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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美國法對於延展性權利金

條款之探討 
  

第一節 概述 
 前章主要在討論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可能涉及的競爭法議題，尤

其是就競爭法對現有專利授權契約條款之相關規制的角度，探討

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可能發生的問題。然而，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畢

竟與現有的授權契約限制條款有所不同，以下，本文將整理美國

政府相關機關、法院及學說上針對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所表示的見

解，期對此問題有進一步的認識。 

 

第二節 美國政府相關機關及法院對延展性

權利金條款之見解 
 目前美國政府相關機關及法院對於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的見解

並不多，但仍有值得說明之處。首先美國國家衛生院(NIH)於 1999

年發表了一篇準則，表達強力反對延展性權利金的立場。在美國

法院方面，就其有限的案例來看，其似乎並不完全反對延展性權

利金條款。而在 FTC 與 DOJ 方面，其於 2002 年舉行的一系列聽

證會中有針對此問題進行討論，亦於 2003 年的一篇報告中對於延

展性權利金的問題略有著墨，然僅止於延展性權利金相關優缺點

的說明，並未明示其對此問題的處理方式。以下即分述這些美國

政府相關機關及法院的見解。 

 

第一項 美國國家衛生院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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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家衛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對於延展性

權利金是採取強力反對的立場。美國國家衛生院為美國之政府機

構，其負責的事項中，有相當部分是推廣健康、醫療、食品等相

關領域的研究工作，其不僅自行進行相關研究，亦委託或資助其

他機構進行此類研究工作。 

 

 1999 年 12 月 23 日，美國國家衛生院發表了一篇通告(Notice)：

「對於受 NIH 資助者取得或散佈生物醫學研究資源之準則與指

令」172(下稱 NIH 通告)。NIH 通告主要係針對於接受 NIH 資助之

機構或單位而發，其中詳述了該等機構或單位於取得(obtaining)或

散佈(disseminating)生物醫學研究資源(Biomedical resources)時所

應遵守的規定。該通告分為二部分：原則(Principles)與準則

(Guidelines)。原則部份主要是表達 NIH 的基本立場，包括四點：

(1)確保學術自由與發表自由；(2)確保拜杜法案(Bayh-Dole Act)的

適當執行；(3)減少學術研究的管制障礙；(4)確保經由 NIH 資助所

發展出來之研究資源的散佈。而準則部分則進一步對原則部份所

宣示的基本要點作一些細節性的說明。 

 

NIH 通告的主要目的，在於使受 NIH 資助者了解 NIH 對於其

訂立取得研究資源或散佈研究資源之契約的立場。該通告在幫助

受 NIH 資助者了解：(1)其於散佈研究工具(disseminating research 

tools)時之合理條款；(2) 其於取得研究工具(acquiring research tools)

時，所簽訂契約條款應注意的限制。 

 

                                                 
172 NIH,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Recipients of NIH Research Grants and Contracts on 
Obtaining and Disseminating Biomedical Research Resources, supra not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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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H 通告中認為：延展性權利金或延展權不合理的限制了學術

(academic)自由及發表(publication)自由，且不當地評估研究工具的

價值，阻礙了科學的進程173。因此，NIH 並不贊成契約中使用此

類條款。 

 

 NIH 於發表本篇通告前，曾於 1999 年 5 月 25 日發表本通告之

初稿，並徵求各方意見。在給予 NIH 的建議文件中，有些評論者

認為延展權不應被禁止，因為此類條款可降低起始費用，幫助研

究者取得研究工具。但 NIH 表示，他們知道欲取得研究工具的研

究者可能會同意此種條款，可是他們認為，此類條款不只是限制

了後續工具的取得，亦會使得多重束縛(multiple ties)與衝突利益

(competing interests)的情形擴散至整個產業，而這種情形正是現在

取得(access)研究工具發生問題的主要原因174。NIH 表示，在考量

評論者的建議後，他們還是認為，延展性權利金並不符合 NIH 的

政策。接受 NIH 資助者應以實施費(execution fee)或年費(annual fee)

的方式簽訂此類契約。因為，以未有專利權的最終產品(final 

product)之銷售成果決定權利金，或對於此類最終產品享有延展

權，會降低研究工具的使用(discourage use of tools)。NIH 認為，

以最終產品決定權利金的方式比較適合用在研究工具本身就是最

終產品的情形，而不適合用在使用研究工具來繼續研發的場合。 

 

 儘管，NIH 通告僅能約束接受 NIH 資助的機構或單位，但 NIH

                                                 
173 Id.,「Reach-through royalty or product rights, unreasonable restraints on publication and 
academic freedom, and improper valuation of tools impede the scientific process whether imposed 
by a not-for-profit or for-profit provider of research tools.」. 
174 Id., 「……such practices contribute not only to specific restriction of access to subsequent 
tools arising out of the NIH funded work, but also to the general proliferation of multiple ties and 
competing interests that is the source of the current access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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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通告中特別呼籲，希望其他機構，不論是營利性質或非營利

性質，都能採取同樣的政策，來拒絕這種不合理的條件或限制。 

 

 由上可知，NIH 顯然完全接受了 Heller 氏與 Eisenberg 氏的觀

點，認為所有的延展權，包括延展性權利金，皆是研究工具散佈

的障礙，且其會嚴重影響後續產業的發展，阻礙生物科技的進步

175。而且，NIH 顯然進一步地接受了 Heller 氏與 Eisenberg 氏的建

議，企圖將上游研究工具產業與下游研發產業作清楚的劃分，阻

止上游研究工具產業將其權利延伸至下游研發產業176。 

 

第二項 案例法之見解 

 美國法院對於研究工具專利授權契約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條款

是否構成專利權濫用或違背反托拉斯法判決並不多。就這些有限

的案例來看，美國法院並不完全排斥延展性權利金，但延展性權

利金何時會構成違法，美國法院則未明示。以下即介紹的相關案

例。 

 

第一款 Bayer AG v. Housey Pharmaceuticals Inc.(2001；下稱

Housey I)177 

Housey 公司擁有四項美國專利(4980281、5266464、5688655、

                                                 
175 雖然 Heller 氏與 Eisenberg 氏於 1998 年的「Can Patents Deter Innovation? The Anticommons 
in Biomedical Research」(前揭註 50)一文中反對延展性權利金，但 Eisenberg 氏於 2003 年發

表的「Reaching Through the Genome」一文中，又似乎改變見解，認反托拉斯法不應完全排

除(foreclosure) 延展性權利金，前揭註 49，進一步說明參見本章下文之學說見解整理。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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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Bayer AG v. Housey Pharmaceuticals Inc., 169 F. Supp.2d 328, 61 U.S.P.Q. 2d 1051(D. Del. 
2001), affirmed on other grounds, 2003 U.S. App.Lexis 17453(Fed. Ci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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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7077；統稱 ICT 專利)，皆是關於某種檢視(screening)方法，用

來發現或確認會影響細胞(cell)中特定蛋白質(protein)活動的物質

(substances)，而這些專利的申請專利範圍並未涵蓋特定的物質。 

 

 Bayer 公司於美國領土以外，使用 Housey 公司的專利方法，

找出了一些特定的物質而製成了一種新藥，並將該新藥於美國境

內販售。2001 年 3 月 6 日，Bayer 訴請美國德拉瓦州地方法院

(District Court of Delaware)下一確認判決(declaratory judgment)，請

求確認 Housey 的專利無效(invalid)、不可執行(unenforceable)、未

侵權(non-infringed)。Housey 則依據 35U.S.C §271(g)，反訴 Bayer

侵權。 

 

Housey 主張 Bayer 侵權的理由為：Bayer 於美國境內販售該新

藥，而該新藥係使用 Housey 的美國方法專利，故 Bayer 之行為構

成侵權。Bayer 則認為，Housey 的專利並未涵蓋 Bayer 的新藥，故

就該新藥於美國販售而言，Bayer 未侵權。且 Bayer 認為 Housey

的行為構成專利權濫用，因為：(1)Housey 要求的權利金是依據所

有利用到 Housey 專利之商業產品的每年總銷售額來決定，不論銷

售當時專利是否已過期；(2)既然 Housey 的專利未涵蓋該新藥，

Housey 要求以該新藥的銷售額支付權利金，即屬權利金的計算基

礎含未專利產品之專利權濫用行為。 

 

 在本案中，法院審理的重點放在 Bayer 的新藥有無侵權。在檢

視 Housey 的專利後，法院認為 Housey 的專利僅屬於一種檢視的

方法，換言之，該專利是一種「研究工具專利」，故不僅該專利並

不涵蓋該新藥，且該專利亦非屬 35U.S.C §271(g)規定下的製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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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因此，Bayer 於美國販售該新藥並未侵害 Housey 的專利。 

 

而在 Housey 是否構成專利權濫用方面，法院僅表示其拒絕駁

回(refusal to dismiss)Bayer 的聲請，但未進一步針對此點作出判決

178。但法院表示，「假若法院認為此種行為非合理地相關於系爭專

利申請專利範圍所主張的標的的話，則此類行為有可能構成專利

權濫用」179。 

 

就本案而言，雖然法院未駁回 Bayer 專利權濫用的聲請，但法

院亦未加以肯定，故無法得知法院會以何種標準審視 Housey 的授

權行為。然而，有論者認為，本案法院拒絕駁回 Bayer 聲請的行

為，亦暗示在某種情形下，延展性權利金可能構成專利濫用180。 

 

第二款 Bayer AG v. Housey Pharmaceuticals Inc.(2002 年；下稱

Housey II)181 

本案為前案之延續，主要在處理前案中 Bayer 認為 Housey 專

利權濫用的部分。如前所述，在前案中法院認為 ICT 專利僅屬於

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專利，而非製程方法(manufacturing 

method)專利，亦即，ICT 專利的申請專利範圍並未包含終端產品，

而僅係一種用來產生相關資料以供新藥研發的方法。 

 

在本案之前，Housey 已與超過 30 間公司就其 ICT 專利簽訂授

                                                 
178 法院針對 Housey 是否構成專利權濫用的判決，詳見下案。 
179 Supra note 177, 「Certain practices…may constitute misuse if a court determines that such 
practices do not reasonably relate to subject matter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patent claims.」. 
180 Gerald J. Flattmann and Jonathan M. Kaplan, Licensing Research Tool Patents, Nature 
Biotechnology, volume 20, p.946, September, 2002. 
181 Bayer AG v. Housey Pharmaceuticals Inc., 228 F. Supp.2d 467 (D. De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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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契約，在這些公司中，有部分公司接受延展性權利金的支付方

式，如 SCIOS 公司與 Eli Lilly 公司；亦有部分公司採取總額支付

權利金的方式，如 Takeda 公司。在 Housey 對 Bayer 提出的要約中，

二種權利金的支付方式皆被提出。 

 

本案相關於延展性權利金的爭點有二：一是 Housey 要求的權

利金計算方式包含未專利之產品，是否構成專利權濫用；一是

Housey 在專利權過期後仍要求支付權利金，是否構成專利權濫用。 

 

針對第一點，Bayer 主張 Housey 構成專利權濫用，因為 Housey

要求的權利金是依據所有利用到Housey專利之商業產品的每年總

銷售額來決定，其權利金計算的基礎包含未專利之產品，依據

Zenith Radio Corp. v. Hazeltine Research, Inc.182一案，此屬專利權濫

用之行為。 

 

但 Housey 主張，其行為並未構成專利權濫用，因為：(1)其並

未以權利金計算的基礎包含未專利之產品為條件，要求支付權利

金；(2)即便 Housey 係以此為條件要求支付權利金，亦不構成專利

權濫用，因為專利權濫用必須有反競爭效應183。 

 

法院表示，Housey 的行為並不構成專利權濫用，因為 Bayer

未能成功舉證 Housey 以權利金計算的基礎包含未專利之產品為

「條件」要求支付權利金。法院認為，Bayer 僅成功舉證相關被授

權人(包括其自己)曾經拒絕 Housey 的要約，但是在 Housey 不斷提

                                                 
182 關於本案之介紹，請參本文第四章。 
183 目前美國法院傾向專利權濫用必須有反競爭效應方得構成，見本文第三章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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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要約下，Bayer 並未提出反要約，而依據最高法院在 Zenith Radio

一案中的見解「專利權濫用本質上係基於專利權人堅持要求權利

金依銷售百分比計算……並拒絕被授權人所提依實際使用支付權

利金的提議。」(misuse inheres in a patentee's insistence  on a 

percentage-of-sales royalty ... ... and his rejections of licensee 

proposals to pay for actual use.)，因此，Bayer 必須提出反要約而遭

拒絕，方能稱 Housey 以此為條件。而且，在 Housey 與 SCIOS 公

司的授權契約中，亦有「選擇權利金支付方式……以最合適或方

便的方法決定被授權專利之價值」(selected the royalty payment 

option ... ...as the most appropriate and convenient approach  to 

determine the value of the Licensed Patent Rights.)的陳述。又，相關

的證詞亦顯示 Housey 願意考慮其他的權利金支付方式。 

 

因此，法院認為 Housey 並未以該支付方式為條件，不構成專

利權濫用。至於 Housey 聲稱專利權濫用必須有反競爭效應方面，

因為法院已認為 Housey 並未以該支付方式為條件，故無須進一步

審查。 

 

 針對第二點，亦即過期支付權利金的問題，Bayer 認為，在

Housey 與 SCIOS 公司的授權契約中，Housey 要求 SCIOS 公司在

專利權過期後 10 年內仍需支付權利金，依據 Brulotte v. Thys Co.

一案，Housey 構成專利權濫用184。 

 

但 Housey 主張，其行為並未構成專利權濫用，因為：(1)被授

                                                 
184 專利權濫用在專利權人有不正行為時即可構成，故被控侵權者可引用專利權人對「他人」

之不正行為來加以抗辯。 



 97

權人所支付的權利金是其於專利有效期間內使用系爭專利之對

價；(2)單純的專利過期權利金收取條款並不足以構成專利權濫

用，除非能證明授權人實際上欲收取專利過期權利金；(3)即便

Housey 收取專利過期權利金，亦不構成專利權濫用，因為專利權

濫用必須有反競爭效應。 

 

法院審理後認為，Housey 並未構成專利權濫用，因為在 Zenith 

Radio 一案中，最高法院已表示：「於專利過前，專利權人可合法

地行使其專利權來要求權利金，且權利金可於專利過期後延期支

付」(that the patentee could lawfully charge a royalty for practicing a 

patented invention prior to its expiration date and that the payment of 

this royalty could be postponed beyond that time)，故 Housey 的主張

有理。同樣的，既然法院已認為 Housey 並不符合收取過期權利金

的要件，即無需進一步探究專利權濫用是否須發生反競爭效應。 

 

第三款 Integra Lifesciences I, Ltd. v. Merck KGaA (2003)185 

 本案中 Integra 為專利權人，其擁有 RGD peptide 之專利權，

Merck 使用其專利，Integra 在得知 Merck 的行為後，企圖與 Merck

協商授權，在經過一連串的協商後，談判破裂，Integra 遂告 Merck

侵權。本案之南加州地方法院判 Integra 勝訴，Merck 須賠償

15,000,000 美元，Merck 上訴至聯邦巡迴上訴法院，聯邦巡迴上訴

法院認為地方法院的侵權判決無誤，但未有實質證據(substantial 

evidence)支持地方法院認定之損害賠償額，因此將本案發回地院。 

 

                                                 
185 331 F.3d 860, C.A.Fed. (C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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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與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的關係在於，聯邦巡迴上訴法院在判

決中指出了一些研究工具專利侵害損害賠償在建立虛擬授權

(hypothetical license)186時所需考量的因素，其中一項即是延展性權

利金所可能導致的權利金堆疊效應。該判決指出：「研究工具若

是用來檢視篩選候選成份以決定新藥時，其價值應高於用來確認

新藥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此外，新藥研發所需專利授權數

目的多寡亦會影響到系爭專利授權的權利金，尤其是在使用延展

性權利金條款時，權利金堆疊的考量可能相當重要。……。雖然

本院無意評價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但研究工具權利金堆疊情形的

有無亦會影響建立 Integra 與 Merck 間虛擬授權時之權利金考量」

187。 

 

 有論者認為，既然聯邦巡迴上訴法院已承認延展性權利金所生

的權利金堆疊為建立虛擬授權時應考慮的因素，表示聯邦巡迴上

訴法院已經間接承認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的合法性188。 

 
                                                 
186 美國專利法第 284 條規定，法院應對原告因專利受侵害之程度給予適當之賠償，但不得

低於侵權行為人實施發明所需之合理權利金(reasonable royalty)，此處之合理權利金，法院通

常是建立一虛擬授權，模擬雙方在有意協商的情形下，所可能協商出的權利金，以決定合理

權利金的多寡。關於虛擬授權及專利侵權損害賠償的相關問題，詳見簡秀如，論專利侵權損

害賠償範圍之確定，政治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92 年，頁 37-38，80-82。 
187 Supra note 185, 「A research tool enabl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a drug candidate during high 
throughput screening, for instance, may supply more value to the ultimate invention than a 
research tool used to confirm an already recognized drug candidate's safety or efficacy.…… 
In addition, the number of patent licenses needed to develop a drug may also affect the value 
placed on any single technology us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such 
stacking royalties can be substantial, particularly when reach-through royalties come into 
play. …….While this court does not opine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 reach-through royalty in this 
case,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stacking royalties for research tools may color the character of a 
hypothetical negotiation between Merck and Integra for access to the RGD peptide technology. 
Thus, both the time point at which Merck utilized RGD peptides in its drug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 effect, if any, of stacking royalties may also play a role in crafting the hypothetical license 
between Integra and Merck.」. 
188 Deborah A. Somerville and Kathryn M. Lumb, Development in the US biotech industry: focus 
on research tool patents, Building and enforcing IP value 2004, p.161, available at 
http://www.kenyon.com/files/tbl_s47Details%5CFileUpload265%5C156%5CResearch%20Tools
%20As%20Published.pdf, last visited on Jan, 1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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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小結 

 由上述三案可大略歸納美國法院目前對延展性權利金的看

法。首先，於 Integra 案中，美國聯邦巡迴上訴法院似未完全否定

該條款的合法性，亦即，至少在某些情況下，美國聯邦巡迴上訴

法院可能會認為延展性權利金合法。再來，依據 Housey II 案中地

方法院所表示的見解，至少在授權人未強迫使用此種條款的情形

下，延展性權利金並不構成專利權濫用，此種看法乃延續美國法

院以往對於「權利金計算基礎包含未專利產品」條款是否構成專

利權濫用之見解，以強迫與否作區分的標準。但值得探究的是，

倘若授權人係以強迫的方式要求被授權人接受此類條款，是不是

即構成專利權濫用？如果不是，亦即專利權濫用原則上須有反競

爭效應方得構成，則在何種情況下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方具有反競

爭效應而可構成專利權濫用？或是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根本不會有

反競爭效應？關於這些問題，至少在目前，美國法院並未表示其

見解。 

 

第三項 FTC 與 DOJ 之見解—尚未表示 

在 FTC 與 DOJ 方面，其於 2002 年舉行的一系列聽證會中有

針對此問題進行討論，而於其 2003 年的「促進創新：競爭法制與

專利法制的平衡」報告189中，FTC 與 DOJ 整理了聽證會中相關參

與者之見解。茲介述如下。 

 

Blackburn 氏認為190，RTLAs 至少在二方面有利於競爭

                                                 
189 FTC and DOJ,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supra note 3，Ch3 pp.26-27. 
190 Id, at Ch3 p.27. 



 100

(competition)與研發(innovation)，一是 RTLAs 可降低先期授權費

用(up-front licensing costs)，有助於研究工具之取得，一是 RTLAs

提供了一個風險分攤(risk-sharing)的機制。 

 

Kirschner 氏則指出 RTLAs 可能有害於競爭與研發191。

Kirschner 氏表示，基於反公用財悲劇中的權利金堆疊效應，RTLAs

會產生嚴重的危險(severe risk)。 

 

Erip 氏則表示192，強制要求就未專利的產品收取權利金，可能

會構成專利權濫用以及違背反托拉斯法。該氏並建議，現行反托

拉斯法對於 RTLAs 所產生競爭效應的評價並不明確，執法機關對

於如何評價此類條款，應提供明確的指引。 

 

在本篇報告中，FTC 與 DOJ 並未對此類條款表示明確的看法，

其僅說明延展性權利金可能是一種可以解決研究工具專利估價問

題以促進授權效率的機制193，其並表示，於本篇報告的後續報告

(second report)中，將會對延展性權利金的競爭法問題作進一步討

論194。但截至本文完稿之日，FTC 與 DOJ 並未發表該後續報告，

以正式表示其對於延展性權利金所採取的立場。 

 

另值說明的是，為了準備 2004 年 6 月所舉辦的競爭政策研討

會，FTC 與 DOJ 曾提出一份文件供該研討會討論之用，該文件名

為「競爭政策、智慧財產與生物科技：規則與制度之展望」195。

                                                 
191 Id. at Ch3 p.27. 
192 Id. at Ch3 p.27. 
193 Id. at Ch3 p.26. 
194 Id. at Ch3 p.27 note 170. 
195 FTC/DOJ, Competition polic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biotechnology: doctrinal and 
institution perspectives, Jun 07, 2004, availabl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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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文件中，FTC 與 DOJ 認為對於延展性授權，可以用「合理原

則」加以檢視，惟其並未進一步詳述如何以合理原則判斷延展性

權利金的適法性。另，FTC 與 DOJ 於該文中表示，該文僅供該研

討會參考，並非表示 FTC 與 DOJ 已採取此一立場，併予敘明。 

 

第三節 美國學說見解整理 

第一項 容許 

 Kowalski 氏與 Smolizza 氏196認為，如果授權契約中的其他授

權條款，例如回饋授權、整批授權或使用範圍限制沒有問題的話，

反托拉斯執法當局不應反對授權契約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其

主要理由在於，此種計算方式本來就是評估研究工具專利價值的

適當標準。 

 

其主張，研究工具專利的價值並非僅包含專利權人投入研發的

費用，以及專利權人投入研發但失敗的費用(paper patent、paper 

technology)，更重要的是，其價值還包含該研究工具專利對於終端

產品之貢獻。申言之，既然被授權人係使用該研究工具因而開發

出終端產品，若沒有該研究工具，該終端產品也不會出現，則以

該終端產品的商業價值來評估研究工具專利的價值並無不當之

處。 

 

其並主張，反托拉斯法以及專利權濫用均不應禁止此類條款，

因為在反托拉斯法合理原則的考量下，反競爭的效應必須與促進

                                                                                                                                      
http://www.ftc.gov/bc/international/docs/DOJ-FTC IP paper.pdf, last visited on July 07, 2005. 

196 Thomas J. Kowalskiis and Christian M. Smolizza, Reach-Through Licensing: A US 
Perspective，supra note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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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的效應一併考量，而專利權濫用亦須發生反競爭的效果，惟

既然延展性權利金是評估研究工具專利價值的最佳方式，有助授

權協議之達成，應屬有助競爭之行為。 

 

 Barton 氏197亦持類似的見解，其主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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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降低後續研發者研發新科技的誘因，然而，對許多發明人而言，

這種權利金可能是惟一可行的方式。這表示，假若此種權利金是

合理的(reasonable)，則其應被允許，此時即使堅持使用此種權利

金亦不應被視為是違背反托拉斯法」198。Barton 氏基本上是認為，

假如延展性權利金是研究工具專利的一種合理對價，則授權人要

求延展性權利金與要求一般固定權利金沒什麼不同，此際即使是

專利權人強迫使用此種條款，亦不應有違背反托拉斯法的問題。 

 

 此外有趣的是，如本文第二章所述，本來 Eisenberg 氏於 1994

年與 1998 年的二篇文章中對延展性權利金均持強烈批判的立場

199，但其於 2003 年的「Reaching Through the Genome」一文中又

似乎改變見解，認為反托拉斯法不須完全排除(foreclosure)此類條

款。其於該文中指出：「總而言之，雖然 reach-through 條款在現

                                                 
197 John H. Barton, Patents and Antitrust: A Rethinking in Light of Patent Breadth and Sequential 
Innovation, supra note 53, p.461. 
19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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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yet, for many 
inventions these royalties may be the only ones actually available for the original inventor. It 
follows that, if they are reasonable, they should be permitted and that insistence on such terms 
should not be read as an antitrust violation.」. 
199 Rebecca S. Eisenberg,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he Genome Project: Problems with Patenting 
Research Tools, 1994, supra note 51；Michael A. Heller and Rebecca S. Eisenberg, Can Patents 
Deter Innovation? The Anticommons in Biomedical Research, 1998, supra note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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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市場上遭遇來自製藥公司及大學機構的反對，但有時候雙方有

著很好的理由使用此種條款。在這個持續變化的市場中，將反托

拉斯法的觸角延伸至延展性權利金而完全排除(foreclosure)此類條

款，似乎不是一個明智的舉動」200201，其主要理由與本文第二章

中所述延展性權利金的優點大致相同，認其屬估算研究工具價值

的適當基礎，具有解決估價問題進而促進授權的功能，且可幫助

起始公司取得研究工具202。 

 

另外值得說明的是，某些學者雖然並未直接肯定延展性權利金

條款，但其並不認同相關論者所述生物科技產業會發生反公用財

悲劇或權利金堆疊的主張。例如 Walsh 等人203於 2003 年曾對反公

用財悲劇產業現況作實証研究，其與 10 個製藥公司、15 個生技公

司及 6 個大學的研究與技術移轉單位中的智慧產權代理人、商業

經理人、科學家、專利律師，進行了 70 次的訪談。結論是，研究

工具的專利數量的確有明顯地增加，但其傷害藥品研發的情形並

不明顯，雖然有部分研究計畫因研究工具專利而延緩或轉向，但

整體而言，並無有價值的計畫因此終止。這是因為研發者已發展

出一些策略以解決研究工具取用困難的問題，這些策略包括：接

受授權、專利迴避、侵權使用、利用其他公開的工具、質疑專利

有效性等。此外，美國專利商標局及法院對於研究工具專利的限

                                                 
200 Rebecca S. Eisenberg, Reaching Through the Genome, 2003, supra note 49, p.229, 「In sum, 
although reach-through terms are currently encountering some resistance in the market for licenses 
to patented research tools, particularly from pharmaceutical firms and universities, sometimes the 
parties have good reasons for agreeing to such terms. In this evolving market, it seems unwise to 
stretch the limits of antitrust law in order to foreclose the use of such terms in license 
agreements.」. 
201 應注意的是，此處 Eisenberg 氏似乎僅是認為反托拉斯法不應完全禁止延展性權利金而

已，而不是主張所有的延展性權利金條款皆不會違背反托拉斯法。 
202 Id., pp.224-229. 
203 John P.Walsh et al., Patents in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3, pp.285-340, available at http://books.nap.edu/books/0309086361/html/285.html#pagetop, 
last visited on Jan, 1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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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態度以及 NIH 政策的介入，亦相當程度地減少了研究工具專利

的威脅。但該實証報告亦指出，對於這個問題必須謹慎且持續的

加以檢視。 

 

 此外，Ramirez 氏204亦提出了一些例子，認為反公用財悲劇或

由延展性權利金所生之權利金堆疊的情形並未如想像中嚴重。其

指出，許多重要的研究工具已廣泛地散佈，例如相關於重組 DNA

技術的 Cohen-Boyer 專利以及 PCR 專利。如第二章所述，

Cohen-Boyer 專利係由加州大學及史丹福大學所擁有，其為分子生

物學中重組 DNA 的關鍵技術，但是加州大學及史丹福大學在授權

時，基於技術公用的考量，係以非專屬授權的方式授權，雖然其

對於商業使用收取 1%的延展性權利金，但此授權費用相對甚低，

因此許多研究單位(含商業單位)皆願意接受。PCR 專利亦是一種重

要的研究工具專利，Cetus 公司即擁有一系列相關專利，在 Cetus

公司最初欲將其 PCR 專利授權他人使用時，即提出延展性權利金

條款，要求分享下游研發者所有研發成果的利益，然此種授權條

款遭受到強烈的抵制，許多研發者強烈反對此種條款，其中一些

甚至揚言集體杯葛。最後，Cetus 公司只好放棄此種條款，在其與

Hoffmann-La Roche 製藥公司所簽訂的授權契約中，即未包含延展

性權利金條款。Ramirez 氏認為，在生物科技的領域中，研究者自

會有方法協商出適當的授權方式，而不會發生反公用財悲劇或由

延展性權利金所生之權利金堆疊的情形。 

 

第二項 不容許—屬不正當的對價 
                                                 
204 Heather Hamme Ramirez, Defending the Privatization of Research Tools: An Examination of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in Bio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mory Law 
Journal, Winter 2004, pp.374-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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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有學者從專利之申請專利範圍著眼，認不應允許延展性權利

金條款。這些論者主要是認為，既然專利權人在當初申請專利時

僅就研究工具取得專利權，而未就後續產品取得專利權，則其就

後續產品享有利益之正當性何在205？ 

 

 申言之，專利法的主要目的，原是在給予發明人一種法律上獨

占的權利，發明人可依據此種獨占的權利，享有商業利益，因此

使得發明人有誘因從事發明。然而，專利權人所應得的報酬，應

僅限於其對於科學技術所作之貢獻，而不及於其未有貢獻的部

分。專利法規定，專利權人享有的權利範圍，應以其申請專利範

圍為準，發明人必須於說明書內揭露相關的技術，以支持其申請

專利範圍所聲稱的專利範圍。在申請專利範圍以外的部分，並不

屬於專利權人的權利範圍，甚至，在申請專利範圍所涵蓋的範圍

內，如說明書內並未有適當的揭露，亦不屬發明人之權利範圍。

總而言之，發明人的權利範圍有其一定的限度，法律僅保障專利

權人真正發明的部分。若專利權人可就其發明範圍之外的部分享

有利益，則顯然違背專利法的意旨。 

 

 然而，在延展性權利金的情形，專利權人僅對於其研究工具享

有專利，表示專利權人在申請專利時，僅揭露了研究工具的相關

技術，並未揭露後續成果的相關技術，若其亦發明了後續成果的

相關技術，則其享有的專利範圍就不會只是研究工具的部分。專

利商標局僅授予其研究工具專利，未授予相關後續成果的專利，

就表示發明人對於後續成果並未有所貢獻。現專利權人利用延展

                                                 
205 相關見解請參 Fromm 氏於 FTC 所辦「Competi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Policy 
in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座談會之發言，November 6, 2002；Gerald J. Flattmann and 
Jonathan M. Kaplan，Licensing Research Tool Patents，supra note 180，pp.945-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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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權利金條款，將其權利延伸至其專利權範圍以外，顯然超過其

應得的報酬，而與專利法的立法意旨有違。 

 

 論者作了一些比喻，說明延展性權利金的荒謬。有論者比喻，

假如我賣出了一台鋼琴，難道我可以就你使用該鋼琴作出的曲子

收取權利金206？亦有論者比喻，假如我對於一化學實驗用的本生

燈擁有專利，難道我可以就使用該本生燈所得之研發成果收取權

利金207？亦有論者比喻，假如我賣出一台電壓計，難道我可以就

你使用該電壓計之研發成果收取權利金208？又有論者比喻，假如

我擁有一種槌子的專利，難道我可以就你使用該槌子建造出來之

房屋的賣價收取權利金？而且這權利金還會因為你建造的是一間

狗屋，或是因為你是替比爾蓋茲蓋一間豪宅而有所不同209？ 

 

 簡單來說，這些論者的中心思想是，既然專利權人發明的是一

種研究工具，其所應獲得的對價就應該是該研究工具的對價，專

利權人僅能就其已揭露的技術收取報酬，而不能就其未揭露的後

續發明要求報酬。為避免影響後續科技的繼續發展，法律應適當

限縮研究工具專利權人的權利，例如，不應准許延展性權利金條

款。 

 

第三項 不容許—屬專利權濫用 
                                                 
206 Terry Stancliffe 氏於 The Bioindustry Association 所舉辦之 reach-through and experimental 
use 座談會(December 15, 2000)中之發言，參 How Far Should Biotech patents extent?一文，

reported by Nicky Androsov，available at 
http://www.currentdrugdiscovery.com/pdf/2001/3/3complete.pdf，last visited on Jan, 15, 2005。 
207 Philip Grubb，How Real Are Patent Thickets, Reach-through Rights, Royalty Stacking, and 
Dependency, and Freedom-to-Operate Restrictions?, supra note 65. 
208 Fromm, supra note 205. 
209 Steven J. Frank, Do Reach-Throughs Overrea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day, November,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tht.com/pubs/external/frank/iptodaynov03.pdf, last visited Jan. 1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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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ldman 氏主張應全面禁止延展性權利金條款210。但其依據為

專利權濫用而非反托拉斯法。該氏主要係延續 Eisenberg 氏與相關

論者的觀點，認為延展性權利金的權利金堆疊會嚴重阻礙下游產

業的發展。 

 

 該氏指出，雖然延展性權利金可以幫助締約雙方解決價值評估

的問題，解決取得研究工具的困難，但其亦同時造成整個下游產

業發展的困難。換言之，這個問題考量的重點不僅是締約雙方的

問題，而是其會影響整個下游產業的問題。該氏進一步認為，應

認延展性權利金條款構成專利權濫用，因為其不當延伸專利的「期

間」以及「範圍」。 

 

 在不當延伸專利「期間」的部分，該氏批評 Housey II 案的判

決，其認為，延伸專利期間以決定使用專利的價值並不符合現行

專利制度設計的意旨。依據現行專利制度的設計，專利權人僅有

有限的期間可就其專利收取報償，專利制度並不保證專利權人一

定可獲得報酬，專利制度僅在提供專利權人一個有時限的機會，

市場本不一定足夠成熟。專利權人不能僅因為市場上未成熟到足

以評價其專利的價值，而要求專利商標局延長專利期限。市場無

法評估專利的價值本就是專利有一定期限之風險。專利制度將專

利設計成具有一定的期間是有其一定考量的，這種設計使得後續

的研發者可以繼續其發明，使得前發明者與後發明者皆可獲得適

當的報酬，而延展性權利金條款則讓原本僅可獲得 20 年報酬的前

發明者之權利繼續延伸，降低了後續發明的誘因，也打亂了專利

                                                 
210 以下說明參 Robin C. Feldman，The Insufficiency of Antitrust Analysis for Patent Misuse，
supra note 54，2003，pp.439-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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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原本的設計。 

 

 而關於不當延伸專利「範圍」的部分，該氏表示，或許有人認

為風險分攤沒什麼不好，但這裡的問題是，授權人的這種賭博並

不是基於他發明了什麼，而是基於被授權人發明了什麼。該氏認

為，站在反托拉斯法的立場，這或許沒有什麼問題，因為只要不

影響到市場的競爭，授權人可以要求任何他想要的報酬，但是站

在專利法的角度，這種不當延伸專利範圍所造成的權利金堆疊效

應卻是應該考量的，因為專利法的核心就是促進科技的進步，既

然權利金堆疊會阻礙後續的研究發展，就專利法的立場，就應該

禁止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亦即應認其構成專利權濫用，不論

雙方是否係基於自願。 

 

第四項 美國學說見解歸納 

 在本節中，本文介紹了一些美國學界對延展性權利金的看法。

首先 Kowalski 氏與 Smolizza 氏認為，reach-through 的計算方式本

來就是評估研究工具專利價值的適當標準，因為研究工具的價值

就在其對最終產品的貢獻。而使用延展性權利金可解決權利金計

算的爭議，有助於促進授權。Barton 氏亦認為延展性權利金似乎

是研究工具專利的一種合理對價，所以即使專利權人強迫使用此

種條款，亦不應有違背反托拉斯法的問題。而 Eisenberg 氏則一反

其先前所表示的見解，認為授權雙方採用延展性權利金有時候有

著很好的理由，故反托拉斯法不應排除使用此種條款。又 Walsh

等人及 Ramirez 氏雖未直接贊同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但其認為美

國生物科技產業目前並未發生反公用財悲劇或由延展性權利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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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權利金堆疊的問題。 

 

 但 Flattmann 等人則從專利的範圍著眼，認為既然研究工具專

利的範圍僅及於研究工具，則其能要求的對價就應該是研究工具

的對價，而不能就其未揭露的後續發明要求報酬，故原則上不應

准許延展性權利金。學者 Feldman 氏則認為，延展性權利金不當

延伸其專利的期間及範圍，應構成專利權濫用，因為站在專利法

的立場，使用延展性權利金而延伸專利期間違反了專利法將專利

設計為一定期限的意旨，而延展性權利金會造成權利金堆疊的問

題，對整體下游產業有不良的影響，屬於一種不當延伸專利範圍

的行為，雖然延展性權利金可能有利於授權雙方，但權利金堆疊

是整個產業的問題，故應禁止此類條款，不論雙方是否係基於自

願。 

 

 綜觀上述美國學者之論述，其主要是提出相關的理由，來支持

其贊成或反對延展性權利金的立場。而在這些相關理由中，有部

分似乎是完全對立的。例如 Kowalski、Smolizza 及 Barton 氏認為

延展性權利金是研究工具的正當或合理的對價，但 Flattmann 等人

則認為延展性權利金非屬研究工具專利權人應得的報酬；Walsh

等人及 Ramirez 氏認為至少美國目前並未發生反公用財悲劇或權

利金堆疊的問題，但 Feldman 氏則基於權利金堆疊的理由反對延

展性權利金。到底這些相對立的見解何者較正確，恐怕得作進一

步的探討211。 

 

第四節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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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章中，本文大略說明了目前美國法制上對延展性權利金的

看法與見解。在美國相關政府機關方面，美國國家衛生院對於延

展性權利金是採取完全反對的立場，其於 1999 年發表的通告中，

約束受其資助的機構或單位不應採取延展性權利金條款，並建議

其他營利或非營利機構亦採取同樣的立場。FTC 與 DOJ 目前尚未

表示其立場。在美國法院方面，由前述介紹的案例可知，美國法

院認為在雙方自願的情形下，使用延展性權利金並不會構成專利

權濫用，但倘若被授權人係單方以此為條件強迫被授權人接受，

則美國法院目前並未作出見解。此外美國法院亦表示，因使用延

展性權利金而於專利權限過後仍收取權利金，並不構成專利權濫

用。在美國學說方面，有贊成使用延展性權利金條款者，亦有反

對延展性權利金條款者，目前似未有較一致的見解。總括來說，

在美國法制上，延展性權利金仍是一個發展中的議題。 

 

                                                                                                                                      
211 相關問題之探討詳見第六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