響。亦即，授權人不會笨到殺

了一隻會生金蛋的雞。惟本文以為，在現實的市場中，要期待某

單一授權人考量到權利金堆疊的影響，恐怕有些不切實際。授權

人通常僅會考量如何收取較高的權利金，而不會考慮到所有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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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都使用延展性權利金對於被授權人可能造成的嚴重影響，如果

每一個授權人都期望其他授權人能「識大體」，結果就是沒有一

個授權人會識大體237。因此，公平法在考量延展性權利金時，不

能一廂情願地希望授權人「理性」地考慮延展性權利金對被授權

人的影響，而放棄對該條款的規制。 

 

 綜上，本文以為延展性權利金條款降低被授權人研發誘因、限

制研發的情形，可能會影響市場的競爭而具有限制競爭效應。而

且本文以為，公平法於判斷個案時，不應驟然因個案授權契約對

被授權人的影響不大而放棄規制，公平會執法時，應考慮權利金

堆疊的影響，嘗試過濾一些不當的授權契約，以避免其對整體市

場競爭可能造成的危害。 

 

貳、延展性權利金的促進競爭效應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促進競爭的效應較無疑問。如第二章中所

述，延展性權利金可提供風險分享的機制、有助於起始公司取得

研究工具、亦有助於估算研究工具的價值進而促進授權，這些皆

可視為是促進競爭效果。只是這些效果的大小強弱在個案中可能

有所不同，且須與限制競爭效果作權衡而已。 

 

參、延展性權利金是否屬為達成「超過原限制競爭效應之促進競

爭效應」所為合理且必要之措施 

 

                                                 
237 類似見解參 Robin C. Feldman，The Insufficiency of Antitrust Analysis for Patent Misuse，

supra note 54，pp.44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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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探討此問題前，先歸納上文所述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的限制競

爭與促進競爭效應，以收醒目之效： 

 

限制競爭： 

1、降低研發誘因與限制研發致影響創新市場或現在或未來產品或

技術市場的競爭。 

2、權利金堆疊效應(使上述效應更加明顯，亦會使得下游產業運行

困難)。 

 

促進競爭： 

1、提供風險分攤機制。 

2、有助於起始公司取得研究工具。 

3、有助於估算研究工具的價值進而促進授權。 

 

延展性權利金是否屬為達成「超過原反競爭效應之促進競爭效

應」所為合理且必要之措施，依美國授權準則第 4.2 項，須先評估

系爭行為是否具有或可能具有反競爭效應。如為肯定，則應進一

步評估系爭條款是否屬為達成促進競爭效應所為合理且必要之措

施。假如該限制為合理且必要，則應權衡其反競爭效應與促進競

爭效應，來決定系爭條款影響相關市場競爭之淨效應(net effect)。

一般而言，這裡的判斷須就個案情形加以考量，以下，本文擬先

討論一些個案中應考量的因素，再區分各種情形探討延展性權利

金的適法性。 

 

A、判斷延展性權利金適法性時可考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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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系爭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是否係授權人單方以此為條件

(condition)而強迫(coercion)被授權人接受？ 

本因素關乎於延展性權利金的相關促進競爭效應是否存在。倘

系爭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並非授權人單方以此為條件強迫被授權人

接受，則雙方簽訂此種契約條款通常係基於風險分攤、幫助起始

公司取得研究工具或解決授權雙方估價歧見等種種商業因素的考

量，此際使用此種條款具有促進競爭的效益，因其可幫助被授權

人取得研究工具，進而投入研發活動。然而，倘授權人係強迫被

授權人接受此種條款，而被授權人不願接受或基於授權人之強迫

而只好接受，則此際上述促進競爭效應就有可能不存在，而應作

進一步的檢視。在一般情況下，倘授權人堅持使用此種條款，而

被授權人不願接受，通常就表示被授權人無風險分攤的意願，且

通常亦表示被授權人無現金壓力的問題，此時至少在風險分攤及

幫助起始公司取得研究工具二方面，使用延展性權利金並不具備

促進競爭效益。 

 

(b) 是否存在比延展性權利金更好的估價協商基礎？ 

如前所述，採取延展性權利金的理由之一是在解決研究工具專

利估價的問題，惟倘客觀上存在比延展性權利金更好的估價協商

基礎，此際使用延展性權利金幫助達成授權協議的促進競爭效果

即不存在。判斷是否存在比延展性權利金更好的估價協商基礎涉

及的因素有很多，例如，如前文所述，倘系爭研究工具技術已有

一定的市場價值(不論是在國內或是國外)，以現有市場價值來估計

研究工具價值應該會比以延展性權利金來估計研究工具價值還要

準確；倘與研究工具相類似的技術具有一定的市場價值，則以現

有市場價值來估計研究工具價值亦可能會比以延展性權利金來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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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研究工具價值要準確。此外，系爭研究工具技術的性質亦是考

量的因素，倘使用系爭研究工具之研發成果的變異性較大，則以

延展性權利金估價的準確性就會降低；倘使用系爭研究工具之研

發成果的變異性較小，則以延展性權利金估價的準確性就較高。

一般而言，大多數的研究工具技術屬於前者的情形，亦即研發結

果的變異性通常較大，但亦有少部分研究工具技術可能屬於後者

的範疇，例如相關周邊或後續技術皆已成熟，而系爭研究工具技

術屬最後突破的技術，此際有可能任一後續研發者使用系爭研究

工具所得的研發成果都差不了多少。總之，比延展性權利金更好

的估價協商基礎有可能存在，亦有可能不存在，須依個案情形判

定。倘我們認為存在比延展性權利金更好的估價協商基礎，則使

用延展性權利金即沒有幫助達成授權協議的促進競爭效果。 

 

以上二點關乎延展性權利金的相關促進競爭效應是否存在。 

 

(c) 系爭產業對其他研究工具專利需求的多寡 

本因素主要是相關於權利金堆疊效應發生的可能。倘系爭產業

需要的研究工具專利越多，則造成權利金堆疊效應的可能性就越

高。反之，倘系爭產業需要的研究工具專利僅一、二種，則幾乎

可以說不會有權利金堆疊效應發生的可能。 

 

(d) 授權契約中有無反堆疊條款(anti-stacking provisions) 

授權契約中有無反堆疊條款亦關乎於權利金堆疊效應的可能

或其影響程度的大小。在一般採用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的授權契約

中，倘被授權人的協商力量夠大，通常會要求訂定反堆疊條款238，

                                                 
238 提及反堆疊條款的論者不少，例如 Wilkinson 氏即提及可以用反堆疊條款來對抗因延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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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決權利金堆疊的問題。反堆疊條款主要的概念在於：權利金

在某種條件下會隨著被授權人所需支付給其他授權人的權利金而

變動。例如「倘被授權人因使用各種研究工具所支付的總延展性

權利金比率超過某百分比時，則研究工具專利權人之權利金應按

比例減少」239即為一種常見的反堆疊條款。此外還有其他種類的

反堆疊條款，如「在一定範圍內，於計算淨銷售額以決定延展性

權利金前，先從被授權人之毛利潤中扣除其他授權人的權利金」240

及「被授權人須支付給其他授權人的權利金，在一定的範圍內，

由授權人及被授權人雙方共同分攤」241等。惟亦有一些條款雖不

完全符合上述概念，但某種程度上仍具有防止權利金堆疊的功

能，例如「以 reach-through 方式計算權利金，但就其總支付金額

另設上下限」等。倘延展性權利金授權契約中有反堆疊條款，則

基本上不會因權利金堆疊效應致使下游研發無法繼續，其限制競

爭的效果即大幅降低。 

 

反堆疊條款可同時保有延展性權利金的優點，又可相當程度避

免權利金堆疊的危險。以前文所述現今常使用的「maximum royalty 

rate」而言，其主要是在對堆積在最終產品上的總延展性權利金設

一上限，而該上限通常是被授權人所得承擔的成本極限242，倘堆

                                                                                                                                      
權利金所生之權利金堆疊(參 John Wilkinson et.al，Early Stage Biotechnology Collaborations，
supra note 62.)，須加說明的是，反堆疊條款一般是用來對抗「因專利叢林所生的權利金堆

疊」，只是其亦可處理「因延展性權利金所生之權利金堆疊」。 
239 此種反堆疊條款稱為「maximum royalty rate」，參 The Signals staff，Is the alliance deck 
becoming "anti-stacked" against innovators?，Singal Magazine，May 29, 1998，available at 
http://www.signalsmag.com/signalsmag.nsf/657b06742b5748e888256570005cba01/ffd2cf3f7f7ea
56f8825661200697ce3?OpenDocument, last visited on Jan, 15, 2005. 
240 此種反堆疊條款稱為「joint venture expense」，參上註。 
241 此種反堆疊條款稱為「creditable percentage」，參上註。 
242 有論者認此極限通常為淨銷售額的 20%，參 Philip Grubb, How Real Are Patent Thickets, 
Reach-through Rights, Royalty Stacking, and Dependency, and Freedom-to-Operate Restrictions?, 
supra note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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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到最終產品上的總延展性權利金未超過該上限，授權人所得收

取的權利金並不會受影響；倘堆積到最終產品上的總延展性權利

金已超過該上限，則已可預期被授權人將無法獲利，此際反堆疊

條款即可發揮防止被授權人停止研發活動及使授權人能繼續收取

權利金的功能。因此反堆疊條款主要是一種防止兩敗俱傷的條

款，對雙方均有益處。 

 

然反堆疊條款亦非全無缺點，主要的問題在於，如果可預期被

授權人的權利金將超過雙方設定的上限，則被授權人可能會因為

有反堆疊條款的保護，而浮濫接受各種授權使用各種研究工具，

最常發生的情形是，被授權人在有些許可能侵害他人專利時，就

馬上協商授權243，又，被授權人亦有可能利用反堆疊條款，將本

應支付給授權人的權利金轉移到被授權人的關係企業，此類情形

皆會令授權人感到不安。關於此一問題，一般的處理方式是雙方

約定被授權人如欲使用其他研究工具時，應經授權人或經獨立第

三人核可244，當然，這又限制了授權人取用研究工具的自由。此

外，授權人亦可能考量到將來被授權人的其他授權人不願使用反

堆疊條款，致使大部分的權利金堆疊將由自己承擔，而不願接受

反堆疊條款。 

 

以上二點關乎權利金堆疊發生的可能性。 

 

(e) 延展性權利金時限的長短 

                                                 
243 Vicky Clark, Pitfalls in drafting royalty provisions in patent licences, June 29 2004, available 
at http://pharmalicensing.com/features/disp/1087832097_40d70021d738c, last visited on Jan, 15, 
2005. 
24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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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性權利金時限的長短亦為考量系爭條款違法性的因素。如

第五章所述，延展性權利金的時限基本上不用受專利權期間所

限，故延展性權利金時限的範圍甚大。基本上，延展性權利金的

時限越長，其降低研發誘因與限制研發的效果就越大；延展性權

利金的時限越短，其降低研發誘因與限制研發的效果就越不明顯。 

 

(f) 延展性權利金比率的多寡 

與延展性權利金時限長短類似，延展性權利金比率的多寡亦為

考量系爭條款違法性的因素。基本上，延展性權利金的百分比越

高，其降低研發誘因與限制研發的效果就越大；延展性權利金的

百分比越低，其降低研發誘因與限制研發的效果就越少。 

 

(g) 延展性權利金研發成果的範圍 

延展性權利金所涵蓋之研發成果範圍亦為考量系爭條款違法

性的因素。延展性權利金研發成果的範圍越廣，其降低研發誘因

與限制研發的效果就越大；延展性權利金研發成果的範圍越窄，

其降低研發誘因與限制研發的效果就越不明顯。 

 

(h) 對創新市場或現在或未來產品或技術市場的影響程度 

如前所述，延展性權利金影響的市場有二：「被授權人所處之

創新市場」以及「現在或未來可能出現而與被授權人研發目的有

關的產品或技術市場」。倘「被授權人所處之創新市場」僅有少

數競爭者，則排除被授權人於市場外對市場的影響明顯，倘「現

在或未來可能出現而與被授權人研發目的有關的產品或技術市

場」中所存有或可能會存有的相關產品或技術較少，則阻礙被授

權人參進市場對於市場的影響也會較明顯。惟如前述，基於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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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堆疊效應的考量，不能僅因單一授權契約的限制競爭效應較

小，而放棄公平法上的規制。 

 

以上四點關乎單一延展性權利金限制競爭效應的強弱 

 

B、延展性權利金適法性的判斷流程 

上述因素多是權衡延展性權利金的限制競爭及促進競爭效應

時可以考量的因素，其考量先後順序或輕重可能會因個案而有不

同。以下，本文嘗試提出一判斷流程以判別延展性權利金的適法

性。 

 

首先，本文以為，倘於個案中，授權人並未以使用延展性權利

金為條件(condition)而強迫(coercion) 245被授權人接受，亦即被授權

人對於是否使用延展性權利金仍有選擇權時，則即使被授權人選

擇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亦通常是基於風險分攤、幫助起始公司取

得研究工具或是解決授權雙方估價歧見等種種商業考量，在合理

原則的標準下，應認其違法性較低。其理由可依前述美國授權準

則第 4.2 項對合理原則的權衡方式加以說明。依該規定，合理原則

的判斷可分三部分：(1)系爭行為是否具有或可能具有限制競爭效

                                                 
245 「強迫」或「自願」的區分主要是用於「搭售」適法性的判斷，本文藉此區分方式來討

論延展性權利金的適法性。搭售可分「自願搭售」與「強迫搭售」，只有強迫搭售才是競爭

法可能非難的搭售。在美國法上主要是以「強迫」(coercion)的概念來區分「自願搭售」與「強

迫搭售」，只有出賣人以購買另一產品為條件(condition)要求買受人接受，否則即不予出售

時，方屬強迫，當買受人具有自由選擇權時，即不構成強迫。判斷是否構成強迫的因素有很

多，在授權的情形，例如授權人之要約中有無要求使用系爭條款否則即不予授權的意思、被

授權人有無提出反要約、授權人提供之他種選擇是否顯不合理等。又，如本文第四章所述，

美國法制上對於「以未專利產品為權利金計算基礎」條款是否構成專利權濫用的處理方式基

本上亦與此處的區分類似。關於「自願搭售」與「強迫搭售」的進一步說明，請參楊宏暉，

《競爭法對搭售行為之規範》，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前揭註 225，頁 132-136。關

於美國法制上對於「以未專利產品為權利金計算基礎」條款是否構成專利權濫用的處理方

式，請參本文第四章、第五章之相關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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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2)系爭行為是否屬為達成促進競爭效應所為合理且必要的措

施；(3)促進競爭效應是否大於限制競爭效應。依此標準，在第(1)

點方面，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有降低研發誘因及權利金堆疊的問

題，故其具有或可能具有限制競爭效應；在第(2)點方面，此際使

用延展性權利金具有達成風險分攤、幫助起始公司取得研究工具

或是解決授權雙方估價歧見的功能，而一般權利金支付方式並不

具有此種功能，故採用延展性權利金通常屬於為達成相關促進競

爭效應所為「合理且必要」之措施；在第(3)點方面，此種情形下

使用延展性權利金的促進競爭效果亦大於限制競爭效果，因為既

然雙方(尤其是被授權人)係基於風險分攤、解決現金壓力或解決估

價歧見的考量而使用此種條款，如無此種條款，則被授權人可能

因而無法取得研究工具，則此時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具有幫助

本來無法投入研發活動的下游公司投入研發活動的功能，雖然此

時亦有降低研發誘因、造成權利金堆疊的問題，但相較於被授權

人根本自始即被排除於研發活動以外的情形，這裡的限制競爭效

應，已屬次要考量。據上，本文以為，在授權人並未單方以此為

條件而強迫被授權人接受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時，應認其違法性較

低。 

 

然而，倘若個案中授權人係單方以此為條件強迫被授權人接受

此種條款，而被授權人不願接受或基於授權人的強迫而只好接

受，則上述的種種促進競爭效應就有可能不存在，此時競爭法即

應就相關的促進競爭效應作進一步的檢視。在風險分攤方面，既

然此際被授權人已不願接受此種條款，就表示其已無風險分攤的

需求或意願，故已可認風險分攤的促進競爭效應不存在；在解決

被授權人現金壓力問題方面，同樣地，既然被授權人不願接受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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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條款，通常亦表示被授權人無現金壓力的問題246。此際剩下來

可能的促進競爭效應就只有使用延展性權利金可提供較佳的估價

基礎進而促進授權效率的問題了。倘此時依客觀情形看來，除了

延展性權利金以外還有其他更好方法可締約雙方評估研究工具專

利的價值時247，則競爭法即應考慮非難此種條款。同樣藉由前述

合理原則的權衡方式來作說明。首先，在第(1)點方面，此際使用

延展性權利金仍有降低研發誘因及權利金堆疊的限制競爭效應；

惟在第(2)點，即系爭行為是否屬為達成促進競爭效應所為合理且

必要的措施方面，就可能有問題，因為此時的延展性權利金既無

風險分攤或幫助起始公司取得研究工具之優點，亦無解決估價問

題促進授權的效益，相較於一般總額支付或使用年費的方式，使

用延展性權利金並無法達成任何額外的促進競爭效應，此時使用

此種條款即不是為達成這些促進競爭效應所為必要且合理的措

施。又，即便不管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是否屬為達成這些促進競爭

效應所為必要且合理的措施，就第(3)點之促進競爭與限制競爭效

應的權衡來看，此際使用延展性權利金並無相關促進競爭效應，

反而具有降低研發誘因及權利金堆疊的問題，其限制競爭效應應

較明顯。因此，倘個案中授權人係單方以此為條件強迫被授權人

接受此種條款，而被授權人不願接受或基於授權人的強迫而只好

接受，且此時依客觀情形看來，延展性權利金並非較佳的評價基

                                                 
246 倘被授權人真有現金壓力的問題，卻又不願接受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則此時自不應非難

堅持使用延展性權利金的授權人，因為被授權人本無法負擔一般權利金的支付方式。 
247 這裡主要是在判斷是否存在比延展性權利金更好的估價協商基礎。判斷此問題時涉及的

因素很多，例如前文所述(判斷延展性權利金適法性時應考慮因素的(b)項)，倘系爭研究工具

技術已有一定的市場價值時，則以現有市場價值來估計研究工具價值應該會比以延展性權利

金來估計研究工具價值還要準確；倘與研究工具相類似的技術具有一定的市場價值，則以現

有市場價值來估計研究工具價值亦可能會比以延展性權利金來估計研究工具價值要準確。此

外，系爭研究工具技術的性質亦是考量的因素，倘使用系爭研究工具之研發成果的變異性較

大，則以延展性權利金估價的準確性就會降低。總之，比延展性權利金更好的估價協商基礎

有可能存在，亦有可能不存在，須依個案情形判定。 



 146

礎時，系爭行為的違法性應較高。 

 

又，倘若在個案中授權人係單方以此為條件而強迫被授權人接

受，且被授權人並無風險分攤的意願及現金壓力的問題，但此時

依客觀情形看來， 延展性權利金屬相對較佳的估價方式，此際應

如何處理？再依上述權衡方式說明，在第(1)點方面，此際使用延

展性權利金仍具有或可能具有降低研發誘因及權利金堆疊的限制

競爭效應；在第(2)點方面，此際使用延展性權利金雖無風險分攤

或幫助起始公司取得研究工具之功能，但其卻是一種「相對」較

佳的估價方式248，而使用此種相對較佳的估價方式某種程度上可

解決新技術出現初期時市場價格混亂的問題，進而促進授權，且

一般權利金支付方式並無此種功能，故此際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應

屬為達成此種促進競爭效應所為合理且必要的措施；在第(3)點方

面，問題可能較為複雜，因為這裡涉及提供較佳的估價基礎的促

進競爭效果與降低研發誘因及權利金堆疊的限制競爭效果之權

衡，而此種權衡無法一概而論，個案判斷可能無法避免。倘於檢

視「降低研發誘因及權利金堆疊問題」的相關因素(如延展性權利

金時限的長短、比率的多寡、範圍的大小、市場上現有或可能有

的產品或技術、有無反堆疊條款、系爭產業對其他研究工具專利

需求的多寡)及「因價格混亂期造成授權效率降低問題」的相關因

素(如市場結構、產業特性)後，認為系爭授權條款降低研發誘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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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倘於檢視這些相

                                                 
248 如前所述，延展性權利金無可避免地會錯估研究工具的價值，但仍有可能是相對較佳的

估價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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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因素後，認為降低研發誘因及權利金堆疊的問題不如價格混亂

期所造成授權效率降低的問題嚴重時，則應該允許延展性權利金

條款249。 

 

以下，本文綜合上節及本節之探討，嘗試提出一個初步的判斷

流程。 

 

(a) 首先，倘授權人並未單方以使用延展性權利金為條件而強迫被

授權人接受，此時雙方通常是基於風險分攤、幫助起始公司取得

研究工具以及解決雙方對於研究工具專利價值歧見等種種商業考

量自願簽訂此種條款，於此種情形下允許此種條款有幫助事業投

入相關研發活動的功能，基於合理原則的考量，應認其違法性較

低。 

 

(b) 然而，若授權人單方以此為條件而強制被授權人接受，且可認

被授權人並無風險分攤的意願及現金壓力的問題，則再區分是否

存在比延展性權利金更好的估價協商基礎。倘為肯定，此時應認

系爭行為違反競爭法。因為相較於一般權利金支付方式，此時使

用延展性權利金並不具備額外的促進競爭效益，並非為達成促進

競爭效應所為合理且必要的措施，反有降低被授權人研發誘因、

造成權利金堆疊等限制競爭效應的問題，應認其違法性較高。 

 

(c) 若授權人單方以此為條件而強迫被授權人接受，且被授權人並

無風險分攤的意願及現金壓力的問題，但不存在比延展性權利金

更好的估價協商基礎時，基本上本文以為，此時就必須於個案中

                                                 
249 此時對系爭個案所處產業作進一步之經濟分析可能難免。 



 148

作一權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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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應該禁

止使用延展性權利金；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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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應允許延展

性權利金條款。 

 

 以下，本文將上述說明以流程圖表示，期收醒目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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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上，本文基本上是視被授權人有無使用延展性權利金的需求

來決定使用延展性權利金的適法性。於此判斷方式下，倘被授權

人真有風險分攤的需求或現金壓力的問題，則可藉該條款進入研

發市場，而無遭競爭法非難的顧慮。但倘被授權人無使用延展性

權利金條款的需求，則授權人堅持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的行為

即可能遭競爭法的非難，除非延展性權利金促進授權效率的促進

競爭效應相當明顯。此種判斷方式的好處是，其先允許一些具有

幫助被授權人進入市場功能的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以幫助下游產

業進入研發活動，但在兼顧授權效率之權衡下，藉由非難一些不

具幫助被授權人進入市場功能的延展性權利金條款，來減少研發

誘因降低及延展性權利金之權利金堆疊的不良影響。相較於全面

允許或全面否定延展性權利金，此種依個案情形權衡的方式，應

是一個較佳的解決方案。 

 

另可加以討論的是，倘授權人於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時不同意使

用反堆疊條款(不論有無給予被授權人選擇固定權利金的機會)，執

法機關可否以系爭延展性權利金非屬為達成促進競爭效應所為｢

合理且必要｣的措施為由加以非難？申言之，依據前述美國授權準

則第 4.2 項的權衡方式，在判斷系爭條款是否屬合理且必要之限制

時，其中一項考量的因素是「是否存在其他限制效應顯然較少的

替代方案(singnificantly less restrictive alternatives)｣，若當事人顯然

可以限制效應顯然較少的其他替代方案達成｢類似(similar)的效率

｣時，則｢執法機關將不會認同當事人所為可促進效率的主張」。

而倘契約中使用的是「含反堆疊條款的延展性權利金條款」，而

不是「不含反堆疊條款的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即可減少因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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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堆疊而壓垮被授權人的可能，其限制競爭效果即減少許多，且

不會減損原有的相關促進競爭效果，依此看來「不含反堆疊條款

的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似不符合「合理且必要」的標準。 

 

然，依據前述美國授權準則第 4.2 項，替代方案除必須符合前

述要件外，還必須「事實上可行(practical)」，且該準則亦表明「執

法機關在作此類判斷時，並不會去尋覓理論上存在但就當事人所

面對的實際商業情況(practical prospective busuness situation)而言

並不可行(not realistic)的最小限制效應替代方案(least restrictive 

alternative)」。那反堆疊條款究竟是不是一種商業上可行的方案？

基本上本文以為這應視情形而定。就前述的「maximum royalty 

rate」而言，倘就系爭產業的情況來看，有合理的依據可推估事業

可承擔的權利金的上限，則該條款就不太像是不可行，因為此際

授權人應不至擔心被授權人會浮濫接受各種專利授權，蓋被授權

人應不會將自己推入無利可圖甚或賠錢的窘境；但倘就系爭產業

的情況來看，無合理的依據可推估事業一般可承擔的權利金上

限，則授權人有可能會擔心定出來的反堆疊上限與後來的實際商

業狀況不符，而發生定出來上限比事業實際上可承擔的權利金上

限低出許多的情形，此際若被授權人基於商業機密或使用研究工

具自由的考量，無法同意授權人或獨立第三人的審查時，則對授

權人而言，反堆疊條款就比較像是商業上不可行(即使被授權人同

意由授權人或獨立第三人審查其其後之授權，則此種審查權的約

定亦帶有限制競爭效應，此際的反堆疊條款還是不是屬於「限制

競爭效應顯然較少」的替代方案，就很難說了)。總之，反堆疊條

款可行或不可行，應就個案中授權雙方所面對的商業環境來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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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本文以為執法機關得否以授權人不願使用反堆疊條款非

屬「合理且必要」的措施非難授權人，應視當事人所面對的商業

環境而定。倘不能以授權人不願使用反堆疊條款非屬「合理且必

要」的措施非難授權人時，則應回歸前述的判斷方式決定系爭行

為的適法性。 

 

第二項 獨占濫用--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 

第一款 我國獨占濫用規範概說 

 獨占濫用主要是在規範事業濫用其獨占地位的問題。一般而

言，關於獨占濫用的認定一般可分三個階段：市場的劃定、獨占

事業的認定、濫用行為之控制。以下就我國的相關規範依序說明

之。 

 

 在市場劃定方面，公平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謂獨占，

謂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狀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

爭之能力者」，其中之「特定市場」依公平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

「第一項所稱之特定市場，係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

競爭之區域或範圍」，此涉及獨占分析時市場認定之問題。依該

條之文義，一般於獨占分析時所需界定的相關產品市場及地理市

場皆涵蓋其中，時間市場亦同。而案涉智慧財產權分析時，則應

另行考量技術市場與創新市場。 

 

 在獨占事業的認定方面，公平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

謂獨占，謂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狀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

可排除競爭之能力者」，據此，公平法規範的獨占較經濟學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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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為廣。一般而言，經濟學上的獨占可描述為：「某個產品的

整個市場僅有一家廠商；而且其所生產的產品沒有同性質的替代

品」250，此描述約與「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狀態」相當。

然而，公平法上之獨占，亦包括「具有壓倒性地位」之事業。此

外，依同條第 2 項之規定「二以上之事業，實際上不為價格之競

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視為獨占」

可知，如經濟學上的寡占滿足某些要件，亦受公平法上獨占之規

範。而公平法第 5 條之 1 以及施行細則第 3 條則分別從反面排除

及正面認定的角度來認定獨占狀態。 

 

 在濫用行為之控制方面，公平法第 10 條規範了四種濫用行為

的態樣，分別為：第一款之「以不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

他事業參與競爭」；第二款之「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不當

之決定、維持或變更」；第三款之「無正當理由，使交易相對人

給予特別優惠」；第四款之「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其中

第一款為水平方向的阻礙濫用，第二款為垂直方向上游對下游的

榨取濫用，第三款為買方力量的問題，屬垂直方向下游對上游的

榨取濫用，第四款則為概括條款，規範所有濫用獨占地位之行為。 

 

第二款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之獨占濫用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的獨占濫用問題也可從上述三個階段加以

考慮。以下分述之。 

 

第一目 市場的劃定 

                                                 
250 張清溪、許嘉棟、劉鶯釧、吳聰敏，《經濟學理論與實際(上冊)》，漢蘆圖書，1995 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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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案涉智慧財產權授權時，除產品市場與地理市場

外，應另行考量技術市場與創新市場。而在研究工具專利授權時，

因為專利權人係「銷售」某種相關於研究工具的技術或該技術的

使用權，故應以專利權人所處之技術市場，即由系爭研究工具及

其替代性技術所組的市場，作為認定獨占事業的依據。 

 

第二目 獨占事業的認定 

 依據公平法第 5 條之 1 以及施行細則第 3 條之規定，獨占事業

的認定應從市場占有率以及其種種因素加以考量。在研究工具專

利授權的情形，原則上亦應以專利權人於其技術市場之市場占有

率以及其他相關因素來認定是否屬獨占事業。 

 

第三目 濫用行為之控制 

 如前所述，公平法規定的濫用行為可分為四種。獨占事業使用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是否屬濫用行為，又應由哪一款規範，是這裡

的核心問題。一般情形，獨占事業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應與公平法

第 10 條第 3 款所規範的買方榨取無關，而第四款主要是一種補遺

條款，僅在第一至三款無法規範而仍有獨占濫用之情事時方有援

引的必要，故以下僅就第一款的阻礙濫用及第二款的榨取濫用討

論之。 

 

壹、阻礙濫用 

 在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的阻礙濫用方面，可分為數點考慮：

                                                                                                                                      
月，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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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行為、以不公平之方法、影響市場競爭機能251。以下分述之。 

 

一、阻礙行為 

所謂阻礙行為，係指事業對於他事業在市場上及競爭中之各種

活動可能性加以妨害而言252，包括直接阻礙及間接阻礙。在獨占

事業使用延展性權利金的情形，如前所述，延展性權利金具有降

低被授權人研發誘因、限制研發即導致權利金堆疊的效果，採用

延展性權利金基本上屬於妨害被授權人研發可能性之行為，可認

屬一種阻礙行為的態樣。 

 

二、以不公平之方法 

 本款規定，須以不公平的方法阻礙他事業參與競爭，方屬本款

非難之行為。而系爭行為是否不公平地阻礙競爭，則須透過利益

衡量的方式，綜合考量競爭自由之維護、行為人、相對人或相關

第三人之合法利益、阻礙措施之動機、目的及其他理由、採行該

措施對於市場競爭或市場進入所產生之預期或已生效果，進而考

慮有無較少限制競爭方式之比例原則的運用等事項253。基本上，

此要件為阻礙濫用中最重要也最不確定之部分254。 

 

 在獨占事業使用延展性權利金的問題上，何種情形方屬不公平

的阻礙行為？這基本上還是一個利益衡量的問題，此處可援用前

述探討第 19 條第 6 款時所提出判斷方式。如前所述，倘授權人並

                                                 
251 吳秀明，〈十年來公平交易法上之獨占管制〉，《競爭法制之發韌與展開》，元照出版有限

公司，2004 年 11 月，初版 1 刷，頁 341-349。 
252 參前註，頁 342。 
253 參前註，頁 346。 
254 參前註，頁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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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強迫被授權人接受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則其違法性應較低；倘

授權人係強迫被授權人接受此種條款而被授權人不願接受或基於

授權人得強迫而只好接受，且延展性權利金非為較佳的估價基

礎，其違法性應較高；倘授權人係強迫被授權人接受此種條款，

但延展性權利金為較佳的估價基礎，則應依個案判斷。 

 

三、影響市場競爭機能 

 此要件可分二部分說明，一為所影響的市場；一為對市場競爭

影響的程度。 

 

(一) 所影響的市場： 

 在所影響的市場方面，依學者見解，獨占所影響的市場包含三

種：(a)、獨占事業具有獨占地位之市場；(b)、獨占事業雖參與競

爭但尚未具獨占力之市場，如價格擠壓之下游市場、搭售之被搭

售產品市場等；(c)、獨占事業未參與競爭但阻礙措施影響所及之

第三市場，如差別待遇之下游市場255。其中第(b)、(c)項是否屬阻

礙濫用所應規範者，尚有爭議。有學者256認為，本款規範的應是

水平關係的阻礙，亦即獨占事業基於其獨占地位，排除該獨占市

場的其他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方屬本款之阻礙濫用。倘獨占事

業以其於上游市場之獨占力，對於下游市場之其他事業以不公平

的方法阻礙其在下游市場參與競爭，則應以第 19 條第 6 款或第 10

條第 4 款加以規範。然亦有學者257認為，凡對市場競爭的不利影

響，係來自獨占事業濫用市場地位之結果者，即應屬獨占管制所

                                                 
255 吳秀明，〈十年來公平交易法上之獨占管制〉，前揭註 251，頁 346。 
256 范建得，〈註釋公平交易法-第十條〉，《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一) 第一條至第十七

條》，頁 392。 
257 吳秀明，〈十年來公平交易法上之獨占管制〉，前揭註 251，頁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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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涵蓋的範圍，故(b)項所述之情形固應以該款規範，(c)項所謂「涉

及第三市場的阻礙」，亦應包含在獨占濫用控制的內容中。我國

實務見解258與後說相同，認為公平法第 10 條第 1 款的「阻礙他事

業參與競爭」，並不以同一市場或水平市場為限。 

 

 本文認為，此二說雖於理論的構成上有所差異，但就規範的結

果而言，其差異不大，因其皆贊同應對(b)、(c)之獨占濫用型態加

以規範，差別僅在於依據是第 10 條第 1 款還是第 4 款(或第 19 條

第 6 款)而已。 

 

 在延展性權利金的情形，如前所述，其所影響的市場一是被授

權人所處之創新市場；一是現在或未來可能出現而與被授權人研

發目的有關的產品或技術市場。這二種市場依獨占事業有無參與

該市場的競爭，而可能屬上述(b)、(c)二項。倘可認第 10 條第 1

款可涵蓋(b)、(c)之情形，則可以該款規範。 

 

(二) 對市場競爭影響的程度 

 對市場競爭影響的程度亦是判斷是否構成濫用行為應考慮的

因素，其中包含對市場競爭影響的情況、程度或可能性。一般而

言，若只是對單一事業的輕微影響，無礙於市場功能者，尚不足

以該當阻礙濫用259。 

 

 在獨占事業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的情形，自應考量其對市場

影響的程度，如前所述，倘可認單一授權契約對市場的影響較大，

                                                 
258 台(90)訴字第 044615 號決定書。 
259 吳秀明，〈十年來公平交易法上之獨占管制〉，前揭註 251，頁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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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可認其構成違法。惟亦如前述，在某些情況下，單一延展性權

利金對市場的影響可能不見得夠大，但若考量放任此類條款所可

能導致的權利金堆疊效應，則此處程度是否輕微的認定應該謹慎

為之。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與前述討論第 19 條第 6 款時類似，基

於降低被權人研發誘因或限制研發及權利金堆疊效應的考量，獨

占事業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條亦有可能影響相關市場而構成阻礙濫

用。此際仍應援引前述的規制方式。只是在適用第十條第一款時，

事業的市場力量已達獨占，授權人顯有能力推動此類條款而已。 

 

貳、榨取濫用260 

獨占事業之榨取濫用係指以剝削交易相對人為主要目的之行

為，亦即「獨占事業運用其市場地位或經濟力量，迫使交易相對

人在不具有其他可合理取代之交易對象的情況下，接受苛刻、不

公平的交易條件，以獲取在有效競爭下所不可能取得的超額利

潤」。榨取濫用的型態包括價格之榨取以及交易條件之榨取等。

榨取濫用一般可分為價格濫用與交易條件之濫用。價格濫用即係

獨占性訂價，而交易條件的濫用則是指獨占事業濫用市場地位強

迫交易相對人接受苛刻之交易條件之行為，例如對付款方式、交

貨方式、解決爭端方式、契約終止權或解除權等予以限制之行為。

價格濫用的判斷一般是以「假設競爭」的概念為依據，而實際操

作上則有「比較市場法」及「超額利潤法」等。交易條件的濫用

理論上亦可依比較市場法處理，亦有借助現行法中相關的任意性

                                                 
260 以下關於榨取濫用之說明，係參考吳秀明，〈十年來公平交易法上之獨占管制〉，前揭註

251，頁 350-364，進一步的論述請參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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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作為參考認定的標準。在我國，價格濫用主要是以公平法第

十條第二、三項規範，而交易條件的濫用主要是以第十條第四項

規範。 

 

 目前世界各國對於榨取濫用的管制態度並不一致，在美國方

面，其對獨占性訂價等榨取濫用並不作積極的管制，其認市場上

的高價位為吸引競爭的最佳誘因，並信賴市場自我治癒的功能，

換言之，其認獨占性訂價反而有促進競爭的效應。但在德國與歐

盟方面，則基於一種較「社會化」的競爭理念，對於獨占性訂價

則採較積極的管制。而就我國法制方面，公平交易法第十條第二、

三項明文管制榨取濫用，與德國或歐盟的理念較接近。 

 

智慧財產權是否構成榨取濫用，是一個可以討論的問題。案涉

智慧財產權的榨取濫用與其他情形之榨取濫用的不同處在於，法

律之所以給予權利人智慧財產權，本在於權利人可基於其法律上

的獨占權獲取獨占的利益，以促進發明的誘因。如又回過頭來管

制權利人基於獨占獲致的利益，似有違專利法的制度目的。惟在

管制榨取濫用的國家中，均未放棄對智慧財產權榨取濫用的管制

261，在我國的「飛利浦等公司就光碟產品專利技術授權一案」262

中，公平會亦對專利權利金過高之情形加以管制。本文以為，既

然我國已有管制榨取濫用的明文，則不用逕將智慧財產權的榨取

濫用排除於管制範圍之外，只是在管制的程度或方法上，應考慮

                                                 
261 例如柏林高等法院即認為，獨占事業擁有專利權並不能作為一概排除其訂價過高之違法

性的正當理由，參吳秀明，〈獨占性訂價與市場績效管制〉，《競爭法制之發韌與展開》，元照

出版有限公司，2004 年 11 月，初版 1 刷，頁 232。 
262 公平會於 90 年 1 月 20 日對本案作成第一次處分(公平會 90 年公處字 021 號處分書)，91
年 11 月 16 日行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撤銷公平會處分(台 90 訴字第 067266 號決定)，91 年 4
月 25 日公平會作成第二次處分(公平會 91 年公處字 091069 號處分書)，91 年 12 月行政院訴

願審議委員會決定維持公平會之第二次處分，本案現於行政法院爭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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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人發明誘因的維護。而在案涉研究工具專利授權之榨取濫用

時，更應進一步考量榨取行為對於後續研發者研發誘因的影響。 

 

在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方面，其屬於一種計算權利金的方式，故

主要涉及的是價格濫用的部分。當獨占事業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條

款計算出來的權利金顯高於「假設競爭」概念下的價格時，則該

獨占事業有可能會構成榨取濫用中的價格濫用。 

 

 如前所述，價格濫用在實際操作上是以「比較市場法」及「超

額利潤法」來判斷是否構成濫用。在「比較市場法」方面，其認

定獨占性訂價之方法略有數種：(1)將獨占事業之價格與生產同種

類產品之事業在其他地理市場之訂價比較；(2)將獨占事業之訂價

與其自己在其他地理市場上販售相同產品之訂價比較；(3)將獨占

事業之訂價與類似但不具替代可能性之產品價格比較；(4)將獨占

事業在同一市場上前後不同時期之訂價作比較263。原則上，判斷

延展性權利金的榨取濫用亦可依循此種方法找尋比較市場。倘若

可找到某一比較市場，不論是上述市場中之哪一種，皆可將延展

性權利金條款計算出來的權利金與上述市場中之權利金作比較，

再經過濫用加成、合理抗辯等判斷流程264，決定延展性權利金是

否構成榨取濫用。 

 

 然這裡會碰到的問題是，我們似乎很難將延展性權利金計算出

來的權利金與一般總額給付或定期支付之權利金作比較。申言

之，倘我們找到一比較市場，該比較市場係以延展性權利金計價，

                                                 
263 吳秀明，〈獨占性訂價與市場績效管制〉，前揭註 261，頁 235。 
264 關於比較市場法之管制處理流程，請參前註，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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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我們自然可以以系爭案件延展性權利金的比率、期間或範圍與

比較市場上延展性權利金的比率、期間或範圍作比較，來決定是

否構成價格榨取。但倘我們找到的比較市場係以一般總額給付或

定期支付的方式支付權利金，則要將延展性權利金與比較市場上

的價格相比較可能就會發生困難，因為在研發成果出來之前，我

們通常難以知道以延展性權利金計算出來的權利金會是多少。這

似乎是一個難解的問題。此際可能只有透過「預估」的方式，嘗

試估計研發成果可能的商業價值，再回推權利金的多寡，以與一

般總額給付或定期支付的權利金作比較。當然，這又增加了認定

價格濫用管制上的不確定性。此外，延展性權利金的約定本就是

授權人放棄被授權人研發失敗時的權利金來換取研發成功時之高

額權利金，可能無法單純以延展性權利金高於固定權利金加上一

般濫用加成比率為由加以非難，較一般比較市場法更高的濫用加

成比率可能有所必要。 

 

 在「超額利潤法」方面，其主要是分析獨占事業之產品或技術

成本(cost)與其價格(price)的關係，將價格遠高於成本之情形認定

為價格濫用。超額利潤法依其是否須計算成本，可分為「以成本

為基礎之超額利潤法」及「非以成本為基礎之超額利潤法」265。

「以成本為基礎之超額利潤法」之判斷主要可分為確定成本、確

立合理的利潤、濫用加成、合理抗辯等階段。在確定成本部份，

由於智慧財產權具有一經創設其邊際成本趨近於零的特質，故其

成本應是指研發過程中的相關成本，即創新成本而言，惟此處之

創新成本不僅包含研發的費用，亦包含研發失敗所投入的費用

                                                 
265 此二種超額利潤限制法的管制操作方式，請參前註，頁 242-25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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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在確立合理的利潤方面，應考慮專利權人研發誘因之維繫與

其他因素。在「非以成本為基礎之超額利潤法」方面，其主要是

依據個案中事業之產品或技術之成本、價格或利潤之相互關連情

形，依經驗法則推論出獨占事業之利潤是否過高，例如透過獨占

事業於其他市場上之訂價，推論獨占事業於系爭市場上之訂價已

超出其合理之利潤等。 

 

 惟在使用「超額利潤法」判斷延展性權利金購成價格濫用時，

亦會碰到相當的難題。在使用「以成本為基礎之超額利潤法」時，

如要計算獨占事業研發技術的成本時，可能會面臨創新成本計算

困難的問題，而在計算獨占事業對系爭研究工具所收取的價格

時，與比較市場法相同，亦會碰到難以知道以延展性權利金計算

出來的權利金會是多少的問題。在成本與價格的計算皆有其困難

的情形下，可能不易確知獨占事業所獲得之權利金是否遠超出其

成本。即使使用「非以成本為基礎之超額利潤法」，例如透過獨

占事業於其他市場上之訂價來推論獨占事業於系爭市場上之訂價

已超出其合理之利潤， 除非獨占事業於其他市場上係亦以延展性

權利金計價，否則獨占事業於其他市場上若係以一般權利金的計

價方式，則可能還是難以確知系爭授權契約中使用延展性權利金

所計算出來的價格會是多少。 

 

以上所言之比較市場法及超額利潤法是目前學說上就「判斷是

否構成價格濫用」較常提及的方法。惟，目前學說上尚有針對「專

利鑑價」提出相關理論，這些理論是否適合作為「判斷是否構成

                                                 
266 創新成本的概念，可參 Steven D. Anderman, EC Competition Law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Regulation of Innov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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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濫用」的標準，尤其是是否適合作為「判斷延展性權利金是

否構成價格濫用」的標準，亦值討論，現說明如下。 

 

專利鑑價主要在決定專利交易時之價值及專利侵害時的賠償

數額，相關的專利鑑價理論有很多，例如經驗法則法、成本法、

市場法、比較利潤法、淨現值法及選擇權鑑價法267。其中經驗法

則法較無探討價值，而成本法、市場法、比較利潤法與前述比較

市場法及超額利潤法之概念類似，剩下較值得探討者為淨現值法

及選擇權鑑價法。 

 

淨現值法主要是先「推估系爭技術未來之可能營收」，再以折

現方式換算成現在之現金流量。常用的計算公式為268： 

 

DCF=CF/(1+k)n 

  

其中，DCF 為技術的現行價值，CF 表示未來第 n 期該技術產

生的的淨利，k 為折現係數。 

 

如上，淨現值法是以系爭技術未來所有可能獲利狀況的平均值

來作為系爭技術之可能營收值，然此種平均值可能忽略了受技術

移轉者的決策可變性，因而有選擇權鑑價法的出現。 

 

                                                 
267 關於專利鑑價的理論，可參程珮然，《鑑價理論於專利侵權損害賠償實務之適用》，東吳

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92 年，頁 20-30；元勤科技，無形資產之鑑價方法─以專利

或技術鑑價為核心，available at http://www.ipnavigator.com.tw/, last visited on July 27, 2005。 
268 程珮然，前註，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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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權鑑價法主要是將股市選擇權買賣的鑑價方式應用於技

術鑑價，其重點在於：評估技術的價值必須考量到受技術移轉者

的決策可變性，以文獻269所舉之例為例，假設一技術之移轉費用

為 15M，後續研發經費有 40M、80M、120M 三種可能，該產品之

利潤有 50M、130M 二種可能，依據淨現值法，該技術之平均價值

為

[(50-40)+(50-80)+(50-120)+(130-40)+(130-80)+(130-120)]/6-15=-5

M，但依據選擇權鑑價法，在研發經費多於利潤時，受技術移轉

者並不會選擇繼續其計畫，故該技術之平均價值應為

[(50-40)+(0)+(0)+(130-40)+(130-80)+(130-120)]/6-15=11.6M。文獻

上常引 Black-Scholes model 作為選擇權鑑價法的計算依據，其公

式為270： 

 

其中 C 表示該選擇權價值，在技術鑑價時則為技術價值；S 表

示該選擇權所對應之股票的現值，在技術鑑價時則通常由股市對

該技術交易之反應決定；E 表示選擇權的執行價格，在技術鑑價

時則為技術量產所需之預定成本；T 表示選擇權的執行時間，在

技術鑑價時為技術量產化之預定時間；e 表示自然指數；r 表示一

無風險利率，N(d1)表示一累積標準正規分布函數（cumulative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在 d1 時的數值，N(d2) 表示該累積標

準正規分布函數在 d2 時的數值，而

，  ， 表示該選擇

權對應的股票報酬率之標準差表示該股票價格之標準差。 

                                                 
269 程珮然，前註，頁 27。 
270 元勤科技，前揭註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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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對於淨現值法及選擇權法的說明可知，要依該等方法估

算專利之價值，還是必須推估未來可能繼續投入的研發費用、研

發可能的獲利及研發成功所需的時間等，或至少上述各項之機率

為何。因此本文認為，該等方法作為一種技術鑑價的方法固然有

相當的功用，因其至少可以在無其他可供參考的依據時，提供技

術交易雙方一個粗略的標準，但是若要將之作為公平法上價格濫

用的管制依據，不論是用來判斷一般專利授權時之價格濫用，或

是用來判斷延展性權利金之價格濫用，基於推估上述事項可能產

生的誤差，在使用上可能必須較一般比較市場法或超額利潤法更

為謹慎。 

 

綜上，理論上延展性權利金有可能會構成價格濫用之情事，然

而在實際管制的方法上，不管是比較濫用法、超額利潤法，或是

現在作為專利鑑價之淨現值法、選擇權法，都會碰到預估未來可

能營收的難題。按價格濫用的認定本已有其難處，再考量此處預

測研發成果商業價值可能有的偏差，則對於延展性權利金獨占性

訂價的管制應更加謹慎為之。 

 

第三節 小結 
 在本章中，本文討論了垂直非價格限制競爭及獨占濫用二種管

制依據。在垂直非價格限制競爭方面，本文認為公平法第十九條

第六款可作為管制延展性權利金的依據，在構成要件的檢討方

面，延展性權利金會降低被授權人的研發誘因，具有間接限制被

授權人研發的效果，因此該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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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若授權人於研究工具專利技術市場上具備足夠的市場力

量，且系爭行為有限制競爭之虞時，即可構成公平法第十九條第

六款的違反。至於何種行為屬有限制競爭之虞，原則上應依合理

原則判斷，分析系爭行為是否屬為達成「超過原反競爭效應之促

進競爭效應」所為合理且必要之措施。本文以為延展性權利金的

限制競爭效應在於其會降低被授權人的研發誘因、具有間接限制

被授權人研發的效果，且有引發權利金堆疊而使得降低研發誘因

的情形更為明顯並使下游產業運行困難的危險，而這些效果會使

得被授權人某種程度被排除於創新市場之外，或造成被授權人參

進現有或未來的產品或技術市場的障礙。但本文亦以為，在某些

情況下，延展性權利金亦有促進競爭的效應，例如其提供一風險

分攤的機制、幫助起始公司取得研究工具，以及在無其他可行的

方法來估計研究工具專利的價值時，延展性權利金具有避免協商

爭議、促進授權效率的功能。因此在依合理原則判斷延展性權利

金的適法性時，應區別個案中的不同情況來作判斷。本文以為，

原則上，倘授權人並未強迫被授權人接受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則

在合理原則的標準下，其違法性應較低；倘授權人係強迫被授權

人接受此種條款而被授權人不願接受或基於授權人得強迫而只好

接受，且延展性權利金非為較佳的估價基礎，應認系爭行為的違

法性較高；倘授權人係強迫被授權人接受此種條款，但延展性權

利金確為較佳的估價基礎時，則應依個案判斷。 

 

 在獨占濫用的管制方面，本文討論了公平法第十條第一項的阻

礙濫用以及同條第二項的榨取濫用。在阻礙濫用方面，本文以為

其情形大致與第十九條第六款的情形相同，在授權人單方以延展

性權利金為條件強迫被授權人接受時，有可能是一種阻礙濫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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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因為其可能具有使被授權人某種程度被排除於創新市場之

外或造成被授權人參進現有或未來的產品或技術市場的障礙的效

果，當然，這還是須依據個案情形判定，只是在獨占事業使用延

展性權利金時，因被授權人較無選擇其他交易相對人的可能，獨

占事業顯有能力推動此等條款。 

 

 在榨取濫用方面，基於我國法已有明文管制榨取濫用，我國公

平會亦認專利權利金的收取亦有構成榨取濫用的可能，故本文以

為延展性權利金自亦有可能構成榨取濫用。此時可依學說提出之

比較市場法或超額利潤法，來判斷獨占事業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是

否構成榨取濫用。在比較市場法方面，本文以為，倘可找到一比

較市場，而該比較市場係以延展性權利金的方式計算權利金，則

可利用比較市場法的判斷流程決定系爭行為是否構成榨取濫用，

此際固無問題，但倘若比較市場上係以一般總額支付或年費的方

式來計算權利金，則使用比較市場法可能會發生困難，因為我們

通常難以計算使用延展性權利金的計價方式會收取到的權利金是

多少，故難以將之與一般權利金作比較，此際可能只有透過預估

的方式處理，然此又增加獨占性訂價管制的不確定性，故以此種

方式認定獨占事業構成價格濫用時，應更謹慎為之。事實上，倘

獨占事業之研究工具專利於比較市場上已有一定的市場價值時，

或許應考慮以前述之阻礙濫用來加以規制。至於在以超額利潤法

來管制延展性權利金方面，可能會面臨更大的困難，因為超額利

潤主要考量的是成本與價格的關係，在成本方面，專利權的邊際

成本幾乎為零，故計算獨占事業專利之成本時應考慮的是創新成

本的概念，這其中包括研發成本以及研發失敗的相關成本，而計

算這些成本是相當困難的工作，在價格方面，又會遇到前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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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法相同的問題，即難以確知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會收到的權利

金是多少。倘若使用非基於成本的超額利潤法，此時固不用實際

計算創新成本，但同樣會遇到難以確知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會收到

的權利金有多少的問題。總括言之，以榨取濫用的觀點來規範延

展性權利金，似有許多待克服的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