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

第三章 競爭法對專利授權契約限

制條款規制之回顧 
 

本章的主要目的在於介紹各國競爭法對專利授權契約限制條

款之規制，以作為後續分析延展性權利金條款之基礎。以下即介

述各國競爭法對於授權契約的基本規定。 

 

第一節 概說--競爭法制與專利法制之衝突與

調和 
 總括來說，競爭法制與專利法制二者有著一致的目標，即促進

社會福祉，然二者採取的手段卻存有相當程度的緊張關係70，須加

以調和。介述如下： 

 

第一項 目標上的一致性 

專利法制與競爭法制二者有著一致的目標。專利法主要是在法

律上給予發明人一定期間法律上「獨占」權利，以使發明人有誘

因(incentive)從事發明創作71，從而促進社會福祉；而競爭法主要

是在維繫市場上的自由競爭，包括競爭的存在與競爭的品質，以

促進社會福祉。就此觀之，二者皆係為了促進社會福祉，具有目

標上的一致性。 

                                                 
70 關於競爭法制與專利法制目標的一致性與手段上的緊張關係之進一步說明，請參 Herbert 
Hovenkamp, Mark D. Janis, Mark A. Lemley，IP and Antitrust: An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ppli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Aspen Law & Business，2003，pp.1-9 ~1-14. 
71 關於專利制度存在的目的有數種理論：創新誘因維護說、鼓勵創新散佈說、鼓勵創新商業

化說以及促進創新累積發展說，這裡指的是創新誘因維護說。關於各種理論的介紹，詳參

ABA，The Economic of Innovation : A Survey，2002，pp.10-14，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opp/intellect/0207salabasrvy.pdf，last visited on Jan, 1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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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手段上的緊張關係 

雖然二者同在促進社會福祉，然二者所採取的手段卻不同。專

利法採取的手段是在法律上給予發明人一定期間法律上「獨占」

權利，以給予發明人創作的誘因。但就競爭法方面而言，其主要

係認為競爭可使社會福利最大化，因此其所採取的手段為維繫競

爭秩序，尤其是確保自由競爭的存在。這二種法制所採取的手段

在本質上即存有相當的緊張關係，因為專利法賦予發明人法律上

的「獨占」權，可排除任何落入其專利範圍的產品，這就表示市

場上的其他競爭者不能生產該類產品，因此，至少在專利權人的

專利範圍內，不會有任何的競爭可言，這可能與競爭法所欲提倡

的自由競爭相衝突。 

 

然今日多數的論者已經意識到，專利法所賦予的「法律上獨

占」，並不完全等同於競爭法上所關心的「經濟上獨占」，獨占

某種發明的權利並不必然會產生經濟上的獨占，例如擁有某一製

程專利並不會獨占該製程專利所生產的產品市場，只要有另外的

製程可生產該項產品。惟，在法律上的獨占即等同經濟上的獨占

的情形，例如無相關替代技術存在的狀況，或是雖未達經濟上獨

占，但已擁有相當的市場力量時，專利權人行使其專利權對市場

競爭造成的影響，仍是競爭法所關心的問題。 

 

第三項 二者間的相互調和 

 因二種法制手段間的緊張關係，故在立法或執法時，應考慮相

互調和的問題。就專利法方面，除了考慮到鼓勵發明創作外，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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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慮對於競爭的影響。就競爭法的制定及執法方面而言，除了

考慮到自由競爭的維繫外，亦應一併考慮對發明誘因的影響。美

國 FTC 與 DOJ 於 2003 年 10 月聯合發表的「促進創新：競爭法制

與專利法制的平衡」72一文中即表示，專利之授與若屬不當，可能

有害於相關技術產業之競爭，例如浮濫授與專利的情形。而競爭

法的過度執法，則可能有害於專利法所欲提升的研發活動，例如

過分限制專利權人行使其專利權的情形。專利法制與競爭法制的

問題應屬於一種「平衡」的問題73。 

 

 美國競爭法的執法歷史可能可以用來說明二種法制間的緊張

關係與調和方法74。 

 

 在 20 世紀初期，在司法實務上，大部分的法院皆認為專利權

是反托拉斯法審查的例外，亦即，系爭行為如屬行使專利權的行

為，即可豁免於反托拉斯法審查75。於此時期，專利授權契約中的

限制條款，如轉售價格限制等，皆屬合法。法院於 Heaton-Peninsular 

Button-Fastner Co. v. Eureka Specialty Co.(1896)一案76中所表示的

看法，可說明此時期法院之觀點：「專利權人於授權契約中設定

授權條件的行為，理論上來說，既然專利權人本可拒絕授權，則

專利權人亦有權於授權契約中設定他所希望的授權條件」。換言

                                                 
72 FTC and DOJ,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2003, supra note 3. 
73 Id., pp.1-4. 
74 關於美國專利法與競爭法司法實務態度上的演變，中英文獻皆有介紹，例如 Herbert 
Hovenkamp，supra note 70，pp.1-14 ~ 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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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2 年，頁 92-93；蔡宜芯，《專

利集中授權之法律規範--以競爭法為中心》，台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92 年，頁

80-89。 
75 Sheila F. Anthony, Antitrus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From Adversaries to Partners, 28 
AIPA Q.J 1, winter 2000, reprinted at http://www.ftc.gov/speeches/other/aipla.htm , last visited on 
Dec 20, 2004. 
76 Heaton-Peninsular Button-Fastner Co. v. Eureka Specialty Co.，77 F. 288 (6th Cir. 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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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院認為既然專利權人可拒絕授權，則任何的限制條件均屬

合法，若依此觀點，任何專利授權行為均不受競爭法規制。 

 

20 世紀初期以後，此種專利權行使可豁免於反托拉斯審查的

態度開始扭轉，例如 1917 年的 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 v. 

Universal Film Mfg.一案77中，法院認為，將影片與放映設備專利

綁在一起搭售，屬於一種濫用行為，該案法院創設了專利權濫用

理論78，以限制專利權之行使。在 1930 至 1940 年間，反托拉斯法

逐漸抬頭，且搭售理論變成反托拉斯法及專利權濫用限制專利權

行使的主要工具，許多專利授權案件皆受到反托拉斯法及專利權

濫用的非難。在 Carbice79以及 Mercoid80等案中，法院表示，專利

權濫用構成違背反托拉斯法的表面證據(prima facie evidence)，即

使未能證明授權人具有市場力量或存在限制競爭效果亦然。1948

年的 United States v. Line Material Co.案81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亦

表示：「專利權人就超出專利權保護之範圍無法使專利權人豁免

於休曼法之適用」。至 1970 年代，反托拉斯法對專利權行使之規

制達到最高峰，當時美國司法部提出了著名的「九不」原則(Nine 

No-Nos)82，倘符合該原則所描述的九種態樣，即屬有害競爭之行

為83。 

                                                 
77 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 v. Universal Film Mfg.，243 U.S. 502 (1917). 
78 專利權濫用詳見本章後文之說明。 
79 Carbice Corp.v. American Patents Dev. Corp., 283 U.S. 27 (1931). 
80 Mercoid Corp.v. Mid-Continent Inv. Co., 320 U.S. 661 (1944). 
81 United States v. Line Material Co., 333 U.S. 287, 308 (1948). 
82 該「九不原則」係當時的司法部的首長於 1975 年的一次談話中所提出之政策性宣示，參

Alan Gutterman，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Policy，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Ltd.，1997，
pp.222-223。 
83 該九種行為包括：(1)搭售協定；(2)專屬回饋授權；(3)轉售對象限制；(4)限制被授權人生

產或銷售與授權使用之專利無關的產品或服務；(5)未得同意不得再授權；(6)強制性整批授

權；(7)權利金不依合理銷售比例收取；(8)限制被授權人出售使用專利製程製造之無專利產

品；(9)轉售價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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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自 1980 年代起，美國法院、反托拉斯執法機關及立法者對

於專利權行使審查的態度又從之前的「弱專利法、強反托拉斯法」

轉為「強專利法、弱反托拉斯法」84。例如在 1980 年的 Dawson 

Chemical Co. v. Rohm & Haas 案85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即認為，

保護自由競爭固然重要，但維護專利制度所欲保護的創新誘因亦

相當重要。而於 1990年的Atari Games Corp. v. Nintendo of America, 

Inc.案86中，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亦表示，專利法與反托拉斯法是相

輔相成的，二者同時在鼓勵創新(innovation)、勤勉(industry)與競

爭(competition)。而在執法機關方面，美國 FTC 與 DOJ 於 2003 年

10 月聯合發表的「促進創新：競爭法制與專利法制的平衡」一文

中，亦皆揭示二者基本上屬互補之法制87，故其原則上以「合理原

則」來處理專利授權。另在立法者方面，1988 年之專利權濫用修

正法亦相當程度限縮了專利權濫用的範圍88。 

 

 由上可知，美國反托拉斯法與專利法之間的衡平呈現一種擺盪

的情形，視當時的社會需要與理論發展而定。基本上，競爭法與

專利法之間的衡平涉及創新誘因與自由競爭之權衡，專利法提供

發明人一定期間法律上的獨占權，以提供創新誘因，亦即透過犧

牲短期之靜態效率(static efficiency)，期能追求長期的動態效率

(dynamic efficiency)，而競爭法的目的在維護自由競爭，以促進短

期之靜態效率，但就長期而言，活潑的創新活動所帶來的競爭亦

                                                 
84 John H. Barton, Patents and Antitrust: A Rethinking in Light of Patent Breadth and Sequential 
Innovation, supra note 53, pp.449. 
85 Dawson Chemical Co. v. Rohm & Haas, 448 U.S. 175 (1980). 
86 Atari Games Corp.v. Nintendo of America, Inc., 897 F.2d 1572, 1576 (Fed. Cir. 1990). 
87 FTC and DOJ,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2003, supra note 3, pp.1-4. 
88 見下文對專利權濫用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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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競爭法的目的，亦即競爭法亦同樣重視長期的動態效率89。如何

權衡二種法制，以達成提升效率、促進社會福祉的目的，即為此

間關鍵。 

 

 一般而言，在考慮創新誘因的維護與競爭法之規範時，通常考

慮的是若競爭法過度執法可能會損及發明人的創新誘因，而有害

研發活動，因此須調整競爭法的執法強度。然而，在研究工具專

利的問題上，這種平衡可能呈現不同的面貌。學者 Barton 氏指出

90，專利法制與競爭法制的平衡有二種型態： 

 

1、在發明為一種通常的發明時，競爭法應將促使發明出現的誘因

納入考量，而調整執法強度，避免因競爭法的過度執法而損及發

明誘因。此為一種平衡。 

 

2、在發明是一種「基礎發明」、「上游發明」或「研究工具發明」

時，競爭法不僅應考量上游發明的誘因，亦應將其對下游發明誘

因的影響納入考量，來調整執法強度，此時不能僅考慮上游發明

的誘因，而忽略系爭行為對下游發明誘因的影響，此為另一種平

衡。 

 

 Barton 氏以回饋授權與交互授權為例，說明競爭法如何考量下

游之研發誘因。在競爭法考量如何規制回饋授權時，Barton 氏認

為不能僅考量回饋授權對上游發明人有益，亦應考量回饋授權可

                                                 
89 楊宏暉，〈創新誘因的維護與競爭法規範-以專利拒絕授權為例〉，《公平交易季刊》，第十

二卷第二期，93 年 4 月，頁 74-75。 
90 John H. Barton, Patents and Antitrust: A Rethinking in Light of Patent Breadth and Sequential 
Innovation, supra note 53, pp.45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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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減損被授權人的研發誘因，以避免過度的回饋授權阻礙後續階

段的創新91。在交互授權時，Barton 氏認為執法機關在考量此種協

議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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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

Barton 氏認為，在涉及基礎專利、上游專利或研究工具專利授權

之情形，競爭法不僅應考量其執法對上游發明人發明誘因之影

響，亦應將系爭行為對下游發明人發明誘因的影響考慮在內。 

 

 在本文考慮的研究工具專利的情形，屬於上述第二種平衡。所

以在探討研究工具專利授權時，除應考慮研究工具專利權人創新

誘因的維繫，亦應考慮後續研發誘因的維繫。如第二章所述，延

展性權利金有降低被授權人研發誘因的效果，故競爭法在考量應

如何規制研究工具專利權人使用延展性權利金時，除應注意過限

制授權行為對專利權人發明誘因的影響，亦應注意系爭授權行為

對下游被授權人研發誘因的影響。至於如何考量，本文將於第六

章及第七章中進一步探討。 

 

第二節 各國競爭法基本規定與專利權之行使 

第一項 美國 

 美國聯邦的反托拉斯法規係由數項法案所組成，主要包含有休

曼法(Sherman Act)、克萊登法(Clayton Act)、聯邦交易委員會法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等。以下即介述各法案之相關規定。 

 

                                                 
91 Barton 氏認為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已考慮到這個問題，參 John H. Barton，Patents and 
Antitrust: A Rethinking in Light of Patent Breadth and Sequential Innovation，supra note 53，
pp.461-462. 關於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對回饋授權的規制，請參本文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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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休曼法 

 休曼法制定於 1890 年，其與專利法有關之部分主要為第一條

及第二條。該法第一條規定：「任何以契約、托拉斯或其他方式

作成之結合或共謀，用以限制各州間或與外國間之貿易或商業

者，均屬違法。任何人締結上述違法之契約或從事上述違法之結

合或共謀者，應負重罪之刑責。……。」。本條文主要在規範限

制交易之行為，其規制範圍相當廣泛，不論水平的交易限制抑或

是垂直之交易限制，均在本條文之射程範圍內。 

 

 由本條文之文義觀之，似乎所有之限制交易行為均為法所不

許，然此等結論顯非合理，故美國法院在適用本條時，將本條之

射程限縮在「不合理」地限制交易活動之行為92。至於何種行為方

為「不合理」，美國法院發展出「合理原則」與「當然違法」二

種判斷標準。所稱「合理原則」，係指法院在判斷系爭行為是否

違法時，須廣泛地考慮各種市場因素，就該行為促進競爭的效果

與限制競爭的效果加以權衡，以決定該行為之適法性。所稱「當

然違法」，則指系爭行為若屬於某種特定類型之行為，則毋庸再

行考慮各種市場因素，即可判定其違法。蓋依據以往累積的案例

或見解，此類特定行為之反競爭性相當高，基於訴訟經濟的考量，

應許法院直接宣告系爭行為違法。除了上述「合理原則」與「當

然違法」外，美國法院另發展出一種判斷方式，可稱之為「舉證

責任移轉」。本來不論是「合理原則」或「當然違法」，原告均

須負舉證責任，證明被告之行為之反競爭性大於促進競爭，或是

屬於當然反競爭的行為類型，但在「舉證責任移轉」之判斷方式

                                                 
92 Standard oil Co. of New Jersey v. U.S., 211 U.S. 1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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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則是先推定被告之行為具有反競爭之效果，而由被告負責舉

證其行為非屬不合理之限制競爭行為。例如在搭售行為的訴訟

中，美國有些法院即採取此種方式判斷93。 

 

 就專利權的行使而言，不論是水平授權契約之協議或是垂直授

權契約中之限制條款，皆受休曼法第一條之規範。 

 

 休曼法第二條乃規範獨占行為之條文。該條規定：「任何人獨

占或企圖獨占州際或與外國間之貿易或商業行為，或與他人結合

或共謀而為一部或全部獨占州際或與外國間之貿易或商業行為，

構成重罪之違反，若經定罪，處法人一千萬以下罰金；其為自然

人者，由法院裁量，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三十五萬元以

下罰金」。本條規範違法行為的態樣有三：實施獨占、企圖獨占

與共謀獨占。依據美國最高法院之判決94，本條之違反須構成二項

要件：(一)事業於相關市場具有獨占地位，(二)此種獨占地位之取

得或維持係由故意(willfully)之行為所造成，且該地位之取得非因

其產品特別優良或`是由某種特殊歷史因素所自然發展而成。 

 

 就專利權的行使而言，本條主要規範的行為有：Walker 

Process、假象訴訟、掠奪性創新、產品資訊之揭露以及拒絕交易

等行為型態95。 
                                                 
93 關於上述「合理原則」、「當然違法」、「舉證責任的轉換」的相關說明，請參 David Bend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titrust，Practicing Law Instituse，1995，pp.85-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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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2。 
94 United States v. Grinnell Corp.，384v U.S. 563, 570-17 (1966). 
95 關於反托拉斯法對這些行為之規範，請參 Herbert Hovenkamp et. al.，IP and Antitrust: An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ppli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upra note 70，pp.11-1 ~ 
14-30；賴安國，《智慧財產權行使與獨占經濟力濫用》，台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民

國 93 年，頁 4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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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上，美國法院並不非難因具有效率而獨占之事業，其非難之

重點在於非因有效率而取得獨占之行為，以及不當維持獨占之行

為。另須注意的是，美國的反托拉斯所非難的獨占濫用型態僅包

含「阻礙濫用」，而不包含「榨取濫用」。美國法制認為，對相

對人的榨取並無「限制競爭」的效果，由於專利權人得享有「榨

取」的利益，可引誘更多人投入競爭，允許此種榨取反而具有促

進競爭之效果。 

 

第二款 克萊登法 

 克萊登法制定於 1914 年。由於前述休曼法之條文過於空泛，

給予法院過大的裁量權，論者屢有批判。因此美國國會另行制定

克萊登法，期能對某些特定的交易行為作清楚的規範。克萊登法

中與專利有關的部分為第二條與第三條，概述如下。 

 

 克萊登法第二條主要在規範「差別待遇」之行為。該條第(a)

項規定，賣方不得就相同等級或品質之物品，對不同之買方作差

別取價，而對競爭有實質損害之虞。該條第(b)項規定，若被告證

明其差別取價屬市場競爭之善意行為，則不構成第(a)項之違反。 

 

 就專利權之行使而言，本條主要在規範授權契約之差別待遇，

例如專利權人對不同之被授權人施以權利金收取上之差別待遇即

屬之。 

 

 克萊登法第三條規定，任何人出租、銷售或約定銷售產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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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買方不得使用賣方之競爭者之產品，而實質上有妨礙競爭或

形成壟斷之虞者，屬違法之行為。本條在美國實務上主要是在規

範搭售與獨家交易之行為。 

 

 就專利權之行使方面，專利授權契約中亦可能有搭售與獨家交

易之條款，本條即可提供規範該等行為之依據。 

 

第三款 聯邦交易委員會法 

 聯邦交易委員會法亦係於 1914 年制定。如前所述，美國國會

認為休曼法之執行成效不彰，故於制定克萊登法時，同時亦制定

聯邦交易委員會法，成立聯邦交易委員會，並賦予其廣泛的權限，

作為反托拉斯之執法單位。 

 

 本法與專利權相關之條文為第五條，該條第(a)項第(1)款規定

任何不公平之競爭行為、不公平或欺罔之商業行為，皆屬違法之

行為。本條之打擊範圍相當廣泛，聯邦交易委員會可依據本條之

規定對各種反競爭之行為予以行政處罰或管制。其處罰或管制的

行為態樣大致可分為四大類96： 

 ｢1. 違反休曼法或克萊登法規定之行為。 

 2. 可能違反休曼法或克萊登法規定之行為。 

 3. 違反休曼法或克萊登法規定之精神之行為。 

 4. 對於市場競爭具有嚴重不良影響之行為。｣ 

 

 就專利權的行使方面而言，除上述各種受休曼法或克萊登法規

                                                 
96 陳家駿 羅怡德，《公平交易法與智慧財產權-以專利追索為中心》，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

司，88 年 11 月初版一刷，頁 31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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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行為外，其餘各種影響市場競爭之授權條款皆可能受本條之

規制。 

 

第二項 歐洲共同體 

 歐洲共同體之競爭法制主要是以歐洲共同體條約之規定為中

心，另有各種規則、指令、通告及準則，共同形成歐盟之競爭法

制。在歐洲共同體條約中，與專利權之行使有關者為第八十一條

與第八十二條。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一條主要在規範聯合行為，其條文如

下： 

 

第一項：「禁止為下列與共同市場不符之行為：所有可能影響會

員國間貿易及以妨礙、限制或扭曲共同市場競爭秩序為目的或效

果之企業間協議、一致行為之決議者，尤其是：(a)直接或間接限

制買賣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者；(b)限制或控制產品生產、市場、

技術發展或投資者；(c)分配市場或資源之供給者；(d)就相同交易

之當事人，予以差別待遇，致生競爭上之不利益者；(e)就契約之

締結，附加當事人以與契約本旨無關或依其交易習慣所無之義務

者。」 

 

第二項：「為本條所禁止之任何協議或決定，無效。」 

 

第三項：「第一項規定於下列情形得宣告不適用之：『企業間之

協議或類別協議、企業協會間之決定或類別決定、一致行為或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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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一致行為』上述行為須有益於改良商品之生產、行銷，或能促

進科技、經濟之發展，使消費者得因此享有因此所生之利益，且

不得有下列情形：(a)對企業強加以與達成上述目的所不必要之相

關限制；(b)使企業就系爭產品重要部份有排除競爭之可能。」 

 

 本條除規範水平聯合之情形外，亦涵蓋垂直聯合之情形。而就

專利權之行使而言，執委會特針對本條之適用訂定有規則與準

則，本文將於後文中介紹。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二條主要在規範獨占行為，其條文如

下： 

 

第一項：「一家以上之企業，濫用其在共同市場內之優勢地位或

其重要性地位，致影響會員國間之貿易往來，因牴觸共同市場而

被禁止。」 

 

第二項：「前項之濫用，尤指：(a) 直接或間接限定不當買賣價格

或其他不公平之交易條件；(b) 限制產品生產、市場或技術發展致

生損害於消費者；(c) 就相同交易之當事人，予以差別待遇，致生

競爭上之不利益者；(d) 就契約之締結，附加當事人以與契約本旨

無關或依其交易習慣所無之義務者。」 

 

 本條對於支配性地位之取得並不加以非難，而是禁止濫用該地

位之行為。除該條列舉之四種濫用行為外，其他不當運用支配力

之行為，例如拒絕交易、掠奪性定價或轉售價格之限制等，亦屬

本條規制之範圍。就專利權之行使而言，亦屬本條規制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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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我國 

 我國關於主要是由公平交易法來規制市場競爭之相關行為。就

專利權之行使而言，相關的規定有水平聯合行為之管制、獨占濫

用之管制、第十九條以及其他不公平競爭之規定。 

 

第三節 各國競爭法對於專利授權契約限制條

款之規制 

第一項 美國 

第一款 專利權濫用與反托拉斯法 

 專利權濫用原則係美國法制中特有的制度，其在專利法與反托

拉斯法交錯的領域中扮演著相當特殊的角色。由於本文後續第四

章及第五章探討延展性權利金的相關問題時將會多次提及專利權

濫用的相關概念，故以下先說明專利權濫用原則的意義及其發展

97。 

 

專利權濫用原則係指，專利權人不得不適當地擴張專利權之範

圍，否則不得行使其專利權。此項原則乃由衡平原則(equity)中之

不潔之手(unclean hand)理論衍生而來，其基本概念為「尋求衡平

                                                 
97 關於專利權濫用原則，中英文獻均有介紹。英文文獻可參 Herbert Hovenkamp et. al.，IP and 
Antitrust: An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ppli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upra note 
70，pp.3-1 ~3-62；中文文獻可參陳家駿 羅怡德，《公平交易法與智慧財產權-以專利追索為

中心》，前註書；陳雅娟，《美國法上專利權濫用原則之研究—於專利授權之適用》，國立中

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85 年；黃姵菁，《專利權濫用之比較研究—從與貿易有關

之智慧財產權協定第四十條出發》，私立東吳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93 年。另加說

明的是，目前國內文獻似較少著墨於美國法院最近對於專利權濫用以反托拉斯標準判定之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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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之人應有潔淨之手」，將此理論應用於專利權，則專利權人

如欲行使其專利權，其本身必須無不潔之手，亦即專利權人不得

不當地擴張專利權之範圍，若專利權人不當地擴張其專利權之範

圍，則不得行使其權利。 

 

 專利權濫用通常出現於專利權的相關訴訟中，如專利授權或專

利侵害訴訟。當專利權人主張被告侵害其專利權，被告可主張專

利權人構成專利權濫用以為抗辯，若專利權人被認定構成專利權

濫用，則不能行使其專利權。直至專利權人能證明其已停止該濫

用行為，且該濫用行為所造成之結果已被適當的處理並回復

(purge)。因此，專利權濫用主要是一種訴訟上的抗辯，此與反托

拉斯訴訟本身得為一項訴因(cause of action)不同。此外，主張專利

權濫用僅需證明專利權人該當專利權濫用相關要件即可，無須證

明因該行為而生損害，而在反托拉斯私人訴訟中，其主要目的是

請求反托拉斯法中的三倍損害賠償，因此需進一步證明反托拉斯

訴訟原告因專利權人之行為而受有損害，方得請求。 

 

 專利權濫用與反托拉斯訴訟之「應用場合」及「應用之後的效

果」均有不同已如前述。然在構成要件的層次，何種行為構成專

利權濫用，與反托拉斯法的判斷標準是否相同，則有爭議。在 1980

年代以前，這個答案很明顯—二者的判斷標準並不相同。專利權

濫用主要是從專利法的立法意旨出發，判斷專利權人是否不當地

擴張其專利權之範圍，而反托拉斯法則在考量競爭的問題，主要

在非難有礙市場競爭的行為，二者目的不同，判斷標準自然不同。 

 

 專利權濫用原則發展甚早，較著名的里程碑案件是 1942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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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ton Salt Co. v. G.S. Suppiger Co.98案，在本案中，聯邦最高法院

認為搭售行為構成專利權濫用。本案之專利權人對於將鹽片放入

罐頭的機器享有專利權，並將之授權給被告，但限制被告僅得向

專利權人購買鹽片。最高法院認為，此種專利權行使方法已超出

專利權的合法範圍，且有悖公共利益，法院得基於衡平原則拒絕

被告之請求。法院亦表示，此種專利權濫用不須達違背反托拉斯

法的程度，法院得逕依專利權濫用為由拒絕原告之聲請。 

 

 自本案之後，法院發展出各式各樣的專利權濫用型態，如搭

售、包裹授權、非為計算方便之權利金、過期專利權利金、回饋

授權、使用區域限制、水平合意、差別待遇等，皆可構成專利權

濫用，且無須構成反托拉斯法之違反。 

 

 然自 1980 年代起，美國法院開始對於專利權濫用是否須以反

托拉斯的標準加以檢視有所爭議。在 1986 年的 Windsurfing v. 

AMF99一案中，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為，「侵權被告必須證明專利

權人不法(impermissibly)擴張其專利之範圍或期間(physical or 

temporal scope)，致生反競爭效應(anticompetitive effect)」100，方構

成專利權濫用。相較於之前相關於專利權濫用的案例，本案法院

另增添了「致生反競爭效應」作為專利權濫用的要件，亦即必須

以反托拉斯法的觀點來審查專利權濫用。雖然該法院在本案中表

示，其僅是將反托拉斯法分析適用於最高法院未宣告當然濫用(per 

se misuse)的案件101。 

                                                 
98 Morton Salt Co. v. G.S. Suppiger Co., 314 U.S. 488 (1942). 
99 Windsurfing Int'l, Inc. v. AMF, Inc., 782 F.2d 995, 1001 (Fed. Cir. 1986). 
100 Id., 「the alleged infringer must show that the patentee has impermissibly broadened the 
'physical or temporal scope' of the patent grant with anticompetitive effect.」. 
101 Windsurfing v. AMF, 782 F.2d at 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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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該案判決後九個月，Markey 法官在 Senza-Gel v. 

Seiffhart102一案中表示了完全不同的見解。其認為，專利權濫用無

須違反反托拉斯法，該案搭售情形已構專利權濫用，不用另行證

明市場力量及限制競爭效應。至於是否另行構成反托拉斯法的違

反，則非此即決判決(summary judgment)所能決定，反托拉斯原告

必須提出更多的證據，證明被告具有市場力量且其行為具有限制

競爭效應。 

 

 而於 1988 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專利濫用修正法(The Patent 

Misuse Reform Act)，於其專利法第 271 條 d 項中增加了(4)、(5)

二款103規定。依該等規定，專利權人如有下列行為，不構成專利

權濫用或不法擴張其專利權範圍，而仍可請求損害賠償：1、拒絕

授權他人實施或使用其專利權；2、對於專利授權或專利品之銷售

附加條件，要求需接受其他專利授權或購買其他原可分開購買之

產品。但專利權人在該專利或專利產品之相關市場具有市場力量

者不在此限。因此，依據專利濫用修正法，除非專利權人具有市

場力量，否則拒絕授權及搭售並不構成專利權濫用。 

 

 惟須注意者，該法僅規定市場力量為拒絕授權及搭售構成專利

權濫用的要件，並未說明其他行為是否須以市場力量為要件，亦

未說明是否系爭行為需具有限制競爭效應方屬專利權濫用。這留

給法院相當的解釋空間。 

 

                                                 
102 Senza-Gel Corp.v. Seiffhart, 803 F.2d 661, 676 (Fed. Cir. 1986). 
103 35 U.S.C. §271(d)(4)(5)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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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1988 年專利濫用修正法通過後，多數法院開始認為專利權

濫用必須以反托拉斯法的合理原則加以判斷。如 1992 年的

Mallinckrodt v. Medipart104一案，法院表示，未當然(per se)構成專

利權濫用的案件，應依合理原則判斷其限制競爭效應105。而於 1997

年的 Virginia Panel v. Mac Panel106一案中，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更清

楚表示，假若系爭行為非屬專利權當然濫用，亦非屬第 271 條(d)

項所特別排除於專利權濫用的態樣，則法院將視該行為是否屬合

理的於其專利權範圍內行使其權利而定，若該行為係屬其申請專

利範圍內之行為，則無擴張其專利權可言，自無專利權濫用；若

該行為非屬申請專利範圍內之行為，而具有限制競爭效果，則法

院將以合理原則檢視。依據 Virginia Panel 的判決，系爭行為可分

成三類：(1)專利權當然濫用(per se patent misuse)，如期後權利金

之收取、有市場力量的搭售、轉售價格限制；(2)當然合法，系爭

行為屬申請專利範圍內之行為屬之；(3)以合理原則檢視，不屬於

前二者之行為屬之107。 

 

 亦有學者108歸納上述法院判決後認為，現今美國案例法上之專

利權濫用應分為二大類，如系爭行為涉及有害競爭的疑問時，應

以反托拉斯的標準檢視之。除此之外，如系爭行為係擴張其法定

範圍時，則依專利法的目的檢視之，如前述之專利權當然濫用。 

 

 關於專利權濫用是否應以反托拉斯法的標準檢視，學者間有不

同的看法，有認所有的行為均應以反托拉斯的標準檢視，如 Posner
                                                 
104 Mallinckrodt, Inc. v. Medipart, Inc., 976 F.2d 700, 708 (Fed. Cir. 1992). 
105 該案主要是轉售價格限制的案子，法院認為其屬專利權當然濫用。 
106 Virginia Panel Corp.v. Mac Panel Co., 133 F.3d 860, 869 (Fed. Cir. 1997). 
107 Herbert Hovenkamp et. al., IP and Antitrust: An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ppli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supra note 70, pp.3-7 ~ 3-9. 
108 Id.,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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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於 1982 年的 USM Corp. v. SPS Technology, Inc.一案109中即表

示：「如果專利權濫用不是用傳統反托拉斯的標準來檢視，那應

該用什麼標準來檢視？」；惟亦有學者認為專利權濫用本應依專

利法的意旨決定，而與反托拉斯法無關110。 

 

歸納而言，就美國實務上關於專利權濫用的發展軌跡來看，專

利權濫用有越來越以反托拉斯標準判斷的趨勢，但截至目前為

止，美國法院並未「完全」用反托拉斯的標準檢視專利權濫用，

至少其保留了少數構成專利權當然濫用的行為態樣。而在專利權

外，如著作權濫用的問題，法院則表示著作權濫用無須以反托拉

斯的標準檢視111。 

 

第二款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之反托拉斯執行準則 

 美國司法部(DOJ)與聯邦交易委員會(FTC)於 1995 年聯合頒布

「智慧財產權授權之反托拉斯法準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表明執法機關對於智慧財產權授

權之基本立場，使得事業與人民得了解並預測何種智慧財產權授

權條款會受到執法機關的非難，該項準則的適用範圍包括專利、

著作權、營業秘密以及專門技術(know-how)。以下即介紹其內容。 

 

第一目 智慧財產權與反托拉斯法 

 該準則首先表明，智慧財產權法與反托拉斯法的共同目的在提

                                                 
109 USM Corp.v. SPS Technology, Inc.，694 F.2d 505, 512 (7th Cir. 1982). 
110 See eq. Robin C. Feldman, The Insufficiency of Antitrust Analysis for Patent Misuse, supra 
note 54. 
111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orp.v.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21 F.3d 516, 45 
U.S.P.Q.2d 1780 (9th Cir. Aug. 6, 1997, amended Jan. 9,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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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研發與促進消費者福祉。智慧財產權係藉由賦予財產權的方

式，以提供研發誘因，若無智慧財產權，跟隨者將可藉搭便車的

方式使得發明人無法獲得相當的報償，最終將導致消費者的損

害。反托拉斯法則藉由禁止某種有害於競爭的行為以提升研發與

促進消費者福祉112。 

 

第二目 基本原則 

 該準則揭露三項執法的基本原則：(1)執法機關於反托拉斯分

析時，將視智慧財產權其他財產權實質上相等；(2)執法機關不會

推定擁有智慧財產權即擁有市場力量；(3)執法機關認知智慧財產

權之授權可整合產品於生產過程中的互補性因素，因此通常是促

進競爭的113。 

 

第三目 反托拉斯的審查與分析方式 

壹、審查的本質 

 當某些智慧財產權授權典型上(typically)具有增進社會福祉與

促進競爭效應時，可能無反托拉斯法疑慮。但仍有某些授權條款

具有審查的必要。執法機關於反托拉斯審查時，會著重於系爭協

議的實質影響，而非條款的形式。執法機關不會要求智慧財產權

人必須創造競爭，然而，當某些授權協議傷害競爭時，仍須加以

審查114。 

 

貳、授權協議所影響的市場 

                                                 
112 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第 1 項。 
113 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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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授權準則列出了三種授權協議所可能影響的市場：產品市場

(Goods Markets)、技術市場(Technology Markets)與創新市場

(Innovation Markets)115。析述如下： 

 

一、產品市場： 

 智慧財產權之授權可能會影響產品市場。這些產品市場包括使

用系爭智慧財產權製造之最終產品或中間產品市場，或是其上游

產品市場等116。 

 

二、技術市場： 

 技術市場係由被授權之智慧財產權(即被授權之技術)及其替

代技術所組成的市場。當智慧財產權與使用該項權利之產品分開

銷售時，執法機關可就技術市場的觀點來分析系爭授權行為對競

爭的影響117。 

 

三、創新市場： 

 創新市場係由針對某項新產品或製程的研發，以及具替代性的

研發所組成的市場。假如某授權契約會影響到新的或改良的產品

或製程之研發的競爭，執法機關將除了會分析該授權契約對於相

關產品或技術市場競爭之衝擊外，亦可能分析該授權契約對於創

新市場競爭的衝擊，蓋授權契約對於研發競爭的影響有時並不能

適切地經由產品或技術市場的分析來評估。例如某授權契約可能

                                                                                                                                      
114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第 3.1 項。 
115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第 3.2 項。 
116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第 3.2.1 項。 
117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第 3.2.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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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到尚未出現產品的研發，或者是，授權契約可能影響的是某

一地理市場內新產品的研發，而該地理市場內並未有競爭產品118。 

 

參、水平關係與垂直關係 

 依據該準則，水平關係係指，若無系爭授權契約，授權雙方於

相關市場上具有實際或潛在競爭關係之情形。而垂直關係則通常

是授權雙方具有互補性生產要素的情形，例如授權人從事研發而

被授權人則從事製造工作之情形。授權契約可能涉及水平關係或

垂直關係，亦可能二者兼具。通常大多數的授權契約屬垂直關係。

雖然一般而言，水平授權的反競爭性較強，而垂直授權的反競爭

性較弱，但單純水平授權契約的存在並不代表即具反競爭效應，

純粹的垂直授權契約亦不保證其不具反競爭性119。 

 

肆、評價授權限制條款的架構 

 除了某些當然違法的類型外，執法機關通常會以合理原則來檢

視授權條款。在適用合理原則時，執法機關基本上係依循美國法

院的見解，先檢視系爭條款是否可能(likely)具有反競爭效應，假

如是，則執法機關會進一步評估系爭條款是否屬為達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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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第四目 執法機關以合理原則審查授權協議之原則 

壹、反競爭效應的分析 

                                                 
118 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第 3.2.3 項。 
119 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第 3.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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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結構(Market Structure)、行為聯絡(Coordination)與市場封

鎖(Foreclosure)121 

 反競爭效應的分析通常與市場結構有關，該準則區分授權雙方

為水平關係或垂直關係，來說明執法機關考量的重點。 

 

 當授權雙方為水平關係時，執法機關審查的重點在於共同決定

價格(coordinated price)、產量限制及取得或維持市場力量的風險。

系爭約定亦可能延緩或限制新的或改良的產品或製程的發展而有

害競爭。 

 

 當授權雙方為垂直關係時，執法機關將分析授權契約是否有害

事業於市場上的競爭，而這些市場包括授權人所處之市場、被授

權人所處之市場或其他可能的相關市場。於下列情形，授權契約

可能有礙市場競爭：(1)封鎖他事業進入市場；(2)增加其競爭者取

得重要原料的成本；(3)合意提高價格或限制產出等。 

 

二、涉及排他性之授權協議122 

 排他性授權包含二種情形，一是專屬授權(exclusive license)；

一是獨家交易(exclusive dealing)。專屬授權僅有在雙方為水平關係

時方可能產生反托拉斯的問題。獨家交易通常兼具反競爭效應與

促進競爭效應，而須以合理原則檢驗之。 

 

貳、效率與權衡123 

                                                                                                                                      
120 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第 3.4 項。 
121 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第 4.1.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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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執法機關依據前述對於反競爭效應的分析，認為系爭協議不

像是(unlikely)具有反競爭效應時，則執法機關不會質疑其適法

性，假若系爭條款具有或可能有(likely)反競爭效應，則執法機關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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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ably necessary)之措施。假如該限制為合理且必要，則執

法機關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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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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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可行(practical)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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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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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安全區域(Safety Zone)124 

 執法機關劃分出一些安全區域，除非有特殊情況，執法機關將

不會質疑此類授權之合法性。倘系爭授權符合下列要件，執法機

關將不會質疑其合法性：(1) 系爭授權非表面上反競爭(facially 

anticompetitive)；(2)授權人與被授權人之市場占有率合計來看，於

                                                                                                                                      
122 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第 4.1.2 項。 
123 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第 4.2 項。 
124 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第 4.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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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關市場中不超過百分之二十。在涉及技術市場時，如無法取

得市場占有率的資料或相關資料無法反應實際情形時，安全區域

的範圍為：(1)系爭授權非表面上反競爭；(2)除系爭技術外，另有

四個以上對於使用者而言的替代性技術。同樣地，在涉及創新市

場時，安全區域的範圍為：(1)系爭授權非表面上反競爭；(2)除系

爭授權契約雙方外，另有四個以上獨立的事業具有特別的資產特

徵與誘因可從事系爭研發活動。 

 

第五目 各類授權條款之分析 

 該授權準則亦列出了一些授權條款，說明執法機關對於這些授

權條款的態度。其中包括水平限制、轉售價格之維持、搭售、獨

家交易、交互授權與專利聯盟、回饋授權與無效智慧財產權之實

施等125。 

 

第二項 歐洲共同體 

 歐盟執委會於 2004 年就智慧財產權授權事項適用歐洲共同體

條約第八十一條之問題頒布了技術移轉集體除外規則126與技術移

轉準則127。 

 

                                                 
125 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第 5 項。 
126 正式名稱為「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772/2004 of 27 April 2004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to categorie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一般稱之為「技

術移轉集體除外規則」(Technology Transfer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TTBER)，參 Pat 
Treacy and Thomas Heide，The New EC Technology Transfer Block Exemption，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view，2004，pp.414-420. 
127 正式名稱為「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一般稱之為「技術移轉準則」(Technology Transfer Guidelines；TT 
Guidelines)，參 Wilko van Weert，Technology Licensing-The New Competition Rules，2004，
avaliable at http://www.les-scandinavia.org/tampere2004/Download/Technology_Licensing.pdf，
last visited on Jan, 1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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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體集體除外規則第一條主要是一些定義性規定，說明該規則

相關用語的定義，如「協議」(agreement)、「技術移轉協議」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互惠協議」(reciprocal 

agreement)、「非互惠協議」(non-reciprocal agreement)、「產品」

(product)、「契約產品」(contract product)、「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競爭事業」(competing undertakings)與「可分的

改良」(severable improvement)等。 

 

歐體集體除外規則第二條為一集體除外的原則性規定，使遵從

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三項及本規則之授權協議不適用共同體

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之禁止規定。但此處的集體除外僅限於「涉

及生產契約產品的授權契約」128。值得注意的是，依據歐體技術

移轉準則第 45 點，本文關心的研究工具專利授權因為不屬於此處

之「允許生產契約產品的授權契約」，因此不屬該規則規定可豁

免於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的範圍129。 

 

 歐體集體除外規則第三條主要在規定市場門檻(Market-share 

thresholds)，在締約雙方為競爭者的情形，如雙方合計的市場占有

                                                 
128 參技術移轉集體除外規則第 2 條：「Pursuant to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and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Regulation, it is hereby declared that Article 81(1) of the Treaty shall not apply 
to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 entered into between two undertakings permitting the 
production of contract products.」，亦即，可依據本條除外的協議僅限於涉及生產契約產品

(permitting the production of contract products)的協議，而未涉及生產契約產品的協議則不屬集

體除外的範疇。 
129 參技術移轉準則第 45 點：「……On the other hand, the TTBER and the guidelines do not 
cover agreements whereby a technology is licensed for the purpose of enabling the licensee to 
carry out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various fields. For instance, the TTBER and the 
guidelines do not cover the licensing of a technological research tool used in the process of 
further research activity. The framework of the TTBER and the guidelines is based on the 
premise that there is a direct link between the licensed technology and an identified contract 
product. In cases where no such link exists the main object of the agreement i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 opposed to bringing a particular product to the market; in that case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TTBER and the guidelines may not be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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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未超過 20%，則屬第二條所稱不適用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

一項之情形。在締約雙方為非競爭者的情形，如雙方於其市場之

占有率皆未超過 30%，則屬第二條所稱不適用共同體條約第八十

一條第一項之情形。 

 

 歐體集體除外規則第四條主要係規定一些核心限制條款

(Hardcore Restrictions；黑色條款)，該等條款不屬第二條規定可不

適用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之情形。在締約雙方為競爭者

時，核心限制條款包括：價格限制、產量限制、分割市場與限制

技術使用或研發。在締約雙方為非競爭者時，核心限制條款包括：

價格限制、使用區域限制、銷售限制等130。 

 

歐體集體除外規則第五條主要係規定一些被排除之限制條款

(Excluded restrictions)，該等條款不適用於第二條可除外之規定，

但其是否構成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則須進一步檢視。這

些被排除之限制條款包括：專屬回饋授權條款、回饋移轉條款、

禁止質疑智慧財產權有效性條款、限制技術使用或研發條款(非競

爭者時)131。 

 

 除集體除外授權規則外，執委會亦頒布了技術移轉準則，全文

共分 235 點，詳細規定了歐體集體除外規則的適用方式，亦說明

了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的判斷準則。該準則分為四個部

分：I、概說；II、基本原則；III、集體除外授權規則之適用；IV、

集體除外授權規則以外關於共同體條約第八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

                                                 
130 這些核心限制條款仍有例外，本文僅概略說明，詳細規定請參原規則及其準則。 
131 如前述，依據技術移轉集體除外規則第四條，競爭者間若使用限制技術使用或研發條款

則屬核心禁止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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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適用。須注意的是，依據技術移轉準則第 45 點之規定，與集

體除規則相同，該授權準則亦不適用於研究工具技術授權的情形。 

 

第三項 我國 

我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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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九十一年一月十八日訂定「審理技術授權協

議案件處理原則」。本處理原則適用的對象為專利授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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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本處理原則揭示，公平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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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在審查分析之步驟方面，公平會會先依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

規定檢視之，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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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在

系爭協議影響的市場方面，公平會亦將特定市場(relevant market)

分為三種：(1) 利用授權技術而製造或提供之商品所歸屬之「商品

市場」(goods markets)；(2) 與該特定技術具有替代性而界定之「技

術市場」(technology markets)；(3) 以可能從事商品之研究發展為

界定範圍之「創新市場」(innovation markets)135。 

 

                                                 
132 「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第二點第(一)項。 
133 「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第三點。 
134 「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第四點第(一)項。 
135 「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第四點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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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處理原則分別就各類條款之違法性作了一些例示，茲臚列如

下： 

 

第一款 不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之例示136 

該處理原則例示之不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計有下列數項： 

「(一) 約定被授權人實施範圍限於製造、使用或銷售之限制約款。

(二) 在專利有效期間內，對於授權協議所為期間之限制。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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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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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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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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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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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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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第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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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後對於仍具營業秘密性之專門技術負有保密義務。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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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為使授權技術達到一定效用，維持授權商品一定品質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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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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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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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款 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之例示137 

該處理原則例示之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計有下列數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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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技術授權協議之內容，有左列情形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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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第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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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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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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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強制被授權人購買、接受或使用其不需要之專利或專

門技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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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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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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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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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技術授權協議限制被授權人爭執授權技術之有效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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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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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加說明的是，在上述第二項中，公平會雖例示了 9 種違反第

19 條第 6 款的行為，但其亦表示該等行為仍須對特定市場具有限

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方屬違法，似乎是對該等行為適法的

可能性保留了一點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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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之例示138 

該處理原則例示之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計有下列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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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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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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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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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第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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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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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小結 

 本章中，本文概述了美國、歐盟及我國競爭法的基本規定，亦

說明了各國競爭法對專利授權契約限制條款的處理態度，尤其是

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發布的相關技術授權準則。在美國法方面，

本文亦介紹了位於競爭法與專利法交界地帶的專利權濫用原則。

本章主要的目的是在介紹各國競爭法對於專利權行使之相關規

制，期能對於此一議題有一概括性的認識，而有助於探討競爭法

對延展性權利金條款之規制。在下章中，本文將從競爭法對於某

些現有授權條款的規制，來探討延展性權利金條款可能涉及的競

爭法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