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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個案機構專訪綱要 

 

專訪一  創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受訪者：市場處黃經理 啟祐先生、鄭管理師 斐方小姐 

訪談時間：2004/05/06  PM4:00-6:30 

訪談綱要： 

一、 創意電子 IP Mall計畫之執行現況。 

二、 TIPM之發展現況 

（一） 現有會員（供應商、客戶）與合作夥伴 

（二） 交易實績、成效評估與成功案例 

（三） 角色定位：欲瞭解 TIPM的經營目標與定位、交易服務模式、技術

服務模式、付費機制（如何獲利）、與 Foundry（台積電）或其他
夥伴的合作模式以及未來發展等項目。 

（四） 功能規劃：欲瞭解 TIPM的會員資格取得與認證、各類使用者權限

內容、對 SIP供應商提供服務項目、對 SIP需求方提供服務項目、
IP Mall Portal規劃功能等項目。 

三、 TIPM之推廣使用 

（一） 交易服務流程 
（二） 市場訊息管理與技術交流 
（三） 仲介買賣資訊、促進供需媒合 
（四） 交易安全維護機制 

四、 SIP匯集與品質驗證（針對 SIP供應商） 

（一） 標準流程 
（二） SIP商品上架與管理 
（三） 規格與品質驗證標準 

五、 SIP搜尋檢索與評估（針對 SIP需求方） 

（一） 標準流程 
（二） 資料庫（IP Catalog）與搜尋工具設計 
（三） SIP商品認證、評估和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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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協商與簽約授權 

（一） 商業協商談判協助 
（二） 法律諮詢服務 

七、 交易項目之交付與相關服務 

（一） 交付流程與方式 
（二） 相關支援服務 

八、 其他支援服務 

（一） 行銷推廣、機構間聯繫與代理（針對 SIP供應商） 
（二） IP重複使用與整合方法協助 

 
 
 

專訪二  智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訪者：電子服務部 SIP Mall專案江副理 士奇先生 

訪談時間：2004/05/11  PM2:00-4:00 

訪談綱要： 

一、 智原科技 IP Mall計畫之執行現況。 

二、 SIP Mall之發展現況 

（一） 現有會員（供應商、客戶）與合作夥伴 

（二） 交易實績、成效評估與成功案例 

（三） 角色定位：欲瞭解 SIP Mall的經營目標與定位、交易服務模式、技

術服務模式、付費機制（如何獲利）、與 Foundry（聯電）或其他

夥伴的合作模式以及未來發展等項目。 

（四） 功能規劃：欲瞭解 SIP Mall的會員資格取得與認證、各類使用者權

限內容、對 SIP供應商提供服務項目、對 SIP需求方提供服務項目、
IP Mall Portal規劃功能等項目。 

三、 SIP Mall之推廣使用 

（一） 交易服務流程 
（二） 市場訊息管理與技術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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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仲介買賣資訊、促進供需媒合 
（四） 交易安全維護機制 

四、 SIP匯集與品質驗證 

（一） 標準流程 
（二） SIP商品上架與管理 
（三） 規格與品質驗證標準 

五、 SIP搜尋檢索與評估 

（一） 標準流程 
（二） 資料庫（IP Catalog）與搜尋工具設計 
（三） SIP商品認證、評估和試用 

六、 協商與簽約授權 

（一） 商業協商談判協助 
（二） 法律諮詢服務 

七、 交易項目之交付與相關服務 

（一） 交付流程與方式 
（二） 相關支援服務 

八、 其他支援服務 

（一） 行銷推廣、機構間聯繫與代理（針對 SIP供應商） 
（二） IP重複使用與整合方法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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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SIP典型的商業模式 

 

一、計次模式 

計次模式給予需求方在一限定範圍內使用每個 SIP商品的權利，此模式在設

計階段初期就已對 SIP商品之需求和使用有相當瞭解時較為常見。所支付的費用

可適用於某特定 SIP功能（例如 DSP核心的單次使用），或包含在多個 SIP應用
的一項 SIP組態而視為單次使用（例如在單一 IC設計中採用多個 SRAM）。由於
構成「一次使用」的內容通常是協商過程中發生不一致的主要原因，對買賣雙方

而言，能夠愈早對於「引發付款責任的使用範圍」達成協議是很重要的。 

計次模式的付款方式一般包括首次使用的頭期款，通常在授權協議生效起即

需支付；若此 SIP商品需進行額外開發工作來達成需求方的應用要求，則頭期款

可能會是授權費的一個比例，後續部分將於達成設定目標或承諾的事件（像是將

EDA views或 GDS II檔案交付給需求方）後才支付。 

此模式通常還包括後續針對新的 SIP 使用範圍而給予折扣的重複使用費
用，通常是在最終產品進入量產後（原型試製或除錯不算）才支付。其他費用則

是對 SIP 商品有衍生的使用時才需支付，包含修改、re-spins 或新的 SIP 商品結
構；衍生性使用通常視為 NRE 而另外訂立新的契約，但某些供應廠可能把這些

衍生使用當成是新的 SIP使用範圍的全新產品。 

計次模式的 SIP使用範圍通常為單一元件或單一設計專案（可能包括一或多
個晶片），且製造權利會限定於特定的製程技術。 

 

二、計時模式 

計時模式給予需求方在一約定期間內多次使用 SIP商品的權利。使用時程範

圍可能很明確（像是一固定日期），或以不明顯的方式（如限制使用於特定製程

技術，使其隨時間逐漸淘汰）來定義。 

計時模式的 SIP商品與 EDA產業所使用「計時授權（Time Based License；
TBL）」模式不同，在後者中使用者是依據所授與權利使用工具，透過此工具產

生的產品，其智慧財產權屬於使用者。然而對於計時模式的 SIP商品，通常會給
予需求方依據此 SIP的設計與製造權利，然而大部分計時模式並未將 SIP商品中
的智慧財產權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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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時模式的付款項目包括簽訂 SIP授權協議時即需支付的頭期款，此費用通
常涵蓋在一特定期間內的多次使用，或限制於特定製程技術。SIP授權協議可能
會在這段期間結束後和/或特定製程技術的有效期結束時終止；終止後可再更

新，或有時需求方會採用新的晶圓代工廠或製程技術。 

有些 SIP商品可能採計次和計時兩種模式一起提供，在這種情況下，需求方

應會預期後者的定價會是前者費用的某個倍數，例如，基礎型 SIP商品的永久授
權費用，可能介於計次模式價格的三到五倍之間。 

某些含有隨件軟體的 SIP商品，其軟體部分可能會與 SIP商品授權分開，而
採計時授權（TBL）的方式。 

計時模式的 SIP使用範圍通常沒有限制，需求方可多次或在多個專案中使用
此 SIP商品，只要是在 SIP授權協議中的時間限制內使用即可。 

 

三、權利金模式（Royalty Based Model） 

權利金模式在 SIP市場中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在此模式下，買賣雙方同意在
最終產品的生命週期內分期攤還部分授權費用，來達成分攤 SIP商品的使用風險
以及共享報酬。權利金模式對於希望將初期成本減至最低的需求方，以及願意接

受初期較少報酬來換取 SIP需求方最終產品的成功，以獲得長期更具潛力回收的

SIP提供廠商可能較適合。 

在權利金模式下，可能會考量結合某種可客觀計算數值的持續性付款方式，

像是依照銷售量或晶片生產出貨量。此模式在具高度差異化的 SIP商品授權中最
常見，並可能在協議中納入第三方，如生產該 SIP所設計之最終產品的晶圓代工
廠。在某些情況下，權利金將由晶圓代工廠支付，例如基礎型 SIP，在其他情況
則由最終使用者支付，像是處理器 SIP和專用的記憶體 SIP。 

權利金模式的付款方式，一般包括自 SIP 授權協議生效起即支付的「頭期
款」，以及後續「依據數量的費用」，此為原先經買賣雙方同意的數量標準。在某

些情況下，頭期款可能會給予折扣、撤回或當成是對後續權利金支付的預先補

償。依據數量的費用通常用於生產出來的產品總數，權利金一般於產品開始出貨

或已達預定標準的 30 天內到期並支付，提供廠商通常會在協議中加上稽核條
款，以確保權利金能及時準確地交付。 

權利金模式的 SIP使用範圍一般以數量為基礎，通常是該 SIP商品所設計之
最終產品或晶片數。對大部分 SIP 類型而言，其付款結構為製造成本或最終產品

平均銷售價格的一個比例：當原本單獨的元件像是類比或記憶體被 SIP商品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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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可能採用每單位的平均售價來支付，亦即以「等值的獨立 IC價格減去封裝、
製造和測試成本的一個百分比」方式計算；其他的付款結構，可能採 SIP商品提
供最終產品可衡量價值的百分比，例如因晶片面積或良率改善所節省成本的百分

比，或由於效能的改善致使最終產品價格提昇的百分比來計算權利金。 

有時也可能出現需支付額外權利金給第三者的狀況，對需求方而言，預先考

量其授權金模式是否有這樣的狀況相當重要，一旦疏忽將可能導致意料之外的

SIP商品使用成本和時間延宕。這筆款項有些來自於定義明確的授權金或專利聯

盟（patent pool）的一部份，例如MPEG或 IEEE1394的最終設備製造商通常需
要支付一筆權利金，其他可能未經明確定義而需額外支付數量不等的款項給聯盟

的一或多個參與者；這些給第三者的權利金內容，在某些著眼點上都不盡相同，

因此需求方在決定使用某項 SIP商品前，應深入瞭解是否需為了使用特定的 SIP
而面臨此種付款條件。 

 

四、使用權模式（Access Model） 

在使用權模式中，通常授予需求方在一段特定期間內使用 SIP商品的組合。
此模式在需求方一開始還不清楚設計需求的狀況下相當有用，而對於尋求擴展市

場應用範圍以獲取更多設計專案的設計服務族群而言亦頗具吸引力。此模式之優

點，在於可讓需求方以較低成本使用有可能或必須用到的廣泛 SIP商品。 

使用權模式的付款結構通常於 SIP授權協議生效時即需支付頭期款，讓需求
方可任意使用 SIP 商品開始進行設計，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還包括使用此 SIP 商
品所設計最終產品的製造權利；後續部分可能採年費方式支付，有時則依使用

方式給予折扣。在某些情況下，若 SIP 商品使用於需被製造的元件中，則可能
會有一筆於進入量產時，即需依據使用次數來支付的額外費用。 

使用費用的實際總額會隨種種因素而變動，像是可使用 SIP組合的廣度、所

設定應用之定位、和買方特定的技術支援需求。在某些情況下，SIP提供廠商可
能免費提供設計服務公司使用 SIP商品組合的權利，來換取最終客戶的授權費；

有時則給予設計整合者（像是 IDM或 Fabless ASIC廠商）使用費用折扣，以換
取像是 tape-out費用或權利金等其他類型之收入。 

使用權模式的 SIP使用範圍可以很大，可能包括單一專案、地點或區域的多
次使用，或是在 SIP需求方公司和其下附屬組織內使用而沒有限制。在製造方面
則可能包括使用多個晶圓代工廠和製程技術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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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促成 SIP重複使用之要素 

對大部分的 SIP 提供廠商而言，附錄一當中的授權費用代表主要的收入來

源，而經營 SIP產業的另一個層面，則取決於客戶能否將該 SIP順利地重複使用

而部署到最終產品中，並且成功量產上市的能力，因此 SIP供應商提供額外的支
援服務相當常見。由於這些服務與相關費用可促使 SIP重複使用或讓最終產品成
功上市，故稱其為「促成 SIP重複使用之要素」。 

一、維護 

在探討維護的內容之前，首先必須對 SIP商品的瑕疵擔保、維護和技術支援
做一區別。「瑕疵擔保」部分將於下一節說明，「維護」與 SIP商品的規格有關，
並僅用於將 SIP商品視為獨立個體時，另一方面「技術支援」主要是和特定的客

戶需求相關，並可能與 SIP的使用範圍有密切關係。 

Soft IP的維護與 EDA產業的概念類似，包含提供 SIP商品的小幅更新、除

錯、和任何因功能或規格變更的其他修正。Hard IP的維護需投入較多資源，這
是由於當中涵蓋為了確保能符合規格及達成預定效能所需的製造與測試足夠元

件的成本。由於 SIP商品的品質與效能會和許多外部因素有關，如標準、製程技
術及 EDA工具的變更等，使得維護成為 SIP產業中主要的成本來源。 

維護費用是以最初 SIP 商品的定價計算，通常介於每年 12~18%，不像 SIP
授權費用有時會有折扣，維護通常不給予折扣。 

維護通常會以獨立的協議提供，其內容可能延伸到 SIP授權協議條款之外。
有些提供廠商偶爾會將維護的成本一併附於授權費當中，或要求需求方接受與

SIP授權協議條款並行的維護契約。此外也可能以基本的技術支援做為維護提供

的一部份，像是 email、電話及到場支援，然而這並非產業常態，很有可能隨著
SIP產業成熟而逐漸淘汰。 

對於 SIP需求方而言，絕對有必要瞭解哪些是「維護」所提供及未提供的服
務。為確保將來不會發生意料之外的狀況，SIP需求方在尋求每個 SIP商品的授
權時應考量下列因素： 

1. 功能和/或規格的變更：更新項目有涵蓋及未涵蓋的範圍、功能上的特殊

狀況及測試平台的涵蓋範圍、為因應規格改變所需的變更內容、以及瑕疵

保證所涵蓋的內容。 

2. 製程技術：在授權製程中涵蓋的更新項目及數量、製程改變對 SIP效能之
影響、SIP商品的製程轉換能力、SIP供應商提供的製程轉換性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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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連接介面標準：對於各類標準可支援的修訂版本、可確保和各類標準的相

容能力、SIP提供廠商對未來標準變更的處理方式。 

4. EDA工具和格式：可支援的 EDA工具、模型、介面格式及工具版本、EDA
工具 views和模型的更新頻率、提供哪些項目做為維護的一部份。 

5. 最終產品的整合：SIP 商品在 IC 當中的運作方式、有哪些特殊狀況、為

了讓使用 SIP設計的晶片產品順利運作所提供的服務項目。 

大多數 SIP提供廠商通常會明確指出涵蓋哪些不一致的內容，以及因應製程

規則、EDA 工具變更或未來標準修訂時，有多少更新項目包含在其中，例如某

些特殊製程可能未包含在內、涵蓋的製程改變時可能會有所限制，或對於某種類

型的 SIP商品和先進製程技術，若有任何新的特性描述將視為 NRE而不屬於維

護協議的範圍。 

需求方應對更新取得的頻率、錯誤報告的回應時間，以及提供廠商對於處理

關鍵、重大和小型錯誤所提出的時間承諾等內容，堅持清楚明確的說明。 

 

二、技術支援 

由於 SIP使用範圍會隨商業模式、SIP商品類型與客戶需求而異，不同客戶

的技術支援需求可能會有很大差異，因此要歸納出 SIP商品的「標準」技術支援
項目並不容易，即便大部分的 SIP供應廠提供了事先規劃的基本技術支援配套，

將技術支援分開來協商並單獨訂立契約的情況仍十分常見。 

這些事先規劃的基本技術支援配套，通常包括 email支援、某種透過網路的

協助功能、對應用工程人員的電話諮詢等，其他可能提供某種基本的到場應用工

程支援和/或 R&D技術支援措施。 

SIP供應商通常也會提供階層式或訂做的技術支援配套，並依據買方需求和
供應商的工程資源延伸支援層級。這些配套會以 SIP買方所需的支援層級和提供
廠商投入的資源來定價，若再加上需服務的使用者數、同步專案數和多重地理區

域時，可能使定價變得更複雜。這些技術支援配套可能會以提供服務的工程師、

同步專案或地理區的數目來規定事先定義好的支援層級，當中亦可能涵蓋訓練、

SIP商品修改與最終應用的專家支援。 

SIP需求方需確認在支援服務契約中，對於標準的技術支援配套有涵蓋及未

涵蓋的內容說明是否明確，此外應預期未來 SIP 商品的使用層級和專門技術需
求，在必要時與 SIP提供廠商一起決定合適的客製化技術支援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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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NRE委託設計 

非循環工程（Non-Recurring Engineering；NRE）費用一般是支付給 SIP 提
供廠商，用以將現有的 SIP商品改造、修改或進行最佳化，有時也針對買方特定

需求開發新的客製化 SIP商品。就其本身特性而言，支付 NRE費用是要促使 SIP
商品可被重複使用；工程面事務對於 SIP商品本身的功能才是最重要的，而不必

然是針對最終產品。 

NRE 委託設計契約通常在協議生效起即需支付一筆頭期款，隨後則有依據

設定目標或事件的後續費用，此費用有部分會隨著最終產生的 SIP商品中所認定
智慧財產擁有權的範圍而變動。SIP提供廠商可能索取較低費用，讓需求方取得

有限的授權，若需求方希望擁有 SIP 商品全部的智慧財產權，則費用將大幅提
高。在某些較少見的情況中，新開發的 SIP可能成為某種「聯合所有權」形式，

例如將多個 SIP商品合併成為一個新的 SIP時；若雙方都計畫將此 SIP商品化上
市，則可能使商業交易更形複雜。 

有些 SIP提供廠商認為任何經修改而來的 SIP應視為全新的產品，必須採用
新的 SIP授權協議和新的使用範圍處理，其主要原因來自於在收入認列準則上，

當成「新產品」較「持續性的 NRE」可能更為有利。若將 SIP 視為新的產品，
提供廠商即能在交貨給需求方時認列大部分的營收；反之若視修改為 NRE，則
付款給 SIP提供廠商時通常是依據事件，並牽涉到特殊的契約承諾標準而延誤收

入認列37。 

NRE相關工作的範圍可能因 SIP形式、種類和成熟度而異。小規模 NRE的
例子如簡單的 SIP商品修改、客製化型態配置和轉換新的晶圓代工廠製程；大規
模 NRE的例子包括類比 SIP商品開發、對特殊 SIP商品轉換到最先進的製程技
術和將多個 SIP 商品整合到單一平台。此類工作確切的本質、交付之標的與成

本、時程等，通常會書面化地列於工作說明書（SOW）中。 

 

四、契約服務 

契約服務之定義為外包工程事務，如設計服務、訂做的 EDA views、EDA
工具專門技術、或僅為設計資源。就其本身特性而言，契約服務能「啟動」使用

SIP商品的設計；工程性事務對 SIP商品本身而言則屬次要部分。 

契約服務通常在工作說明書（SOW）開始執行時即需支付一筆頭期款；SOW

                                                 
37 雖然在此簡單提到「收入認列」議題，對此有任何更深入探討均屬本研究以外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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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會附屬於 SIP授權協議，當中描述了提供的服務範圍與本質，後續則有依設

定目標或鐘點做為付款基準的費用。 

在 SIP產業中對於 NRE和契約服務並無明顯的區別，有時某些 NRE開發可
能包括 SIP 商品周邊的事務，有些契約服務則可能包括以 SIP 商品為核心的事
務。為了取得資源和專門技術，需求方應預期契約服務屬於必要的付款，以確保

在 EDA設計流程或最終產品當中成功使用 SIP商品。 

設計服務通常由 EDA廠商或設計服務公司提供，並涉及晶圓代工廠。契約

服務的例子包括(1) EDA 流程服務，像是合成、分析、佈局與繞線，(2)訂製的設
計 views，如時序、實體模型，以及(3) IC 整合服務，像是晶片組裝、系統驗證
和可測性設計或製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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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SIP交易常見的授權條款 

 

一、名詞定義（Definitions） 

名詞定義是將契約中的某些專有名詞、特殊用語或與一般常用說法不一致的

名詞詳加描述。契約中用語的精確性是很重要的，尤其是 SIP授權協議的名詞多
涉及專業性，如果名詞無法定義清楚，會造成日後產生爭端的原因。某些冗長的

術語可能在契約中出現過多，為避免篇幅過程或閱讀的不便，通常會在此說明以

較簡單的名詞代表。 

典型的 SIP授權協議一開始會先確定協議的類型、起始日期（或稱為生效日

期）、參與各方的名稱及地點，此部分亦可能含有某些對 SIP 商品相關細節之定
義，像是 SIP形式、EDA views和目標技術，以及定義任何與 SIP授權協議有關
的第三方，像是晶圓代工廠、IC設計公司等。 

 

二、授權範圍（Scope of License） 

授權範圍條款明訂被授權方對 SIP權利使用之範圍，通常會詳細指明被授權

方能否及如何使用、複製、修改、散佈及再授權此 SIP： 

1. 使用（Use）：說明被授權方能夠如何使用此 SIP商品，其與提供廠商的商
業模式有關，當中亦可能說明能否更進一步地讓第三方（如 IC設計公司）
使用原授予被授權方的權利，亦即說明被授權方能否聘僱第三者使用此

SIP商品進行設計。通常若此類第三方擁有使用的權利時，將會詳細說明

其限制，如被授權方需在取得 SIP商品的權利前強制將此第三方加入。在

某些情況中，可能會將這些擁有使用 SIP權利的第三方以附註方式列出。

《附表一》說明一系列由小至大的 SIP使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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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SIP的使用範圍 

使用範圍 內           容 

單次設計 用於製造及販售商品化晶片 

單次專案 針對單一應用領域的一或多個晶片設計 

單次計畫 針對數種應用領域的一或多個專案 

單一組織 用於一或多個地理區域（包括在全公司）和/或計畫 

多次使用 用於在一段期間內對某項特定製程技術的多次使用 

資料來源：Ratford et al.（2003）- Understanding the Semiconduct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SIP) 

Business Process - Finding, Evaluating, and Licensing Commercial SIP (Ver 1.0) 

 

2. 複製（Copy）：說明被授權方可複製 SIP商品的數量，以及對這些複製物

的安全限制內容，用以控制提供廠商的 SIP商品受到未授權使用或被洩漏

之風險。這些通常是「做為製程的一部份」以外的複製物；若將此條款下

所限制的複製物，當成是「SIP商品的設計檔案與文件之複製物」可能較
有幫助。 

3. 修改（Modify）：說明允許被授權方對 SIP 商品可從事的修改內容，例如

若 SIP商品是以 Soft形式授權，則此條款可能限制所有緩衝區變更（buffer 
changes）及再更改電路元件尺寸（cell resizing）以外的修改；若此 SIP
商品以 Hard形式授權，則可能會對變更 GDS II檔案特定層次（layer）以
外的修改做限制，像是 I/O針腳數目。 

4. 散佈（Distribute）：說明被授權方能以何種方式散佈 SIP 商品。在大部分
的情況下，將元件或使用該 SIP的最終產品進行散佈應屬單純的權利，但

也有可能會變得複雜。例如 SIP 供應商可能將元件庫套件授權給 Fabless 
ASIC廠商，並授予某種散佈權，讓後者可提供其客戶 EDA views和 SIP
商品技術支援。 

5. 再授權（Sublicense）：說明 SIP被授權方是否及如何被允許將所有或部份
被授予的權利接續給第三者。此類條款在 OEM、經銷商和配銷協議當中
十分常見，但在一般僅給予被授權方使用此 SIP商品進行元件設計權利的

協議中則並不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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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範圍的限制（Restrictions on Scope） 

緊接在 SIP授權協議的授權範圍條款之後，通常會有定義該 SIP商品「禁止」
使用的約定。例如範圍限制條款可能針對以 Hard形式提供的 SIP商品，約定不

可變更用於元件追蹤目的之特定層次（layer），其他可能含有禁止使用還原工程
（reverse engineering）、對電腦程式的反編譯（decompiling of computer code）、對
SIP商品的黑箱探測（black box probing）或拆卸（disassembly）等限制。 

此外，對於任何暗示性授權（implied licenses）的免責聲明（disclaimer）也
常在此條款當中見到，一般會說明在 SIP授權協議中授予被授權方的權利即為其

取得之所有權利，以及任何隱含性授權38在法律下39均會儘可能排除。 

另一個可能必須在此條款中處理的議題，是取得任何來自第三方授權的需

求。有時 SIP商品的使用可能需要有來自第三方的獨立授權，SIP提供廠商也許
知道或是不清楚，例如 I2C 串列介面：需要 I2C SIP商品的買方可能由多個來源

取得其授權，然而買方也必須獲得來自 Philips的獨立授權才能使用此 SIP。 

有些 SIP提供廠商會在授權協議中說明，若要使用其 SIP商品，買方必須接
受一已知的第三方授權；其他提供廠商可能指出他們知道需接受來自第三方的授

權，但同時也告誡買方應找出是否需要任何其他的授權；還有的廠商則採取宣告

免責，並將 SIP商品使用時找出是否需第三方授權所有的責任都推給買方。 

 

四、改良創作權利及歸屬（Modifications Rights and Ownership） 

大部分的 SIP授權協議會說明被授權方是否擁有改良創作 SIP商品的權利，

若有的話，則協議中通常有一條款事先約定其權利之歸屬。一般採取以下三種形

式之一：被授權方保留對改良創作全部的所有權，並以某種形式回授給 SIP提供
廠商、提供廠商擁有此改良創作物之權利、或以某種共享方式的所有權。 

通常在軟體類或含有軟體的 SIP授權協議中，會要求授權方對於除錯上的修
改，是屬於必須主動告知且被授權方不另行付費即可使用者。這是由於軟體中的

錯誤，授權方本應負有瑕疵擔保的責任，至於版本或功能上的更新，則可約定在

被授權方要求下，授權方應以較優惠的價格提供被授權方換用新版本。 

如先前所提，在某些狀況下（通常是做為 NRE 契約中的一部份），改良創作

                                                 
38  在美國和歐洲，此法律所指的可能是某些處理像是所有權（ title）、無侵犯損害
（non-infringement）、或具銷售性（merchantability）的法定瑕疵擔保（statutory warranties）。 
39 在某些情況下，特定管轄範圍的法律可能不允許某些隱含性瑕疵擔保被宣告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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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可能產生新的 SIP 產品，此時有數種方式分配所有權。某些協議從公正性

（equitable）或辛勤原則理論（“sweat of the brow” theory）來處理新的 SIP產品
的 IPR所有權，亦即從事最多修改之一方擁有 SIP內智慧財產權的最大比例，其

他可能以雙方個別的核心能力進行分配。在上述任何一個情況中，可能會有再授

權之權利，特別是當新產生的 SIP產品內包含來自雙方的 SIP。 

值得注意的是，改良創作通常會是以原授權技術所產生之新技術，故如原授

權技術有智慧財產權（通常都有），則新技術在利用上勢必不可能獨立於原技術

而單獨被利用，故被授權方如果有創新或改良的能力，在此部分的設計上應特別

注意如何也能讓自身的研發成果做最有效利用。 

 

五、標的之交付及承諾（Deliverables and Acceptance） 

此條款通常定義構成 SIP商品所需交付之項目，如設計檔案、EDA views和
模型，若有任何承諾測試標準（acceptance testing criteria）也會一併說明其內容。

此條款除了指出要交付的項目外，也會把買方對於任何此類項目所認定的損失風

險點，以及是否使用 CD、其他磁性媒介、或以電子下載方式交付等內容做說明。 

若 SIP商品已經過實際晶片驗證，與承諾標準（acceptance criteria）有關的
約定就不常出現，在此種情況下，承諾通常於待交付項目已確實完成交付時生

效，這也是 SIP提供廠商一般較偏愛的方式，因為在 SIP商品交付給買方時立即

可將大部分的收入認列。 

若 SIP商品尚未經過實際晶片驗證，可能會有某種承諾標準和程序，供雙方

當事人決定此 SIP是否已履行依據規格之功能。通常會指定一段時間讓被授權方

針對承諾的部分表示要接受或拒絕此 SIP商品，此項標準和時程可能會因 SIP商
品類型和個別客戶的需求而異。例如被授權方可能要求特殊的承諾標準，以減低

其使用未知 SIP商品的風險；然而如先前所提，SIP提供廠商較不喜歡像這樣的

特殊承諾標準，因為可能會影響其收入的認列。 

 

六、付款方式（Payments） 

在所有 SIP授權協議中都會有一條款說明如何及何時付款給 SIP提供廠商，
當中有些內容可能會置於協議的附錄部分。通常此條款會約定付款結構以及使用

的貨幣，多數的協議會說明費用應於何時支付、是否採用支票、轉帳或其他方式。

若協議各方涉及不同的國家，以及必須歷經一段長時間的付款時程，可能會有因

應匯率波動相關風險的約定。最後，若 SIP需求方位於一個嚴格控管國際匯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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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協議也應說明必須由誰負責取得必要的准許或許可證。 

本條款通常亦會約定延遲給付款項之罰則，通常為高於一般市場行情之利率

或滯納金，以及其他可能發生之費用與稅金的歸屬，這在美國和歐洲雖然不是重

要的議題，但是對於特定國家，若能事先掌握當地稅制的某些特性相當重要40。 

如果 SIP商品授權協議中約定依一定比例支付的權利金，則通常含有說明權

利金計算方式、款項應如何及何時支付的條款，並約定被授權方應於一定銷售期

限內提出報告做為權利金計算的基礎。由於此計算基礎是依據被授權方所釋出

者，為避免發生爭議，協議中也多會約定 SIP 提供廠商於何種狀況下得以稽核

（audit）之相關權利與義務的規定。 

對稽核的約定變得愈來愈常見是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由於 SIP提供廠商需追
蹤使用其授權 SIP 設計的最終產品之出貨，特別是依使用次數和/或以權利金的

商業模式。近來在會計實務上的改變也要求上市公司將可能需要稽核的權利金紀

錄下來。 

 

七、特殊狀況（Special Conditions） 

特殊狀況常見於附錄中，主要是因應交易雙方特定的需求。要歸納這些特殊

情況所包含的內容較為困難，以下列出幾個實例： 

1. 工作說明書（Statement of Work；SOW）：針對額外的工作，可能會有一
SOW 做為履行 SIP 授權協議之一部份；可能包含了達成設定的目標、對

於 n個中間/反覆的交付物、狀態和定期進度更新等經過認可的流程。 

2. 特殊的 SIP需求：在 SIP整合到最終產品時，這些條款可能加入特殊的效
能標準，例如要能支援某些特殊狀況或最小良率。 

3. 銷售與行銷：當 SIP提供廠商希望被授權方成為其參考客戶，或需要被授

權方提供行銷或公關協助時，此項條款可能較常見。 

4. SIP商品流動性（mobility）需求：若最終產品進入量產，而晶圓代工廠的

產能有限時，SIP買方可能需要提供廠商協助將其 SIP轉移到其他的晶圓
廠製程，以確保擁有可替換的出貨來源。 

目前 SIP授權協議中對於 SIP商品流動性的規定愈來愈普遍，這是由於需

求方逐漸意識到使用無法移轉的 SIP時本身存在的限制，使得要求 SIP提
供廠商提出替代來源的保證日益提高。 

                                                 
40 例如應用於位在日本的買方和其他地區的供應商之預扣所得稅（Withholding Tax）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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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瑕疵擔保責任（Warranty） 

授權方實務上通常被要求需對產品負瑕疵擔保的責任，尤其在 SIP授權協議
中，因其為無體財產且可無限重製的特性，其是否完全屬於 SIP提供廠商所有、
是否侵害他人的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利、以及是否屬於一個可被執行的技術，事

實上在前置審查（Due diligent）中並無法真正被完全揭露。為保障被授權方的權

利，協議中仍會加入瑕疵擔保條款以便在問題發生時成為解約的條件。 

瑕疵擔保條款會隨 SIP提供廠商而有很大的差異，擔保的範圍大小沒有一定

的定論，主要是因為到目前為止產業當中對於 SIP 商品效能都還沒有客觀的標

準，端看協商談判時之狀況，強勢的一方通常可以取得對自己較有利的地位。 

SIP授權協議的瑕疵擔保條款通常處理以下議題： 

1. 瑕疵擔保的基準：構成瑕疵擔保的基準，一般為提供廠商對於 SIP商品功
能與運作效能的政策，通常包含在某些供客觀參考的文件中，像是資料表。 

2. 瑕疵擔保的有效期限：要歸納出合適的 SIP 瑕疵擔保期限並不容易；SIP
提供廠商會讓瑕疵擔保責任盡可能保持簡單，以簡化收入認列過程，但同

時被授權方則尋求更長的瑕疵擔保期限，以確保能有效利用 SIP商品。 

3. 違反約定通知（Notice of Non-Compliance）：通常瑕疵擔保條款會描述被
授權方需以何種方式、必須在什麼時間期限內，將任何缺陷或違反約定的

內容告知 SIP提供廠商。 

4. 提供廠商對於違反約定之責任：若 SIP商品未符合瑕疵擔保標準，則此條
款將描述 SIP提供廠商應如何補救此種狀況；通常意謂 SIP提供廠商需在
一定期間內將 SIP修正或更新。若這些補救措施失敗時，有些 SIP授權協
議也可能要求 SIP提供廠商歸還所收取的授權金，但此種條款並不常見。 

5. 可能使瑕疵擔保無效之狀況：在 SIP授權協議的瑕疵擔保條款中通常含有
一項約定，說明若被授權方從事某些像是未經授權的修改行為時，將使瑕

疵擔保成為無效。此通常可由成本觀點說明其正當性：SIP提供廠商並無
必要知曉被授權方從事了哪些修改行為，因此無法對被授權方的修改提供

任何技術支援。 

6. 在國際間的意涵：因授權方所在地不同的司法管轄權，可能會有無法透過

契約避免的強制性瑕疵擔保需求，提供廠商應於授權 SIP商品前就意識到

此類管轄範圍中出現這樣的需求，因其可能對定價有相當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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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損害賠償（Indemnification） 

如前一條款所述，授權方通常被要求需對授權技術負瑕疵擔保責任的損害賠

償。在 SIP授權協議中的損害賠償，是指因 SIP商品侵害（或被指控遭侵害）了

某個第三者的智慧財產權，而使被授權方無法使用 SIP商品時，SIP提供廠商對
被授權方應付的完全責任。一般在授權協議的賠償條款會處理以下議題： 

1. 涵蓋的智慧財產權：說明哪些智慧財產權涵蓋於賠償範圍。在許多 SIP授
權協議中，一般的涵蓋範圍有著作權、營業秘密與專利，但有些會特別將

專利排除在外。 

2. 適用的地理區：說明那些國家的專利、著作權、營業秘密等類對象包含在

賠償範圍內。這通常是個有待協商的問題，並和參與各方所在位置及可能

使用該 SIP設計的最終產品的市場有關。 

3. 發生侵權事件時 SIP提供廠商的責任：說明若發生實際或指控遭侵權狀況

時，SIP提供廠商應負的義務內容。常見的約定為提供廠商必須對訴訟進

行辯護或解決，並提供某種形式的補償，讓被授權方能不間斷地使用此

SIP 商品；通常是提供廠商需接受第三方指控遭侵權部分的授權、將 SIP
重新設計、或提供被授權方等同功能且未侵權之虞的 SIP商品。 

4. 發生侵權事件時被授權方的責任：說明若發生實際或指控遭侵權狀況時，

被授權方所應負的義務內容。一般被授權方必須配合 SIP提供廠商在訴訟
過程中的任何辯護和解決措施，並且不做任何會對提供廠商在辯護和解決

控訴時造成損害的事情。 

5. 會讓損害賠償無效的行為：說明被授權方有哪些行為可能造成損害賠償無

效—像是未經授權的改良創作或使用。 

 

十、賠償擔保責任之限制（Limitation of Liability） 

另一個與損害賠償條款密切相關的議題為賠償擔保責任之限制。由於擔保責

任難以預估，授權方常會限定其賠償擔保的責任，故此條款通常說明若商業交易

對被授權方造成特定損害時，SIP提供廠商應負的最大責任。一般在 SIP授權協
議中，對於賠償擔保責任的限制部分處理以下議題： 

1. 計算此限制的公式：典型的公式為權利期限內支付的授權費用。然而此公

式可能經參與各方協商而包含一或多個如下的變動： 

(1) 授權費用的倍數；或 
(2) 在一特定時間內所支付的授權費用—像是事件發生前的 12 個月—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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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期授權的情況中特別常見；或 
(3) 一個「底限」，在此底限以下賠償擔保責任將無法生效。這在多年的授

權中較常見，因所支付的款項逐漸減少，若使用前 12個月的公式將產
生數字為零的責任限制。 

2. 限制的例外狀況：參與交易各方可能希望協議將某些行為或約定排除在賠

償擔保責任的限制外。在許多 SIP授權協議中，被授權方會試圖將損害賠
償條款排除在賠償擔保責任的限制之外；換句話說，被授權方希望因提供

廠商所造成對第三方的侵權，能有無限的賠償擔保責任。 

3. 反向損害賠償（Reverse Indemnities）：被授權方的某些行為可能導致 SIP
提供廠商需對第三方負有賠償擔保責任；在此種情況下，提供廠商將要求

被授權方賠償他們由於此類行為所造成的任何損害。 

相較於所收取授權 SIP商品的金額，即使是最穩健的 SIP提供廠商，都無法

承擔上億元賠償金的潛在財務負擔。尤其在英美法系國家，其懲罰性損害賠償的

金額可以是天文數字。然而強勢的被授權方亦可不允許授權方預先限縮責任，以

保自身權利。 

在討論賠償擔保責任之限制時，SIP提供廠商願意提供的限制與被授權方希
望得到的限制之間，通常會有很大的落差。前者希望將其賠償擔保責任限制在授

權之下所獲得的金額，而被授權方則希望擁有與承擔使用 SIP商品風險關係更大

的責任限制。結果經常會變成相當耗時且充滿爭議的協商過程；賠償擔保責任的

限制問題通常是到協商最後才完成的議題，且讓雙方都覺得很不滿意。 

提供廠商願提供的限制和被授權方期望的限制差距稱為賠償差距（indemnity 
gap），這早已不是新的問題，目前也有解決方案開始彌補此差距；SIP提供廠商
與被授權方可考量的一個可能辦法，是由 VCX提供的創新 SIP商品保險方案。 

 

十一、維護與技術支援（Maintenance and Support） 

由 SIP商品交付到最終產品完成，通常還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授權協議中
如未列明 SIP提供廠商有維護或技術支援的義務，萬一在 SIP使用時遇到狀況而

不能解決，供應廠商又不予支援時，先前的投資就有可能付諸流水。故通常被授

權方會要求 SIP供應商提供一定期間內免費或付費的維護或技術支援服務。 

一般而言，若為符合原先交易時所明確指定之產品應用，本屬提供廠商於協

議關係中應盡之義務，可要求其提供免費之服務或技術支援；但如果是因被授權

方修改規格所造成在應用上的問題時，則以另行支付費用較有可能得到完整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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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服務。 

維護—可能亦包含基本的技術支援—通常置於附錄。參與交易的各方當事人

應確認此部分清楚說明了有涵蓋及未涵蓋的範圍，此外，由於維護並沒有給予折

扣，SIP提供廠商可能因會計目的而含有某些特殊規定，使得維護條款可能會與
SIP授權的條款不相同。 

技術支援—除事先定義好的配套內容以外—通常以獨立契約的方式建立，也

可能會在 SIP授權協議當中提到。無論出現在什麼地方，被授權方應確保當中清

楚說明了有涵蓋及未涵蓋的範圍。 

 

十二、合約期限與終止（Term and Termination） 

SIP授權協議中一定會約定合約的期限，也就是參與各方對合約盡義務的期

間，或是各方當事人都滿足合約所要達成目的之狀況，也可能是都尚未滿足的狀

況，而一方因情勢必須終止合約之進行，故有本條款之約定，約定一方於何種情

形可以有條件或無條件終止；非符合本條約的終止或不繼續履行極可能是違約。 

此條款通常會說明協議可持續多久、何時終止、以及在何種情況下會導致提

早結束。另一個可能在當中找到的條款，是約定被授權方於協議終止後的權利，

例如當使用 SIP設計的最終產品已製造但尚未銷售時，被授權方的處理方式。終

止條款一般也會包含後續支援等類的任何需求。 

 

十三、保密條款（Confidentiality） 

保密條款在大部分的 SIP授權協議中都可以找到。約定雙方應對與本協議有

關所知悉之對方所有相關資料盡保密之義務，並約定受雙方認定為保密的資訊、

用來維護資訊機密性的行為標準、以及保密義務持續的時間，通常設計用來保護

營業秘密41。這些義務一般可預期於授權期滿或終止後持續三到十年。實務上因

為洩漏營業秘密的舉證有相當程度的困難，故通常在本條款中會約定一定數額的

損害賠償金，只要證明有侵害營業秘密就不需再對實際損害賠償數額另行計算。 

 

                                                 
41 不像專利和著作權，營業秘密（在某些管轄範圍中有時也稱為專門技術 know-how）理論上擁

有無限期的持續時間，然而，若資訊洩漏給對其機密性無須負有責任之一方，便失去了對營業秘

密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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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一般性條款（General Provisions） 

SIP 授權協議中的一般性條款會將一些法律關係列入，例如準據法及管轄

權、仲裁條款、讓渡（assignment）、不可抗力之責任免除、協議修改方式與條件

等之法律條文。這部分的條文看似簡單，但其背後通常牽涉到龐大的法學理論，

有時法務人員或律師會依狀況加以修改。 

管轄法規的選擇在 SIP授權協議中有時常被忽視，故對此部分應特別確認是
否說明清楚，避免發生預期之外的問題與困難，尤其是對環境不熟悉的國外。 

讓渡條款一般設計用來確保 SIP提供廠商已掌握被授權方之需要，以將其權
利和義務在 SIP授權協議下做轉讓，若此轉讓對 SIP提供廠商的營運有害時，即
可擁有禁止任何此類轉讓之權利。此類條款通常不會受到太多的監控，而特別在

SIP提供廠商希望避免將此授權讓渡給競爭者時才較為重要。 

最後，通常會有所謂「合併」（Merger）或「完全協議」（Entire Agreement）
的條款，說明 SIP授權協議即為約定買賣雙方的完全協議，有時也會指出所有以
口頭方式的認知—允諾、業務承諾、行銷上的誇大廣告等此類事物—並未記錄在

SIP授權協議當中者均為無效，而任何其他書面文件如採購單，對授權協議亦無
效力。最後，通常也會包含一個條款約定若授權條款可被改善時的進行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