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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從競爭法對授權條款之既

有規制看延展性權利金條款 
 

 前章概述了各國競爭法對於專利授權契約限制條款之規制依

據及概況，本章則從競爭法對現行授權契約條款之規制，探討延

展性權利金條款可能涉及的競爭法議題，以作為後續第六章進一

步分析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的基礎。 

 

第一節 概說 
 如本文第二章中所述，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主要是使用於研究工

具專利授權契約中，其特徵在於權利金的收取是以被授權人利用

該研究工具所得之研發成果為計算之基礎，而非單純以使用該研

究工具專利的次數或時間來收取權利金。從競爭法對現有授權契

約條款規制之角度觀察，此種條款可能會引發一些競爭法的疑

慮。例如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以研發成果為權利金之計算基礎，是

否涉及競爭法上以未專利產品為權利金計算基礎的問題？延展性

權利金條款收取權利金的時期通常超過專利年限，此是否有對於

過期專利收取權利金之疑慮？此外，亦有一些競爭法上常討論的

條款與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有相類似之處，例如回饋授權與限制研

發條款，本文亦擬於本章中加以討論。 

 

在以下各節中，本文即一一探討上述問題。 

 

第二節 權利金以未專利產品為計算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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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與以未專利產品為計算

基礎條款之關係 

所謂以未專利產品為計算基礎條款係指，授權契約中約定之權

利金計算方式並未完全以系爭專利所涵蓋的產品為基礎，而同時

包括未具專利的產品，此種條款可能會產生某種競爭法上的問

題。而如前所述，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最重要的特徵，在於其權利

金的收取係以被授權人利用該研究工具研究所得之成果為計算之

基礎，而專利權人的專利並未涵蓋被授權人之研究成果。此種針

對無專利的產品收取權利金的條款，與傳統上的以未專利產品為

計算基礎條款頗有類似之處。 

 

第二項 以未專利產品為權利金計算基礎條款之

競爭法規制 

 在美國法方面，關於權利金以未專利產品為計算基礎的問題，

可能構成專利權濫用，亦可能構成反托拉斯法的違反，以下分述

之。 

 

在專利權濫用方面，美國法院的態度是，倘是為了權利金計算

上的方便，此種約定並不構成專利權濫用，但是專利權人若強迫

(coercion)139被授權人接受此種權利金，則構成專利權濫用。也就

是說，美國法院基本上是以強迫與否，來檢視此類授權之違法性。

至於是屬於強迫還是自願，則屬事實問題(matter of fact)140。以下

                                                 
139 強迫(coercion)的概念主要是使用於「搭售」的案例中，其係指出賣人或授權人有無以系

爭條款作為交易與否的條件(condition)，而使被授權人或買受人處於如不接受系爭條款即無

法交易的狀態。 
140 David Bend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titrust, supra note 93, 1995,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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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概述相關案例。 

 

在美國最高法院 Automatic Radio Mfg. Co. v. Hazeltine 

Research, Inc.(1950)一案141中，最高法院認為，授權契約雙方約定

以未專利的產品作為權利金的計算基礎，原則上並不違法。本案

中，Hazeltine 擁有多項廣播設備之專利，其將五百七十個專利以

及兩百個申請中的專利授與被授權人，即 Automatic Radio 使用。

雙方約定不論被授權人實際使用到多少專利，權利金係以被授權

人產品銷售總金額的一定比例計算，而事實上 Automatic Radio 至

多只使用到十個專利142。 

 

本案之被授權人主張，專利權人要求被授權人依據被授權人產

品之總銷售金額支付權利金，不論被授權人是否實際使用專利權

人之專利，甚至在被授權人的產品完全未被專利權人之專利所涵

蓋時，被授權人亦須支付權利金，此種行為已構成專利權濫用。

但法院認為就授權契約的內容來看，被授權人係從專利權人處取

得一種使用其所有專利的特許權利，被授權人可使用專利權人所

有的專利而無侵權之虞，且專利權人並未強制被授權人接受此種

授權方式，雙方此種約定乃基於權利金計算上的方便，即使專利

權人的專利未涵蓋被授權人的產品，亦不構成專利權濫用。 

 

 在本案的不同意見中，法官認為如果像多數意見那般解釋，則

                                                 
141 Automatic Radio Mfg. Co. v. Hazeltine Research, Inc., 339 U.S. 827, 85 USPQ 378 (1950). 
142 本案與下文中的 Zenith Radio 案看似皆屬「整批授權」的問題，惟美國法院及學者在討

論「以未專利產品為權利金計算基礎」的問題時，亦將些案例當成先驅案例，見 Herbert 
Hovenkamp, Mark D. Janis, Mark A. Lemley，IP and Antitrust: An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ppli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upra note 70，pp.23-22.2 ~ 23-35。又下文第五章所述美

國法院在探討延展性權利金是否構成專利權濫用時，亦是以本案與 Zenith Radio 案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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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異專利權人自己本身就是專利商標局，因其可以利用授權契

約，將其有限之專利權無限延伸至無專利之產品。 

 

 然而在美國最高法院 Zenith Radio Corp. v. Hazeltine Research, 

Inc.(1969)一案143中，法院則認為，專利權人強制以未專利的產品

作為權利金的計算基礎構成專利權的濫用。本案之 Hazeltine 為專

利權人，其以概括授權的方式，將整批專利授與 Zenith Radio，並

要求權利金的收取須依被授權人產品之總銷售金額的百分比計

算，不論被授權人有無使用專利權人之專利。本案之情形與前述

Automatic Radio Mfg.案有些類似，但法院認為，基本上專利權有

其一定的範圍，專利權人既然不得以其專利為槓桿，限制被授權

人購買、使用或銷售其他產品的權利，自亦不得以其專利為槓桿，

要求對於未具專利的產品收取權利金。法院認為，本案與

Automatic Radio Mfg.案最大的不同在於，本案的專利權人係以強

迫(coercion)的方式要求被授權人接受此種權利金的計算方式。亦

即專利權人若以此種權利金的計算方式為條件(condition)，要求被

授權人同意，否則即不予授權，即構成專利權濫用。 

 

 在 Zenith Radio 案後，法院基本上皆遵循此案所豎立的原則，

以強迫與否作為判斷是否構成專利權濫用的標準144。然而，如第

三章中所述，目前美國法院有越來越以反托拉斯標準檢視專利權

濫用的趨勢，因此就現今情況而言，美國法院對於此類條款究竟

是會依 Zenith Radio 案的方式來處理，還是會依反托拉斯法合理原

則判斷，尚有待觀察。但如果依傾向上來看，美國法院不無依反

                                                 
143 Zenith Radio Corp.v. Hazeltine Research, Inc., 395 U.S. 100, 161 USPQ 577 (1969). 
144 William C. Holm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ntitrust, West Pub. Co., 1994, p.24-11. 



 71

托拉斯法合理原則處理的可能145。 

 

 在反托拉斯法的規制方面，以未專利產品計算權利金的條款亦

可能構成反托拉斯法之違反。此時必須評估系爭行為的反競爭效

應以決定其是否違法。1994 年的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146

一案即涉及此問題。本案中 Microsoft 將其視窗(Windows)作業系

統授權予電腦製造商，權利金的計算基礎涵蓋所有電腦製造商所

銷售的電腦，不論銷售的電腦中是否使用視窗作業系統，法院認

為此舉違背反托拉斯法，因系爭授權條款具有封鎖(foreclosure)效

應，接受此條款的電腦製造商將無意願再使用其他作業系統(如

OS/2)，這將使生產其他作業系統之事業被排除於市場外。本案雖

屬著作權授權之例，但在專利授權之情形亦類似。簡言之，以未

專利產品計算權利金的條款若具有反競爭效應，則可能違背反托

拉斯法。 

 

 至於歐盟方面，其於 2004 年之技術移轉準則中，亦對權利金

以未專利產品為計算基礎的問題有所規範。依據該準則 156 點，

授權契約雙方不論是競爭者或非競爭者147，原則上皆可自由決定

權利金支付方式，而不會落入第 81 條第 1 項的範圍。例如雙方約

定一次付清(lump sum payments)、銷售價額(selling price)的百分

                                                 
145 事實上，美國近年來關於此類案件已甚少，即使有，法院亦是以授權人未有強迫情事而

認系爭條款合法，例如在 1996 年的 Engel Industries v. Lockformer 案中，法院即係以被授權

人自願接受以未專利產品計算權利金，而認專利權人之行為不構成專利權濫用，但本案法院

並未表示若專利權人係以強迫的方式使被授權人接受此種條款是不是即構成專利權濫用，還

是另需有反競爭效應方得構成。在第五章中介紹之美國法院於 2002 年 Housey 案中審理延展

性權利金是否屬專利權濫用時，亦是以授權人未強迫使用此種條款而認不構成專利權濫用，

其未清楚表明若是以強迫的方式是否須進一步檢視其反競爭效應。 
146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 59 Fed. Reg. 42845 (1994). 
147 依據歐盟 2004 年技術移轉準則第 27、28 點，假如無系爭授權契約，締約雙方無論在任

何相關市場皆不屬實際或潛在競爭者的話，則雙方屬非競爭者；假若締約雙方於相關市場可

於不侵害對方專利的情形下競爭，則該雙方屬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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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或每銷售一產品支付固定數量的權利金，這些約款原則上皆

屬可允許的範圍。在授權技術為某一最終產品的生產要素(input)，

而該授權技術可涵蓋(incorporated)最終產品時，雙方約定以最終產

品的銷售金額為計算權利金的基礎時，原則上亦不會被認為是限

制競爭的行為148。但如系爭行為具有技術移轉準則第 157、158(競

爭者)及 160 點(非競爭者)所述的限制競爭效應，則應再加檢視，

而不一定均屬合法。 

 

 依該準則第 160 點，在授權契約雙方為非競爭者的情形，若雙

方計算權利金的基礎同時涵蓋專利產品及非專利產品時，這種情

形通常是為了計算(metering)權利金的方便，故亦屬於第 81 條第 3

項的除外範圍。但是，此種權利金計算方式亦可能產生封鎖

(foreclosure)效應，因為它會增加被授權人使用第三人技術以生產

該未專利產品的成本，且降低對第三人技術的需求，而排除該第

三人，這種權利金計算方式與不競爭(non-compete)條款149的效應

類似。此種條款不在第 81 條第 1 項的除外範圍內，而應做進一步

的分析，以決定其合法性。在有可察覺的(appreciable)封鎖效應發

生時，此種約款即屬第 81 條第 1 項的範圍，而非屬第 81 條第 3

項的除外範圍，除非沒有其他現實上可行的方法可用來計算

                                                 
148 參歐盟 2004 年技術移轉準則第 156 點，「In cases where the licensed technology relates to an 
input which is incorporated into a final product it is as a general rule not restrictive of competition 
that royalties are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price of the final product, provided that it 
incorporates the licensed technology.」，有學者認為此敘述表示執委會原則上允許延展性權利

金(參 Pat Treacy and Thomas Heide，The New EC Technology Transfer Block Exemption，
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view，supra note 126，p.415，「"Reach-through" royalties--where 
royalties are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price of the final product incorporating the licensed 
technology--are generally acceptable under the new TTBER.」)，但誠如本文第三章中所述，依

據技術移轉準則第 45 點，執委會已特別表示研究工具專利授權並不適用集體除外規則與技

術移轉準則，因為其非涉及生產特定契約產品之協議，故至少在研究工具專利授權契約使用

延展性權利金時，似不能直接適用該規定。 
149 依據歐體技術移轉準則第 196 點，不競爭條款係指授權雙方約定被授權人不得採用其他

與授權技術相競爭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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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ng)或監控(monitoring)權利金。 

 

 在我國方面，對於依未專利之產品收取權利金之行為主要涉及

公平會的「審議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第 7 點第 5 款，該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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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於可能違反公平交易法事項之例示。舉例而言，授權技術為製

造光纖耦合器之融燒技術，權利金計算之基礎乃被授權人銷售之

光纖耦合器數量，不論銷售之產品是否使用該融燒技術所生產，

即為本款所規範之典型行為態樣150。此種行為屬於可能違反公平

交易法事項之例示，故須針對系爭行為作進一步的檢視，以決定

其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三項 從以未專利產品為權利金計算基礎條款看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 

 如前所述，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基本上也是一種以未專利產品作

為權利金計算基礎的類型，各國法制對於傳統以未專利產品作為

權利金計算基礎條款的規範方式或許可以作為處理延展性權利金

條款的參考151。在美國法制上，此類型案例可能構成專利權濫用

或違背反托拉斯法，在專利權濫用方面，雖然早期美國法院認若

專利權人強迫被授權人接受此種條款即屬違法，但就專利權濫用

原則上應依反托拉斯法合理原則判斷的發展趨勢來看，現今美國

                                                 
150 李素華，〈專利及專門技術授權與公平法規範-研析審理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智

慧財產權月刊》，民國 90 年 7 月，頁 23。 
151 在第五章中介紹的 Housey II 一案，美國法院即是援引專利權濫用對於未專利產品作為權

利金計算基礎條款的規範來處理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但在歐盟方面，如前揭註 148 所述，研

究工具專利授權並不能直接適用技術移轉準則第 15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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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是否還會認為只要是強迫行為即屬專利權濫用，恐有待觀

察，尤其是在延展性權利金的問題方面。在反托拉斯法的規制方

面，美國法院基本上是依合理原則檢視此種條款，就其反競爭效

應與促進競爭效應加以權衡。至於在歐盟方面，其看法亦類似，

認此種條款通常是為了計算權利金的方便，然在有限制競爭效應

時則可能違法。 

 

 在我國方面，以未專利產品為權利金計算基礎條款主要是由

「審議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第 7 點第 5 款規範，屬可能

違反公平交易法事項之例示。但細繹該款文字，似與「以未專利

產品為權利金計算基礎」的情形略有差異，這使得研究工具專利

授權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是否為本款文義所包含產生疑義。申言

之，本款文字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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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檢視研究工具專利授權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是否為

本款文義包含時，若將此處之「使用授權技術」解為使用研究工

具專利技術的行為的話，則研究工具專利授權使用延展性權利金

條款並不包含於本款之文義，因為被授權人本有「使用」研究工

具，而沒有「不問被授權人是否使用授權技術」的問題。事實上，

如前項所舉光纖耦合器之例，本款規範的主要是授權技術涵蓋銷

售產品之情形，其於擬定文字之初，並未考慮到授權技術未涵蓋

銷售產品(如研究工具專利)之情形。如欲將本款解釋成包含研究工

具專利授權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的情形，必須將「不問被授權

人是否使用授權技術」解成「不問授權專利是否包含製造或銷售

之產品」，而不是「不問被授權人是否使用授權之研究工具技術」。

惟，即使將「不問被授權人是否使用授權技術」解成「不問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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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是否包含製造或銷售之產品」，依該處理原則之規定，還是

須針對系爭行為作進一步的檢視，以決定其是否違反公平法。 

 

綜上所述，如欲參考各國對於傳統以未專利產品為權利金計算

基礎條款的規制，來規範延展性權利金條款，還是應進一步分析

延展性權利金的限制競爭與促進競爭效應。在我國方面，即使將

公平會「審議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第 7 點第 5 款解釋成

包含研究工具專利授權使用延展性權利金的情形，亦須進一步分

析延展性權利金的限制競爭與促進競爭效應，以決定該條款是否

適法。關於延展性權利金限制競爭與促進競爭效應的分析，本文

將於第六章中作進一步的討論。 

 

第三節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與過期專利權利金

之收取 

第一項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與過期專利權利金收

取之關係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係以被授權人研發成果之商業利益為計算

權利金的基礎，故延展性權利金所訂定的收取年限，常超過原研

究工具專利的專利期限。生物科技產業的特性是研發時間甚長，

而以美國專利為例，其專利期限為申請日(filling date)後二十年，

專利審查期間平均為三年，若研發期間為十年，加上產品上市核

准程序(如 FDA 的審查)的時間，假設為二年，則在專利到期前，

產品實際上在市場上銷售的期間僅有五年。此時若延展性權利金

條款的收取期限以專利期間為限，則專利權人僅有五年的時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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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權利金。因此，在一般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中，常規定專利權

人於專利過期後亦得收取權利金，以確保專利權人獲得的權利金

不致過低。 

 

然而，在一般專利授權契約中，若約定專利權人就過期專利亦

得收取權利金，通常會有違背競爭法的疑慮。延展性權利金條款

若約定專利權人得於專利過期後收取權利金，是否會發生同樣的

問題，即值探討。 

 

第二項 競爭法對專利過期權利金條款的規制 

 在美國方面，截至目前為止，法院仍認專利過期權利金條款構

成專利權濫用。專利過期權利金條款可分為二種型態，一是單純

於某一專利過期後收取權利金，一是在整批授權的情形，雖各個

專利的期限不同，但權利金並未隨專利過期而遞減，直至期限最

後之專利到期為止152。 

 

這兩種型態皆出現在 1964 年的 Brulotte v. Thys Co.一案153中，

該案的原告為蛇麻草收割機(hop-picking machinery)的製造商，擁

有多項專利權，其授權被告使用其專利權，共 12 項，雙方約定權

利金的支付方式為收割季節每季 500 美元或每收割 200 磅 3.33 美

元，以較高者為準，且至最後一個專利到期前，權利金計算方式

皆不變。被告發現，其實際使用到的專利權僅七項，且該七項專

利權於 1957 年後即先後到期，於是被告於 1957 年後即拒絕支付

權利金，原告則提起專利侵害之訴。 

                                                 
152 William C. Holm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ntitrust, supra note 144, pp.24-4 ~ 24-5. 
153 Brulotte v. Thys Co., 379 U.S. 29, 143 USPQ 264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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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認為，該案出現的二種過期權利金收取方式皆構

成專利權濫用，其論述方式為類推搭售。法院認為，專利權人可

透過協商收取任何其欲收取的權利金，但是專利權人若以其專利

為槓桿，於專利權過期後仍收取權利金，則無異於將專利產品與

未專利產品綁在一起搭售。法院表示，此種權利金收取方式屬當

然違法(unlawful per se)。 

 

 然而本案最高法院亦於判決中明示了二種例外，在整批授權但

權利金並未遞減的情形中，倘系爭案件屬前述 Automatic Radio 

Mfg.案的情形，即雙方自願同意整批授權，以使得被授權人取得

一種使用所有相關專利的特權，則權利金未隨其中部分專利過期

而遞減亦不構成專利權濫用。而在某一專利過期後仍收取權利金

的情形，倘若僅屬延期(deferred)支付，亦不屬專利權濫用。 

 

 過期權利金支付條款是否違法，飽受批評，反托拉斯學者皆認

限制使用此種條款無經濟學上的意義，亦無限制競爭的效果，不

屬專利權濫用，更不違背反托拉斯法154。惟在 2002 年的 Scheiber v. 

Dolby Laboratories 一案155中，聯邦巡迴上訴法院仍維持 Brulotte

案的看法，認此種條款屬專利權濫用。 

 

 在歐體方面，執委會於 2004 年發表的技術移轉準則中第 159

點表示：「儘管集體除外僅適用於系爭技術有效的情形，締約雙

方原則上還是可以自由協商將權利金支付的義務延伸至智慧財產

                                                 
154 See eq. Kelly Hershey,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Technology: Scheiber v. Dolby 
Laboratories, Inc.，18 Berkeley Tech. L.J. 159, 2003. 
155 Scheiber v. Dolby Laboratories, -F.3d-, 2002 WL 1307414 (7th Cir. June 17,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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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有效期間以外，而不會違背第 80 條第 1 項。因為一旦系爭權

利過期，第三人即可合法使用相關技術，與前述締約雙方競爭。

此種實質或潛在競爭足以確保系爭支付義務約款不會產生可察覺

的限制競爭效果」156。因此，歐體已完全開放使用此種條款。 

 

 在我國方面，依據公平會的「審議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

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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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不違反公平交易法事項之例示。而「授

權之專利消滅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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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違反公平交易法事項

之例示。依此等規定看來，我國與美國現行的規範方式近乎相同，

皆禁止期後要求權利金之行為，但延期支付則屬例外。 

 

第三項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是否有違過期專利權利

金收取之規範 

 就以上的相關規定而言，延展性權利金若約定專利權人得於專

利過期後收取權利金，應不違反競爭法之相關規定，因為在使用

研究工具專利時，該專利仍未過期，過期後所支付的權利金仍屬

「專利未過期前」「使用」研究工具專利的對價。因此，不僅就

歐體的規定而言並無問題，自美國及我國的規定而言，此類條款

                                                 
156 參技術移轉準則中第 159 點：「Notwithstanding the fact that the block exemption only applies 
as long as the technology is valid and in force, the parties can normally agree to extend royalty 
obligations beyond the period of validity of the licens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ithout falling 
foul of Article 81(1). Once these rights expire, third parties can legally exploit the technology in 
question and compete with the parties to the agreement. Such actual and potential competition will 
normally suffice to ensure that the obligation in question does not have appreciable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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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似無違法之虞157。 

 

第四節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與回饋授權 

第一項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與回饋授權之相似處 

回饋授權指的是被授權人依約定需將其發展或取得的技術授

權或移轉給原授權人。回饋授權與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有其相類似

處。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允許研究工具專利權人就被授權人研發成

果之商業利益收取權利金，而回饋授權則允許專利權人取得被授

權人研發成果之授權。此兩者皆是專利權人對於被授權人之研發

成果有某種型態的權利。皆屬 RTLAs158。 

 

需加說明的是，本文所稱延展性權利金條款通常是指研究工具

專利授權的情形，而一般在探討回饋授權條款時，通常指的是一

般產品專利或製程專利的情形，惟在概念上，研究工具專利授權

亦可能發生回饋授權的情形。 

 

第二項 競爭法對回饋授權之規制 

 回饋授權有其促進競爭效應，若無回饋授權條款，專利權人可

能不願意授權，因為被授權人的研究成果可能會阻擋原授權技術

或使得原授權技術無市場價值，若允許合理的回饋授權條款，可

使專利權人授權的誘因增加。再者，回饋授權係將被授權人之研

發成果授與原授權人，本質上就是一種授權行為，有助於科技散

                                                 
157 美國法院於 2002 年的 Housey II 一案中已表示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於專利過期後仍得收取

不屬專利權濫用，惟有學者持反對看法。詳見第五章。 
158 參第二章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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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159。 

 

回饋授權亦有其限制競爭效應。具有優勢地位的授權人可能會

濫用此種條款加強其市場控制力。回饋授權條款亦可能被利用作

為卡特爾的工具以達成限制轉售價格或分配市場的目的。這種條

款亦可能是一種有目的的限制研發行為，使得專利權人得排除新

技術的競爭，即使沒有這種目的，過度的回饋條款亦可能造成科

技發展的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因其移除了被授權人的研發誘

因160。 

 

在美國法制方面，回饋授權可能構成專利權濫用、違反休曼法

第一條、第二條，理論上亦有可能違反克來登法第七條以及聯邦

交易委員會法第五條161。關於回饋授權，美國最早的案例為 1947

年的 Transparent-Wrap Machine Corp. v. Stokes & Smith Company

一案162。本案中被授權人需將其取得的所有關於包裝機的專利移

轉(assign)給授權人。地方法院認為此條款合法，聯邦巡迴上訴法

院認為與強制搭售類似，而當然無效，最高法院不同意將回饋授

權與搭售類比，其認搭售是不適當地延伸其專利權至未專利產

品，而回饋授權僅是以一個合法的獨占權取得另一個合法的獨占

權。最高法院認為，回饋授權僅是被授權人使用專利的對價，其

有可能構成專利權濫用或違背反托拉斯法，但單純使用回饋授權

條款並不會無法執行或當然違法。 

 

                                                 
159 See William C. Holm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ntitrust, supra note 144, pp.23-1 ~ 23-4. 
160 Id., pp.23-1 ~ 23-4. 
161 Id., p.23-2. 
162 Transparent-Wrap Machine Corp.v. Stokes & Smith Company, 329 U.S. 637, 72 USPQ 148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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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中，執法機關表示，回饋條款可能

是促進競爭的，尤其是在非專屬授權的情形。因為非專屬授權的

回饋條款提供了授權人與被授權人風險分享的機制，並且使得授

權人可繼續研發，不但促進了第一次的研發，亦促進了基於該研

發所生研發成果之授權。執法機關亦表示，回饋條款亦可能是限

制競爭的，假如其實質上降低了被授權人繼續研發的動機，而因

此降低了創新市場的競爭。非專屬回饋授權允許被授權人實施其

自己研發的技術並將之授權給他人，此種條款使得授權人得取得

改良的技術。相較於專屬回饋授權，非專屬回饋授權允許被授權

人自由授權給他人，較無限制競爭效應。執法機關並表示，其將

以合理原則審視回饋條款，考量授權條款於相關市場整體效應。

假如執法機關發現某回饋條款顯著的降低了被授權人繼續改良及

研發的誘因，執法機關會考慮其已抵銷了其原有的促進競爭效

應。其原有的促進競爭效應包括：促進改良技術的散佈、增加授

權人授權的誘因、增加相關技術市場及創新市場的競爭163。 

 

 在歐體方面，專屬回饋授權屬 2004 年集體除外規則中第 5 條

規定的「被排除的限制條款」(excluded restrictions)，亦即該等條

款不屬該規則第 2 條規定可集體除外的條款，而須做進一步的檢

視。該規則第五條規定，任何直接或間接使被授權人將其自己依

據授權技術所為可分之改良或新的應用「專屬回饋授權」或「移

轉」給授權人或其指定之第三人之條款，皆不屬可集體除外的範

疇，該條並明示：該條的目的是避免會降低被授權人研發誘因的

條款被除外。 

 
                                                 
163 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第 5.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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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歐體技術移轉準則第 110 點中，亦提出了一些考量專屬回

饋授權條款的因素，如是否屬原授權的對價、授權人在技術市場

的市場地位、授權人的技術地位、被授權人是否是研發及未來競

爭的重要來源、以及授權人採用專屬回饋授權授權契約的數量等

等。 

 

 在我國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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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不違反公平

交易法事項之例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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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違反公平交易法事項之

例示。因此在我國，非專屬回饋授權不違反公平法，但專屬回饋

授權則違反公平法。 

 

第三項 從回饋授權條款看延展性權利金條款 

 簡言之，上述競爭法對於回饋授權的考量重點在於，回饋授權

基本上會影響被授權人繼續研發的意願，會降低「創新市場」的

競爭164，故可能有限制競爭的效果165。但將後續發明回饋授權給

原授權人本身也是一種授權行為，有促使科技散佈的效果，故其

也同樣有促進競爭的效應。考量專屬授權降低被授權人研發意願

的情形較嚴重，會使被授權人無法實施其自行研發之技術，故其

違法性較高；但在非專屬授權的情形，雖然其亦會降低被授權人

                                                 
164 參前文所介紹美國 1995 年授權準則第 5.6 項對於回饋授權之說明。 
165 有學者認為，回饋授權考量的重點應置於「不當地獲取獨占」或「專利累積」的問題，

而非降低研發誘因的問題，因此回饋授權應以休曼法第二條關於獨占的規定來規範(參
Herbert Hovenkamp et. al.，IP and Antitrust: An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ppli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upra note 70，pp.25-6 ~ 25-10)，但此僅是立法或執法論上的建議，

美國法院與反托拉斯執法機關目前並未採取此種觀點，詳參前文對於美國法制上處理回饋授

權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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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發意願，但基於其降低研發意願的程度較低，以及競爭法鼓

勵科技散佈的考量，故通常不予以非難。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與回饋授權有相當程度類似的地方。如前所

述，二者皆是授權人對於被授權人之研發成果有某種型態的權

利，而在效果上，二者皆會降低被授權人研發的誘因。因此與回

饋授權相同，延展性權利金亦有某程度的限制競爭效應。此外在

促進競爭效應方面，二者皆屬某種風險分攤的機制、可以幫助起

始公司取得研究工具，具有促進競爭的效應。 

 

然而，延展性權利金條款與回饋授權條款亦有其不同的考量。

首先，在回饋授權的促進競爭效應方面，例如可藉由回饋授權而

促進改良技術的散佈、保護授權人不被排除於市場外因而增加授

權人授權的誘因、增加相關技術市場及創新市場的競爭等，皆為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所無。而回饋授權有加強授權人市場控制力的

限制競爭效應，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則無。反過來說，延展性權利

金條款可能有助於估算專利價值的促進競爭效應，回饋授權條款

則無此效果。而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會產生權利金堆疊的問題，傳

統的回饋授權條款通常未考慮授權堆疊166。 

 

 總括而論，延展性權利金條款雖然與回饋授權條款有某種程度

的類似，例如其皆會降低被授權人研發的誘因，進而影響了創新

市場的競爭，但二者考量的因素仍不完全相同，因此就延展性權

利金條款方面而言，可能還是得就其本身的各種影響，來決定其

                                                 
166 惟依據 Heller 氏與 Eisenberg 氏於前揭註 50 一文中的見解，RTLAs(包括回饋授權)亦會導

致反公用財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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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的方式與範圍。 

 

第五節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與限制研發條款 

第一項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與限制研發條款之關係 

 所謂限制研發條款，係指限制被授權人進行其研發的條款167。

限制被授權人研發條款可能會影響新技術或產品的出現，降低相

關市場的競爭程度，故有違反競爭法之虞。歐體及我國之授權準

則中均將限制研發條款當作是一種受競爭法規制的態樣。 

 

限制研發條款中的限制方式包含直接限制與間接限制。例如在

授權契約中禁止被授權人進行某種新產品或新技術的研發，即屬

直接限制。在間接限制方面，某類權利金計算方式的條款即有間

接限制研發的效果。例如歐體技術移轉準則第 115 點曾舉出一例，

授權人授與某製造技術予被授權人，其權利金計算基礎不但包含

被授權人使用｢授權技術｣所生產出來的產品，亦包含被授權人使

用｢自己技術｣所生產出來的產品，此種權利金約款即會發生限制

被授權人使用自己技術與研發自己技術的效果。因為被授權人使

用其自己技術亦須支付權利金，將會降低被授權人使用或研發自

己技術的誘因，形同限制被授權人使用或研發自己技術。此外，

歐體技術移轉準則第 116 點亦表示，降低被授權人研發自己技術

誘因之行為亦屬歐體集體除外規則第 5 條第 2 款所規制之限制研

發行為的態樣168。 

                                                 
167 歐體集體除外規則第 5 條第 2 款。 
168 歐體集體技術移轉準則第 116 點在提及歐體集體除外規則第 5 條第 2 款所規制之限制技

術使用及研發行為的適用時表示：「……Moreover, Article 81(1) only applies where the 
agreement reduces the licensee's incentive to improve and exploit his ow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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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在某種程度上可以說有間接限制研發的效

果。如前所述，延展性權利金是依被授權人的研發成果來收取權

利金，本來在無 reach-through 條款的情況下，被授權人僅須繳交

固定的授權費用，而研發的成果則歸屬被授權人，然若使用

reach-through 條款，被授權人須將其研發成果的一部分獲益與授

權人分享，此時會降低被授權人的研發誘因，某種程度上具有間

接限制被授權人研發的效果。 

 

第二項 限制被授權人研發條款之競爭法規制 

美國法上對於限制被授權人研發條款之討論較少，然歐體及我

國的授權準則對限制被授權人研發條款皆有明文，以下即介紹歐

體與我國對於限制被授權人研發條款之規制。 

 

依據歐體集體除外規則第 5 條第 2 款的排除限制(excluded 

restrictions)規定，在授權契約雙方為非競爭者的時候，任何直接或

間接限制被授權人使用其技術、或限制被授權人進行其研發的條

款，係排除於第 81 條第 3 項的除外範圍而應做進一步的檢視169。 

 

 依據歐體技術移轉準則第 114 點，授權契約雙方為非競爭者

時，授權契約限制被授權人使用或研發其自己技術可能會限制競

爭，而應分別情形考量其違法性。依該準則第 116 點，在市場上

                                                 
169 參歐體集體除外規則第 5 條第 2 款：「Where the undertakings party to the agreement are not 
competing undertakings, the exemption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2 shall not apply to any direct or 
indirect obligation limiting the licensee's ability to exploit its own technology or limiting the 
ability of any of the parties to the agreement to carry ou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unless such 
latter restriction is indispensable to prevent the disclosure of the licensed know-how to third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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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少數相關技術時，授權契約限制被授權人使用其技術或研發

其技術的違法性較高，因為被授權人很可能是市場上重要的或潛

在的研發來源，尤其是在被授權人擁有必要的資源或技術可供進

一步的研發時。然而，在市場上已有一些相關技術，且被授權人

亦未擁有特別的資源或技術供進一步的研發時，可能會因為限制

條款欠缺可察覺的限制競爭效應而非屬第 81 條第 1 項的範圍。170

此外，該準則第 116 點亦表示，這種限制條款可能有助於新技術

的散佈，因為其確保授權人的授權不會創造出一個新的競爭者，

或使被授權人專心於使用並發展原授權技術171。 

 

 在我國方面，依據公平會的「審議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理原則」

第 6 點第 2 項第 1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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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六款之例示。換言之，基本上我國並不

允許此類條款。 

 

第三項 從限制研發條款看延展性權利金條款 

 由上可知，歐體及我國基本上皆認限制研發條款具有某種程度

的限制競爭效應。這主要是因為限制研發條款會妨礙被授權人進

                                                 
170 參歐體集體技術移轉準則第 116 點：「In cases where the licensee does not own a competing 
technology or is not already developing such a technology, a restriction on the ability of the parties 
to carry out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y be restrictive of competition where only a 
few technologies are available. In that case the parties may be an important (potential) source of 
innovation in the market. This is particularly so where the parties possess the necessary assets and 
skills to carry out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at case the conditions of Article 81(3) are 
unlikely to be fulfilled. In other cases where several technologies are available and where the 
parties do not possess special assets or skills, the restriction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s likely 
to either fall outside Article 81(1) for lack of an appreciable restrictive effect or satisfy the 
conditions of Article 81(3)…….」。 
171 參歐體集體技術移轉準則第 116 點：「……The restraint may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of 
new technology by assuring the licensor that the licence does not create a new competitor and by 
inducing the licensee to focus on the exploi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cense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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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研發活動，有礙現在或未來產品或技術市場的競爭。但歐體授

權規則對此條款的態度還是保留了相當的彈性，並未如我國直接

將之列為違反公平法的例示。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會降低被授權人的研發誘因，某種程度上屬

於間接限制被授權人研發的行為，而有限制競爭效應，此點應無

疑義。然延展性權利金條款與限制研發條款還是有相當程度的不

同。例如，限制研發條款可能使被授權人專心於使用並發展原授

權技術進而促進競爭，而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則無此種功能。但反

過來說，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可能是一種風險分攤的機制、可以幫

助起始公司取得研究工具、有助於估算專利價值，而一般限制研

發條款也無此種功能。又。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有權利金堆疊的問

題，而限制研發條款則沒有。 

 

 總括言之，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可說是一種間接限制被授權人研

發的行為，而有限制競爭的效應，但在管制的方式上，由於二者

考量的因素有許多不同之處，可能難以直接援引限制研發條款的

規範標準來管制延展性權利金條款。 

 

第六節 小結 
 在本章中，本文從現有授權契約限制條款的角度，討論了延展

性權利金條款可能涉及的競爭法議題。首先在「以未專利產品為

權利金計算基礎條款」方面，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也是一種以未專

利產品為權利金計算基礎的條款，而不論是美國或是歐盟，基本

上還是要評估系爭行為的限制競爭與促進競爭效應，以合理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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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權衡的觀點來決定其違法性，因為此類條款雖可能有限制競爭

效應，但其亦具有幫助計算權利金的效益。再來在「過期專利權

利金的收取」方面，經由以上的檢視可知，不論是依美國、歐盟

還是我國的法制，延展性權利金的收取期限即使超出原專利期

限，還是不會違反過期專利權利金收取的規範。而在延展性權利

金與「回饋授權」的比較方面，雖然延展性權利金不是一種回饋

授權，但二者有相當程度的類似，因為延展性權利金與回饋授權

一樣，皆會降低被授權人的研發誘因，而有礙創新市場的競爭，

只是在其他限制競爭與促進競爭的考量上，二者仍有其差異。最

後在「限制研發條款」方面，由前文的討論可知，延展性權利金

亦屬於一種間接限制研發的情形，而有礙現在或未來產品或技術

市場的競爭，只是如延展性權利金與回饋授權的比較一樣，延展

性權利金與傳統的限制研發條款的考量仍不相同，而無法直接援

引其規制方式加以規範。就延展性權利金本身所可能產生的限制

競爭與促進競爭效應來評估其適法性，可能仍有必要。對延展性

權利金的規制方式，本文將於第六章及第七章中進一步討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