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錄一、訪談問卷題綱 A 卷 

 

 

 

 

 

 

 

 首先先針對以下會影響技術授權價格的因素作解釋。 

 技術成熟度：包含技術發展與市場階段、技術的生命週期、技術廢舊風險等。 
 被授權者應用技術所能產生的價值：指預期被授權者應用此技術後，能對研

發、製造、品管或產品本身效能帶來的提升程度與預期創造之價值。 

 技術功能與廣度：技術是否具有多項功能，或可運用到多個不同領域的產品 
 技術的支援能力：指授權者是否能提供授權技術相關的技術協助。 
 技術創新程度：指目前市場中是否存在類似的技術、技術被複製的難度。 
 技術本身的專利質量：技術是否擁有專利、技術擁有的專利的質與量。 
 授權者的聲譽、信用、財務狀況：授權者在技術研發方面的能力、形象與聲

望，授權者本身的信用狀況以及財務狀況，包括財力。 

 被授權者的聲譽、信用、與財務狀況：包含被授權者的財力狀況。 
 被授權者的技術能力 

 被授權者的管理能力：包括被授權者所具有的優秀人力、行銷能力等。 
 授權技術侵害第三者智財權的風險：指被授權人因應用授權技術，而可能侵

害第三者智財權的風險，以及被授權人因敗訴而遭受損失的風險。 

 爭議處理時的仲裁單位與所在國家。 

 被授權者開發出競爭性技術的風險：指被授權者將授權技術加以創新改良，

繼而取代原有技術價值的可能性。 

 被授權者侵害原授權人智財權的風險：指被授權人可能侵害原授權人智慧財

產權的風險，以及原授權人因訴訟敗訴而遭受損失的風險。 

 

1. 以下因素對技術授權權利金的影響為何? 

技術成熟度(技術發展階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授權者應用技術所能產生的價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技術功能與廣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影響製藥產業技術授權價格因素之研究—專家訪談問卷 

您好： 

      謝謝您撥冗給予訪談，這一份問卷的目的是在於瞭解您對於影響製藥

產業技術授權價格因素的看法。懇請您惠予寶貴的意見。再次感謝您的合作

與協助。 

敬祝：愉快          

國立政治大學 企業管理研究所 

                                     指導教授：于卓民博士 

                                     研究生：      林佳樺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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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的支援能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技術創新程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技術本身的專利質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者的聲譽、信用、財務狀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授權者的聲譽、信用、與財務狀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授權者的技術能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授權者的管理能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技術侵害第三者智財權的風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爭議處理時的仲裁單位與所在國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授權者開發出競爭性技術的風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授權者侵害原授權人智財權的風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以下哪些因素會影響或反映授權契約中的「授權契約標的條款」?如何影響？

授權契約標的條款的內容包括包括屬於何種智財權、標的範圍的確定、是否

為專屬授權。 

 

 技術成熟度(技術發展階段)   被授權者應用技術所能產生的價值 
 技術功能與廣度  技術的支援能力 

 技術創新程度   技術本身的專利質量 
 授權者的聲譽、信用、財務狀況   被授權者的技術能力 

 被授權者的聲譽、信用、與財務狀況  被授權者的管理能力 
 被授權者開發出競爭性技術的風險  授權技術侵害第三者智財權的風險

 被授權者侵害原授權人智財權的風險  爭議處理時的仲裁單位與所在國家 

 

3. 以下哪些因素會影響或反映授權契約中的「權利金計算與支付方式條款」? 權

利金計算與支付方式主要包含定額權利金、計量權利金(主要有從量法和費率

法兩種方式)，下列因素是否會影響上述兩者的選擇與比例? 

 

 技術成熟度(技術發展階段)   被授權者應用技術所能產生的價值 
 技術功能與廣度  技術的支援能力 

 技術創新程度   技術本身的專利質量 
 授權者的聲譽、信用、財務狀況   被授權者的技術能力 

 被授權者的聲譽、信用、與財務狀況  被授權者的管理能力 
 被授權者開發出競爭性技術的風險  授權技術侵害第三者智財權的風險

 被授權者侵害原授權人智財權的風險  爭議處理時的仲裁單位與所在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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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下哪些因素會影響或反映授權契約中的「技術移轉的實施條款」？如何影

響？技術移轉的實施條款包含交付技術文件、派專人駐廠指導、訓練課程或

研討會、派員至授權人工廠學習、搭售其他器材或材料。 

 

 技術成熟度(技術發展階段)   被授權者應用技術所能產生的價值 
 技術功能與廣度  技術的支援能力 

 技術創新程度   技術本身的專利質量 
 授權者的聲譽、信用、財務狀況   被授權者的技術能力 

 被授權者的聲譽、信用、與財務狀況  被授權者的管理能力 
 被授權者開發出競爭性技術的風險  授權技術侵害第三者智財權的風險

 被授權者侵害原授權人智財權的風險  爭議處理時的仲裁單位與所在國家 

 

 

5. 以下哪些因素會影響或反映授權契約中「技術移轉成效之認定」相關條款？

如何影響？技術移轉成效之認定包括技轉完成的標準、技轉未能順利移轉的

處理、不可抗力條款。 

 

 技術成熟度(技術發展階段)   被授權者應用技術所能產生的價值 
 技術功能與廣度  技術的支援能力 

 技術創新程度   技術本身的專利質量 
 授權者的聲譽、信用、財務狀況   被授權者的技術能力 

 被授權者的聲譽、信用、與財務狀況  被授權者的管理能力 
 被授權者開發出競爭性技術的風險  授權技術侵害第三者智財權的風險

 被授權者侵害原授權人智財權的風險  爭議處理時的仲裁單位與所在國家 

 

 

6. 請問以下哪些因素會影響或反映「技術的使用限制條款」？如何影響？技術

的使用限制條款包括對售價、產業、區域、客戶、以及使用範圍的限制。 

 

 技術成熟度(技術發展階段)   被授權者應用技術所能產生的價值 
 技術功能與廣度  技術的支援能力 

 技術創新程度   技術本身的專利質量 
 授權者的聲譽、信用、財務狀況   被授權者的技術能力 

 被授權者的聲譽、信用、與財務狀況  被授權者的管理能力 
 被授權者開發出競爭性技術的風險  授權技術侵害第三者智財權的風險

 被授權者侵害原授權人智財權的風險  爭議處理時的仲裁單位與所在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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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請問以下哪些因素會影響或反映授權契約中「對改良技術的處理」的約定？

如何影響？改良技術的處理包括改良技術的歸屬、改良技術的告知義務。 

 

 技術成熟度(技術發展階段)   被授權者應用技術所能產生的價值 
 技術功能與廣度  技術的支援能力 

 技術創新程度   技術本身的專利質量 
 授權者的聲譽、信用、財務狀況   被授權者的技術能力 

 被授權者的聲譽、信用、與財務狀況  被授權者的管理能力 
 被授權者開發出競爭性技術的風險  授權技術侵害第三者智財權的風險

 被授權者侵害原授權人智財權的風險  爭議處理時的仲裁單位與所在國家 

 

 

8. 請問以下哪些因素會影響或反映授權契約中「技術瑕疵責任的歸屬」的約定？

如何影響？技術瑕疵責任的歸屬包含侵權責任與無擔保條款(授權人無法保

證所授與之技術並未侵害到他人智財權)。 

 

 技術成熟度(技術發展階段)   被授權者應用技術所能產生的價值 
 技術功能與廣度  技術的支援能力 

 技術創新程度   技術本身的專利質量 
 授權者的聲譽、信用、財務狀況   被授權者的技術能力 

 被授權者的聲譽、信用、與財務狀況  被授權者的管理能力 
 被授權者開發出競爭性技術的風險  授權技術侵害第三者智財權的風險

 被授權者侵害原授權人智財權的風險  爭議處理時的仲裁單位與所在國家 

 

 

9. 請問以下哪些因素會影響或反映授權契約中「契約糾紛爭議的解決」之約定？

如何影響？契約糾紛爭議的解決包含準據法、解決方式為仲裁或訴訟、爭議

解決的地點。 

 

 技術成熟度(技術發展階段)   被授權者應用技術所能產生的價值 
 技術功能與廣度  技術的支援能力 

 技術創新程度   技術本身的專利質量 
 授權者的聲譽、信用、財務狀況   被授權者的技術能力 

 被授權者的聲譽、信用、與財務狀況  被授權者的管理能力 
 被授權者開發出競爭性技術的風險  授權技術侵害第三者智財權的風險

 被授權者侵害原授權人智財權的風險  爭議處理時的仲裁單位與所在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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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請問以下哪些因素會影響或反映於「契約期間與終止條款」？如何影響？ 

 

 技術成熟度(技術發展階段)   被授權者應用技術所能產生的價值 
 技術功能與廣度  技術的支援能力 

 技術創新程度   技術本身的專利質量 
 授權者的聲譽、信用、財務狀況   被授權者的技術能力 

 被授權者的聲譽、信用、與財務狀況  被授權者的管理能力 
 被授權者開發出競爭性技術的風險  授權技術侵害第三者智財權的風險

 被授權者侵害原授權人智財權的風險  爭議處理時的仲裁單位與所在國家 

 

 

11.請問授權契約中的「保密條款」是否為一制式的條款?有哪些因素可能會影響

到此條款的內容? 

 

12.請問授權契約中的「誠信原則條款」是否為一制式條款? 有哪些因素可能會

影響到此條款的內容? 誠信原則條款指授權雙方同意在此契約中，如有未盡

事宜，應本誠信原則互相協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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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訪談問卷題綱 B 卷 

 

 

 

 

 

 

 

 

 首先先針對以下會影響技術授權價格的因素作解釋 

 產業環境趨勢：指產業潛在市場大小、產業遠景、政府對產業的重視程度、

全球經濟趨勢對產業的影響。 

 市場競爭程度：指被授權者所在市場參與者的多寡、市場結構、競爭是否激

烈、是否具有進入障礙、是否有良好之區隔環境。 

 其他技術提供者的競爭程度：其他擁有相似技術者的多寡、競爭是否激烈。 
 市場擴散能力：市場對新技術的學習能力、對新技術的接受與反應時間。 
 產業規範：指產業內技術授權權利金的一般水準。 
 政府的管制：包括法令政策、健康保險之制度，以及被授權方的政府為確保

授權技術適合國內技術接受者與權利金的公平性介入..等。 
 被授權者所處國家之政治與商業風險：其中包括被授權國家對智慧財產權保

護的程度。 

 是否獨家授權  

 搭售要求之有無 

 交易與使用限制：包括對市場、生產量、銷售量、品質要求⋯等的限制。 

 回饋條款的有無：被授權者使用授權技術而開發其他衍生技術時，必須告知

並回饋原授權者。 

 專利期限 

 合約期間 

 是否為交互授權：授權方式是否為策略聯盟進行交互授權。 

 

 

 

 

影響製藥產業技術授權價格因素之研究—專家訪談問卷 

您好： 

      謝謝您撥冗給予訪談，這一份問卷的目的是在於瞭解您對於影響製藥

產業技術授權價格因素的看法。懇請您惠予寶貴的意見。再次感謝您的合作

與協助。 

敬祝：愉快          

國立政治大學 企業管理研究所 

                                     指導教授：于卓民博士 

                                     研究生：      林佳樺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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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問以下因素對技術授權權利金的影響為何? 

產業環境趨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市場競爭程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技術提供者的競爭程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市場擴散能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產業規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政府的管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授權者所處國家之政治與商業風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獨家授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搭售要求之有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交易與使用限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饋條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利期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約期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交互授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請問以下哪些因素會影響或反映授權契約中的「授權契約標的條款」? 如何

影響？授權契約標的條款的內容包括包括屬於何種智財權、標的範圍的確

定、是否為專屬授權。 

 

 產業環境趨勢       市場競爭程度 

 其他技術提供者的競爭程度    市場擴散能力 
 產業規範        政府的管制 
 被授權者所處國家之政治與商業風險  是否獨家授權 

 搭售要求之有無      交易與使用限制 

 回饋條款        專利期限 

 合約期間        交互授權 

 

3. 請問以下哪些因素會影響或反映授權契約中的「權利金計算與支付方式條

款」? 權利金計算與支付方式主要包含定額權利金、計量權利金(主要有從

量法和費率法兩種方式)，下列因素是否會影響上述兩者的選擇與比例? 

 
 產業環境趨勢       市場競爭程度 

 其他技術提供者的競爭程度    市場擴散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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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規範        政府的管制 
 被授權者所處國家之政治與商業風險  是否獨家授權 

 搭售要求之有無      交易與使用限制 

 回饋條款        專利期限 

 合約期間        交互授權 

4. 請問以下哪些因素會影響或反映授權契約中的「技術移轉的實施條款」？如 

何影響？技術移轉的實施條款包含交付技術文件、派專人駐廠指導、訓練課

程或研討會、派員至授權人工廠學習、搭售其他器材或材料。 

 
 產業環境趨勢       市場競爭程度 

 其他技術提供者的競爭程度    市場擴散能力 
 產業規範        政府的管制 
 被授權者所處國家之政治與商業風險  是否獨家授權 

 搭售要求之有無      交易與使用限制 

 回饋條款        專利期限 

 合約期間        交互授權 

 

5. 請問以下哪些因素會影響或反映授權契約中「技術移轉成效之認定」相關條 

款？如何影響？包括技轉完成的標準、技轉未能順利移轉的處理、不可抗力

條款。 

 
 產業環境趨勢       市場競爭程度 

 其他技術提供者的競爭程度    市場擴散能力 
 產業規範        政府的管制 
 被授權者所處國家之政治與商業風險  是否獨家授權 

 搭售要求之有無      交易與使用限制 

 回饋條款        專利期限 

 合約期間        交互授權 

 

6. 請問以下哪些因素會影響或反映授權契約中「技術的使用限制條款」？如何

影響？技術的使用限制條款包括對售價、產業、區域、客戶、以及使用範圍

的限制。 

 產業環境趨勢       市場競爭程度 

 其他技術提供者的競爭程度    市場擴散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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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規範        政府的管制 
 被授權者所處國家之政治與商業風險  是否獨家授權 

 搭售要求之有無      交易與使用限制 

 回饋條款        專利期限 

 合約期間        交互授權 

7. 請問以下哪些因素會影響或反映授權契約中「對改良技術的處理」的約定？

如何影響？改良技術的處理包括改良技術的歸屬、改良技術的告知義務。 

 
 產業環境趨勢       市場競爭程度 

 其他技術提供者的競爭程度    市場擴散能力 
 產業規範        政府的管制 
 被授權者所處國家之政治與商業風險  是否獨家授權 

 搭售要求之有無      交易與使用限制 

 回饋條款        專利期限 

 合約期間        交互授權 

 

8. 請問以下哪些因素會影響或反映授權契約中「技術瑕疵責任的歸屬」的約

定？如何影響？技術瑕疵責任的歸屬包含侵權責任與無擔保條款(授權人無

法保證所授與之技術並未侵害到他人智財權)。 

 
 產業環境趨勢       市場競爭程度 

 其他技術提供者的競爭程度    市場擴散能力 
 產業規範        政府的管制 
 被授權者所處國家之政治與商業風險  是否獨家授權 

 搭售要求之有無      交易與使用限制 

 回饋條款        專利期限 

 合約期間        交互授權 

 

9. 請問以下哪些因素會影響或反映授權契約中「契約糾紛爭議的解決」之約

定？如何影響？契約糾紛爭議的解決包含準據法、解決方式為仲裁或訴訟、

爭議解決的地點。 

 
 產業環境趨勢       市場競爭程度 

 其他技術提供者的競爭程度    市場擴散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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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規範        政府的管制 
 被授權者所處國家之政治與商業風險  是否獨家授權 

 搭售要求之有無      交易與使用限制 

 回饋條款        專利期限 

 合約期間        交互授權 

10. 請問以下哪些因素會影響或反映授權契約中「契約期間與終止條款」？如何

影響？ 

 
 產業環境趨勢       市場競爭程度 

 其他技術提供者的競爭程度    市場擴散能力 
 產業規範        政府的管制 
 被授權者所處國家之政治與商業風險  是否獨家授權 

 搭售要求之有無      交易與使用限制 

 回饋條款        專利期限 

 合約期間        交互授權 

 

11. 請問授權契約中的「保密條款」是否為一制式的條款?有哪些因素可能會影

響到此條款的內容? 

 

12. 請問授權契約中的「誠信原則條款」是否為一制式條款? 有哪些因素可能會

影響到此條款的內容? 誠信原則條款指授權雙方同意在此契約中，如有未盡

事宜，應本誠信原則互相協議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