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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物科技產業、研究工具專

利與延展性權利金條款 
 

 本章主要是先概述生物科技產業的特性，再介紹「研究工具專

利」與「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二個概念，以作為後續探討的基礎。

因本文主要討論的是生物科技產業的延展性權利金問題，因此有

必要針對生物科技產業的現況加以介紹，以及說明為何針對生物

科技產業加以討論。另如前章所述，研究工具專利乃生物科技產

業領域中常見的一種專利型態，而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則為研究工

具專利授權契約中常出現的一種權利金收取條款，此二概念亦將

於本章說明。 

 

第一節  生物科技產業的特性 
 如前所述，本文主要是針對生物科技產業探討延展性權利金的

規制，因此有必要先對生物科技領域的產業特性加以介紹。關於

此點，美國 FTC 與 DOJ 於其 2003 年的「促進創新：競爭法制與

專利法制的平衡」報告4中，曾對美國現行生物科技的產業概況有

所說明，茲摘述如下。 

 

 該文首先界定，生物科技產業是一種以細胞或生物分子的相關

流程來解決問題或製造產品的產業。生物科技的研發主要是著重

於細胞或生物分子(如 DNA 及蛋白質)的處理，而不是像現行製藥

產業般著重於處理較小的化學分子。 

 
                                                 
4 Id., Ch3 pp.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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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文整理相關評論者的意見，認為美國現行生物科技產業的特

性可描述如下。首先，生物科技產業花費在研發上的費用平均是

現行製藥產業的雙倍以上，而現行製藥產業的研發密集程度本來

就已經是其他產業的數倍。其次，生物科技產業的研發時間特長，

這是因為比起其他產業而言，生物科技創新的不確定性更高。再

來，該文亦提及將生物科技的研發成果商品化特別困難，其原因

有三：一是如前所述，生物科技的研發耗時、不確定且昂貴；二

是生物科技的研發多涉及基礎研究；三是相較於傳統製藥公司，

多數生物科技研發公司的規模不大，難有足夠的財力支援5。 

 

 該文亦述及，現行生物科技的研發成果大致可分為二大類：一

是相關於新發現或隔離出來的基因或是蛋白質，或是該等物質衍

生的藥品的發明，雖然自然存在的基因或蛋白質本身不具可專利

性，但仍可以其可作為藥物或具有其他用途的方式取得專利；一

是使用某種基因或蛋白質來治療某種特定疾病的方法，因為雖然

某基因或蛋白質為已知，但已知物質的新用途仍屬可專利的標的6。 

 

 此外，該文亦提及，目前美國生物科技產業和傳統製藥產業的

合作關係非常密切，常見的模式是由小型的生物科技研發公司針

對一些較基礎的部分進行研發，而由傳統的大型製藥公司進行測

試及產品商業化的工作。因此，相關的授權或購併等商業行為相

當頻繁7。 

 

 除了該文提及之美國生物科技產業概況，我國亦有學者認為，

                                                 
5 Id., Ch3 pp.15-16. 
6 Id., Ch3 p.16. 
7 Id., Ch3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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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生物科技產業有以下的特性：一、智慧財產導向；二、高

風險但穩定的收入；三、長期而大量的資本投入；四、不再按傳

統方式計價或評價；五、國際合作與策略聯盟具關鍵性8。 

 

 以上提及的皆是「美國」的生物科技產業特性，其中許多的特

性在我國亦同，例如生物科技產業在我國仍具有研發密集的特

性，其投資龐大、研發時間長且不確定性高，以及國際合作與策

略聯盟具關鍵性等。但亦有部份特性似與我國不同，例如在美國

有相當數量的基礎研發是由小型生技研發公司完成，再由大型製

藥廠商完成商業化的活動，因此相當多的授權活動是發生於小型

生技公司與大型製藥公司間，但在我國，因我國並未存在真正的

大型製藥公司，多數的生物科技公司都是剛起步的小規模公司，

此際，對於一些基礎的技術或研究工具，這些小型生物科技公司

通常必需先自外國廠商取得授權，因此授權活動多發生於外國廠

商與國內公司之間。這是我國在考量管制相關授權行為時應特別

注意的地方。 

 

第二節  研究工具專利介述 
 研究工具專利的核心概念，在於其是存在於「研究工具」上之

專利，與一般專利係存在於最終產品(end product；final product)

不同。以下介述研究工具的相關問題。 

 

第一項 研究工具(research tools)的概念 

                                                 
8 范建得，〈知識型新興產業之公平交易規範〉，《第十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易法學術研討會

論文集》，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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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工具」顧名思義就是用來從事研究的工具。在生物科技

的領域中，可以用來作為研究工具的技術包羅萬象。舉例而言，

某些用來研發藥品的生化物質(biochemicals)，如試劑(Reagents)、

質體(plasmids)9、抗體(antibodies)以及酵素(enzymes)等，即可稱之

為研究工具10。藥品研發人員可以利用這一些生化物質，找出可以

治癒某種疾病或是對人體有特殊功能的藥物成分，研發出新型態

的藥品或治療方法。 

 

 此外，某些實驗用裝置(device)也可以稱之為研究工具，這些

裝置通常是利用某種實驗方法(methodology)達成某特定功能。例

如在生化研發過程中廣泛使用的聚合脢連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即屬此類型的研究工具。聚合脢連鎖反應

的主要功用是將少量的 DNA 加以放大增生，以供實驗人員作進一

步的研究。至於其他的實驗用裝置，像是蛋白質或 DNA 的排序儀

(sequencing instruments)，或是可以幫助實驗人員一次研究大量生

化反應(biological interactions)的微陣列(microarrays)， 或是提供特

定疾病模型的基因剔除鼠(knockout mice)，都屬於研究工具的一種

11。總之，可以幫助新生化產品研究、發展或測試的任何物質、裝

置或方法，基本上都可以稱之為研究工具。 

 

                                                 
9 質體屬於一種「載體」(vector)，主要是使用於遺傳工程的 DNA 重組技術中。DNA 重組技

術係以酵素將 DNA 序列在特定位置切斷，再將這些片段的序列連接起來，從而製造出一個

新的 DNA 序列，而載體的功用主要是將新的 DNA 序列導入宿主細胞(host cell)，亦即載體

可使 DNA 序列於細胞間移轉。宿主細胞在接受了 DNA 序列後，就好像一分子化學工廠，

可以按照 DNA 序列的指令大量地合成有用的蛋白質。詳參王世仁、王世堯，《智慧財產權剖

析—論生物科技專利策略與實務》，全華科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92 年 6 月，初版一刷，頁

178。 
10 Natalie M. Derzko, In Search of a Compromised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Arising from 
Patenting Biomedical Research Tools, Santa Clara Computer and High Technology Law Journal, 
January 2004, p.348. 
11 Id., p.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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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家衛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於 1999 年

發表了一篇通告(Notice)12，對於其資助之研究機構取得(Obtaining)

或散佈(Disseminating)相關生物科技研究資源(Biomedical 

Research Resources)所應遵守的規定表達美國國家衛生院的立

場。該通告對研究工具做了相當廣泛的定義，其認包括細胞株(cell 

lines)、單株抗體(monoclonal antibodies)、生化試劑(reagents)、動

物模型(animal models)、生長因子(growth factors)、組合化學或

DNA 資料庫(combinatorial chemistry and DNA libraries)、複製體

(clones)、複製工具(cloning tools)、複製方法(methods)以及實驗用

裝置或機器(laboratory equipment and machines)等，皆屬研究工具

的範疇。 

 

 須加說明的是，某些有助於生物科技研發的工具，例如資料庫

(data base)或生物材料組織(materials)13，理論上亦屬於研究工具的

一種，此類研究工具若具有專利，自為本文涵蓋的範疇。惟其若

是以其他方式加以保護，例如著作權或是所有權，本不屬於本文

討論的範圍。但即使此類型的「研究工具」不具專利，亦會發生

以 reach-through 條款收取權利金之問題，而本文關於延展性權利

金條款之探討，原則上亦可適用於此類研究工具。 

 

第二項 生物科技研究工具的可專利性 

 在生物科技發展的過程中，其相關技術的可專利性曾經引起很

                                                 
12 NIH,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Recipients of NIH Research Grants and Contracts on 
Obtaining and Disseminating Biomedical Research Resources:Final Notice, December 23, 1999. 
13 例如從某特殊癌症病人身上取得的腫瘤組織，或從某特殊遺傳疾病病人身上取得的血液樣

本，即屬生物材料組織。研究人員可利用此類生物材料組織從事相關的癌症或遺傳疾病的研

究。移轉此類生物材料組織的契約或協議稱為「生物材料組織移轉協議」(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MTA)。前註中美國國家衛生院的通告中對「生物材料組織移轉協議」亦有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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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爭議。其原因在於早期專利法所設定的專利要件以及相關學

說判例解釋，皆是針對既有技術領域所生的問題。而生物科技近

年來急速發展，在沒有先前技術(prior art)可用來駁回申請案的情

況下，核准了許多範圍甚廣生物科技專利，其中亦包含研究工具

專利。 

 

 一般而言，申請專利必須符合法定專利要件，方可獲取專利。

在美國法制方面，首先，系爭發明必須屬法定的可專利標的

(eligibility)14。再者，系爭發明在實體上必須合乎：(1)實用性

(Utility)15，(2)新穎性(novelty)16，(3)非顯而易知性

(non-obviousness)17。最後，在申請的程式上18必須滿足：(1)書面敘

述(written description)，(2)可實施性(enablement)，(3)最佳實施例

(best mode)的要求。我國專利法的規定與美國雖有差異，但大致相

同19。 

 

 上述的各種要件中，可專利標的係要求系爭發明非屬法定不予

專利之標的；實用性係指系爭發明必須要可供產業上利用；新穎

性係指現行產業中無相同之技術；非顯而易知性係指熟悉相關技

術領域之人非能輕易完成；書面敘述的要件是要求發明人必須清

楚地表達其發明的內容，尤其是申請專利範圍內所主張權利之內

容，以公告週知其所擁有的權利範圍20；可實施性(enablement)指
                                                 
14 35 U.S.C. §101. 
15 35 U.S.C. §101. 
16 35 U.S.C. §101,§102. 
17 35 U.S.C. §103. 
18 35 U.S.C. §112. 
19 在法定的可專利標的方面，規定於我國專利法第二十四條；實用性或產業上利用性規定於

同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本文；新穎性規定於同項第一、二款；進步性或非顯而易知性規定於

同條第四款；申請之程式要件則規定於同法第二十六條。 
20 Rochelle K. Seide et al., Drafting Claim for Biotechnology Inventions, 14th Annual Advanced 
Patent Prosecution Workshop: Claim Drafting & Amendment Writing, November 15, 2004, p.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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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專利說明書(Specification)內必須提供足夠的資訊，使得熟知

該項技藝者在無須過度實驗的前提下，即可實施該發明21；最佳實

施例(best mode)則要求專利說明書(Specification)內必須提供發明

人認為實施其發明的最佳模式。如系爭發明符合此等要件，則專

利審查機關應予專利22。 

 

在生物科技剛開始發展時，美國專利商標局(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PTO)無法就現有的專利審查規則中找出不予專

利的理由，於是核准了許多範圍甚廣生物科技專利。然而時至今

日，美國專利商標局已就專利法中對於實用性及書面敘述等要件

及其他各種要件中發展出許多解釋，以限縮生物技術專利之核發

23。 

 

 在本文所欲探討的生物科技研究工具專利方面，其可專利性與

一般生物科技專利並無不同，因研究工具技術亦屬可供產業上利

用的技術，與其他可為專利標的之生物科技技術一樣，具有實用

性。只要研究工具發明亦合乎上述其他要件，發明人同樣可以獲

得專利。 

 

 以下列出幾種生物科技產業中重要的研究工具專利24，以供參

考： 

                                                 
21 Id., p.706. 
22 關於生物技術專利要件的進一步說明，請參王世仁、王世堯，前揭註 9，頁 2-12。 
23 由於生物技術的可專利性並非本文討論的重點，因此本文不擬詳細論述，相關議題請參前

註，並請參 Rebecca S. Eisenberg，Patenting Genome Research Tools and the Law，Comptes 
Rendus Biologies 326，2003，pp.1115-1120. 
24 Janice M. Mueller, No “Dilettante Affair”: Rethinking the Experimental Use Exception to 
Patent Infringement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Tools, Washington Law Review, January, 2001, 
pp.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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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re-loxP 基因剔除鼠相關專利。例如 E.I. du Pont de Nemours 公

司擁有之美國 4959317 號專利25即屬此類。 

(2) 基因複製相關專利。例如加州大學及史丹福大學所擁有的一系

列Cohen-Boyer專利，該等專利係相關於一些基因複製方法26及

基因複製質體(Plasmid)27之技術。 

(3) 聚合脢連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相關專利。

相關於聚合脢連鎖反應的專利甚多，例如 Cetus 公司即擁有一

系列相關專利。 

(4) 哈佛腫瘤鼠(Harvard oncomouse)28專利。哈佛大學擁有此項專

利，其發明係建立於小鼠模式上，以反轉錄病毒載體將致癌基

因(c-myc)送入鼠胚細胞，使長大後之成鼠易罹患腫瘤，可用來

從事癌症的研究工作。 

(5) 基因表現序列片段標籤(Expressed Sequence Tags；ESTs)專

利。基因表現序列片段標籤可否專利的爭議甚大，但美國專利

商標局仍核准了部分此類專利29。 

(6) 胚胎幹細胞(Embryonic stem cells)相關專利，例如威斯康辛校

友研究基金會(Wisconsin Alumni Research Foundation；WARF)

所擁有相關的基礎專利30，該等專利目前排他授權給 Geron 公

司使用。 

 

第三項 研究工具專利之侵害與專利法上之研究除

外 
                                                 
25 “Site-Specific Recombination of DNA in Eukaryotic Cells”, U.S. Patent No. 4959317. (issued 
Sept. 25, 1990) 
26 U.S. Patent No. 4237224. (issued Dec. 2, 1990) 
27 U.S. Patent No. 4468464. (issued Aug. 28, 1984) 
28 U.S. Patent No. 4736866. (issued April 12, 1988) 
29 參王世仁、王世堯，前揭註 9，頁 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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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研究工具專利係相關於研究技術的專利，與終端產

品無關。而使用某種研究工具技術是否會侵害系爭研究工具專

利，則須視該研究行為是否屬專利法上研究除外的範疇而定。倘

某使用研究工具的行為該當研究除外的範疇，則無須授權亦可使

用系爭專利，也不會有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的問題。以下，本

文即介紹研究工具專利之侵害與專利法上之研究除外之關係。 

 

第一款 研究除外的意義 

研究除外係指某類之研究行為不構成專利侵害。按專利權之效

力主要在排除他人侵害並請求損害賠償。然而在某些情形下，專

利法基於公共利益的考量，常規定即使某種行為已落入申請專利

範圍(claim)之內，行為人仍不負專利侵害之責，研究除外即為一

例。 

 

第二款 美國法制上的研究除外31 

 美國法制上的研究除外發韌甚早，1813 年美國最高法院 Story

法官於Whittemore v. Cutter32一案判決的附帶意見(obiter dictum)中

表示，若第三人係「為營利而使用(intent to use for profit)」該專利，

則屬專利侵害行為，然若第三人僅係進行理論實驗或是為了驗證

該專利之效用而實施該專利，則非屬專利法所非難的行為。同年，

Story 法官於 Sawin v. Guild33一案亦表示相同的看法。而於 1832

年，於 Jones v. Pearce34一案中，法院表示若第三人之行為係「無

                                                                                                                                      
30 “Primate Embryonic Stem Cells”, U.S. Patent No. 5843780. (issued Dec. 1, 1998) 
31 關於美國法制上研究除外的詳細介紹，請參劉棠必，《研究除外原則在專利法架構下之問

題研究—以我國現階生物科技學術研發之特質為例》，前揭註 1，頁 50-62。 
32 Whittemore v. Cutter, 29F. Cas. 1120 (C.C.D. Mass. 1813) (No. 17600). 
33 Sawin v. Guild, 21F. Cas. 554 (C.C.D. Mass. 1813) (No. 12391). 
34 Jones v. Pearce, Webster’s Patent Case 122 (K.B. 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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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利目的而僅因消遣(amusement)」，則不屬專利侵害。 

 

美國的研究除外發展至今，有越來越限縮的趨勢。例如在 1990

年的 Deuterium Corp. v. United States35一案中，美國法院認為，政

府為商業目的而委託民間機構所為之測試，並無研究除外的適

用。在 2000 年的 Embrex Inc. V. Service Engineering Corp.36一案

中，法院認為雖未販售但其商業測試已成功運轉的情形，亦無研

究除外的適用。而在 2003 年的 Madey v. Duke University37一案，

聯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大學中所為之研究計畫，雖不一定具有

商業目的，然而，此類研究有助於學生或師資的教育養成、吸引

學生師資、取得研究經費及提升機構地位，而具事業推廣之作用，

非屬純為娛樂、好奇或是科學探究之情形，故無研究除外之適用。

此案引起美國學界一陣批判，認為法院對於研究除外的解釋實在

過窄38。 

 

大體上來說，美國案例法上的研究除外必須是：(1)無營利意

圖，(2)僅係為滿足知識上的渴求或好奇，(3)單純出於消遣39。整

體而言，美國案例法上研究除外的範圍相當狹窄。 

 

 此外，美國於 1985 年修正其專利法第 271 條第(e)項第 1 款，

規定第三人在專利有效期間內，為準備聯邦法規規定之相關查驗

所需之數據資料，得不經授權，而使用、製造或販賣他人之專利

                                                 
35 Deuterium Corp.v. United States, 19 Cl. Ct. 624, 634. (Fed. Cir. 1990) 
36 Embrex Inc. V. Service Engineering Corp.216 F.3d 1343, 1349. (Fed. Cir. 2000) 
37 Madey v. Duke University, 307 F.3d 1351 (Fed. Cir. 2002), cert. denied, 469 U.S. 856. (U.S. 
2003) 
38 See Michelle Cai, Madey v. Duke University: Shattering the Myth of Universities’ 
Experimental Use Defense,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2004. 
39 Jannifer J. Johnson, The Experimental Use Exception in Japan: A Model for U.S. Patent Law?, 
12 Pac. Rim L. & Pol’y 499, 2003, at not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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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該修正之主要目的是為了使第三人在專利權人專利藥之專

利到期前，得先行實驗，以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FDA)之驗

證，而能在專利藥之專利到期後立即上市40。 

 

第三款 我國法制上的研究除外 

 在我國方面，依據專利法第 57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專利

權的效力不及於「為研究、教學或試驗實施其發明，而無營利行

為者」，因此我國專利法上之研究除外，亦係以是否屬營利行為

區分。 

 

第四款 研究工具專利與研究除外 

 如前所述，研究工具專利係指專利的標的屬於一種用來研究的

工具，其包含有形的物體或無形的方法，而非最終供消費者使用

的產品或製造該產品的方法。而由以上對研究除外的說明可知，

並非所有研究行為皆可豁免於專利侵權責任，在不符合研究除外

的情形下，倘研究者之行為侵害了專利權人的研究工具專利，亦

負侵權之責。以美國為例，只有在無營利意圖、僅係為滿足知識

上的渴求或好奇、單純出於消遣等情形，方為案例法上所認可的

研究除外，因此就案例法而言，多數使用研究工具的情形並不能

構成研究除外，而免除侵權之責。 

 

 然，如前所述，美國專利法第 271 條第(e)項第 1 款規定，第三

                                                 
40 劉棠必，《研究除外原則在專利法架構下之問題研究—以我國現階生物科技學術研發之特

質為例》，前揭註 1，頁 62-63。惟應注意的是，美國法上雖針對此種為準備查驗數據之研究

行為設有除外規定，然因其另賦予新藥測試資料「資料專屬權」的保護，他人不得任意引用，

故已未能完全達成原先設置研究除外的美意了。 



 17

人在專利有效期間內，為準備聯邦法規規定之相關查驗所需之數

據資料，得不經授權，而使用、製造或販賣他人之專利發明。此

乃針對「為準備聯邦法規規定之相關查驗所需之數據資料」之行

為所定之特殊免責規定。此際生一疑問，研究工具專利的使用人

得否援引此一規定，主張其研究行為係「為準備聯邦法規規定之

相關查驗所需之數據資料」，而構成研究除外？關於此點，在 2005

年的 Merck KGaA v. Integra Lifesciences I, Ltd 一案41中曾有相當的

討論，然最高法院於該年六月最終的判決中，並未對此問題表達

明確的看法，該判決於其著名的「注釋七」(note 7)中述及42： 

 

「下級法院建議，對於第 271 條第(e)項第 1 款應作較為緊縮的解

釋，以避免剝奪研究工具專利的價值。然，被上訴人從未主張系

爭 RGD 脢是用來當作研究工具，而且，依據本案相關文件，該

RGD 脢顯然並不是用作研究工具使用，見 331 F. 3d, at 

878(Newman 法官的不同意見)(在某研究中使用某一工具，與直接

以該工具本身為研究的對象，是二件完全不同的事)」。因此，對於

研究工具專利是否適用第 271 條第(e)項第 1 款，或在何種程度內

可以適用，我們不需、自然也並未表達我們的看法。」43 

 

 據上，最高法院並未對於研究工具專利能否適用第 271 條第(e)

項第 1 款作出決定。對此判決，有論者認為，依最高法院的用語，

                                                 
41 Merck KGAA v. Integra Lifesciences I, Inc., 2005 WL 1383624, *1, 8 (U.S. June 13, 2005). 
42 Id,, p.12. 
43 Id., p.12,「The Court of Appeals also suggested that a limited construction of §271(e)(1) is 
necessary to avoid depriving so-called .research tools of the complete value of their patents. 
Respondents have never argued the RGD peptides were used at Scripps as research tools, and it is 
apparent from the record that they were not. See 331 F. 3d, at 878 (Newman, J., dissenting) (Use 
of an existing tool in one.s resear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study of the tool itself.). We therefore 
need not and do not.express a view about whether, or to what extent, §271(e)(1) exempts from 
infringement the use of “research tool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for the regulator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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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應是「傾向」侵害研究工具專利不能依據該款免責，但

亦有持相反見解者。然無論如何，上述判決並未對於研究工具專

利能否適用該款作出明確的決定，則為論者所公認44。 

 

而就我國法制而言，若系爭使用研究工具專利技術的行為屬

「為研究、教學或試驗實施其發明，而無營利行為者」，則可免

除侵權責任。惟若不符此要件時，則須取得授權，方得免除侵權

之責。在大多數的情形，使用研究工具或多或少具有營利性質，

因此多數使用研究工具的行為無法依據研究除外的規定而豁免其

侵權責任。 

 

 茲加附言者，研究除外目前在美國是一項熱門的課題，許多學

者主張應大幅放寬研究除外的範圍，使得研究行為能豁免於專利

侵害45。假如研究行為皆能豁免，則使用研究工具自無需經過授

權。然大幅放寬研究除外會碰到的問題是，倘若此類行為皆被除

外，研究工具專利會變的毫無意義，因為此時他人無需經過授權

即可使用其專利，則發明人將無法自其研究工具專利獲得利益，

此將大幅降低研究工具的發明誘因。若要解決此一問題，強制授

                                                 
44 相關討論請參 Simon Frantz, Big companies helped by safe harbour ruling, available at 
http://www.nature.com/news/2005/050627/pf/nrd1789_pf.html, last visited on July 30, 2005. 
Robin M. Silva & Zheng Bao, Merck v. Integra: Safe Harbor in Uncharted Waters?, available at 
http://www.dorsey.com/publications/legal_detail.aspx?FlashNavID=pubs_legal&pubid=19736080
3, last visited on July 30, 2005. Yann Joly, Integra v. Merck: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exemption ?, available at http://www.cipp.mcgill.ca/db/news/00000025.pdf , last visited 
on July 30, 2005. Stanton J. Lovenworth, Merck v. Integra: Its Effect on Innovative Drug 
Discovery, available at http://www.bio-itworld.com/groups/staff/portlets/expert-comment, last 
visited on July 30, 2005. 
45 See eq. Janice M. Mueller, No “Dilettante Affair”: Rethinking the Experimental Use Exception 
to Patent Infringement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Tools, supra note 24, pp.54-66；Sandra Schmieder, 
Scope of Biotechnology Inven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Europe, Santa Clara Computer and 
High Technology Law Journal, November, 2004, pp.388-992；Natalie M. Derzko, In Search of a 
Compromised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Arising from Patenting Biomedical Research Tools, supra 
note 10, pp.206-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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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是一個可考慮的方向，然授權權利金的決定又是一個問題，因

研究行為涉及的專利數量眾多，且情形各有不同，如何訂出一個

可行且公平的權利金計算標準，亦是立法論上尚待解決的問題。

關於此問題，有學者提出應以延展性權利金當作強制授權的對價

46，亦有學者將之修正，認為以先期支付(up-front royalty)與延展性

權利金併行較妥47，惟亦有學者反對以延展性權利金當作強制授權

的對價48。 

 

第二節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介述 
 本節主要在介紹延展性權利金之意義，以及延展性權利金之優

缺點，析述如下。 

 

第一項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之意義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簡言之，就是依據授權技術所研發出來之

成果，來作為權利金計算基礎的授權條款。在研究工具專利授權

的情形，係指系爭授權契約中，雙方約定權利金的收取，係依據

被授權人使用該研究工具專利所研發出之研發成果為基礎，來計

算權利金的多寡，而非依據被授權人使用該研究工具專利的次數

或使用時間(如「年費」)來收取權利金。例如甲擁有一複製 DNA

之方法專利，甲將此專利授權給乙，乙使用此專利為工具，研發

出一種治療阿茲海默症的新藥，市場淨銷售額 15 億元，而乙須支

                                                 
46 Janice M. Mueller, No “Dilettante Affair”: Rethinking the Experimental Use Exception to 
Patent Infringement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Tools, supra note 24, pp.54-66. 
47 Sandra Schmieder, Scope of Biotechnology Inven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Europe, supra 
note 45, p.233. 
48 Natalie M. Derzko, In Search of a Compromised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Arising from 
Patenting Biomedical Research Tools, supra note 10, at note 166。其反對延展性權利金當作強制

授權對價的理由在於延展性權利金會產生權利金堆疊的問題，關於權利金堆疊詳見下文之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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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15 億元的 3%給甲，作為使用專利的對價，即權利金。 

 

 須注意的是，在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條款」這個詞時，一般指

的是專利權人的權利範圍僅及於該研究工具，而不及於被授權人

之研發成果。也就是說，在上述的例子中，甲之專利的「申請專

利範圍」(claim)僅涵蓋複製 DNA 之方法，而未涵蓋乙之新藥。倘

若甲之「申請專利範圍」亦涵蓋乙之新藥，則此種專利之申請專

利範圍稱為「延展性申請專利範圍」(reach-through claim)。「延展

性申請專利範圍」在專利法的領域也是一熱門的課題49，但此種專

利之授權並非本文所探討的問題，因為授權人的專利範圍本已涵

蓋被授權人之研發成果，專利權人對於研發成果收取權利金，不

屬於「reach-through」權利金。 

 

另須注意的是，所謂「以被授權人之研發成果為基礎來收取權

利金」，在多數的情況下，指的是以被授權人研發成果所獲致的

商業利益，通常是「淨銷售額」(net sales)，來收取權利金。若以

上述例子為例，則甲可收取的權利金為乙新藥「淨銷售額」的百

分之三。然而，延展性權利金的概念並不以此為限，例如甲、乙

雙方若約定以乙新藥之「銷售數量」為權利金計算的基礎，亦屬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的一種。又例如，假設乙就其新藥申請專利，

獲得專利權，乙又將其專利權授與丙，向丙收取權利金，而甲、

乙授權契約的權利金，係以乙向丙收取的權利金為計算基礎，則

甲、乙之間的約定亦屬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總之，所有該當「以

                                                 
49 相關問題的進一步探討，可參 Rebecca S. Eisenberg，Reaching Through the Genome，2003，
pp.218-223，available at 
http://law.wustl.edu/Academics/Faculty/Bios/Kieff/HGPIP/Final/GEN_50_CH10.pdf，last visited 
on Jan, 1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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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授權人之研發成果為基礎來獲取經濟利益」的情形，都屬於延

展性權利金條款的範疇。 

 

 此外，延展性權利金(reach-through royalties)亦須與「延展權」

(reach-through rights)、「延展性授權協議」(reach-through license 

agreements；RTLAs)、「延展性授權」(reach-through licensing)或

「延展性協議(reach-through agreements)等概念作區分50。基本上，

「延展權」指的是授權人對於被授權人的研發成果具有某種權利

而言，例如授權人有權要求被授權人將其研發成果所獲得的專利

再回饋授權(grant back)給授權人即屬之。又，授權人對於被授權

人得否將該研發成果商品化或得否銷售至某地域等行為，或得否

發表該研發成果，具有同意權，亦同。當然，授權人得收取延展

性權利金亦屬「延展權」的一種。至於「延展性授權協議」、「延

展性授權」或「延展性協議」則是指授權契約中約定授權人享有

「延展權」的授權方式或合意而言。可以這麼說，相對於延展性

權利金，「延展權」是一種上位概念，而「延展權」則包含延展

性權利金，至於「延展性授權協議」、「延展性授權」或「延展

性協議」，則是指包含「延展權」的協議。 

 

第二項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之缺點與優點 

 以下就美國學說上的見解，概述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之缺點與優

點。 

 

                                                 
50 本文此處關於這些相關概念的界定與說明，係參考 Rebecca S. Eisenberg 文章之用語而來，

見 Rebecca S. Eisenberg，Reaching Through the Genome，id.，p.214；Michael A. Heller and 
Rebecca S. Eisenberg，Can Patents Deter Innovation? The Anticommons in Biomedical 
Research，Science vol. 280，1 May 1998，p.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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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之缺點 

第一目 降低研發誘因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的第一個缺點是延展性權利金會降低被授

權人的研發誘因，因為延展性權利金就像是一種對於研發成果所

課的「稅」51，當研發所獲致的商業利益越大時，所須繳的稅就越

多，這適足以降低研發的誘因。有部分論者提及此種觀點，例如

Eisenberg 氏指出「原則上，延展性權利金形同對產品研發課的一

種稅，其會降低下游研發者的誘因而獎勵到未參與下游研發的上

游發明人。此種機制會降低下游研發的動力」52。Barton 氏亦指出：

「原研發者與後續研發者的一個尖銳衝突的區域在於原研發者可

能會要求延展性權利金，亦即權利金是依後續研發的產品來計

算。此種權利金會直接降低後續研發者發展新技術之誘因」53。申

言之，在研究工具專利授權的情形，若被授權人係以一般的權利

金支付方式(如總額支付或分期支付)來支付權利金，則其所支付的

權利金是固定的，而其研發的成果所獲致的商業利益將全部歸自

己所有，無需與專利權人分享，此時被授權人會致力於研發工作，

期能獲致較佳的商業利益以抵銷其原付出的固定權利金成本。但

在延展性權利金的情形，被授權人所獲致的商業利益將與專利權

                                                 
51 Rebecca S. Eisenberg,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he Genome Project: Problems with Patenting 
Research Tools, Risk: Health, Safety & Environment, Spring, 1994；Rebecca S. Eisenberg, 
Reaching Through the Genome, id, p.226. 
52 Rebecca S. Eisenberg, Reaching Through the Genome, id., p.226, 「More generally, 
reach-through royalties impose a tax on product development, diluting incentives of downstream 
innovators to reward upstream innovators who may have no continuing involvement in the project. 
Such an allocation might undermotivate downstream R&D.」. 
53 John H. Barton, Patents and Antitrust: A Rethinking in Light of Patent Breadth and Sequential 
Innovation, Antitrust Law Journal, Winter, 1997, p.461, 「One of the sharpest areas of conflict 
between original inventors and subsequent inventors i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original inventor 
will want "reach-through royalties," i.e., royalties based on the value of products produced with 
the invention. Such royalties directly reduce the follow-on inventor's incentive to develop new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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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享，被授權人研發成果越佳，其所支付的權利金就越多，因

此相較於固定權利金的支付方式，延展性權利金相當程度地會降

低被授權人的研發誘因。 

 

第二目 權利金堆疊(Royalty Stacking)的問題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的第二個缺點在於，倘該條款變成一種常

態，可能會使得權利金支付義務堆疊至後續研發出來的產品或技

術，此種因延展性權利金所生之權利金堆疊，將會使下游產業的

生存發展發生困難。 

 

目前生物科技產業處於剛起步的階段，許多可供消費者使用的

產品尚未出現，然卻已出現許多發展這些最終產品需使用到的研

究工具。論者指出，目前在生物科技產業中，研究工具專利的數

量有明顯增加的趨勢，且其中有相當數量的研究工具專利其範圍

甚廣，許多的後續研發工作均需使用此類專利技術，倘欲投入生

物科技研發，廠商勢必須取得這些研究工具專利權人的授權，此

會使得下游廠商發生權利金堆疊的問題。尤其，當上游專利權人

皆以延展性權利金的型態要求授權時，更會使得堆疊至後續研發

出來產品上的權利金支付義務迅速累積，此際，即使下游的研發

很可能成功甚或已經成功，下游廠商也很可能會因無利可圖而放

棄研發或停止其商業活動。 

 

須注意的是，一般而言，｢權利金堆疊效應｣54指的是因專利叢

                                                 
54 「權利金堆疊效應」通常指的是因專利叢林(patent thicket)所導致下游產業須對各個上游

專利權人支付過多權利金的問題，而延展性權利金所造成權利金會堆疊至被授權人的研發結

果的情形亦屬於一種權利金堆疊的態樣。須注意的是，雖然大多數文獻指的權利金堆疊係泛

指下游產業支付過多權利金的問題，但亦有某些文獻在提及權利金堆疊時，直接就是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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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patent thicket)所導致下游產業須對各個上游專利權人支付過多

權利金的問題。但這裡指的是，若延展性權利金變成一種業界常

態，則將在後續產品上堆積過多的權利金支付義務。 

 

關於由延展性權利金所生之權利金堆疊問題，較早提及的是

Eisenberg 氏，但由於其是在討論「反公用財悲劇(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時提及，故在此須先介紹「反公用財的悲劇」的概

念。「反公用財的悲劇」係由 Michelman 氏於 1982 年提出55，其

後由 Heller 氏於 1998 年詳加闡述56。該用語係相較於「公用財的

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而來。1960 年代，Garrett Hardin 氏

提出「公用財的悲劇」一詞，用來解釋水資源污染、空氣污染、

物種滅絕等現象，其從經濟學的角度，認為人們對於共享的資源，

通常不加珍惜，過度使用公用財的結果，會造成資源的浪費。而

「反公用財的悲劇」則是指，在某種情況下，財產過度私有化的

結果，亦會導致資源無法有效利用。Heller 氏於其文章中將反公用

財的悲劇定義為「多數人擁有可排除其他人利用稀有資源的權

利，且其中沒有任何人可以有效使用，此時若過多的人擁有此種

排他的權利，則資源會傾向低度使用(underuse)」57，該氏以共產

制度解體後的莫斯科為例說明其理論，其認為，當時莫斯科的店

面無人使用但街頭攤販林立的情形，正是因為過多人對於同一店

面擁有財產權，才會導致店面的低度使用。 
                                                                                                                                      
延展性權利金所造成之權利金累積至後續研發結果的情形，例如 Robin C. Feldman, The 
Insufficiency of Antitrust Analysis for Patent Misuse, Hasting Law Journal, December 2003, 
pp.441-442。由於本文主要在探討延展性權利金的問題，故如無特別指明，後文中所稱的權

利金堆疊主要係指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所造成之權利金累積至後續研發結果的情形。 
55 Frank I. Michelman, Ethics, Economics and the Law of Property, in 24 Nomos 3, 9, 1982. 
56 Michael A. Heller,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Proper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rx to 
Markets, Havard Law Review, January 1998. 
57 Id, p.623.「multiple owners are each endowed with the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from a scarce 
resource, and no one has an effective privilege of use. When too many owners hold such rights of 
exclusion, the resource is prone to under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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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年，Heller 氏與 Eisenberg 氏另發表了一篇文章58，指出目前

在生物科技領域中已漸漸出現了「反公用財的悲劇」。該文認為，

在這個生物科技正在起飛的年代，基礎專利的數量不斷增加，私

人擁有這些基礎專利所有權，正足以造成此種反公用財的悲劇，

此種情形足以損及生物科技的發展。 

 

 Heller 與 Eisenberg 氏認為，生物科技領域之所以會發生反公

用財的悲劇有二個原因：(1)過多片段的上游專利技術阻礙了未來

產品的研發；(2)允許上游的專利權人於授權時對下游的研發者有

過度的權利59。 

 

第一個原因主要是在說，相較於其後的最終產品，現行生物科

技專利都是一種片段的技術，後續的研發者(包含片段專利的擁有

者或是未擁有任何專利者)若要繼續發展相關技術或最終對於現實

生活有助益的產品，必須與各個不同的專利權人協商授權，以取

得相關技術，其中只要有一個專利權人不同意，後續的研發工作

就無法進行，這種情形會使得取得這些技術的交易成本急速上

升，導致技術資源不易流向有效率的使用者。亦即，片段專利私

有化的結果，會使得這些技術資源低度使用，有礙後續技術的發

展。 

 

 第二個原因主要指的就是延展性授權合意(reach-through 

license agreements；RTLAs)。Heller 與 Eisenberg 氏認為允許上游

                                                 
58 Michael A. Heller and Rebecca S. Eisenberg, Can Patents Deter Innovation? The Anticommons 
in Biomedical Research, supra note 50. 
59 Id., p.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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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權人對於下游之研發成果擁有過度的權利，會使得上游專利

權人的權利不當地持續延伸到下游，這亦是導致反公用財的悲劇

而造成後續技術繼續發展的原因。其指出：「研究工具專利使用

RTLAs 亦會發生反公用財悲劇，當我們使用 RTLAs 這個詞時，是

指擁有供上游研究用專利技術的專利權人對下游研發成果具有某

種型態的權利。此種權利可能是對使用研究工具之研發結果的權

利金收取權、對未來研究成果可要求專屬或非專屬授權的權利、

或是取得授權的選擇權。理論上，RTLAs 同時有利於專利權人與

研發人員，因其允許資金有限的研發人員先使用研究工具，而等

到有價值的成果出現後再支付權利金，而專利權人亦可能會較願

意在下游產品銷售後再收取大量權利金而不是先收取固定但少量

的先期權利金。在實際上，RTLAs 會因上游專利權人於下游產品

上堆疊(stack)一些重疊(overlapping)與不一致(inconsistent)的權

利，而導致反公用財悲劇。其效果是，RTLAs 於談判桌上給予每

一個上游專利權人一個得以從上游研究計畫延伸到下游產品發展

的持續性權利」60。據此，Heller 與 Eisenberg 氏係認為由延展性

權利金所生的權利金堆疊效應亦屬反公用財悲劇發生的原因。 

 

 然，嚴格言之，Heller 與 Eisenberg 氏這裡所說的延展性權利

                                                 
60 Michael A. Heller and Rebecca S. Eisenberg, Can Patents Deter Innovation? The Anticommons 
in Biomedical Research, supra note 50., p.699. 「The use of reach-through license agreements 
(RTLAs) on patented research tools illustrates another path by which an anticommons may emerge. 
As we use the term, an RTLA gives the owner of a patented invention, use in upstream stages of 
research, rights in subsequent downstream discoveries. Such rights may take the form of royalty 
on sales that result from use of the upstream research tool, an exclusive or non-exclusive license 
on future discoveries, or an option to acquiresuch a license. In principle, RTLAs offer advantages 
to both patent holders and researchers. They permit researchers with limited funds to use patented 
research tools right away and defer payment until the research yields valuable results. Patent 
holders may also prefer a chance at larger payoffs from sales of downstream products rather than 
certain, but smaller, upfront fees. In practice, RTLAs may lead to an anticommons as upstream 
owners stack overlapping and inconsistent claims on potential downstream products. In effect, the 
use of RTLAs gives each upstream patent owner a continuing right to be present at the bargaining 
table as a research project moves downstream toward produc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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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造成反公用財悲劇的情形，似不完全符合 Heller 氏於註 56 一文

中對反公用財悲劇所下的定義，因為反公用財悲劇主要指的是：

對於發展出一項有用產品的各項資源，沒有一個人擁有完整的權

利，而造成資源低度使用的情形，例如要發展出一項有用生物科

技產品，若有一個人擁有所有需要的研究工具，應該是最有效率

的，倘研究工具握於各個不同人之手，其效率就會降低。但延展

性權利金主要的問題在於，各個延展性權利金堆疊的結果有可能

導致下游研發者無法生存61。因此本文認為，造成反公用財悲劇的

原因應是「對於發展出一項有用產品的各項資源，沒有一個人擁

有完整的權利」，而不是允許延展性權利金會導致反公用財悲劇。

只是在資源分屬不同人所有的情況下，若完全允許延展性權利

金，可能會另造成延展性權利金之堆疊，而造成不利下游產業發

展的結果。 

 

在 Heller 與 Eisenberg 氏之後，許多學者對於延展性權利金亦

持反對的立場，並指出其可能造成的問題。例如 Wilkinson 氏在談

及延展性權利金時即表示：「假如一事業從很多機構取得研究工

具且皆支付某比率的權利金，則權利金會非常迅速的累積而侵蝕

產品的利潤流(profit stream)」62。Fehlner 氏亦表示：「由延展性權

利金所生的權利金堆疊會嚴重傷害有益產品的發展。……。過度

                                                 
61 Opderbeck 氏亦表示，Heller 與 Eisenberg 氏在本篇文章的論述係稍微擴張了註 56 文中反

公用財悲劇的範圍(見 David W. Opderbeck, The Penguin’s Genome, or Coase and Open Source 
Biotechnology, Havard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 Fall 2004, pp.215-216. )，又，值得注意

的是，在 2003 年的 Reaching Through the Genome(前揭註 49)一文中，Eisenberg 氏僅於提及

RTLAs 中的回饋授權時，討論反公用財悲劇的問題，而於提及同屬 RTLAs 的延展性權利金

時，並未特別提及其會導致反公用財的悲劇。 
62 John Wilkinson et.al, Early Stage Biotechnology Collaborations, available at 
http://pharmalicensing.com/articles/disp/1054806563_3edf1223618ab, last visited on Jan, 15, 
2005.「If a company has taken research tools from a number of organizations and given each of 
them a proportion of the royalties, these can accumulate very quickly and eat into the profit stream 
of the product, possibly making it not commercial to expl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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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會抑制取得或有效使用工具的誘因，可能會導致研發活動

的終止」63。此外，Derzko 氏亦表示：「此類未來的支付義務如果

過度，會很快地減損生技公司投資的誘因，即使此類公司所欲研

發的藥品很可能成功亦然」64。 

 

簡言之，上述的論者主要是認為，一項研發計畫所需的研究工

具通常不只一種，當多數的研究工具專利權人都要求延展性權利

金時，權利金支付義務會堆疊至研發所得的產品上，此時即使研

發成功，下游研發者亦可能會面臨權利金過高的問題。申言之，

如果權利金不是以 reach-through 的方式計價，則即便上游研究工

具專利眾多，只要下游事業研發成果良好，仍舊可以擺脫固定權

利金成本的負擔而獲利，但如以 reach-through 的方式計價，則即

便下游事業研發成果良好，亦無法擺脫權利金成本過高的問題，

尤其，當以淨銷售額計算延展性權利金而計算出來的權利金高出

下游事業所能負擔的限度時，即使下游事業的研發具相當的市場

價值，仍會面臨無利可圖的困境，此時下游事業很可能因此而選

擇停止其研發及商業活動。對於由延展性權利金所生之權利金堆

疊可能會對產業造成不良影響的論點，許多其他論者亦表示贊同

                                                 
63 Paul F. Fehlner, Biotech Research Tools, available at 
http://www.technolawgy.com/fs_lawyers.asp?page=publicShow.asp&id=105&categoryId=194, 
last visited on Jan, 15, 2005.「The likelihood of royalty stacking (multiple royalties owing to 
various parties that supply proprietary technology) from "reach-through" royalties may severely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wise beneficial products.  Reach-through royalties, which are 
based on sales of a product that was developed using a tool, rather than the tool itself, oblige the 
licensee to make payments regardless of the extent to which a tool contributed to the 
product.  Overly burdensome restrictions diminish the desire to obtain or effectively use the tool, 
resulting in the possibility of research left undone.」. 
64 Natalie M. Derzko, In Search of a Compromised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Arising from 
Patenting Biomedical Research Tools, supra note 10, at note 166, 「An excessive amount of such 
future payment obligations could quickly discourage a biomedical company's investors from 
continuing to invest in it even if the drug products that the company was anticipated to develop 
appeared prom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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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此外，如前所述，延展性權利金會降低研發誘因，當多數研究

工具專利權人皆要求延展性權利金時，堆疊至未來研發成果的權

利金比率會更高，這亦會使得降低研發誘因的效果更形明顯。 

 

 簡言之，由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所生的權利金堆疊，會使研發誘

因降低的問題更形明顯，亦會使得下游的研發及商業活動發生困

難。而對於 RTLAs 會產生的問題，Heller 與 Eisenberg 氏的建議是：

「決策者應尋求確保上游專利有著清楚一致的界限，同時減少會

干擾下游產業研發的限制性授權行為」66。 

 

第二款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之優點 

第一目 提供風險分攤的機制 

 有學者認為，延展性權利金提供了一種風險分享的機制67。如

前所述，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是依據授權技術所研發出來之成果來

作為權利金計算基礎。倘被授權人研發失敗或其研發成果的商業

利益甚低，則其不必支付權利金或僅須支付相當少的權利金；倘

被授權人研發成功，甚至發展出所謂「革命性藥品」(blockbuster 

drug)，則被授權人支付的權利金就相對甚高。這種權利金計算方

                                                 
65 See eq. Robin C. Feldman, The Insufficiency of Antitrust Analysis for Patent Misuse, Hasting 
Law Journal, supra note 54, pp.441-442；Philip Grubb, How Real Are Patent Thickets, 
Reach-through Rights, Royalty Stacking, and Dependency, and Freedom-to-Operate Restrictions?,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dataoecd/16/4/1817832.pdf, last visited on Jan, 15, 2005. 
66 Michael A. Heller and Rebecca S. Eisenberg, Can Patents Deter Innovation? The Anticommons 
in Biomedical Research, supra note 50, p.701, 「Policy-makers should seek to ensure coherent 
boundaries of upstream patents and to minimize restrictive licensing practices that interfere with 
downstream product development.」. 
67 參 FTC 於 2003 年發表之「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前註 3)一文中 Blackburn 氏之見解，第三章，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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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使授權契約雙方分攤研發失敗的風險、共享研發成功的成

果，不失為一種優良的授權機制。 

 

第二目 有助起始公司(start-up company)取得研究工具 

 延展性權利金的另一個優點是，此種條款有助於起始公司取得

研究工具68。由於延展性權利金的計算基礎是研發成果的商業利

益，被授權人於研發階段無須支付權利金(up-front cost)，即可先行

使用研究工具，如果允許此類權利金條款，對於資金並不充裕的

起始公司而言，無疑地是一項喜訊。因此種權利金條款可解決起

始公司的現金壓力，而當其獲致商業利益時，即無現金壓力可言。

延展性權利金顯然有利於起始公司進入市場。 

 

第三目 有助於估算研究工具的價值，進而促進授權 

延展性權利金的另一個優點在於，此種條款似乎是評估研究工

具專利價值的唯一方式，允許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反而有助於科技

的散佈69。申言之，正因為現今生物科技係處於剛起飛的階段，最

終可供消費者使用的產品尚未出現，許多發明的價值難以估算。

而授權雙方在協商授權時，最困難的部分就是權利金多寡的問

題，如果未有客觀的標準，雙方所評估的價值可能相距甚遠，造

成授權障礙，有礙技術散佈。而延展性權利金正提供了一個客觀

的判斷標準，因為後續研發結果的商業價值，正式足以反應研究

工具所應有的價值。如果允許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將大幅減

少雙方協商時的交易成本，有利於授權的達成，反而有助於技術

                                                 
68 參前註，第三章，頁 27，Blackburn 氏之見解。 
69 Thomas J. Kowalskiis and Christian M. Smolizza, Reach-Through Licensing: A US Perspective, 
July  2000, available at http://pharmalicensing.com/features/disp/963567614_396edffe132c5, last 
visited on Jan, 1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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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擴散，利於後續的研發。 

 

第三款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優缺點之再認識 

 以下，本文藉由圖式的方式，嘗試探討延展性權利金對下游產

業的影響，期能對此問題有進一步的認識。下游事業以固定權利

金取得研究工具及以延展性權利金取得研究工具的成本結構，可

粗略以下列二圖表示： 

 

 

 

 

 

 

 

 

 

 

 

 以上左圖是代表某一下游事業對於所有研究工具皆支付固定

權利金的情形，右圖是代表同一事業對於所有研究工具皆支付延

展性權利金的情形。本例的假設為：延展性權利金係以淨銷售額

的某百分比計算、研發成果係反映在淨銷售額上、權利金以外的

其他成本係淨銷售額的某百分比。不論是左圖或右圖，該事業所

得負擔的權利金極限(假設為淨銷售額-權利金以外的其他成本)都

會隨著其研發結果的成功與否而變化。但在使用固定權利金時(左

固定權利金 延展性權利金 

＄ ＄

研發成果 研發成果 

事業所得負擔

的權利金極限 

權利金總和 

事業所得負擔

的權利金極限 

權利金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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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其權利金總和不會隨著研發成果變化，而在使用延展性權利

金時(右圖)，其權利金總和則會隨著研發成果變化。 

 

 參上圖即可了解，在延展性權利金的缺點方面，所謂延展性權

利金會降低研發誘因是指，在固定權利金的情形(左圖)，當研發結

果越成功，其所得的利潤即會變高(事業可負擔的權利金極限變

高，但實際須支付的權利金並未變高)，但如果在延展性權利金的

情形(右圖)，當研發結果越成功，其所得的利潤僅會微幅提高(事

業可負擔的權利金極限變高，但須支付的權利金也隨之變高)，因

此相較於固定權利金，延展性權利金會降低研發誘因。而所謂延

展性權利金的權利金堆疊是指，在固定權利金的情形(左圖)，當權

利金總和升高時(左圖虛線)，倘事業的研發夠成功，仍有獲利的可

能，但如果在延展性權利金的情形(右圖)，當權利金總和升高至超

過事業所得負擔的權利金極限時(右圖虛線)，則即使事業研發成

功，亦無獲利的可能。這就是論者所述，即使研發可能成功，延

展性權利金的權利金堆疊仍會導致下游研發活動終止的原因。 

 

又，在延展性權利金的優點方面，所謂延展性權利金可以提供

風險分攤的機制是指，在固定權利金的情形(左圖)，倘事業研發失

敗，其仍須負擔相當的權利金，但如果在延展性權利金的情形(右

圖)，當事業研發不成功時，其負擔的權利金即會降低，因此其具

有風險分攤的功能。所謂延展性權利金可減少現金壓力是指，在

固定權利金的情形(左圖)，其權利金總和必須於授權當時支付，但

如果在延展性權利金的情形(右圖)，其權利金總和可待研發成果出

爐後再支付，因此延展性權利金可幫助下游事業解決現金壓力的

問題。至於延展性權利金有助於估算研究工具價值，進而促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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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效率的優點方面，與上圖較無關係，此方面的進一步探討請參

第六章。 

 

第四款 小結 

以上，本文介紹了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的優缺點。由以上的敘述

可知，延展性權利金的優缺點似乎是伴隨而來，難加驟斷應否允

許此類條款。問題可能在於，我們的產業政策到底是什麼，對於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到底有什麼可能的管制方式，或是有沒有折衷

的解決方案。由於一般對於授權契約的規範主要是競爭法，因此

本文擬從競爭法的角度來看這個問題，在下面的章節中，本文將

從競爭法的觀點，探討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可能產生的問題，以及

可能的管制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