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立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國立政治大學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標準必要專利權利金爭議之探討  
 

A Study on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and 
the Reasonable Royalties 

 
 
 
 
 

指導教授「馮震宇教授  
 

研究生「陳俐妤  
 
 
 

中華民國 103年 7月  
  



•‧
國

立立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2  

謝辭  
  

在這本論文大致完成之時︽我也明白了它之於畢業的意義〈  

論文撰寫其實好比整段研究所生涯的回顧︽某堂課研讀的素材︾上課的景

象……在過程中總不時跳躍於腦海︽以原先意想不到的方式翻新並交互激盪〈

感謝這兩年來曾經教導過我的每一位老師︽您們帶來的每次思考都是我所珍惜

的﹀在此也尤其要謝謝馮震宇老師︽不僅在論文撰寫方面詳加指導︽從進入研

究所就開始的專題計畫更是近兩年間持續不斷的訓練︽帶領我從美國專利法改

革出發︽探索相關領域有興趣的熱門議題︽並學習透過這些議題的最新發展評

估未來趨勢〈點點滴滴在無形中都堆砌了這本論文的誕生〈  

而撰寫論文的過程也少不了靈感枯竭的煩悶和火燒眉毛的焦慮︽一如兩年

來的每個學期總是在各種報告︾作業毫不留情的追趕中度過︽好慶幸有智財所

110011 級的同學們︽每次討論︾閒聊以及說走就走的玩樂行程︽都可以讓我回復

一些繼續�作戰�的力量﹀謝謝你們︽不論在想法上的交流抑或生活態度上的

分享︽你們每一位的獨一無二都是我各方面學習的對象︽一起度過的這些時光

也將是研究所最為寶貴的回憶〈當然︽還要感謝的是親愛的家人︽照顧我又包

容我常常不明所以的脾氣︽讓我可以無後顧之憂地投入學習與論文撰寫︽並謝

謝在此期間以各種方式為我加油的朋友〈  

最後︽這本論文作為研究所生涯的總結︽我更感激每位鼓勵我突破的人以

及每件促使我改變的事〈對我而言︽不管是學習模式或處事心態︽研究所都是

全����������������������������������然不同的階段︽而這些還來自於這段期間內看似瑣碎的人和事在不知不覺之

中的累積︽例如密集不斷的上台報告︾行政事項的處理與規劃︽甚或各種學術

活動及暑期實習的參與︽在在醞釀了有別於以往的轉折︽使我能更勇於積極地

去面對陌生挑戰﹀謝謝在此轉折過程中給予幫助的師長︾同學︾智財所所辦的

秋玲姐和瑞清︽以及暑期實習間認識的各位前輩︽各方面無形的成長是我研究

所以來最大的收獲〈  

 
 
  



•‧
國

立立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3  

中文摘要  
 

所謂產業標準︽除以其集體制定的特質引發競爭法討論之外︽其中牽涉的

專利技術更成為智慧財產權法與競爭法交集的重點所在︽因為專利權所對應的

私有︾排他的概念在本質上即可能與講求普遍實施的產業標準發生衝突︽進而

有害市場競爭︽且此種隱憂於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SEPs�

之場合更形凸顯〈正因如此︽實務上標準制定組織�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s, SSOs�紛紛制定智財權政策�IP Policy�︽要求專利被納入標準

的專利權人承諾按照�RAND�或�FRAND�的原則進行授權︽亦即要求專利

權人將標準所必要的專利技術以公平�Fair�︾合理�Reasonable�︾非歧視

�Non-Discriminatory�的授權方式開放予欲採行標準的廣大利用人〈 

然而觀諸近年來一件又一件環繞 RAND或 FRAND而來的爭執︽例如

Apple︾Microsoft與Motorola這些重量級廠商之間的專利戰爭︽以及瑞昱︾友

訊等台灣業者於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或地方法院所涉入的司法爭訟︽

卻會發現起初用以化解矛盾的機制如今反成為問題的濫觴︽縱使不是作繭自縛︽

這種授權承諾在實務運作上也已經陷入困境〈尤其︽不論 RAND或 FRAND︽

其制度設計之初乃著眼於專利權人與標準利用人間技術授權的順暢︽但到頭來

如何將基於此一制度而來的授權承諾具體化為標準必要專利之權利金︽卻是難

解的謎團〈 

職是之故︽面對現行實務的運作困難︽本文先對上述現象予以釐清之外︽

更聚焦有關 RAND或 FRAND權利金具體爭執的案件︽綜述目前此類����������������������������������紛爭之解

決模式︽除從司法判決分析法院對於標準必要專利權利金決定方法的架構︽並

分別從程序面向與實體面向進一步檢視︽探討專利聯盟與仲裁等紛爭解決管道

之可行性︽以及具體計算權利金之判斷重心︽以尋求困境之突破〈文末則提出

具體結論與建議︽期能藉有效的權利金判斷方式訴諸專利權人與標準利用人之

平衡︽將標準必要專利導回其運作常軌︽業者於此國際趨勢下也能為妥善之因

應與佈局︽以最終發揮專利法與競爭法共同追求的增進消費者福利的最高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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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標準必要專利�SEPs�︾F/RAND承諾︾合理權利金︾標準制定

組織�SSOs�︾專利聯盟︾假設性雙邊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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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lies heavily on widely adopted technology standards 

due to their deep influence across the marketplace. Yet the so-called standards, which 

frequently invoke anti-trust issues in view of their collaborative setting process, 

further become a touchstone to the overlapping areas of anti-trust law and patent law 

because of those proprietary patented technologies involved in. Among the market 

concerns over potential conflict between the exclusive nature of patent rights and the 

disseminative feature of standards, the availability of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SEPs) 

can be deemed most controversial. 

Accordingly, many 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s (SSOs) require owners of 

those SEPs to commit to offer licenses on 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F/RAND) terms, aiming to make it possible for manufacturers to gain access to those 

patented technologies and therefore implement the standard. However, recent lawsuits 

such as those filed between Apple, Microsoft and Motorola in the U.S. courts may 

demonstrate the deficiency and ineffectiveness of the existing policy. Even Taiwanese 

companies have raised ques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r alia,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AND commitments in terms of reasonable royalty rates, in some court cases as 

well. It is obvious that the F/RAND commitment required to address controversy has 

itself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isputed issues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SEPs licensing. 

This thesis therefore not only discusses the issues mentioned above but also 

focuses on a couple of lawsuits associated with the prac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AND commitments. In addition to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problem-solving 

model and its subsequent cruxes, the following content proceeds to explore some 

possible methodologies in respect of both procedural and substantial fields in order to 

break the gridlock. Finally,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 are proposed with the intention 

of providing effective and proper royalty determination of F/RAND-encumbered 

SEPs to balance patent owners and technology implementers in standard setting 

activities; hence justifying the mutual objective of anti-trust law and patent law, i.e. 

promoting consumer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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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SEPs), F/RAND commitment, 

Reasonable Royalty, 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s (SSOs), Patent Pool, 

Hypothetical Bilateral Nego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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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專利具有排他之性質︽權利人自然得排除他人實施其專利內容︽而在選擇

進行授權的情況下︽則也能透過授權條件的要求回收先前投入研發的成本︾確

保續為研發之可能︽所稱合理權利金的概念正是由此而來︽此於我國專利法第

97條第 1項第 3款及美國專利法第 284條等規定皆有明文揭示〈然而︽觀察國

際上司法實務爭訟之現況︽卻會發現 Apple︾Microsoft 與Motorola等知名業者

紛紛在訴訟中對權利金比率合理與否加以爭執︽我國廠商如 D-Link�友訊�與

Realtek�瑞昱�也都以潛在被授權人的身份捲入類����������������������������������似案件︽而其間共同指向了

所謂 RAND或 FRAND義務之下的權利金解讀〈 

RAND或 FRAND�簡稱�F/RAND��來自各個標準制定組織�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s, SSOs�的智財權政策�IP Policy�︽其內容分別對應�公

平�Fair��︾�合理�Reasonable��與�非歧視�Non-Discriminatory��︽

乃加諸於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SEPs�之授權原則﹀這便意

味著︽在產業標準涉及必要的專利技術時︽專利權人關於是否授權以及以何種

條件授權不再擁有完全����������������������������������自由的決定權限︽而是必須依據公平︾合理又非歧視的

精神使其專利為他人所可得〈但問題在於︽不論是公平︾合理或非歧視︽在性

質上皆屬描述式之抽象形容︽如何將此些原則具體落實於標準必要專利之權利

金比率便成了各說各話的爭執所在︽從而於法院引起一陣陣複雜難解的激辯︽

困擾著實務運作〈 

事實上︽上述授權原則導因於標準制定之特質〈申言之︽由於此處指涉的

標準制定係在組織主導之下︾由各方參與者進行規格定義的過程︽最直接的目

的便是透過集體作為將特定領域之技術發展為眾所遵循的明文標準︽故此種標

準的產生向來容易牽涉聯合行為等議題︽為競爭法主管機關不容忽視之職掌〈

即使該些標準能對市場帶來正面效益︽以致標準制定過程中︽產業內相互競爭

的業者聚集︽並就相關事項達成合意︽對消費者而言可能有利而無害︽但卻不

可避免地︽能在市場上獲得成功的標準通常納入大量專利技術︽此時專利權排

他的本質該如何與訴諸廣泛採行的標準相互調和」在運用特定專利技術為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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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所必要的情形下︽仍容許專利權人以一般三階段交換理論獨占其技術顯然

與公共利益有所牴觸︽同樣地︽專利權人若藉此機會搭上標準化的順風車︽表

面上同意授權但嗣後卻向採行標準的業者提出高額權利金要求︽則其獲有私益

的同時也將使標準的推廣窒礙難行︽形同以專利權杯葛了標準普及︽進而導致

標準制定之初所預期的正面效益實質受到壓抑︽無非悖於競爭法寄寓之精神〈

如此隱憂之下︽前揭公平︾合理︾非歧視的授權原則於焉誕生〈 

作為一項智慧財產權︽標準必要專利乃成為專利法制與競爭法制交互激盪

的絕佳例證〈無論如何︽智慧財產權法不應自外於競爭法的體系︽因為兩者皆

是以增進消費者福利為最高宗旨︽其實具有相互補充的合作關係︽試圖在專利

權人的私益與以市場秩序為表徵的公共利益之間取得平衡1︽因此授權原則所提

出的�公平︾合理︾非歧視�係作為公益與私益之間的調控機制︽用來降低交

易成本︾使標準化的成果順利於市場發揮作用︽最終達到智慧財產權法與競爭

法共同追求的目標〈由此看來︽這種原則可謂神似於強制授權所欲訴諸之精神

方向︽惟有別於強制授權以其濃烈的政策要求而多由有權機關加以主導︽所謂

公平︾合理與非歧視則是揭 於標準制定組織之規範︽復透過專利權人積極的

承諾所創設︽實屬標準制定實務上應運而生之授權義務︽充其量或許可稱�自

願性質之強制授權�︽更加具有當事人自主色彩與運作彈性〈 

但也正因如此︽此類����������������������������������承諾之於標準必要專利授權的明確效果有限︽縱使立

意良善︽�公平︾合理︾非歧視�相當程度上卻可說是抽象而模糊不清︽須經

後續演繹方可真正解決專利和標準間的潛在衝突︽謀求智慧財產權法與競爭法

之共同目標︽而一旦演繹過程有所障礙或違誤︽以 F/RAND為核心的整套授權

機制即可能失靈︽甚至演變成更為嚴重︾牽涉範圍更加廣泛的制度問題〈 

自前揭司法訴訟的廣泛情況看來︽目前這套授權機制已經面臨運作上的困

難〈F/RAND不僅變成專利戰爭中用以反制專利權人之手段�例如在 Apple與

HTC稍早和解的大戰中︽Apple便曾主張 HTC所取得的兩件 LTE專利應受限

於標準必要專利之授權義務�︽其內容的具體解讀更是數起訴訟直接關注的重

點所在︽尤其從 Apple與Motorola之間的爭訟開始︽知名的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法官 Richard Posner獲指派審理�sitting by designation�︽而在地方法院作出經

                                                                                                      
1 詳請參照劉孔中︽�智慧財產權運用與競爭秩序�︽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8 年 3 月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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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判決︽針對Motorola所持標準必要專利的權利金解讀方向予以闡述︽更是為

以 F/RAND為爭執核心的案件揭開序幕〈 

因此在後續司法實務發展之下︽面對 F/RAND承諾由抽象而具體的種種請

求︽Microsoft訴Motorola遂成為首件對於合理權利金進行決定的開創性案例︽

美國西華盛頓地方法院�the Western District of Washington�最終為Motorola的

兩組標準必要專利分別訂定每單項產品 0.555美分與 3.471美分的權利金比率﹀

接著在 2014年︽台灣廠商 Realtek對於 LSI標準必要專利的�合理權利金�請

求也獲得法院回應︽將權利金比率訂在系爭Wi-Fi晶片總銷售額的 0.19%〈不

僅如此︽即使在以侵權形式提起的案件中︽法院仍有依請求作出 F/RAND之下

的權利金判決︽此觀諸專利權人 Ericsson與 Innovatio進行權利主張所遭遇的司

法判決即可得知︽地方法院分別在訴訟中對其標準必要專利訂定每單位 0.15美

元與 9.56美分的合理權利金〈 

上述幾件判決結果無疑是 F/RAND承諾具體化的指標︽一定程度上也將對

其他標準必要專利的授權發揮指導作用〈然而進一步觀察︽這些經司法判決的

�合理�權利金比率似乎與專利權人之預期存在相當落差︽例如Motorola常要

求被授權人支付最終產品價額的 2.25%作為權利金︽但判決之後的具體比率顯

然低於此一要價︽雖說這直接回應了專利權人利用標準化順風車攫取私益的疑

慮︽如此一來是否也會使Motorola因應地調整其授權策略或專利佈局」若普遍

偏低的權利金判決成為趨勢︽想必可能牽動專利權人甚至整套標準化制度之運

作︽尤其在法官決定權利金的情況下︽動輒百頁的判決內容將帶來如何影響」

這本身便殊值探討〈更何況︽從Microsoft訴Motorola為起點︽至今不過一年

光景︽美國地方法院卻已累積四件具體的權利金判決�還不包括許多未作成明

文判斷以及其他以各種方式爭執標準必要專利權利金的案件�︽可見 F/RAND

承諾由抽象而具體的大量紛爭與對整體授權制度加以檢討的迫切需求︽若以較

為宏觀的角度來看︽單單倚靠訴訟程序是否可能造成什麼弊端」或是既有體制

中是否存在其他可行之道」在在都是引人深思的問題〈 

由現今實務發展可以得知︽標準必要專利已經因兩套法制度的交會而激盪

出各種棘手議題︽新興難解卻又充滿誘惑〈也因此︽主要針對�公平︾合理︾

非歧視�精神之下具體的權利金解讀︽本文擬從標準制定的角度切入探討︽觀

察實務上標準制定組織對於標準必要專利之處理模式︽釐清問題的癥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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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藉由近期幾件經典案例︽嘗試分析其中面臨的各項爭點︽尤其分從不同角度

就目前已初步架構出權利金決定方法的判決進行檢討︽期能為標準制定場合中

所謂合理權利金的紛紛擾擾提供線索﹀並且︽考量到標準必要專利多面向而複

雜之爭議︽本文亦將適時納入其他問題的討論︽以求在該些議題交互作用的情

形下更為完整地進行探討︽始能期待突破現行制度之困境︽進而對業者身處產

業之中的運作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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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研究方法及研究限制  

 

第一項  研究範圍 

根據上述探討背景與動機︽本文研究範圍主要聚焦於標準必要專利所涉爭

議中有關合理權利金具體決定之爭點〈有鑑於產業標準乃高度國際化之議題︽

而國際上牽扯標準必要專利的爭訟案件大多發生於美國︾歐盟等地︽美國對於

F/RAND授權原則之解讀又已出現劃時代的指標性判決︽諸如 2013年地方法院

針對Motorola所持專利以及 Innovatio所持專利的權利金決定︽在在引起外界熱

烈討論︽不論學界或實務界皆對上述判決之於法律經濟與產業運作的影響展開

激辯﹀也因此︽在鋪陳此一議題的同時︽本文即以美國判決及相關法制架構作

為探討之基礎︽並適時納入歐盟等地之發展以為參酌或比較〈 

又︽本文擬欲研究之主題畢竟衍生自標準制定實務︽惟標準制定不但廣及

各個產業類����������������������������������別︽其規模之複雜與數量之龐大更是難以窮盡︽是以關於實務運作

規則之具體觀察︽本文乃鎖定近年來高速變化且產業標準亦蓬勃發展的通訊產

業作為探討領域︽復以該領域極具代表性又涉訟頻繁的幾個標準定組織作為重

點觀察對象︽以求兼顧研究之廣度與深度〈 

 

第二項  研究方法 

因而如上所述︽以標準必要專利的權利金解讀為主軸︽美國司法實務之素

材構成本文探討的一大重心︽包括法院判決以及各該當事人提出的主張︽並及

於產業中其他參與者透過法院管道積極貢獻之文件﹀除此之外︽本文亦將輔以

實務上標準制定組織對於相關議題之基礎規範作為主要研究方法之一〈而為求

充分掌握理論與實務觀察之結果︽此一領域之學術論文︾專書著作皆為本文歸

納分析所觸及︽近期來針對相關議題的最新期刊與文章評論更為充實本文研究

客體之方法〈 

 

第三項  研究限制 

標準必要專利可能牽連的議題甚為廣泛︽F/RAND之下的合理權利金也僅

是近來備受關注的焦點之一︽本文擬欲進行之研究仍受有如下限制〈首先︽所

謂標準必要專利乃由產業技術標準化應運而生︽故連同專利技術自然有諸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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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事項涵括其中︽甚至影響專利必要性的判斷結果︽惟此些技術專業尚非本文

探討之領域﹀同樣地︽標準化係於特定組織架構之下長期演進的過程︽有關標

準制定組織之完整運作極其複雜︽本文亦僅在與爭點有所關聯之處簡略提及〈 

其次︽標準制定過程以其集體運作之本質而常成為競爭法關切之對象︽進

而衍生出許多耐人尋味的課題︽諸如所謂的�關鍵設施理論�Essential Facility 

Theory��即為一例︽學術上也更是不乏各國競爭法制之於此類����������������������������������議題的分析︾

比較︽甚至是對於著名案例�如飛利浦光碟案�的深度研析︽也因此︽除了本

於競爭法寄寓之精神︽適時將競爭法規範重點與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見解納入討

論之外︽本文並不以該些課題的探討為重點〈 

除此之外︽針對標準必要專利的權利金比率︽合理權利金乃實務上發展已

久之議題︽法院關於專利損害賠償的計算也還有�25%大略法則�25% rule of 

thumb��與�整體市場價值法�entire market value rule��等操作方式︽然而

本文將聚焦於標準制定場合 F/RAND制度之下�合理�權利金由抽象而具體的

過程︽即使討論之中觸及此些議題︽囿於篇幅與主題︽仍不對其歷史由來︾詳

細內容或存廢原因多加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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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論文架構提要  

  

著眼於標準必要專利關於 FF//RRAANNDD的合理權利金解讀︽本文共分為六章「  

第一章即緒論︽首先介紹進行本項研究的背景︾動機︽以及研究之範圍︾

方法與限制〈  

第二章從標準必要專利與標準制定組織之智財權政策談起︽尤其著重於專

利必要性與揭露義務︾授權義務之規範︽帶出專利權人的 FF//RRAANNDD承諾〈  

第三章進一步觀察 FF//RRAANNDD承諾之下的制度運作︽從 FF//RRAANNDD本身定義與

標準制定組織的立場找出整套制度運作之盲點︽就由此而生之實務困境加以釐

清︽整理出目前司法判決的最新發展〈繼之︽則深入探討兩件聚焦於 FF//RRAANNDD

承諾的地方法院判決︽一窺現行制度之下法院對於此類����������������������������������合理權利金之論述〈  

第四章接著分析由上開兩件判決架構出的現行判斷方法及其侷限︽分從程

序面與實體面就其中爭點予以檢討︽進而思索在 FF//RRAANNDD制度之下︽標準必要

專利的權利金如何由抽象承諾具體化產生︽包括程序上問題的解決途徑與實體

上確實的判斷重點〈  

第五章承接前章檢討結果︽除了將決定權利金的程序設計與實體判斷總結

呈現之外︽並從較為宏觀的角度納入其他相關議題的分析︽藉以釐清標準必要

專利此一動態發展之制度趨勢〈  

第六章為終章︽簡要歸納全����������������������������������文探討之所得︽繼而以之為基礎對現行實務運

作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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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標準必要專利與標準制定組織之智財權政策  

  

第一節   產業標準與標準制定組織  

 

在現今產業實務的運作之下︽整體產業的發展與各種產業標準的推行息息

相關︽舉例而言︽眾所週知的網頁標準技術 HTML2便對近代以來網路世界的形

成功不可沒︽智慧型手機的迅速普及也可歸功於近期逐漸成熟的各項無線通訊

技術標準︽這些標準與人類����������������������������������社會的演進密不可分︽也由此引發諸多值得關切的

議題〈本節乃從產業標準的基本概念開始談起︽先行簡述全����������������������������������文關切之�標準�

及其對於市場之作用︽就其產生加以觀察︽並聚焦無線通訊產業相關之產業標

準與標準制定組織〈 

 

第一項  產業標準之基本概念 

第一款  產業標準之意義  

標準是一種對於重複事物和概念給予統一規範︾並針對特定社會關係進行

調整的重複性規則︽有著公開︾普遍的適用性︽能夠用以衡量產品或事物是否

達到一定品質水準或一般要求程度︽具有指導功能﹀也因此︽若簡單來說︽標

準即是在描繪一項產品︾工藝︾服務或材料特徵的一組特性或品質3〈 

而隨著人類����������������������������������社會的演進︽標準的含義及其具體內容也呈動態式地充實和演

化︽現今耳熟能詳的�產業標準�或�技術標準�便是因特定產業技術的解決

方案被納入標準而產生的名詞〈由此可知︽所謂的產業標準或技術標準︽即使

經常逕以標準簡稱之︽然其範圍則比前段所述的�標準�更為狹小︽因為它較

為聚焦︽多涉及資訊技術等新興領域的技術性規格︽是一種或多種技術規格的

集合4︽已經有別於一般泛稱的標準而發展出特殊意義︽此不但觀諸國際標準組

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賦予�標準�Standard��

                                                                                                      
2 超文字標注語言�World Wide Web language 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 HTML�︽由全����������������������������������球資
訊網協會�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所制定〈 
3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WTO中心�︽�國家標準涉及智慧財產權之研究�執行成果報告書︽
97 年度國際經貿事務研究及培訓中心計畫子計畫一「專題研究�6�︽2008年 12月︽頁 8〈 
4 所稱技術規格可對應特定之功能︾運作方式︾訊號格式︾物理型態︾尺寸︾材料性質或組成
結構等﹀請參照洪誠孝︾陳柏青︾林佳穎︾王偉仲︽�中國數位電影標準發展之研究�︽政大
智財所大陸論文發表︽2009年 12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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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的定義可以得知5︽亦為學術界早有之認識6〈本文擬欲探討的議題正是觸

及此一範圍較窄的技術性標準︽並將以產業標準或略以標準稱之〈 

第二款  相容性產業標準 

所謂標準既然以其細節性技術要求和相關技術方案而帶有指導功能︽其關

懷重點不外乎產品本身的特性或是產品與其他產品︾服務之間的連接與介面﹀

因此︽若從目的層面切入觀察︽標準實可進一步區別為品質標準�Quality 

Standard�及相容性標準�Comparability Standard�〈不同於品質標準著眼於產

品的最低性能或特性7︽相容性標準乃是在定義產品的介面要求︽使不同的產品

能夠使用共用的互補產品與服務︽或是能共同連接於一共用的網路8〈 

因此︽品質標準的基本的目的涉及健康︾安全����������������������������������與交易的公平性︽直接保護

消費者並確保市場正常運作︽也就是降低買方的搜尋成本與交易成本︾減緩交

易時雙方資訊不對稱與不確定的情況︽而相容性標準關切的重點則有所不同〈

申言之︽由於相容性網絡具有強大的經濟效益︽使用符合標準的產品能夠享有

相容及替代等便利性︽因而對消費者而言較具吸引力︽如此透過需求端價值的

增加而正向回 ︽同時也會驅動製造成本的降低與產品價值的提高︽使製造產

品的業者可以追求最有效率的生產方式︽避免重複技術研發造成的時間及資源

浪費﹀換句話說︽相容性的效益在消費者端產生︽而經濟規模在供給端產生︽

兩者共同構成此類����������������������������������標準的實益〈 

正是由於相容性在市場上帶來的經濟效益︽今日科技產業的主流市場大多

採行標準化與相容性的產品發展策略︽從而造就各類����������������������������������相容性標準蓬勃發展的榮

                                                                                                      
5 “A standard is a document that provides requirements, specifications, guidelines or characteristics 
that can be used consistently to ensure that materials, products, processes and services are fit for their 
purpose.” See ISO, What is a standard? http://www.iso.org/iso/home/standards.h (last visited: 
February 22, 2014) 
6 See, e.g., “I define a standard rather broadly as any set of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that either provides 
or is intended to provide a common design for a product or process.” (Emphasis added). Mark A. 
Lemle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 (December, 2002), at 1896.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90, Iss. 6, available at: 
http://scholarship.law.berkeley.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392&context=californialawreview. 
7 品質標準包括了最低性能標準�Minimum Attributes Standard�和產品特性標準�Product 
Characteristic Standard�︽前者指涉產品在量測上與品質上的最低基本要求�例如產品的包裝︾
尺寸︾重量與等級�︽通常與政府的法規︾工業產品的分級代碼有關﹀而後者是用於定義一群
類����������������������������������似的產品︽諸如生產條件的要求便常被用來促成此類����������������������������������標準的產生〈更詳細的探討請參照徐弘
光︽�台灣專利聯盟�Patent Pool�的可行性探討––以國際產業標準的營運模式為例�︽國立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 6月︽頁 6-8〈 
8 所稱互補產品即例如由不同製造商生產的 DVD 影碟與電腦軟體︽互補服務則諸如汽車的維修
或設備的售後服務等︽而共用的網路則像電話通訊網路︾火車網路皆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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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更進一步左右著市場的運作︽許多與產業標準相關的爭議也應運而生︽本

文擬欲研究的焦點議題即屬之〈 

第三款  標準對市場之作用 

以下關於產業標準的探討乃更著重其相容性的特質︽淺析此些標準對市場

產生的種種正面與負面形塑力量〈 

首先︽基於上述標準的目的及功能︽標準化能為市場帶來顯著效益「 

一︾增加流通性︾便利性與品牌替代性  

標準化將使同一產品之規格趨於一致︽消費者無須擔心其所購買之某類����������������������������������產

品會因品牌不同而不相容﹀換言之︽具備相容性與互通性之標準制定將有助於

減少消費者對某一廠牌的過度信賴︽品牌的替代性因此增加〈若再就產品價值

本身來看︽當市場中使用相同產品或與該產品相容之互補產品�complementary 

product�的消費者之間構成一種產品網絡︽該項產品的價值將為之提升︽一旦

核心產品與互補產品彼此相容之介面形成了標準︽消費者的生活即更趨便利9〈 

二︾提升企業經濟效益  

各家業者在無法預期市場要求的情形下︽常常需要同時投入不同的產品研

發資源設計研發規格︽然這些預先投入的生產及資源最後卻可能因為產品不被

市場接受而付諸流水︽進而在產品市場方面︽也可能因為成本增加導致產品價

格上升︽使消費者必須付出更高的費用10〈由此觀之︽標準化其實可以促進產

品生產標準作業程序之建立︽提高機器設備使用效率︽降低勞動成本︾投資成

本與交易成本︽從而提升產品研發水準並擴大生產規模︽改善企業之經濟效益〈 

三︾促進有效競爭 

對於市場競爭效果而言︽標準化除了能淘汰無法依據標準生產產品和提供

服務的業者︽透過規模經濟提升市場競爭的層次︽更可能從以下兩個面向促進

競爭「其一︽當標準制定完成之後︽市場的競爭重心將漸漸從產品競爭轉移至

價格競爭︽因為內容詳盡的產業標準會造成產品的同質性提高︽一旦不同品牌

之同類����������������������������������產品各自難以發揮產品特色︽便可能導致業者以優惠價格或促銷活動吸

引選購︽消費者可以從中獲益﹀其二︽也由於不同品牌之同類����������������������������������產品在標準化後

更難具有自己的特色︽各家業者便可能進一步在相容的產品標準上進行�同中

                                                                                                      
9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 中心�︽同前註 2︽頁 11〈 
10 顏利真︽�標準必要專利之競爭法議題探討––以 FRAND授權案件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
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6月︽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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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異�的變化︽帶動供給端的研發創新〈也因此︽產業標準實有促進市場有效

競爭的效果︽能增加消費者福利並推動整體社會進步〈  

然另一方面︽產業標準也可能對市場帶來相當的負面影響「 

一︾價格聯合之虞 

市場經濟體制中︽價格是生產者與生產者︾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互通資訊

的工具︽屬於調節社會生產和需求的一項重要機制〈惟在標準化之後︽產品製

造之原料和程序會趨於一致︽致使競爭產品間唯一的重要差異即來自於價格︽

雖然有可能在市場上形成價格競爭的局面︽但若在產業工會或協會的主導下︽

也有可能產生�聯合定價�Price-fixing Cartel��﹀如此一來︽價格作為傳遞供

需資訊之功能即有可能喪失︽甚至損及消費者依價格選擇產品之利益11〈 

二︾獨占形成之虞 

如前所述︽產業標準是促進競爭的手段︽但如一體之兩面︽標準化亦有可

能限制競爭市場之效率和自由競爭〈例如︽制定標準可能使部分不符標準但其

存在能夠增加市場活躍性的業者被迫出局︽甚至刻意阻擋一些對標準產品具有

強大競爭威脅之創新產品︽如此一來無異妨礙市場之有效競爭﹀又例如︽透過

廣泛地制定標準︽或是設置一些不必要的技術和原料標準︽則將造成市場進入

與競爭障礙︽進而不當地提高市場新進者之競爭成本12〈此類����������������������������������阻礙創新與限制

競爭的效果即有利形成獨占〈 

綜上︽雖說推動標準化與產品相容性的主要力量來自於市場︽但標準制定

之後也會再回過頭來牽動著市場的發展︽產業標準與市場競爭之間其實存在相

互作用的微妙關係〈在這樣作用的過程中︽首要著重競爭法上的平衡︽亦即致

力促成標準正面效益的發揮而將負面影響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以求達成競爭法

制增進消費者福利的最高宗旨﹀如若不然︽諸多爭議在此動態作用的過程中便

將源源不斷〈 

 

第二項  標準制定組織之基本概念 

第一款  標準制定組織之角色 

                                                                                                      
11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 中心�︽同前註 2︽頁 13〈 
1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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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中為何存在標準制定組織�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 SSO; or 

standar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SDO�」其與標準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此一

疑問與產業標準的成因息息相關〈申言之︽標準的產生主要透過兩種方式︽一

為自然產生︽二為協商設置而來〈前者的形成仰賴市場上消費者漸漸養成的消

費習慣︽亦即當市場上採用某一技術之人達關鍵多數時︽該技術對於其所存在

的產業便會有相當的支配力量︽故認定該技術為產業標準13︽經由此種方式產

生者為事實標準�de facto standard�︽如鐵路與電腦鍵盤即屬之﹀而不同於事

實標準的制定者為市場本身︽後者則是由正式組織制定並推動的︽因此稱為法

定標準�de jure standard�〈 

又︽依據制定主體的不同︽法定標準可分為強制性法定標準與協定性�或

�自願性��法定標準〈顧名思義︽強制性法定標準係由政府或其他具有權威

性的組織來主導︽通常具有強制的拘束力︽諸如官方單位因應環保法規或飛航

安全����������������������������������而制定的一些標準規範即是〈至於協定性法定標準則是由各方成員集結為

制定組織︽並藉由不斷累積的制定標準經驗︽在一定共識下將各方共同接受的

發明或技術發展成產業標準︽例如先前提及的 HTML標準便是由全����������������������������������球資訊網協

會�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W3C�制定而來︽此類����������������������������������標準制定的平台即為

所稱�標準制定組織�〈值得注意的是︽世界貿易組織�貿易技術的壁壘協定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將強制性�mandatory�法定標準稱為�技術法規�technical regulation��︽因

而標準一詞通常不在指涉此類����������������������������������法定標準14︽也非屬本文探討重點︽故下文仍圍

繞標準制定組織之於協定性法定標準的關係15〈 

第二款  標準制定組織與競爭法 

協定性法定標準由標準制定組織運作而來且主要著眼於產品︾技術的相容

性︽深刻影響廣大利用人與消費者的權益︽而標準制定組織便是以調和各方利

益︾發展並頒布標準為其主要職掌︽且後續仍從事標準的修改或解釋等維持標

準的工作〈加之︽縱使該些標準沒有法規或政府的強制力來命令業者依循︽然

                                                                                                      
13 徐弘光︽同前註 5︽頁 15〈 
14 范曉玲︽�獨占與兼容「產業標準與專利池之反壟斷審查——從飛利浦案所涉聯合行為談
起�︽萬國法律雜誌第 145期︽2006年 2月︽頁 48〈 
15 誠然︽協定性產業標準是經組織制定之後提供給大眾︾管理者或產業進行利用︽但嗣後若該
項標準獲得極為廣泛地採納並取得市場主導地位︽則它也可能成為產業內廣為接受的事實標準︽
於此一併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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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到市場力量︽有關業者大多仍會按照所制定的標準生產產品或提供服務︽

由此看來︽標準制定組織的重要性實不容忽視〈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於標準制定組織如此的職能︽它往往容易成為競爭

法關切的對象〈 

詳言之︽目前全����������������������������������世界存在著上百個標準制定組織︽除了前文已經提及的

ISO︾W3C之外︽其他著名的國際性標準制定組織還包括 IEC16︾ITU17︾

ETSI18︾IEEE19︾NIST20︾JEDEC21等等︽這些標準制定組織的內部構成依規模

大小與運作模式而不盡相同︽但其基本架構大致可包含成員大會︾管理單位及

技術單位﹀所謂管理單位負責組織日常工作的正常運轉︽而技術單位和成員大

會則更與產業標準的制定息息相關〈其中技術單位通常由組織聘任的技術專家

與成員代表所組成︽主要是對標準體系的技術問題進行全����������������������������������面的督����������������������������������導工作︽例如

就提案的技術進行分析︾定義︽或是提出標準草案以交由成員大會表決﹀至於

成員大會主要的權限便是對組織之重要事項與管理決策進行表決︽尤其是關於

產業標準的通過22〈由此可知︽標準制定組織發展產業標準的過程勢必會有多

數具水平關係的業者參與其中︽且最後制定出的標準能為市場帶來顯著的作用

力︽也因此︽這種共同行為的特質與影響市場的效果便不免使其落入競爭法密

切觀察的範圍〈 

然而︽畢竟�沒有標準化就沒有現代經濟�23︽在一般的情況下︽制定產

業標準能夠產生的促進競爭的效益會大於限制市場競爭的危險︽標準制定組織

又是為了確保產業標準制定之效率︾促使參與標準制定之成員提供先進技術並

擔任共同擬定產業標準之協商與溝通平台的角色而存在︽是以競爭法的主管機

關或執法單位通常會給予標準制定組織較高的接受度︽對於相關標準制定的活

動加以容忍︽以求最終能促進消費者的權益〈此一態度觀諸美國聯邦貿易委員

                                                                                                      
16 國際電工委員會�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IEC� 
17 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18 歐洲電信標準協會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ETSI� 
19 美國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 
20 美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 
21 電子元件工程聯合會議�Joint Electron Device Engineering Council, JEDEC� 
22 陳貞妤︽�技術標準制定與相關專利實施之競爭法問題探討�︽國立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
所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1月︽第二章︽頁 10〈 
23  “Without standardization there wouldn’t be a modern economy.” James Surowiecki, Turn of the 
Century (January 2002), WIRED: http://archive.wired.com/wired/archive/10.01/standards.html (last 
visited: April 2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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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與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於

2007年共同發布的�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報告即可得知︽該份報告中明白指

出︽�透過對於產業標準的合意︽業者將能避免導因於標準戰爭的許多成本與

遲延︽從而實質在供給端與消費端降低交易成本�︽因此標準制定組織及其制

定標準的行為並不當然違反競爭法的有關規範24〈  

但想當然爾︽之所以認為具有特定產業關係的多數業者投入標準制定的行

為為競爭法所允許︽其前提是預設標準制定以發揮促進競爭效益的方式進行︽

從而此一過程必須有一定的安全����������������������������������措施來防止標準制定因業者抑制競爭的經濟利

益而有所偏頗︽否則︽當一家業者藉機從事排他行為︽將可能破壞標準制定的

過程進而在市場上取得壟斷力量︽如此一來標準制定之於促進競爭的效益便無

法被完全����������������������������������實現︽是以從美國競爭法執法機關的立場來看︽此時論理法則�Rule 

of reason�即有其必要25〈 

 

第三項  通訊標準與標準制定組織 

第一款  通訊產業與標準的密切關係 

許許多多的標準推動著整體社會的進步︽從而在各個領域造就了產業經濟

的榮景︽其中︽無線通訊可謂是當代發展最為蓬勃的產業類����������������������������������別之一︽近年來關

於 3G︾4G等各種通訊技術尤其是以驚人速度不斷地推陳出新︽帶領產業的擴

張︽此一現象正是與標準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標準化乃針對產業中的一些特定技術給予標準規格的過程︽之於資訊及通

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更是扮演了極其重要

的角色︽這不僅是因為此一領域的發展相對新穎︽主要的原因還在於互操作性

的要求以及網絡經濟的效應於此具有關鍵影響﹀簡言之︽來自於消費端對產品

或服務強烈的互通和相容的需求︽促成各項標準猶如雨後春筍般地形成︽也形

成產業中高度依賴組織制定標準的狀況〈正如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

                                                                                                      
24 U.S. Dep't of Justice & Fed. Trade Comm'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2007), Chapter 2.  
2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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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最新的報告所顯示︽ICT屬於現今最

為活躍的商業市場之一︽且是標準發展最為積極的領域26〈 

尤其︽電腦與智慧型手機相關的各種產品及服務漸漸構成人們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網路與行動通訊歷經各自發展的過程但卻在過去的五年內快速

整合︽至今絕大多數存取網路的裝置皆會使用到無線通訊技術︽包括筆電︾平

板︾智慧型手機和電視在內的產品都訴求越來越高的相容程度︽畢竟本質上該

些產品的目標就是要突破時間︾空間等藩籬︽追求資訊流通以及人與人間相互

溝通的便利性︽而此一特質恰恰是投入標準化的最大動力︽因此也成為標準制

定組織著墨甚深的重點產業〈  

第二款  通訊技術與產業概況 

於是︽諸如網路應用相關的無線通訊標準呈高速發展︽由此類����������������������������������標準制定過

程衍生而來的爭議也在近年來陸續浮現︽本文擬欲探討的主題亦屬之〈 

有關行動技術的發展脈絡其實可從 1980年代談起︽除了第一代行動通訊標

準�the 1st Generation, 1G�之外︽目前行動通訊標準歷經三代的演進︽第二代

行動通訊標準�2G�主要著重在語音傳輸︽例如廣為熟知的 GSM�Global 

System for Global communications�以及基於 CDMA�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技術所發展出的 CDMA One系統〈第三代行動通訊標準�3G�則著重

在數據傳輸︽世界上主要有三大行動通訊協定︽分別為美國的 CDMA2000技術
27︾中國大陸的TTDD--SSCCDDMMAA28與歐日的WCDMA/UMTS29〈而在過渡到第四代行

動通訊標準�4G�之前還有 3.5G︽基本上指涉 HSDPA�High Speed Downlink 

Packet Access�〈至於 4G如常見的 LTE-A�Long Term Evolution Advanced�

即是︽著重在影音傳輸30〈 

                                                                                                      
26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Patent Challenges for Standard-Sett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Lessons 
from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t 25.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3. 
27 美國的 CDMA2000技術由 Qualcomm所提出︽Motorola和 Samsung皆是參與者〈 
28 TD-SCDMA�Time Division - Synchronous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技術是由中國大陸
自行制定︽但由於其龐大市場︽已有電信商如 Ericsson和 Nokia支持〈 
29 WCDMA/UMTS�Wide band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技術主要由日本的 NTT DoCoMo開發︽其為 GSM系統的核心網
路的延伸︽電信商如 Ericsson和 Nokia也是其支持者者〈  
30 4G技術主要是對傳輸速率的要求︽亦即對於固定式或是低速移動的用戶必須提供 1G bits/s的
傳輸速率︽對於高速移動的用戶則必須提供 100M bits/s的傳輸速率﹀其他的技術進展還在於提
升尖峰資料處理率︾提供更好的頻譜靈活性以及縮減等待時間與提升通訊量〈以上發展脈絡整
理自馮震宇︽�從美國專利發明法變革探討對未來專利訴訟之影響�2/3��︽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2014年 5月︽頁 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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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此一領域處於 3G至 4G的過渡階段︽4G技術已臻成熟︽相關發展也

在終端市場熱烈展開〈而另一方面︽不同於 3G︾4G以傳輸距離見長︽Wi-Fi這

項由Wi-Fi聯盟�Wireless Fidelity Alliance�註冊商標的無線網路技術則講求傳

輸速度︽與藍牙�Bluetooth�技術同屬於短距離無線技術〈Wi-Fi技術是由無線

存取點和無線網卡組成的無線網路︽其突出的優勢主要有以下三項「第一︽無

線電波的覆蓋範圍廣﹀第二︽傳輸速度快﹀第三︽業者進入領域的門檻較低︽

因為他們無須耗費大量資金進行網路佈置︽從而節省了成本〈 

也因此︽Wi-Fi可作為前述行動通訊技術的補充︽詳言之︽一方面︽使用

Wi-Fi技術的通訊終端產品已經進入市場︽這對行動通訊有部分的替代作用︽

另一方面︽隨著行動通訊技術的發展︽設有存取點的Wi-Fi公共應用也可能被

行動通訊系統部分取代︽是以Wi-Fi技術與行動通訊技術之間存在些許競爭﹀

但總的來說︽兩者其實有著共存的關係︽因為一些特殊場合的高速數據傳輸必

須藉助於Wi-Fi︽且有時候使用Wi-Fi也是較為經濟的作法31〈 

第三款  重要標準制定組織及其通訊標準 

上述這些通訊相關的技術有許多皆是立基於特定的產業標準︽舉例而言︽

屬於 4G的 LTE-A 是由 3GPP32標準化而來︽作為主要的 LTE增強標準︽且滿

足 ITU關於 IMT-Advanced的要求﹀而Wi-Fi技術則是建立於 IEEE的 802.11

標準︽甚至已經被認為是 802.11標準的同義術語〈顯見此一產業中各種技術的

發展確與標準制定環環相扣︽以下乃針對本文後續案例分析將觸及的組織及標

準予以重點介紹「 

一︾IEEE-SA 

IEEE-SA�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Standards 

Association︽有譯為�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標準協會��由個人以及公司

會員參與其中︽為跨國專業學會 IEEE之下的組織︽長期投入多種技術種類����������������������������������的

標準推行︽例如︽採用 IEEE關於Wi-Fi與藍牙產業標準的幾種裝置就構成電腦

                                                                                                      
31 張春飛︽�Wi-Fi 技術的原理及未來發展趨勢�︽數字社區與智能家居︽2008 年 11 期︽頁 4〈 
32 3GPP係指第三代合作夥伴計劃�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是一個成立於 1998年
12月的標準化機構︽建立在合作夥伴的架構下︽集結全����������������������������������球標準組織的力量︽共同致力於行動通
訊標準的制定︽目前其成員包括歐洲的 ETSI︾日本的 ARIB和 TTC︾中國的 CCSA︾韓國的
TTA和北美洲的 ATIS〈詳細資訊請參見其官方網站︽http://www.3gpp.org/�最後瀏覽日「2014
年 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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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智慧型手機中相當關鍵的零組件33〈也因此︽有鑑於區域網路和都會網路的

蓬勃發展︽現今執掌 IEEE 802一系列標準的工作群組�Working Groups�可謂

是協會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尤其像先前提及的Wi-Fi技術︽它的第一個版本

於 1997年發表︽之後隨著技術演進︽802.11的工作群組陸續又頒布了許多補充

的標準︽致使迄今Wi-Fi已經累積了五代34〈 

二︾ITU-T 

國際電信聯盟之下的 ITU-T�The ITU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Sector︽又譯為�國際電信聯盟電信標準化部門��專門制定遠端通訊的相關國

際標準︽是另一個以通訊為基礎的產業標準的重要來源﹀作為聯合國在資訊及

通訊科技�ICT�領域中的專門機構︽ITU-T目前擁有 193個國家以及超過 700

個私部門組織和學術機構參與其中〈就現階段而言︽ITU-T最重要的標準——

�建議書�Recommendations��——之一即為有關影音壓縮的 H.264產業標準
35︽它涉及先進編碼技術�Advanced video coding for generic audiovisual 

services�︽是一種被廣泛使用的高精度視訊的錄製︾壓縮和發行格式〈 

 

 

  

                                                                                                      
33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supra note 26, at 26. 
34 第一代至第五代分別為 802.11︾802.11b︾802.11g/a︾802.11n以及 802.11ac〈 
35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supra note 26, at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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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標準必要專利之意義與必要性  

 

承上所述︽資訊及通訊領域涉及的標準通常環繞產品兼容之需求而來︽亦

即消費者與供給者為了避免產品不相容之轉換成本︽網絡效應應運而生︽使得

消費大眾及生產廠商均傾向於接受能確保相容性之特定標準︽此時標準制定組

織的角色便至為關鍵︽尤其針對通訊相關的技術更是如此〈然而︽觀諸近來頻

傳的糾紛和訴訟案件︽便會發現在制定標準的過程中爭議其實是源源不斷地產

生︽而其箇中緣由往往與智慧財產權脫不了關係︽標準制定於是成了競爭法與

智慧財產權法交會的場域〈職是︽本節乃先從標準制定與智慧財產權的互動出

發︽進行有關議題的探討〈 

 

第一項  專利之於標準制定之意義 

第一款  產業標準與專利的互動關係 

�在現今的產業環境下︽要發展一套具備合理效用的視聽編碼標準幾乎不

可能沒有專利�﹀此一陳述其實並不專指視聽編碼︽而是可以適用到許多其他

的技術類����������������������������������別︽特別是通訊領域36〈也因此︽若將相應而來的產品或服務比作一

道道佳餚︽則一如食材之於食譜的關係︽食譜的利用人在著手烹調前必先備妥

指定食材︽然後按部就班地依照食譜所述進行食材的運用﹀同理︽當業者意欲

循著特定產業標準製造產品或提供服務時︽他們便往往會運用到相關的專利技

術︽從而必須先行取得專利權人的授權︽這也就意味著︽標準制定組織對於產

業標準的發展除了隱含前述競爭法上的問題︽更因為一些排他技術的參與而觸

及智慧財產權法的範疇︽進一步引發廣大業者︾專利權人以及標準制定組織之

間的種種爭議〈 

申言之︽如今的產業環境競爭極為激烈︽導致業者紛紛對於新技術︾新產

品的研發進行鉅額投資︽並將這些研發成果透過智慧財產權法所賦予的力量占

為己有︽使業者能夠經由一定期間內的排他權限來嘗試回收其投資﹀而另一方

面︽有鑑於產業標準的發展常常是要去預測技術前景︾引導產業走向︽而非單

純地跟隨舊有技術︽因此這種前瞻性的特質也使得產業標準所需的較佳技術屬

                                                                                                      
36 Esteban Burrone, Standa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s) and Standards-setting Process,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http://www.wipo.int/sme/en/documents/ip_standards_fulltext.html (last visited: February 28,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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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私有技術的情況並不罕見︽隨著所涉複雜度的增加︽標準制定的過程於是牽

扯進諸多由智慧財產權法所保護的權利︽其中專利權尤為大宗〈 

專利權可謂為國家賦予之一種壟斷力量︽允許專利權人在一定期間內將特

定技術私有化為其專屬權︽合法排除他人實施之權能﹀而產業標準︽不同於專

利排他的性質︽則是在追求所定技術規格的廣泛採行︽首重標準普及〈乍看之

下︽產業標準與專利之間似乎就此呈現矛盾或衝突的緊張局面」其實不然〈 

專利與產業標準並不全����������������������������������然存在互斥的關係︽而是有其重疊之處︽亦即指向

共同的政策目標〈詳言之︽專利排他權背後的目的乃是希望獎勵發明以求鼓勵

人類����������������������������������社會之科技創造︽進而帶動產業進步並嘉惠公眾︽此並無異於推動產業標

準所欲達成的最高宗旨︽兩者皆能鼓勵研發投資︾揭露技術資訊︽且有益於科

技技術的散布〈因此進一步來看︽在同樣的政策指針之下︽標準化實際上更可

謂是專利權人實現收益的一種專利運用的過程〈 

第二款  標準制定的關鍵過程  

具體觀之︽對於專利權人而言︽將所持有的專利納入產業標準是希望藉由

相對非競爭的作法來追求使用上的規模性︽乃是在專利排他特質之外逆向的價

值發展︽亦即用原本的獨占換取伴隨標準化而來的廣泛採用︽其商業策略是在

不把競爭者排擠出市場的情形下攫取利益〈如前段所述︽產業標準的發展有賴

專利技術的投入︽既然權利人又可透過較為另類����������������������������������的商業策略實現專利權為其帶

來的利益︽標準化看來不失為一次尋求雙贏的契機〈 

也因此︽專利權人的這種商業策略要能奏效必須從標準制定之初即開始佈

局︽也就是積極參與發展產業標準的活動〈產業標準一般情形下是由標準制定

組織的技術委員會�technical committee�研討與修正而來︽其成員反映了消費

者或使用者利益︽並包含相關技術領域的專家﹀雖然各個標準制定組織依其結

構不同而在運作上有所差異︽但標準產生的過程仍可大略歸結為下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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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標準制定程序* 

* 本論文自行整理 

 

如上圖所示︽標準制定程序係由一定數量的成員背書提出的提議來啟動︽

標準制定組織會定義一些要件�Terms of Reference�以確立成員參與標準制定

的指導原則〈接著︽技術委員會成立︽著手擬定標準規格的草案�draft 

specification�︽也就是說︽儘管標準制定組織中較高的決議機關�如�大會��

仍需投票決定是否接受該項標準︽然實際上有關技術採納的過程通常都發生在

技術委員會的階段︽包括是否納入專利技術的決定亦是如此﹀即使在例外的情

況下︽關於標準的重要設計會被提交至較高的層級進行決議︽但決議後的細節

性事項仍然回歸由技術委員會處理︽由於技術委員會是在具體定義產業標準︽

因此將會討論到標準確切採用的技術組成37〈而在技術委員會成立之時︽組織

成員可透過代表人的委派來加入技術委員會38﹀於委員會持續討論的過程中︽

該些參與者便會提議各式各樣的技術或解決方案︽試圖草擬出達到上述要件的

標準︽此時就極有可能在許多專利技術之間進行折衝與權衡︽復基於共識決或

投票表決的方式︽委員會將會決定是否把這些提議出來的技術納入標準〈最後

再交由標準制定組織中更高的決議機關正式通過該項標準39〈 

                                                                                                      
37 Rudi Bekkers, René Bongard and Alessandro Nuvolari,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Determinants of 
Essential Patent Claims in Compatibility Standards (July 30, 2011), at 1003. Research Policy, Vol. 40.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1898873 
38 技術委員會的組成方式隨各標準制定組織而有不同︽其成員資格可能是開放的或封閉的︽且
常須為應邀加入〈See Esteban Burrone, supra note 36. 
39 技術委員會完成標準規格草案的擬定後︽尚須經過一定的程序始能謂標準制定的過程正式告
一段落﹀以 ISO為例︽技術委員會的該份草案會被提予組織中的所有國家成員以為評論︽若達
成共識︽再送交組織的所有成員︽最後︽如果成員表決同意了該份草案︽它便會成為組織正式
通過的國際標準〈See ISO, How does ISO develop standards? 
http://www.iso.org/iso/home/standards_development.htm (last visited: March 2, 2014) 

初始提案 
技術委員會	 

擬定標準規格草案 
標準制定組織	 

宣布標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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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考量到產業標準牽涉專利權人︾利用人以及廣大的消費族群︽

整個標準制定的過程即試圖透過共同協商來調和各方利益︽而其間交涉尤其發

生於技術委員會草擬標準的階段〈於是︽專利之於標準研擬乃一如獨家材料︾

獨家步驟之於食譜的撰稿︽一方面︽它們能對最終的桌上佳餚有所貢獻︽因而

可能被納為食譜的一部份︽另一方面︽獨家材料或步驟的擁有者也可能是希望

藉由食譜的廣泛流傳強勢爭取規模經濟的效益︽而這些都還有賴食譜撰稿階段

的積極參與﹀換句話說︽技術採納的過程讓權利人有機會將其專利置入標準︽

技術委員會則儘可能在迎合各方參與者利益的情況下折衝出初步的結論〈 

 

第二項  專利必要性 

第一款  必要性定義 

不論是標準制定組織發展標準的目的︽抑或專利權人透過標準化進行專利

運用的商業策略︽它們都建立在標準得以在產業中廣泛實行的基礎上〈然而︽

一旦制定過程間所提的諸多專利技術確實被納入標準︽標準利用人便須進一步

取得相關授權方可循標準規格製造產品或提供服務︽這不但意味著交易成本的

增加︽更可能導致其他複雜的授權紛爭︽諸如是否授權︾授權方式和授權金額

等等︽凡此皆提高了產業標準無法普及的風險〈正因如此︽許多標準制定組織

其實都不鼓勵私有技術或專利技術於產業標準的使用︽只在例外考慮到技術原

因等情況下才予以支持︽換言之︽著眼於前述標準與專利之間的特殊關係︽專

利之於產業標準的應用應有其限制或有其最適性判斷︽若非必要則宜儘量排除

於產業標準的範疇〈 

仍以食譜的撰稿為喻︽若獨家材料或步驟使佳餚的烹調成為可能︽則其應

被寫入食譜之中﹀相反地︽若它們之於佳餚只是發揮錦上添花的作用︽那寫入

食譜便非屬必要了〈然問題在於︽究竟應如何判斷特定食材是否非屬必要」亦

即︽哪����������������������������������些專利並非利用人實施標準時必然會利用到的技術」又或者︽何謂標準

�必要�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概略而言︽標準必要專利是指基於某一產業標準進行產品製造或服務提供

時不可或缺的專利〈有鑑於所謂的標準必要實為發展標準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

議題︽各個標準制定組織的章程或指導準則乃試圖予以規範︽惟不同組織對於

智慧財產權或專利的必要性�essentiality�仍有著不盡相同的定義〈以前揭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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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中幾個主要的國際性標準制定組織為例︽部分組織概略式地針對必要性給

予描述︽如 ITU即是︽該組織在其準則中簡單提及�必要專利是指實施特定標

準建議書時必需的專利�40〈 

但也有一些標準制定組織規定了較為細緻的判準〈ETSI關於智慧財產權的

政策即有明文「�對於智慧財產權而言︽�必要�係指基於技術原因�而非商

業原因�︽並充分考慮通常技術手段以及標準化之時一般可得的技術水平︽標

準利用人仍不可能在不侵權的情況下去製造︾販賣︾租賃︾處置︾修繕︾使用

或運作採用標準的設備或方法〈�除此之外︽為了避免產生疑慮︽ETSI也強調

�在標準僅能透過技術解決方案加以實施︽而該些技術解決方案皆屬智慧財產

權侵權的例外情況下︽該些智慧財產權皆應被認為�必要��〈是以簡言之︽

�必要的智慧財產權�即為已經被納入標準︽且無法在不利用該項智慧財產權

的情形下實施標準的智慧財產權︽從而避免因實施標準觸犯智慧財產權法的唯

一方式便是向權利人尋求授權41〈 

IEEE也指出︽�必要專利請求項�Essential Patent Claim��應是�IEEE

標準通過之時︽在缺少商業上或技術上可行而不侵權的替代方式的情境下︽欲

實行 IEEE標準基準條款的強制或任意部分必須使用到的專利請求項�︽而且

�必要專利請求項並不包括僅對可實現性技術�Enabling Technology�係屬必

要的請求項︽也不包括非屬上述必要專利請求項但同列於一份專利的其他請求

項�42〈 

                                                                                                      
40 “…Essential patents are patents that would be required to implement a specific Recommendation | 
Deliverable.” See ITU, 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on Patent Policy for ITU-T/ITU-
R/ISO/IEC (23/04/2012), Part I-2, at 2, available at: http://www.itu.int/dms_pub/itu-
t/oth/04/04/T04040000010003PDFE.pdf. 
41 “ESSENTIAL as applied to IPR means that it is not possible on technical (but not commercial) 
grounds, taking into account normal technical practice and the state of the art generally available at the 
time of standardization, to make, sell, lease, otherwise dispose of, repair, use or operate EQUIPMENT 
or METHODS which comply with a STANDARD without infringing that IPR.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in exceptional cases where a STANDARD can only be implemented by technical solutions, all of 
which are infringements of IPRs, all such IPRs shall be considered ESSENTIAL”. See ETSI, Annex 6: 
ETSI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olicy, ETSI Rules of Procedure (20 March 2013), Clause 15.6, at 41, 
available at: http://www.etsi.org/images/files/IPR/etsi-ipr-policy.pdf. 
42 “Essential Patent Claim shall mean any Patent Claim the use of which was necessary to create a 
compliant implementation of either mandatory or optional portions of the normative clauses of the 
[Proposed] IEEE Standard when, at the time of the [Proposed] IEEE Standard's approval, there was no 
commercially and technically feasible non-infringing alternative. An Essential Patent Claim does not 
include any Patent Claim that was essential only for Enabling Technology or any claim other than that 
set forth above even if contained in the same patent as the Essential Patent Claim.” “Patent Claim(s) 
shall mean one or more claims in issued patent(s) or pending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Enabling 
Technology shall mean any technology that may be necessary to make or use any product or p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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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必要性之爭 

綜上可知︽如果一項專利對於產業標準最終所定義的介面來說相當基礎︽

導致要設計任何符合該些介面的產品或服務皆不可避免地會侵犯到該項專利︽

則可謂該項專利屬於標準必要專利〈但須注意的是︽標準制定組織之間對於

�替代方式的缺乏�存有不同見解︽亦即︽當有其他替代方式可用以設計符合

產業標準的產品或服務︽然替代方式在實施上卻較為昂貴︽此時該項專利對標

準而言是否仍具必要性」尤其︽若所謂的替代方式將招致鉅額成本︽使得運用

該項專利某程度上已經成為商業上唯一可行的方式︽則又如何」 

有些標準制定組織明文排除商業因素的考量︽前述的 ETSI即為一例︽但

IEEE與 VITA�VMEBus International Trade Association�卻也的確將商業上的

不可行納入標準必要專利的判斷﹀然而更多時候︽各大標準制定組織的相關規

範並沒有對此爭議明白表態︽其原因可能在於商業因素的考量常涉及主觀43〈

有鑑於目前各個重要的標準制定組織對於此一爭議仍缺乏共識︽在個案上仍應

按照所涉標準制定組織的規範進行專利必要性的判斷﹀而若標準制定組織並無

明確的規範︽從資訊及通訊科技領域的特質來看︽考慮到網絡效應的重要性顯

著︽商業上的因素或許不失為可加以著墨的判準〈 

由此看來︽是否為標準必要專利的一大關鍵在於專利的技術價值︽而這又

與其技術效果的貢獻︾成本上的效率等因素息息相關〈尤其︽論者也有指出︽

在實際的判斷上被引證數的分析將有助於釐清必要性之有無︽亦即從前引證

�Forward Citation�的數量來尋找高影響力︾高重要性之專利︽被引用次數越

多表示該專利越有可能涵蓋實行相關產業標準時不可迴避的技術44〈 

然而︽除了技術價值此一內在成因︽外部作用力也是不容忽略的環節︽而

這就會涉及到專利權人的策略行為〈詳言之︽將專利或專利申請案所涵蓋的技

術投入標準制定︽不但可透過規模性帶來顯著收益︽更可作為有利籌碼而為專

利權人創造交互授權的機會︽甚至後續利用該些標準必要專利建立取得其他專

                                                                                                                                                                                                                                                                                                    
thereof that complies with the [Proposed] IEEE Standard but is neither explicitly required by nor 
expressly set forth in the [Proposed] IEEE Standard (e.g.,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compiler technology, object-oriented technology, basic operating system technology, and the like).” 
See IEEE, IEEE-SA Standards Board Bylaws (2013), Clause 6.1, at 15, available at: 
http://standards.ieee.org/develop/policies/bylaws/sb_bylaws.pdf.  
43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supra note 26, at 38-39. 
44 Rudi Bekkers, René Bongard and Alessandro Nuvolari, supra note 37, at 1002-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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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管道︽形成更大的專利組合或協助進行未來專利技術之研發︽從而鞏固市

場地位︾強化市場力量45〈正因如此︽專利權人容易有充分誘因參與標準制定

的過程︽也就是加入標準制定組織的技術委員會︽提出所持有的該些由專利或

專利申請案保護的技術並稱其為標準所必要︽以供技術委員會將之納為標準技

術規格﹀於是︽標準必要專利也可說是專利權人積極參與標準制定之結果︽因

為積極參與伴隨而來的策略機會能夠提供專利權人進行策略性操作的空間︽將

其專利儘可能以�必要�的身份埋入標準〈 

也因此︽假若以上關於商業利益的預期係屬正確︽標準必要專利無異為極

其強大的資產︽本足以誘使專利權人爭相貢獻其技術︽若再加上專利必要性在

實際判斷上的困難︽以及嗣後他人挑戰必要性的時間與成本︽便可能使得專利

權人在知悉專利非屬必要的情形下仍稱其為必要︽從而與標準制定組織希望適

度限制專利運用的立場有所衝突〈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此處的癥結點也在於︽

標準制定組織大多不會介入專利必要性的判斷︽即使有著上述定義性的規範︽

但整個標準制定程序中可能涉及的專利技術極為龐雜︽考慮到辨別必要性具備

與否所需之人力︾物力成本以及制定時程上的效率︽針對是否�必要�進行判

斷其實有著根本困難︽更何況標準制定本屬於長時間動態發展的過程︽所謂標

準必要專利乃是對於最終通過的產業標準而言係屬必要︽過程中反覆的協商︾

折衝︾修改大大降低了檢視專利必要性的可行度︽尤其當專利申請與標準制定

同時並進的情形將更為複雜〈於是︽除了給予基本的定義︽標準制定組織原則

上不會負責審查或過濾產業標準中的�必要�專利︽這也後續衍生出實務上紛

紛擾擾的爭議︽包括了多起訴訟案件︽詳如後述〈 

  

                                                                                                      
45 Id., at 1003-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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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標準制定組織之智財權政策  

 

標準制定組織致力於發展符合特定領域技術目標的產業標準︽而其成員也

持續申請相關專利︽希望將之埋入標準成為必要專利︽藉著�非用不可�的性

質創造利潤︽也就是使標準的利用人無法在迴避專利技術的情形下實施該項標

準〈但專利畢竟屬於排他之權利︽如此一來︽產業標準充分普及的目的將難以

達成︽重行設計標準也會導致額外的成本與時間拖延︽因此標準制定組織乃於

智財權政策�IP Policy�中為相應的規範︽要求專利權人揭露標準必要專利及

相關專利資訊︽並承諾未來將以 F/ARND等條款進行授權〈  

 

第一項  智財權政策之基本概念 

第一款  智財權政策的產生「為何需要智財權政策」 

一般而言︽產業標準發展之初︽標準制定組織及有關的產業參與者會先決

定這個即將產生的新標準將是�開放型�︾�封閉型�或�混合型�的標準〈

在開放型標準的架構之下︽標準制定組織要求所有持有標準相關智慧財產權的

成員放棄其權益主張︽從而標準將使任何人得據以實施︽無須因標準中涉及的

專利而向權利人支付授權費用或權利金︽諸如W3C發展的網路平台標準即為

適例﹀相對地︽制定封閉型標準的組織則不會要求成員放棄其智慧財產權的相

關利益︽專利權人可以拒絕他人運用己有專利︽其他採用該封閉型標準的業者

無法自由實施標準中必要之技術︽於是︽這些標準必要專利將能積極賦予專利

權人相當程度的市場力量46〈 

然而︽不論開放型或封閉型標準皆有其制度設計的盲點〈前者雖因實施上

的無阻而有利於標準在產業中的推廣︽但從權利人的角度來看︽卻也可能降低

將專利投入標準發展的誘因︽致使最適或最佳的私有技術無法被納入標準﹀而

後者縱使強化了專利權人的利益保障︽隨之而來技術鎖定的套牢效果無疑可能

讓利用人裹足不前︽不利標準的廣泛採行〈也因此︽既然兩者最終都將形成阻

礙產業進步的局面︽目前許多標準制定組織便採取了混合式作法︽以調和開放

                                                                                                      
46 Thomas H. Chia, Fighting the Smartphone Patent War with RAND-Encumbered Patents (July 21, 
2012), at 211-212.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Volume 27, Annual Review, available at: 
http://btlj.org/data/articles/27_AR/209-240_Chia_Final_071012_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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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標準與封閉型標準各自可能產生的弊端﹀換句話說︽他們會允許成員保留一

定的智財權權限︽但同時採取一些措施來防止權利人濫用其市場力量47〈 

此種制度設計上的調和即有賴標準制定組織之智財權政策〈簡言之︽既然

由專利權等智慧財產權衍生而來的誘因為標準發展過程中不容忽視的要素︽標

準制定便應致力彌平專利權人與標準利用人之間的潛在衝突﹀如若不然︽眾多

業者可能在備妥採行標準之際突然遭受權利人的突襲︽以專利權主張增加其運

用標準的成本︽或甚至透過拒絕授權或漫天開價的手段進行杯葛︽使標準的採

納成為不可能︽從而專利權人便可以成為實行該項標準的少數業者〈因此︽為

避免上述利益衝突影響標準普及︽並省卻標準制定組織因而重行設計標準以求

迴避的困難︽較為便捷︾可行的方法便是透過智財權政策明文一套供各方遵循

的遊戲規則︽在權利持有方與標準利用方之間尋找最適的平衡點〈 

第二款  智財權政策的內容「揭露義務與授權義務 

智財權政策在專利與標準的矛盾關係之下應運而生︽成為標準制定組織參

與契約的一部份︽以私法規範之角色48試行利益調和︽其結果衍生出標準制定

過程中兩項關鍵的義務︽即專利之揭露與授權︽分述如下〈 

一︾揭露義務 

揭露義務乃是在要求標準制定組織之參與者對組織及其他成員揭露標準制

定相關的專利資訊︽其主要用意在於防免專利埋伏�patent ambush�可能造成

的問題〈申言之︽若專利持有人實際上是標準的參與者︽但在標準制定過程中

未披露所持有之專利技術將為標準採用之事實︽而待標準成立且業者紛紛採取

標準規格後始主張其權利︽即構成所謂的專利埋伏﹀在此種情境中︽考慮到業

者改採其他技術或不採取該標準的轉換成本︽以及他們試圖以訴訟抵抗權利金

要求的成本︽該權利人將得以向實行標準的業者索取較一般競爭態勢下更為高

額的權利金︽且上述兩種成本越鉅︽其權利金要價也能隨之拉高49〈 

於是︽著眼於標準的正常運作與推行︽並避免產業中競爭秩序遭到破壞︽

絕大部分的標準制定組織均在智財權政策中設有揭露義務︽要求參與者在制定

                                                                                                      
47 Mark A. Lemley, supra note 6, at 1963. 
48 李素華︽�專利權行使與公平交易法——以近用技術標準之關鍵專利為中心�︽公平交易季
刊︽第 16 卷第 2 期︽2008年 4月︽頁 94/185-121〈 
49 Brian Dean Abramson, The Patent Ambush: Misuse or Caveat Emptor? (February 1, 2011), at 78-84. 
IDEA: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Review, Volume 51 –– Number 1, available at:  
http://law.unh.edu/assets/images/uploads/publications/idea-vol51-no1-abrams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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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的過程中必須及時︾主動地揭露可能涵蓋於預期標準之專利資訊︽其範圍

甚至可及於尚在申請中的專利案﹀並且︽為處理過程中可能涉及的龐雜技術︽

制定組織往往也會發展出一套制度化的完整流程︽明白規範參與者進行揭露之

方式�如書面文件等�〈藉由及時有效的揭露制度︽將可確保其他成員在選擇

該私有技術作為標準時已作好取得專利權人授權之協商準備50︽或是使其他成

員能夠再行斟酌是否將之納入標準︽抑或迴避並尋找替代技術︽積極影響技術

採納的結果〈 

另外︽對標準制定組織而言︽由於專利技術進入標準雖不被鼓勵卻難以避

免︽故揭露義務也可謂是由此而來的配套措施﹀亦即容許標準採納一定程度之

專利技術︽並搭配揭露義務等政策要求︽將必要性之模糊以另一種形式尋求解

決︽期能化解標準需求與權利行使間的尷尬51〈 

二︾授權義務 

然而單單僅有揭露義務仍不足以完善處理前述問題︽因為揭露行為本身只

是避免專利技術在大多數參與者無意識的情況下被納入標準︽後續尚須透過其

他配套規範才可能有效促使標準普及52〈更何況︽若是申請中專利未達公開之

程度︽一般而言外界本無從得知︽此時為了避免發展標準的過程涵蓋到目前處

於未公開申請階段而未來將被核准的專利︽標準制定組織通常也有必要再對專

利授權條件作出限制53〈職是︽考慮到專利未完全����������������������������������揭露之風險︽並防止專利權

人不當從其競爭者榨取利益︾樹立市場進入障礙︽標準制定組織還會在揭露義

務之餘進一步進行專利授權的政策要求︽使標準制定之參與者表明日後是否及

如何行使必要專利或同意將必要專利技術授權予其他技術需求者〈 

也因此︽授權承諾構成智財權政策極其關鍵的一環〈除了聲明無償授權

�Royalty-free, RF�以外︽在混合型產業標準的架構之下︽現今標準制定組織

大多是採取所謂�FRAND�或�RAND��常合稱為�F/RAND��的政策方

針︽亦即要求專利權人同意基於公平�Fair�︾合理�Reasonable�及非歧視

                                                                                                      
50 羅紫庭︽�論專利授權契約之法律爭議——以產業標準之關鍵專利為核心�︽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7月︽頁 30〈 
51 從這個觀點出發︽前述關於�必要�專利氾濫的隱憂除了出自策略性之操作︽也可能是專利
權人嘗試遵循揭露義務的產物〈換言之︽自專利權人的立場來看︽違反揭露義務的風險或許也
將促使他們儘可能地公開所持有之專利︾宣稱該些專利技術為標準所必要︽乃致過分揭露〈 
52 Mark A. Lemley, supra note 6, at 1960-1962. 
53 周相攸︽�技術標準中關鍵專利之專利權限制——以關鍵設施理論與誠信原則為中心�︽國
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9月︽頁 19〈 



•‧
國

立立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411  

�Non-Discriminatory�之原則進行必要專利的授權︽其範圍且不限於參與標準

制定過程之其餘成員﹀換句話說︽根據智財權政策中的授權義務︽專利權人應

使實行標準所必需的專利技術對產業中所有欲取得授權之人而言皆為可得︽以

求嗣後不因標準必要專利形成市場壟斷力量之濫用〈 

有趣的是︽F/RAND政策雖以上述制度功能而為大部分標準制定組織所採

用︽由此衍生而來的問題卻也造成實務上諸多困擾﹀以下乃先行觀察通訊領域

中各個指標性組織在其智財權政策中的相關要求︽詳細內容並將留待後續章節

一併探討〈 

 

第二項  著名標準制定組織之智財權政策 

第一款  ITU之智財權政策 

作為聯合國系統之下的標準制定組織︽ITU於其專利政策的準則規定中開

宗明義即指出︽�不論權利為己有或他有︽參與標準運作的任一方當事人自始

應促使組織注意標準草案中是否有已知的專利或專利申請案�54︽申言之︽即

使在初次草擬文件的階段︽或許會因文件內容過於模糊或仍須進行重大修改而

增添判斷難度︽標準制定的參與者仍應基於最大努力�best effort�︽善意地使

該些專利資訊儘量在發展標準的過程中被及早揭露﹀此一規範雖不包括進行專

利檢索的要求︽但已明確賦予參與者對於相關資訊的揭露義務︽且持續適用至

標準通過後才被揭露或被注意到的專利55〈 

而在專利︾專利申請案等資訊被揭露之後︽可能產生的情況有三「其一︽

專利權人願意一視同仁地以無償的方式向其他當事人協商授權﹀其二︽專利權

人願意一視同仁地以合理條款向其他當事人協商授權﹀其三︽專利權人不願以

上述方式配合授權〈於前兩類����������������������������������情境之下︽專利權人與相關當事人將於組織外自

行從事授權協商﹀惟若是出現專利權人不願授權的情況︽�標準便不應納入需

要仰賴該些專利的條款�56︽也就是說︽組織將會建議負責標準制定的技術主

體採取適當行動︽例如對於標準或其草案進行重審︽以去除權利與標準間的潛

在衝突︽或進一步檢視並釐清造成該衝突的技術因素〈 
                                                                                                      
54 “[A]ny party participating in the work of the Organizations should, from the outset, draw their 
attention to any known Patent or to any known pending Patent application, either its own or that of 
other organizations.” See ITU, supra note 40, at 2. 
55 Id. 
56 Id.,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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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ITU針對揭露義務及授權義務的形式要求也有著明確規範〈不但專

利權人揭露己有專利時必須使用�專利聲明與授權宣告表�Patent Statement and 

Licensing Declaration Form��︽用以促使注意第三人所有專利的通知也應以書

面為之︽其後該位潛在專利權人才接著被要求提交上述表格︽表明其關於是否

授權與如何授權的立場〈 

第二款  ETSI之智財權政策 

ETSI有著相當完整的智財權政策︽其對於揭露義務與授權義務的規範值得

參考〈首先︽根據第 4條規定︽特別是在參與標準和技術規格發展的過程中︽

ETSI成員應盡其合理努力�reasonable endeavours�︽以及時方式將必要的智慧

財產權通知組織﹀尤其該些對標準或技術規格提交技術提案的成員︽更應該本

於最大誠信�bona fide�︽促使 ETSI注意其將因提案通過而成為必要的智慧財

產權〈但同樣地︽此一規定並不意味著成員負有智慧財產權檢索的義務57〈且

更為詳細的是︽ETSI還明文將專利家族納入其規制範圍58〈  

繼之︽當某項涉及特定標準或技術規格的必要智財權引起 ETSI注意︽

ETSI將立即要求權利人在三個月內出具一份不可撤回的書面保證︽載明其已預

備在公平︾合理︾非歧視�FRAND�的條件下進行該標準必要智財權的授權︽

且其授權範圍至少涵蓋了「�一�製造︽包括製造過程中被授權人自有設計的

客製化零件與次系統的自行製造或代工﹀�二�所製造設備的銷售︾租賃或處

置﹀�三�設備的修繕︾使用或運作﹀以及�四�方法的使用〈又︽上述書面

保證亦可在要求授權的該方當事人同意互惠的條件下始行出具59〈 

而若專利權人表示其不準備對某項標準相關的必要技術按照公平︾合理︾

非歧視的條件給予授權︽則 ETSI將根據第 8 條規定進行處理〈簡言之︽如果

此一情形發生在標準或技術規格公開之前︽ETSI會重新審查標準或技術規格之

要件要求︽找尋並採用沒有智慧財產權障礙且滿足技術需求的替代技術﹀萬一

替代技術不存在︽也至少將以一定程序再次要求權利人重新考慮授權或以書面

說明拒絕原因〈而如果此一情形發生在標準或技術規格公開之後︽該項標準或

                                                                                                      
57 Clause 4.1 and 4.2. See ETSI, supra note 41, at 35. 
58 “The obligations pursuant to Clause 4.1 above are deemed to be fulfilled in respect of all existing 
and future members of a PATENT FAMILY if ETSI has been informed of a member of this PATENT 
FAMILY in a timely fashion. Information on other members of this PATENT FAMILY, if any, may be 
voluntarily provided.” Id. 
59 Clause 6.1. Id., at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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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格將被提交至 ETSI更高層級的單位進行進一步審酌︽過程中除了遵循

嚴密的程序規範︽並須一併考慮已經就該項標準或技術規格進行投資的業者的

利益60〈 

第三款  IEEE之智財權政策 

與上述兩個標準制定組織的規範相似︽IEEE同樣也要求參與者充分揭露專

利資訊︽因此在發展標準的過程中︽若任何人認為某一專利請求項係屬�必要

專利請求項�︽此一事實將會揭露予整個工作群組知悉︽且同時記載於工作群

組會議的會議記錄﹀接著︽該項專利的所有人或專利案的申請人即須依主席之

要求提交符合特定形式的保證書�Letter of Assurance�61〈 

詳言之︽按照標準理事會章程�IEEE-SA Standards Board Bylaws�第 6條

之規定︽當 IEEE被通知其制定中的標準將須使用到潛在的必要專利請求項︽

IEEE便會在非強制的情形下提出上述保證書的要求︽而此時專利權人或申請人

出具之聲明種類����������������������������������有二「首先︽該份保證書可以是一種總的性棄權聲明︽也就是

對於他人各種形式的專利運用行為或標準相符的實施行為︽由保證書出具人承

諾將無條件地不執行其現有或將有之必要專利請求項﹀其次︽出具人亦得於保

證書聲明︽未來在不取得補償或僅以合理比率︾合理條款以及無歧視條件取得

適當補償的情形下︽將會使數量不限的請求人皆能得到以全����������������������������������球為基礎的授權來

實施標準︽並且︽若進行此種聲明︽保證書出具人還能選擇一併附����������������������������������上其對於授

權費用或比率最高上限的承諾︽或是附����������������������������������上授權契約範本︽甚至也可提出一項或

多項重要授權條款62〈針對不同的必要專利請求項︽權利人得選擇不同的聲明

立場出具保證〈 

除此之外︽在面對 IEEE的授權要求時︽另一種更大範圍的保證也是權利

人可以考慮的選項之一︽亦即就特定制定中標準出具概括性保證書�Blanket 

Letter of Assurance�︽以涵蓋出具人既得或未來將得授權的所有必要專利請求

項﹀權利人得對同一必要專利請求項提交多種保證書︽每一種皆有其拘束力︽

且除非是提交概括性保證之前或之時已經出具一般具體保證書的例外情況︽否

則潛在被授權人原則上有權訴諸任一種已為 IEEE接受的保證63〈 
                                                                                                      
60 Clause 8.1 and 8.2. Id., at 37-38. 
61 IEEE, IEEE-SA Standards Board Operations Manual (December 2013), Clause 6.3.2, at 35-36, 
available at: http://standards.ieee.org/develop/policies/opman/sb_om.pdf. 
62 Clause 6.2. See IEEE, supra note 42, at 16. 
63 Clause 6.3.4. See IEEE, supra note 61, at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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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種保證書在出具之後將無法撤回︽但前揭章程也特別指明︽在 IEEE

如此的智財權政策之下︽相關參與者並不負有專利檢索的義務︽且出具保證書

亦不代表授權契約既已成立〈另外︽為架構一套完整的授權義務︽章程中同時

還對保證書出具人之關係企業︾權利轉讓以及嗣後額外產生的專利請求項等議

題進行細部規範64〈 

第四款  小結 

為了避免受限於專利等智慧財產權之排他性︽確保所制定之標準能開放讓

產業中所有的標準利用者近用︽從而發揮其最大效益︽實務上各大標準制定組

織乃自內部訂定一套智財權政策︽從制度上採取防範性措施65〈 

綜觀上開規範︽標準制定組織的智財權政策在此一目的引導之下可大略解

構為下列要素「 

其一︽主要著眼於技術採納上的必要︽標準中可以涵蓋專利技術﹀惟有關

該些技術已為或將為專利所保護之事實應被及時且充分地揭露︽使標準制定主

體能將此一因素納入考量︽並讓潛在技術需求者得及早因應〈 

其二︽若標準發展過程中涉及專利技術︽則在揭露之後︽標準制定組織通

常要求權利人自願性地聲明其接受特定的授權條件︽否則該些技術原則上會被

從制定過程中剔除﹀而在實務運作之下︽雖然有些標準制定組織仍將�無償

�RF��與�F/RAND�並列為權利人的兩項選擇︽但大部分情形中權利人都

是按組織要求去對公平︾合理︾非歧視的授權進行承諾︽以避免目前有利的技

術方案不被納入標準〈 

最後必須注意的是︽標準制定組織雖有著上述要求︽卻也往往明文免卻其

對於專利有效性或其他資訊揭露正確性的審核︽並明白表示組織不會介入相關

專利授權條件的談判以及授權爭端之解決︽此一部份仍有待後述〈但一言以蔽

之︽在發展標準的宗旨之下︽�技術鎖定�或許是被允許的︽因為它也是產業

標準之所以為標準的用意︽然而可能隨之而來的�套牢�效果卻不符合目的︽

將會導致標準推行的障礙︽於是以上智財權政策正是標準制定組織希望尋求解

套的基準規範〈 
    

                                                                                                      
64 See IEEE, supra note 42, at 16-17.  
65 李素華︽前揭註 48︽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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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標準必要專利之困局——F/RAND制度及其衍生爭議  

  

第一節   問題的濫觴——智財權政策之制度盲點  

 

為降低專利與標準相互衝突的危險︽標準制定組織紛紛於智財權政策明訂

揭露與授權等義務︽惟此種制度可能存在根本上的盲點〈尤其︽標準必要專利

的授權深深牽動著整個標準化結果的散播︽然而當前的實務運作卻似乎難以跳

脫�公平︾合理︾非歧視�F/RAND��的制式化授權標準︽其抽象用語於是

成了專利權人與標準利用人各自表述的空間︽但基於種種考量︽標準制定組織

通常也並不提供統一解釋或介入相關授權協商﹀最終︽歧異的解讀往往便成為

標準必要專利爭議的源頭〈 

 

第一項  定義未明的智財權政策 

第一款  F/RAND制度的廣泛使用 

揭露義務是解決標準化過程中專利問題的第一步︽而授權義務則更直接涉

及制定完成之標準是否能在產業界順利普及︽因此也引發現今實務上更多的爭

議〈如前所述︽針對專利技術的授權︽標準制定組織基本上提供專利權人兩種

授權方向︽其一為無償授權︽其二則以 F/RAND承諾作為授權架構﹀然而就目

前實務運作的結果來看︽專利技術的無償授權其實僅有相對低度的可行性〈 

細究之︽雖然免權利金的授權方式依然可以加速其他業者對該項技術進行

投資︾促進標準的採納︽使專利權人有機會受惠於先進者優勢︽取得實行該項

產業標準的較有利地位︽甚至以其所有的補充性私有技術進一步獲取利益︽但

總體而言此種授權方式仍有礙創新研發之誘因66﹀其原因在於︽�零�不但難

以構成一件授權交易的合理價額︽更是與專利法透過排他效力寄寓獎勵發明的

精神完全����������������������������������背道而馳︽換句話說︽因為無償授權剝奪了專利權人藉由授權交易回

收其研發投資之機會︽實質上可謂對技術創新者的一種處罰︽最終可能導致掌

握著重要專利技術的業者對於參與標準制定活動興趣缺缺︽甚至避而遠之︽無

                                                                                                      
66 U.S. Dep't of Justice & Fed. Trade Comm'n, supra note 24, at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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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不利於標準制定組織之運作與整體產業的發展︽尤其在惡性循環之下還將可

能陷入經濟學所稱之�公有之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67〈 

也因此︽即使無償授權作為授權義務落實的管道之一︽它在大多數情形下

仍非妥適之競爭政策︽專利權人往往僅在經審慎分析︽認為某項專利最適的一

致合理權利金比率極為渺小或甚至趨近於零的時候︽方有可能以無償模式進行

授權68﹀除此以外︽F/RAND承諾之下的授權便是目前看來最為可行︾專利權

人也最普遍採用的授權制度︽從而對各種實務上面臨到的問題扮演著極其關鍵

的角色〈 

第二款  對於 F/RAND的初始共識 

所稱�F/RAND�︽分別指涉了�公平�Fair��︾�合理�Reasonable��

以及�非歧視�Non-Discriminatory��這三個形容詞︽意在刻畫專利授權的基

準確保︽惟此種抽象描述式的承諾究應如何適用」以基本的文義為起點︽目前

學術與實務界普遍認為�合理�主要是在判斷實質面的問題︽而�公平�與

�非歧視�則較著眼於程序面︾手段面的探討︽概念上甚至可能有重疊之處︽

故不論是美國較常見的 RAND或歐洲較常見的 FRAND︽在實際應用上皆不具

顯著差異而可互用69〈 

申言之︽所謂�公平�的專利授權︽意指對所有潛在被授權人給予平等對

待︽也就是授權協商的程序應合理適當︽在程序上兼顧雙方當事人之利益及可

預期性〈而�非歧視�也意味著不論是標準制定組織之成員或未參與標準制定

的業者皆能透過授權方式近用所需之專利技術︽專利權人不得在欠缺客觀理由

的情形下對授權對象進行挑選︽或以所要求的權利金或其他條款對被授權人從

事歧視行為︽因為如此一來將會扭曲相關被授權人之間的市場競爭70〈至於具

                                                                                                      
67 李素華︽前揭註 48︽頁 99〈 
68 是以相應地︽實務上也僅有 9%左右的標準制定組織採納無償授權的智財權政策〈See 
Benjamin Chiao, Josh Lerner and Jean Tirole, The Rules of 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2006), at 19. Nat’l Bureau of Econ.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1156, 
available at: http://neeo.univ-tlse1.fr/216/1/setting_organizations.pdf. 
69 See, e.g.,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supra note 26, at 35. And U.S. Dep’t of Justice & U.S. Patent 
& Trademark Office, Policy Statement on Remedies for Standards- Essential Patents Subject to 
Voluntary F/RAND Commitments (January 8, 2013), at 1, available at: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290994.pdf. 
70 Jonathan Radcliffe and Gillian Sproul, FRAND and the smartphone wars (December 2011/January 
2012), at 46.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gazine, available at: 
http://www.mayerbrown.com/Files/Publication/477a076f-dd7e-408c-8321-
64edf33c190e/Presentation/PublicationAttachment/5b202a76-bc80-4467-b286-
7a3b8e90e06d/Frand_Smartphone_Sprou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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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違反的情形︽諸如依競爭關係給予權利金回扣或授權誘因皆可構成歧視︽但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業界也已取得共識︽認為非歧視授權條件之意義不在於每

一位被授權人享有完全����������������������������������相同的授權條件或內容︽而是各個被授權人在與專利權

人進行協商時︽考量及決定授權條件之基礎應為相同71︽係立足點等同視之的

概念72〈 

至於權利金或其他授權條款�合理�與否的判斷︽則側重於實質結果而非

程序︽是指雙方締結內容不過度而可被接受之非專屬授權︽專利權人就其技術

創新收取所應獲得之適度價值︽利用人也得在此一授權結果下提供符合標準的

產品或服務﹀也因此︽合理的授權應屬常規協商�arms-length negotiations�而

來的產物︽非屬一般的條款則須附����������������������������������有明確客觀的理由�valid objective reason�

以認定其並非過度之要求︽最終始能達成對授權人與被授權人均為�合理�之

專利授權73〈 

總而言之︽以上關於 F/RAND的基礎定義主要是在要求專利權人將其私有

技術以適當程序︾適當內容開放予第三人近用︽惟該些抽象解釋能否直接而順

利地落實於實務運作卻仍有疑問︽這很大程度上還繫於標準制應組織就其智財

權政策之態度〈 

 

第二項  標準制定組織之消極立場  

第一款  不介入聲明 

專利權人的授權義務既來自標準制定組織之要求︽各該組織本應是消除上

述 F/RAND疑義的最適角色︽然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面對標準化過程中所揭

露之各種專利資訊︽標準制定組織不僅拒絕任何形式的擔保︽更無意就專利權

人承諾之內容提供進一步解釋︽甚至也明白宣示其對於該些專利授權的消極︾

中立的立場〈 

以前文提及的標準制定組織為例︽ITU雖然認為所有可得的專利資訊皆應

被揭露︽但也表示 ITU及其有關單位並�無法證實該些資訊的有效性�︽�不

                                                                                                      
71 李素華︽前揭註 48︽頁 98〈 
72 Robert D. Keeler, Why Can’t We Be (F)RANDs?: The Effect of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Commitments on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 Licensing (2013), at 326-327. Cardozo Arts &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Volume 32, Issue 1, available at: http://www.cardozoaelj.com/wp-
content/uploads/2011/02/Keeler-Galleyed-good.pdf.  
73 Jonathan Radcliffe and Gillian Sproul, supra note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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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就專利的證據︾有效性或權利範圍提供官方的或綜合性的訊息�74〈IEEE也

於其智財權政策中規定︽�組織並不負責指認哪����������������������������������些專利請求項為將須取得授權

的必要專利請求項︾不針對該些專利請求項進行有效性或專利範圍的調查︽也

不判定隨保證書出具授權條款時︽該些條款是否合理或非歧視︽或是其他任何

授權契約中的授權條款是否合理或非歧視�75〈此外︽�具體的授權條款及其

授權協商乃業者之間的商業議題︽非屬 ETSI組織內之事項�76〈 

第二款  不介入之原因 

標準制定組織如此的消極立場其來有自〈首先︽從發展標準的真實過程來

看︽代表業者出席組織會議之人通常為特定領域的工程師或技術專家︽這批

�標準制定的實際參與者�對於授權相關的法律或市場運作並不熟悉︽且未被

賦予決定授權條款之權力︽從而標準制定組織的工作群組或其他技術會議並不

會進行 F/RAND 授權條款的討論︽專利技術的掌握方也無須在該些會議中揭露

具體的授權條款或授權契約初稿以供審酌〈 

再者︽從法制角度來看︽為了避免競爭法上的責任︽標準制定組織通常禁

止其成員就權利金為資訊之交換︽其理論基礎在於︽資訊交換極可能導致價格

固定的效果︽因此授權條款的聯合協商係屬競爭法嚴格禁止的範圍︽然而若針

對 F/RAND授權條款進行進一步討論︽不免將涉及到各種專利資訊在權利人與

利用人之間的流傳︽如此便容易產生違反競爭法之疑慮〈 

最後︽著眼於專利之特性即會發現︽導因於權利有效性與應用可能性的各

種模糊︽此種智慧財產權之交易鑑價往往十分困難︽尤其涉及產業標準時︽專

利的價值在標準制定完成之前更是極難評估︽因為關於標準產品的市場不確定

                                                                                                      
74 “The ITU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give authoritative or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about evidence, 
validity or scope of patents or similar rights, …are unable to verify the validity of any such 
information.” See ITU, supra note 40, Annex 1, at 9. 
75 “The IEEE is not responsible for identifying Essential Patent Claims for which a license may be 
required, for conducting inquiries into the legal validity or scope of those Patent Claims, or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any licensing terms or conditions provided in connection with submission of a 
Letter of Assurance, if any, or in any licensing agreements are reasonable or non-discriminatory.” See 
IEEE, supra note 42, Clause 6.2, at 17. 
76 “Specific licensing terms and negotiations are commercial issues between the companies and shall 
not be addressed within ETSI.” See ETSI, ETSI Guid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s) (19 
September 2013), Clause 4.1, at 63, available at: http://www.etsi.org/images/files/IPR/etsi-guide-on-
ip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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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於標準化過程中極高︽這也導致標準制定組織不欲介入評估相關標準必要專

利之價值︽從而不可能去實際認定 F/RAND究竟意味著多少數額的權利金77〈 

也因此︽實務上各個標準制定組織的智財權政策或其他準則規定普遍欠缺

F/RAND制度的價格訊息和具體解釋︽必要專利的 F/RAND 授權內容是在組織

運作外︽由技術需求者與專利權人自行協商而來〈就此︽論者有主張競爭法雖

鼓勵專利權人事前揭露可能之授權條件︽仍不宜因而剝奪專利權人及其他被授

權人對於個別授權條件︾權利金數額之協商自由︽因而肯定標準制定組織不應

主導或決定專利技術之具體授權條件78﹀然亦有認為現今多數採用的 F/RAND

制度本已過於籠統模糊︽若標準制定組織仍然維持開放︾放任的態度︽則可能

不利產業標準的廣泛推行︽故應考慮適度涉入授權條件︽使之更為具體79〈雖

說對於標準制定組織目前採取的作法容有不同見解︽但無論如何︽毋庸置疑的

是︽此種消極立場已經引發實務上一連串的爭議〈 

 

第三項  F/RAND制度之下的實務爭議 

第一款  從制度盲點到具體爭執 

有鑑於上述種種原因形塑了當前普遍適用卻又抽象模糊的授權制度︽產業

標準中的專利運用還有賴利用人與專利權人之間的交涉︽亦即透過個別的協商

談判將�F/RAND�在實務上進行具體化詮釋﹀然而︽面對錯綜複雜的專業知

識與產業關係︽各種認知上的歧見往往阻礙雙方當事人共識之取得︽協商不成

的僵局究應如何化解」目前看來︽各個標準制定組織仍非問題的解答〈 

即使事前的制度設計存在著無可奈何的模糊︽對於由此而生之爭執︽標準

制定組織依然不在事後主導 F/RAND義務的執行︽其原因不僅在於執行成本將

對整個組織以及標準發展的過程帶來不利影響︽還是考慮到標準制定組織之中

立立場︽也就是擔心介入進行 F/RAND義務的執行可能損及組織作為中立場域

                                                                                                      
77 Francois Leveque and Yann Ménière, Vagueness in RAND Licensing Obligations is Unreasonable 
for Patent Owners (June 2010), at 10-11. CERNA Working paper, available at: http://hal.archives-
ouvertes.fr/docs/00/48/82/08/PDF/CWPS_2009-04.pdf. 
78 李素華︽前揭註 48︽頁 97〈 
79 See, e.g., Mark A. Lemley, supra note 6, at 1964-1967; Renata Hesse, Six “Small” Proposals for 
SSOs Before Lunch (October 10, 2012), at 9-10, Department Of Justice, available at: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speeches/287855.pdf; and Kai-Uwe Kühn, Fiona Scott Morton, 
Howard Shelanski, 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s Can Help Solve the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Licensing Problem (March 05, 2013), CPI Antitrust Chronicle, available at: 
https://www.competit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assets/Free/ScottMortonetalMar-13Speci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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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除此之外︽由於產業標準與專利必要性之專門技術知識其實在於標準

制定組織之成員︽而非標準制定組織本身︽組織若要擔綱主導執行之角色也有

著實際上的困難80〈也因此︽標準制定組織不但不介入前端資訊正確性的判斷

與授權條款的釐清︽更不介入具體糾紛產生後之化解〈 

於是︽在現行制度架構之下︽各種源自 F/RAND制度的爭議大量地湧入法

庭︽這些爭議並不僅止於權利金方面的爭執︽還廣及其他相關議題︽包括授權

義務是否隨標準必要專利之移轉而同樣拘束後手專利權人︾專利權人能否以其

標準必要專利聲請禁制性救濟︾授權對象是否有產業上下游之別等等〈此時︽

標準制定組織通常無法成為此類����������������������������������紛爭解決之主軸︽充其量僅是發揮輔助效用︽

而將處理重心置於司法機關或準司法機關﹀以 IEEE為例︽該組織以多樣的智

財權政策鼓勵專利權人儘可能將其授權方式透明化︽但不針對 F/RAND授權條

款或後續義務之執行多加置喙︽然而一旦紛爭進入法院︽該組織也保留適度表

態的彈性︽亦即透過�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的身份向法院提出書面意見

�amicus brief�81︽並言明雖然專利權人出具之保證書基本上乃由標準利用人

尋求執行︽在特定情況下組織仍可本其裁量去執行保證書內的條款82〈 

由此可知︽在共識無法達成的情形下︽專利權人與標準利用人乃期待透過

司法尋求紛爭之解決︽從而此類����������������������������������有關 F/RAND的紛爭也使得本已負荷極重的法

院必須處理更多更為複雜的案件〈就此而言︽下文將聚焦 F/RAND制度在權利

金方面的具體化問題︽先行概述目前實務發展之現況〈 

第二款  實務現況 

                                                                                                      
80 Florian Mueller, IEEE to court: don't rely on standards bodies to 'take a direct role in enforcing 
patent commitments', Foss Patent: http://www.fosspatents.com/2012/12/ieee-to-court-dont-rely-on-
standards.html (last visited: April 5, 2014) 
81 在某些情況下︽IEEE-SA會認為提出法庭之友意見乃是適當的作法︽其評估事項包括組織是
否可能因該案件而承受法律風險︾該案件的判決結果是否可能形成重大影響組織運作之規則︾
組織是否已經身為某案之當事人而將受該案件判決之影響︽以及提出意見是否須偏袒任一方當
事人等因素﹀對於法庭之友意見的提出︽IEEE-SA本身並無直接而自主之權限︽而是由 IEEE
董事會�IEEE Board of Directors�作出決定〈See IEEE Standard Association, Procedures For 
Considering Whether IEEE Should File An Amicus Brief On Issues Affecting The Standards 
Association, at 1-2, IEEE, available at: http://standards.ieee.org/develop/policies/amicus.pdf. 
82 “Users and implementers may seek to enforce the terms of any Accepted Letter of Assurance.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and at its sole discretion, the IEEE may also seek to enforce the terms of an 
Accepted Letter of Assurance.” See IEEE Standard Association, Understanding Patent Issues During 
IEEE Standards Development - Patented Technology in IEEE Standards, at 10, IEEE, available at: 
https://standards.ieee.org/faqs/paten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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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必要專利之授權制度有其盲點︽故導致實務上爭議源源不斷地產生〈

其中︽在以權利金作為授權對價的原則模式之下︽被賦予 F/RAND承諾的專利

所應對應出的權利金數額為何︽無疑成了此一制度中最直接也最實際的問題︽

與實務運作後產業標準能否順利推行緊密相扣︽因而更是眾所矚目的焦點〈 

考量到標準制定組織較為消極的立場︽包括 F/RAND義務與權利金比率在

內的這些�燙手山芋�大多數便進入了司法範疇︽尤其是各個聯邦地院與美國

國際貿易委員會�ITC�83〈舉例而言︽Motorola在通訊領域中擁有大量的標準

必要專利組合︽以其 F/RAND承諾涉入多起授權相關的訴訟糾紛︽僅僅觀察該

公司與 Apple間的訴訟便已是錯綜複雜﹀自 2010年 10月 6日起︽Motorola分

別在 ITC︾北伊利諾州地方法院�Northern District Court of Illinois�︾南佛羅里

達州地方法院�Southern District Court of Florida�以及德拉瓦州地方法院

�District Court of Delaware�等地提起專利侵權訴訟︽身為北美手機龍頭的

Apple也不吝予以反擊︽很快地也有數件專利侵權的指控︽於是短短兩年內兩

家智慧型手機業者在美國境內相互提出十數起專利訴訟84〈 

上述這些案件往往都環繞著專利權人的 F/RAND義務︽然而關於具體權利

金數額的真正爭執則當然發生於地方法院的司法訴訟︽其爭執形態除了可能為

專利權人提起專利侵權之訴後的防禦主張�或如Motorola和 Apple演變為專利

權人之間互訴侵權的局面�︽也可能為標準利用人所提起之契約不履行︽甚至

是針對各項爭點提出的確認判決等等﹀無論如何︽F/RAND義務確實已經成為

各大業者策略佈局的一環〈 

自標準利用的角度觀之︽F/RAND授權可以是防禦或反守為攻的手段︽此

時其範圍與程度扮演了極其核心的角色〈由於此一授權義務係由專利權人承諾

而來︽在普通法系的國家︽它便被認為為契約義務而使第三人得據以主張85︽

                                                                                                      
83 包括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介入調查的案件在內︽單是當事人主張涉及 F/RAND承諾違反
的案件至今已不下二十餘件︽尤其集中發生在近五年之間︽且自 2012年起更是呈現數量急速上
升的趨勢〈See Jorge L. Contreras, Fixing FRAND: A Pseudo-Pool Approach to Standards-Based 
Patent Licensing (March 13, 2013), at 6-7, 41-43 (Appendix 1). 79 Antitrust Law Journal 47 (2013).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2232515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232515. 
84 相關整理可參照專利情報︽�智慧型行動手持裝置專利戰爭 Motorola vs. Apple�︽科技產業
資訊室「http://cdnet.stpi.narl.org.tw/techroom/pclass/2010/pclass_10_A272.htm�最後瀏覽日「
2014年 4月 6日�〈 
85 在普通法系的國家如美國︽專利權人的 F/RAND承諾可被認為構成利益第三人契約而為其他
標準利用人加以主張︽此一部份詳見後述案例說明〈惟在大陸法系的國家︽基於物權法定主義
之限制︽適用或類����������������������������������推適用利益第三人契約則有問題﹀請參見劉孔中︽�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法
的衝突與調和�「參︾強制授權與競爭法︽�智慧財產權法與競爭法�課堂講義︽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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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主張之理據可能涉及契約不履行�breach of contract�和承諾禁反言之衡平

原則�equitable doctrine of promissory estoppel�︽以美國法來說︽後者就涵括

了雪曼法�Sherman Act�第 1條與第 2條關於限制交易與壟斷交易的規範以及

其他不正競爭法規86〈諸如上述Motorola與 Apple之間的專利戰爭︽在西威斯

康辛地方法院�Western District Court of Wisconsin�由 Crabb法官所審理的案

件中87︽當事人聲請即決判決�Summary Judgment�的請求權基礎便廣及數項

契約不履行的主張︾違反雪曼法的欺瞞行為︾違反加州商業及職業法

�California Business and Professions Code�相關規定的不正競爭行為與不法商

業行為︽並也針對授權要約不符 FRAND義務以及專利濫用等爭點請求確認判

決88〈 

第三款  權利金爭議之具體案例 

圍繞 F/RAND授權承諾而來的標準必要專利訴訟近期間層出不窮︽前述

Motorola與 Apple之間的多起訴訟當為示例︽惟該些訴訟雖也就權利金數額加

以爭執︽卻因種種舉證上之原因而遭法院駁回89︽未能真正判斷 F/RAND義務

之下具體的權利金比率〈截至目前為止︽美國法院共計有四件地方法院判決直

接觸及權利金比率之爭議︽原告方分別為Microsoft︾Ericsson︾Innovatio和

Realtek︽其中兩件的具體權利金比率係由地方法院法官所決定︽另外兩件則是

由陪審團先行作出判決︽茲以簡表分別概述如下「 

一︾Microsoft v. Motorola, et al.�下簡稱�Microsoft案�� 

基本訴訟資料  

訴訟名稱/案號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 C10-1823JLR 

原告  Microsoft Corp. 

被告  Motorola Mobility, LLC; Motorola Solutions, Inc.; General 

                                                                                                      
86 Jonathan Radcliffe and Gillian Sproul, supra note 70, at 47. 
87 該案最初源自 Motorola於 ITC發動之侵權調查︽後因 Apple提出之反訴主張而移轉至地方法
院�美國關稅法第 1337(c)條參照�︽案號 11-cv-178-bbc〈 
88 Apple, Inc. v. Motorola Mobility, Inc. 886 F.Supp.2d 1061, at 15-16 (W.D. Wis., Aug. 10, 2012)  
89 舉例而言︽在 Posner法官所審理的案件中︽Motorola就其標準必要專利�US6,359,898�所能
主張之損害賠償即為一大爭點「Motorola主張他們最少應該享有授權系爭專利組合所得權利金
的 2.25㎡︽且單單授權 US6,359,898專利的權利金即佔全����������������������������������部專利組合權利金的 40㎡至 50㎡︽因
此其應獲得 2.25% 權利金之 40% 到 50% 作為該項專利侵權之損害賠償︽也就是 Apple銷售被
控侵權裝置所得收入的 0.9㎡至 1.125㎡﹀然而 Motorola無法就此一數字提出實質證明︽最終法
院便以當事人無法成功立證損害賠償加以駁回〈Apple Inc. v. Motorola Inc., No. 1:11-cv-08540 
(N.D. Ill., June 2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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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ment Corp. 

系爭專利/技術  Motorola之 H.264專利組合/ 數位影音編碼技術﹀Motorola之

802.11n專利組合/ Wi-Fi無線網路技術 

提告日期  2010年 11月 9日 

訴訟法院/法官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Western District of 

Washington / Judge James L. Robart 

具體權利金判決90 

判決日期  2013年 4月 25日 

審理經過  法院修正了 Georgia-Pacific分析模型︽用以對系爭專利組合

進行當事人之間的假設性協商﹀除了分別觀察系爭專利組合

之於兩項標準的重要性以及之於被控產品的重要性之外︽並

參照兩造當事人所提出的�可對比��comparable�證據資

料︽對於所謂可對比的授權合約與專利聯盟等證據進行細緻

的檢視︽最終求得 RAND架構之下的合理權利金〈 

判決結果  H.264專利組合的 RAND權利金比率為每單項產品 0.555美

分︽而其權利金比率範圍之上限值為每單項產品 16.389美

分︽下限值為 0.555美分﹀802.11專利組合的 RAND權利金

比率為每單項產品 3.471美分︽而其權利金比率範圍之上限

值為每單項產品 19.5美分︽下限值為 0.8美分〈 

�表 1�Microsoft案訴訟概況* 

* 本論文自行整理 

二︾Ericsson, et al. v. D-Link, et al. �下簡稱�Ericsson案�� 

基本訴訟資料  

訴訟名稱/案號  Ericsson, et al. v. D-Link, et al. / 6:10-cv-473 

原告  Ericsson Inc.; Telefonaktiebolaget LM Ericsson 

被告  D-Link Systems, Inc.; Netgear, Inc.; Belkin International, Inc.; 

Acer, Inc. and Acer America Corp.; Gateway, Inc.; Dell, Inc.; 

Intel Corp.; Toshiba, Inc. 

                                                                                                      
90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No. C10-1823JLR, 2013 WL 2111217 (W.D. Wash. 2013) 



•‧
國

立立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544  

系爭專利/技術  Ericsson之 US6,772,215︾US6,330,435︾US6,466,568︾

US6,424,625與 US 6,519,223專利 / Wi-Fi技術�802.11a 

/g/n/e︽涉及 PCMCIA插槽的無線網路通訊模組或筆記型電

腦內建的無線通訊模組� 

提告日期  2010年 9月 14日 

訴訟法院/法官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Texas 

Tyler Division / Judge Leonard Davis 

具體權利金判決91 

判決日期  2013年 6月 13日 

審理經過  陪審團針對專利有效性︾侵權與否以及損害賠償之爭點作出

判決︽認定無效事由不成立且被告確實侵犯系爭

US6,772,215︾US6,466,568與 US6,424,625專利�但非屬故

意侵權�﹀惟有別於 Ericsson向每一被告索求每單位 0.50美

元作為其整個 802.11專利組合之 RAND權利金︽陪審團最

後則是認為該三項系爭專利之合理權利金應為每單位 0.15美

元�此一權利金比率嗣後並為法官審查依法判決的論述所支

持�〈 

判決結果  系爭標準必要專利之權利金為每單位 0.15美元︽依各該侵

權情節�專利請求項�之不同︽被告 D-Link應支付 435,000

美元︾Netgear應支付 3,555,000美元︾Acer及其子公司

Gateway應支付 1,170,000美元︾Dell應支付 1,920,000美

元︾Toshiba應支付 2,445,000美元︽而 Belkin應支付

600,000美元〈 

�表 2�Ericsson案訴訟概況* 

* 本論文自行整理 

三︾In re Innovatio�下簡稱�Innovatio案�� 

基本訴訟資料  

訴訟名稱/案號  In re Innovatio IP Ventures, LLC, Patent Litigation / 1:11-cv-

                                                                                                      
91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see Ericsson Inc. v. D-Link Systems, Inc., No. 6:10-cv-473, 2013 WL 
4046225 (E.D. Tex., Aug. 06,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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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8 

原告  Innovatio IP Ventures, LLC 

被告  The “Wireless Network Users”; the “Manufacturers”, i.e. Cisco 

Systems, Inc., Motorola Solutions, Inc., SonicWALL, Inc., 

Netgear, Inc., and Hewlett-Packard Co. 

系爭專利/技術  Innovatio所持有之 23項專利�嗣後限縮為 19項專利� / Wi-

Fi技術�802.11︽涉及無線網路連接� 

提告日期  2011年 12月 28日�訴訟移轉日� 

訴訟法院/法官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Illinois 

Eastern Division / Judge James F. Holderman 

具體權利金判決92 

判決日期  2013年 9月 27日 

審理經過  法院確認系爭專利的必要性並採取假設性協商之判斷模式︽

以最小銷售單位即Wi-Fi晶片為權利金計算基礎︽從Wi-Fi

晶片的平均價開始︽先計算晶片製造商販售每片晶片所賺取

的平均利潤︽由此分離出可用於支付智慧財產權權利金的部

分收入︽接著再將晶片可得的利潤乘上能夠體現系爭專利重

要性之特定數字︽最後得出合理權利金比率〈 

判決結果  法院認定晶片均價為 14.85美元︽晶片製造商銷售每一Wi-Fi

晶片可得的邊際利潤為 12.1%︽從而得出每一晶片 1.80美元

的利潤﹀接著︽法院估計系爭標準約含有 3000項左右的標

準必要專利︽其中包括 Innovatio的專利在內的前 10%的專利

構成了標準 84%之價值︽因此將 1.80美元的利潤乘上 84%︽

再將該數字�1.51美元�乘上數量比例�19/300�︽最終

�每一晶片 9.56美分�即為本案 RAND義務之下的權利金

比率〈 

�表 3�Innovatio案訴訟概況* 

* 本論文自行整理 

                                                                                                      
92 In re Innovatio IP Ventures, LLC Patent Litigation, No. 1:11-cv-09308, 2013 WL 5593609 (N.D. Ill., 
October 03,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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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Realtek v. LSI and Agere�下簡稱�Realtek案�� 

基本訴訟資料  

訴訟名稱/案號  Realtek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v. LSI Corporation et al. / C-

12-03451-RMW 

原告  Realtek Semiconductor Corp. 

被告  LSI Corporation; Agere Systems LLC 

系爭專利/技術  LSI子公司 Agere所持有之 US6,452,958與 US6,707,867專利 

/ Wi-Fi技術�802.11b� 

提告日期  2012年 6月 29日 

訴訟法院/法官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 / Judge Ronald M. Whyte 

具體權利金判決93 

判決日期  2014年 2月 27日 

審理經過  在決定具體權利金之前︽法官已透過部分即決判決肯認原告

起訴主張︽認為要約前即向 ITC尋求禁制性救濟的作法本身

已違反 RAND義務︽乃是 LSI強化其談判力量的不當手段﹀

因而在後續判決的過程中︽陪審團主要以宏觀的方式考量系

爭專利技術對於標準的重要性︽以及標準對於 Realtek被控

侵權產品市場價值的貢獻程度︽尋求本案合理權利金比率〈  

判決結果  陪審團分別對兩項專利訂定 0.12%與 0.07%的權利金比率︽

因此在 RAND承諾之下︽專利權人可根據系爭專利索取的

�合理�權利金一共佔了被控 Wi-Fi晶片總銷售額的

0.19%︽約略為專利權人在訴訟中所要求的半數左右〈此

外︽由於法官已判定 LSI在 ITC的起訴行為有違其契約義

務︽考量到由此而生之防禦成本︽陪審團於判決合理權利金

的同時也判給原告 382.5萬美元作為損害賠償〈嗣後︽當事

人針對陪審團判決所提出的依法判決聲請皆為法官所否決〈 

�表 4�Realtek案訴訟概況* 
                                                                                                      
93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see Realtek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v. LSI Corporation, No. C-12-
03451-RMW. Not Reported in F.Supp.2d, 2014 WL 2738216, N.D.Cal. (June 16,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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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論文自行整理 

由上開簡表可知︽至今美國司法實務共計僅有四件判決真正觸及 F/RAND

權利金的決定︽此一議題相對新穎與複雜的特性即可見一斑〈目前可以確定的

是︽既然該些訴訟多有涉及Wi-Fi無線通訊之專利技術︽則由 IEEE主導而來的

802.11標準可謂為爭議焦點︽更加強化該標準制定組織智財權政策之重要性﹀

此外︽不論以專利侵權或契約不履行作為訴訟提起的主要請求權依據︽

F/RAND具體權利金的決定皆有可能透過法官或陪審團判決的方式為之︽單以

上列案件來看︽法官審理的案件似乎會得出對潛在被授權人較為有利的結果︽

而由陪審團決定的案件︽其權利金比率雖低但更也接近專利權人在訴訟中之主

張〈 

惟無論如何︽為標準必要專利決定ㄧ個符合 F/RAND精神的權利金比率實

為極其困難之任務︽此於司法實務之場域亦同﹀目前而言︽可以參照的實際數

值仍然稀少︽尤其相較於法官親自審理的情形︽在陪審團判決的案件中︽權利

金具體化的過程往往難以為外界知悉〈也因此︽針對上述兩起由法官進行具體

權利金決定的開創性案件︽下文乃續行分析︽嘗試釐清 F/RAND權利金產生過

程之思維邏輯︽以利後續章節就此議題展開多面向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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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標準必要專利經典案例探討�一�——Microsoft v. Motorola 

 

Microsoft與Motorola皆可謂資訊及通訊科技產業中的巨擘︽其間錯綜複雜

的專利糾紛早已歷經數年之久︽時至 2013年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對此一案件作出

正式判決94︽判決中詳細論述了兩造關於系爭標準必要專利的權利金計算︽使

得本件爭議成為此類����������������������������������議題中指標性的案例︽引起外界高度關注〈以下乃從本案

事實背景出發︽分析兩造爭執之重點︽復仔細探究本案法院於判決中就相關法

律爭議的論述過程以及其在具體適用上的結果〈 

 

第一項  案件背景 

2010年 10月︽Microsoft向 ITC與西華盛頓地方法院控告Motorola涉嫌專

利侵權的行為︽此舉引來Motorola的反擊︽該公司隨後於 11月 10日在南佛羅

里達地方法院以及西威斯康辛地方法院一口氣提出 16項的專利侵權控訴︽分別

涵蓋了數位影音編碼技術�H.264壓縮技術�︾802.11n Wi-Fi無線網路技術︾

行動電子郵件技術︾即時通訊技術以及物件導向軟體架構95︽就此正式掀開兩

家先進科技大廠之間的專利大戰〈 

而就在Motorola提出上述侵權控訴的前一日︽Microsoft也已經率先於西華

盛頓地方法院展開第二波的攻勢︽針對系爭Motorola所有的數位影音編碼技術

與Wi-Fi無線網路技術︽Microsoft主張Motorola已違反其以�合理︾無歧視�

�RAND�的交易條件將專利技術授權予Microsoft的義務︽從而構成契約不履

行的責任〈嗣後︽Microsoft此項契約不履行的起訴與隔日Motorola關於專利侵

權的起訴被合併為本案訴訟︽西華盛頓地方法院依美國聯邦訴訟法第 1338(a)條

取得管轄權〈 

 

第二項  爭點與主張 

                                                                                                      
94 Supra note 90. 
95 就該些專利技術而言︽即時通訊的部分係針對 Microsoft的產品Windows Live Messenger所提
出﹀而行動電子郵件的部分則為 Exchange﹀另外 Motorola也特別強調 Microsoft的Windows 
Marketplace以及 Bing Maps涉嫌侵犯了其物件導向軟體架構這方面技術﹀而 Xbox則是侵犯了
Motorola在Wi-Fi無線傳輸︾影像解碼以及視覺密碼的技術︽為本案後續爭執之焦點〈請參照
專利情報︽�專利訴訟戰觀察 Motorola vs. Microsoft�︽科技產業資訊室「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5747�最後瀏覽日「2013年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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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Microsoft起訴主張的內容︽本案�契約不履行�指涉的 RAND義務

係分別來自Motorola與兩間標準制定組織——IEEE以及 ITU之間的承諾﹀換

句話說︽Motorola同意將其所有關於�802.11標準�和�H.264標準�之關鍵

技術以合理︾無歧視的授權條件提供予他人進行運用︽然而︽在與Microsoft授

權協商的過程中︽該公司卻提出不合理的要約︽接連於 2010年 10月 21日與同

月 29日以要約信件分別就兩項專利技術要求Microsoft必須支付最終產品價額

的 2.25%作為權利金︽Microsoft乃據此向法院提出違約的指控96〈 

在訴訟合併之後︽Microsoft首先就契約不履行的爭議向法院聲請部分即決

判決�partial summary judgment�︽2012年 2月 27日︽本案承審法官對外作出

決定︽部分准許︾部分否決該項聲請97〈詳言之︽Robart 法官率先肯認「�一�

專利權人向標準制定組織所為的聲明構成具有拘束力的協議︽Motorola應以

RAND條件授權其所擁有的該些標準必要專利﹀�二�Microsoft乃是上述協議

的第三受益人〈然而︽法官在該份決定中同時也對事實爭點予以修正︽認為本

案應著眼於專利權人最初的授權要約是否合理的討論〈 

於是︽在法院後續的決定中98︽Robart法官更明確地釐清爭點︽認為本案

事實中真正應予探究的重點在於專利權人是否違反其與標準制定組織間的協議

而對Microsoft提出不合理的授權〈除此之外︽關於授權條件究竟是否�合理�

之問題︽法官也指出只要最終合理無歧視的授權確實達成︽此類����������������������������������協議並非要求

專利權人所提出的最初要約即非屬�RAND�不可︽然而該最初要約的提出仍

必須盡到契約法制度中所要求的善意與公平交易的義務�duty of good faith and 

fair dealing�﹀就此而言︽本案中兩造當事人同意以法官審理�bench trial�的

方式進行訴訟︽先針對Motorola專利的 RAND權利金比率與 RAND權利金範

圍作出決定︽復交由事實問題的決斷者來判斷本案專利權人是否符合所謂善意

的情形〈 

 

第三項  法律分析與涵攝 

第一款  法理基礎 

                                                                                                      
96 Supra note 90, at 3-5. 
97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No. 854 F. Supp. 2d 993, 996 (W.D. Wash. 2012) 
98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No. 864 F. Supp. 2d 1023 (W.D. Was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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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就上述爭點於 2012年 11月間舉行法官審理的庭期︽並於隔年 4月對

外公佈其決斷內容︽首先對此一議題牽涉的指導性原理原則進行闡述99〈 

Robart法官明白指出所稱�RAND權利金�應該與各個標準制定組織設立

的目的相一致︽意即具體權利金的決定要能促進該項標準被廣泛採用〈此外︽

決定權利金的適當方法還須充分意識到專利箝制及權利金堆疊︽就前者而言︽

其係指所決定之權利金價額應不能使 SEP的所有權人有能力去要求多於其專利

技術價值的回 而試圖獲取標準本身所附����������������������������������加之價值﹀就後者而言︽則係指決定

權利金時應考量被授權人很可能因必須向許多不同 SEP所有權人支付權利金而

導致的超額權利金〈然另一方面︽即使有著依照�RAND�授權的承諾︽法官

也明言此時權利金的決定同時需要確保該些擁有智慧財產權的權利人可以就其

財產獲得適度的權利金補償︽以利標準制定組織繼續去創設有價值的產業技術

標準〈 

據此︽有關 RAND權利金的具體解讀︽本案判決率先以宏觀的角度提出上

述經濟指引�economic guideposts�︽認定 RAND授權承諾應是在限制專利權

人僅能獲得等同於其專利技術本身經濟價值︾且未計入與整合該專利技術進入

標準有關之價值的合理權利金〈 

第二款  RAND義務的解讀 

自經濟指引的角度切入︽法院率先處理了雙方當事人所主張的 RAND義務

的解讀方式︽復以之為基礎提出對於法院向來所採用的 Georgia-Pacific分析模

型的創新見解〈 

一︾當事人主張之解讀方式 

就系爭牽涉�802.11標準�與�H.264標準�之專利技術而言︽兩造對於

當初專利權人的 RAND授權承諾存在著下述歧義的解讀方式100「Microsoft所主

張可略稱為�具體增值�incremental value approach�方法�︽亦即該方當事人

認為權利金之計算既然應排除掉被納入標準所得價值而著眼於該專利技術本身

之經濟價值︽則此一單獨價值便可藉由比較其他可以被納入標準之替代技術來

估計該專利技術具體的價值︽採的是事前的�ex ante�判斷方式︽聚焦在標準

被採用與踐行之前的階段﹀而Motorola則提出所謂假設性雙邊協商

                                                                                                      
99 Supra note 90, at 25-26. 
100 Supra note 90, at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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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othetical bilateral negotiation�的方法︽認為具體的 RAND授權條件可以透

過模擬在具備 RAND授權義務下進行假設性雙邊協商的方式來決定〈 

Robart法官明白指出Microsoft所主張的計算方法有如下缺失「其一︽該方

法缺乏現實世界的可應用性︽以本案所涉之 IEEE與 ITU為例︽此些標準制定

組織皆未指明 RAND授權條件必須以所謂具體增值方法來決定︽且他們甚至根

本沒有要求在標準制定過程中對於 RAND授權條件的事前揭露︽這種現象的存

在很可能是緣於反競爭法上的疑慮﹀其二︽該方法在法院審理過程中亦不具操

作上的實用性︽因為連結專利價值與其所產生對於標準的具體貢獻之間的方法

在實務運作上很難被施行︽也就是說︽有鑑於一項標準在實行上的多面性︽一

旦將系爭專利技術自該標準中去除而以其他技術取代︽往往會產生牽一髮動全����������������������������������

身的變化〈但是縱有此些缺失︽法官認為Microsoft主張的方法仍有其助益︽詳

言之︽既然承諾以 RAND條件進行授權之 SEP的合理權利金比率必須評估專利

技術本身之價值︽便當然會需要考量到該專利對於標準的重要性與貢獻度︽如

此一來︽比較系爭專利技術與曾可被納入標準之替代技術亦可成為決定 RAND

權利金時所參照的一項考量因素〈 

相對而言︽法院較認同Motorola所提出的觀點︽因為假設性雙邊協商的方

法為現實世界中的授權協商所支持︽且亦為法院實務經驗所採納︽此觀諸美國

法院長期以來適用的 Georgia-Pacific分析架構即可得知︽該架構便是以假設性

雙邊協商為基礎來決定專利侵權訴訟中具體的權利金要求︽透過 15項分析因素

模擬此種協商下兩造當事人最後會得出的數額101〈然而︽在涉及 RAND授權承

諾的案件中︽原本的 Georgia-Pacific分析架構在適用上需要進行一定程度的修

正〈Robart法官指出︽此時建構的假設性協商與 Georgia-Pacific的分析原型有

所差異︽其原因有二「第一︽SEP所有權人因其承諾而必須以 RAND授權條件

來進行專利授權︽但未負有相同義務的一般專利權人則可以享有其完全����������������������������������排他的

權利並選擇不進行授權﹀第二︽假設性協商幾乎不會在�真空�環境中發生︽

意即標準使用者會認知到其必須從許多 SEP所有權人處取得授權始能實際施行

該項標準〈 

二︾修正之 Georgia-Pacific分析模型 

                                                                                                      
101 Georgia-Pacific分析架構最早乃由美國紐約南區聯邦法院法官 Tenney所創設﹀See Georgia-
Pacific Corp. v. United States Plywood Corp., 318 F. Supp. 1116 (S.D.N.Y.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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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法官在本案採用了假設性協商的方法︽並於判決中提出修正的

Georgia-Pacific分析模型�“the RAND-modified Georgia-Pacific analysis”�102︽

用以裁斷 SEP所有權人與標準使用者之間合理的權利金為何〈茲將此一模型修

正前後之分析因素整理如下「 

 修正前之分析因素  修正後之分析因素  

1 由專利權人自授權系爭專利所收到

的權利金︽證明或可證明已確立之

權利金�established royalty�〈 

在 RAND授權承諾存在的情形下︽

基於系爭專利授權所得之權利金必

須可以對比到進行 RAND授權的狀

況﹀亦即︽此時權利金要被證明為

一項 SEP的已確立權利金︽其權利

金比率必須是在附����������������������������������有 RAND授權義

務或其他可對比協商條件下被協商

出來的〈因此︽在當事人充分理解

RAND授權義務下所成立的授權協

議以及專利聯盟才是對於 SEP假設

性協商重要的參考因素〈 

2 被授權人為使用與系爭專利類����������������������������������似專

利所支付之權利金〈 

�判決中未提及修正之必要� 

3 授權之性質與範疇�專屬或非專

屬︾限制或不限制生產產品可以銷

售之區域及對象�〈 

�判決中未提及修正之必要� 

4 授權人以不授權他人使用系爭發明

的方式︽或以只在維持其獨占地位

的條件下才授權的方式︽來維持其

專利獨占之慣常政策及行銷計畫〈 

此一分析因素考量授權人為維繫其

專利獨占權利而採用之既有政策與

市場佈局︽是以本項分析因素並不

適用於 RAND授權情境︽因為授權

人已經承諾將以 RAND授權條件進

行授權︽而不藉由拒絕授權的方式

維持其專利之壟斷地位〈 

                                                                                                      
102 Supra note 90, at 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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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授權人與被授權人之商業關係︽例

如他們是否是相同區域內相同業務

的競爭對手︽或是發明人與推廣人

的關係〈 

對於授權人與被授權人間商業關係

的檢視亦不適用於 RAND授權情

境︽如上述分析因素 4所述︽既然

有著 RAND授權承諾︽專利權人將

無法在授權條件上給予競爭者歧視

的對待〈 

6 銷售專利特殊產品�patented 

specialty�對促銷被授權人其他產品

之效應﹀發明對授權人銷售其非專

利項目而言的現存價值﹀以及此種

衍生性或護航式�convoyed�銷售

的程度〈 

雖然此項分析因素適合用於 RAND

授權情境中合理權利金的決定︽但 

分析的重點必須聚焦於專利技術在

去除掉將該專利技術整合入技術標

準所得價值後的本身價值﹀也就是

說︽此時應考量的是該專利對於標

準的技術能力所帶來的貢獻︽以及

對於標準使用者和其踐行標準之產

品所帶來在相關科技功能上的貢

獻〈 

7 專利之存續期間與授權期間〈 此一分析因素在附����������������������������������有 RAND授權承

諾的情境下會受到相當簡化︽因為

專利授權期間將會等同於其權利存

續期間︽是以此時分析因素 7對於

何謂合理權利金的判斷常常只具有

較小的影響〈 

8 專利授權下生產產品之慣常獲利

率︾商業上成功的情形及現在受歡

迎的程度〈 

如上述分析因素 6︽此時必須將分

析的重點聚焦於專利技術在去除掉

將該專利技術整合入技術標準所得

價值後的本身價值〈 

9 專利相較於達成類����������������������������������似結果之舊方法

或設備所高出的效用及利益〈 

此一分析因素考量了系爭專利技術 

具備的進步程度︽在附����������������������������������有 RAND授

權承諾之情況下︽進行假設性協商

的當事人便會去考量若非系爭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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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而是其他替代技術被納入技術

標準時的情況〈換言之︽本項分析

因素著眼於標準在被採用與踐行前

的階段︽乃是前述所言Microsoft的

具體增值方法仍被部分實踐之處〈 

10 專利發明的性質﹀授權人所擁有或

生產商業上實施該發明之標的物

�commercial embodiment�的特

徵﹀曾使用系爭發明之他人因為使

用系爭發明而得到的利益〈 

簡言之︽此一分析因素與專利發明

之特質及其對使用者之益處有關︽

在存有 RAND授權承諾的情境中︽

仍須將專利技術與被納入標準而產

生的價值區別開來︽在判斷時聚焦

於系爭專利對於該技術標準在技術

能力上的貢獻︽以及相關技術能力

對於標準使用者與其踐行標準之產

品的價值〈 

11 侵權人使用系爭發明之程度﹀可用

以反應該項使用之價值的任何證

據〈 

此一分析因素著眼於侵權方的檢

視︽與上述分析因素 10相同︽必須

區別專利技術與其被納入標準而產

生的價值〈 

12 允許在特定或類����������������������������������似行業使用系爭發

明或類����������������������������������似發明時︽�授權人�習慣

上分配到的獲利比率或銷售價格〈 

此一分析因素的檢視必須從涉及

RAND授權承諾的商業觀點出發﹀

換言之︽商業產業中非屬 RAND承

諾的慣常權利金不能作為比較的基

礎︽而必須著眼在以 RAND條件授

權時商業上的通常實踐〈 

13 相較於非專利要素�non-patented 

elements�︾製造流程︾商業風險或

侵權人加上的重要特徵或改良︽系

爭發明對可實現利潤之貢獻比例〈 

此一分析因素考量所獲利潤中應被

歸為專利發明所貢獻之部分︽與前

揭許多分析因素相同︽在存有

RAND授權承諾的情況下︽區別專

利技術本身貢獻與專利技術在被納

入標準後所得價值是甚為關鍵的一



•‧
國

立立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655  

環︽因為否則便會讓 SEP所有權人

得到不適當︾出自標準本身價值的

回 ︽如此一來便很可能會構成專

利箝制且與 RAND授權承諾之目的

有所衝突〈 

14 專家證詞之意見〈 �判決中未提及修正之必要� 

15 若授權人及被授權人�在侵權行為

開始時�願意合理且主動嘗試達成

授權契約的話︽雙方可能同意的權

利金〈 

SEP所有權人有義務以符合 RAND

之授權條件授權其專利︽因此其與

標準使用者會考慮 RAND授權承諾

之存在及其目的來進行協商並達成

協議︽亦即合理之權利金需能促進

標準被廣泛採用並免除專利箝制與

權利金堆疊的問題〈 

�表 5�Microsoft案修正之 Georgia-Pacific分析模型* 

* 本論文自行整理 

關於專利箝制的問題︽法院指出雙方當事人將依據專利技術對標準技術能

力之貢獻以及該標準技術能力對於標準使用者與使用標準產品的貢獻︽來檢視

附����������������������������������有 RAND授權承諾的合理權利金比率﹀也因此︽一個對標準極其重要而關鍵

的專利�相較於一個較不重要之專利�便可以合理要求更高的權利金比率〈另

外︽尚須注意的是︽若某一特定的 SEP對某一標準中的選擇性部分貢獻極大︽

惟該部分卻未被標準使用者所使用時︽則系爭專利對使用者而言仍僅具有些微

之價值〈而關於權利金堆疊的問題︽雙方當事人則會去考慮其他 SEP權利人以

及個別權利人根據其專利對於標準與標準使用者產品之重要性而向標準使用者

要求的權利金比率〈 

最後︽為了促使有價值的標準能夠被創設︽RAND授權承諾必須確保擁有

有價值的智慧財產權的所有權人可以就該財產獲得合理權利金︽此亦為進行此

種假設性協商時當事人所需考量的事實〈 

第三款  合理權利金之計算方式 

立基於上述修正過後的 Georgia-Pacific分析模型︽法院下一步的操作便是

針對本案Motorola所擁有的專利進行假設性之協商︽以求出符合 RAND條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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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金﹀因此︽除了分別觀察系爭專利之於兩項標準的重要性以及之於被控產

品的重要性之外︽判決中也討論了兩造當事人向法院提出其認為�可對比�

�comparable�之證據資料︽並對於所謂可對比的授權合約與專利聯盟等證據

進行細緻的檢視103〈 

一︾Motorola主張的可對比證據資料 

就專利權人這方面而言︽Motorola的專家證人援引上述 Georgia-Pacific模

型中的第 1分析因素︽並提出三組既存專利授權協議內容作為供比較的已確立

權利金104︽主張其應得Microsoft所販售之Windows與 Xbox產品淨售價的

2.25%︽也就是說︽他們認為Microsoft應該以此權利金比率來交換其授權

H.264與 802.11標準中的 SEP專利組合〈然而︽對此法院首先指出Motorola所

提之授權協議其實對本案的 RAND權利金比率不具參照性︽因為該些授權協議

乃是訴訟和解協議或部分授權協議之性質︽從而協議中實際支付之權利金遠不

如在本案被提出的數額︽且無從區分出部分授權協議中各 SEP 所佔之價值比重︽

甚至部分授權協議所涉之專利也已過期︽並非本案可對比的授權記錄﹀除此之

外︽法院還指出︽即使假設Motorola此種權利金計算之方式為正確︽如此的比

率要求亦會引發權利金堆疊的問題︽尤其在針對涉及 802.11標準的 SEP專利組

合所要求的權利金更是明顯︽因此︽法院認定Motorola為其兩項專利組合所提

出的權利金比率並未落在 RAND權利金的範圍之內〈 

二︾Microsoft主張的可對比證據資料 

而就潛在被授權人這方面而言︽Microsoft所提出的可對比證據則包括兩項

專利聯盟之實務做法�MPEG LA H.264︾Via Licensing 802.11�︾一項授權協

議�the Marvell Wi-Fi Chip�以及一項專利授權評估建議�the InteCap 

Analysis�︽該些證據資料被法院認定為具有所謂�可對比�之性質︽並將其用

以評估Microsoft就系爭專利應該付出的合理權利金︽分述如下「 

�一�MPEG LA H.264專利聯盟 

針對MPEG LA H.264專利聯盟︽法院先行指出 RAND權利金的決定應符

合標準制定組織促成標準廣泛被採用的目標︽而本案證據中已明確顯示MPEG 
                                                                                                      
103 Supra note 90, at 129-207. 
104 (1) a 2011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MMI and VTech Telecommunications Ltd. ("VTech"); (2)a 
2010 patent cross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Motorola and Research In Motion Limited Moto relied on 
3 sets of licenses to support rate. ("RIM'); and (3) three agreements entered into by Symbol before it 
was acquired by Motorola. See Supra note 90, at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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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H.264專利聯盟確有促成 H.264標準之普及105﹀此外︽證據亦顯示︽

Microsoft︾Motorola與其他企業在創設MPEG LA H.264專利聯盟的過程中有試

圖取得平衡︽一方面設定權利金比率高到足以吸引相當數量之專利權人貢獻其

專利到聯盟之中︽另一方面也使其低到足以確保標準使用者會使用 H.264標準

技術而非其他替代技術︽如此做法適切呼應了 RAND授權義務的基本原則〈 

緊接著︽法院便著眼於本案具體之權利金估算〈在MPEG LA H.264專利

聯盟的權利金架構之下︽Microsoft將會支付每單項產品 0.185美分�0.185 cents 

per unit�的金額給Motorola︽但考量到Motorola從此一專利聯盟獲得權利金僅

是其若身為聯盟成員所能得到之價值中的一部份︽而其餘部分價值將是其透過

未受限制可利用包含在聯盟中之智慧財產權而得到的價值︽因此法院認定參與

MPEG LA H.264專利聯盟之授權人應可獲得其作為授權人可得權利金兩倍的其

餘部分價值︽從而會落在Motorola就其 H.264標準 SEP專利組合所能獲得

RAND權利金範圍中的一項權利金數額便是所估算出之權利金再加上該權利金

之兩倍數額︽即每單項產品 0.555美分�0.185+2*0.185�︽並且︽由於專利聯

盟中的權利金比率通常較雙方私下協商之金額為低︽此一 0.555美分代表的應

是Motorola權利金比率範圍的下限值︽惟本案中Motorola尚無法提出堅強的理

由來支持其若與Microsoft進行假設性協商會導致權利金比率從該下限值提高的

結果﹀然而︽依據可得證據並經估算後︽法院認定本案中Motorola之 H.264標

準 SEP專利組合的 RAND權利金上限為每單項產品 0.16389美元�16.389美分�
106︽此一上限值主要用以防免權利金堆疊之問題〈 

�二�Via Licensing 802.11專利聯盟 

針對 Via Licensing 802.11專利聯盟︽法院則認為其參考價值相對為低﹀詳

言之︽不同於MPEG LA H.264︽此一專利聯盟並未非常成功地吸引專利權人與

被授權人參與其中107︽是以無法有效鼓勵技術標準被廣泛地採用︽惟 RAND授

權承諾之目的即是在鼓勵標準的普及︽當專利聯盟越無法達到此一目的便越不

適宜成為 RAND權利金比率的參照〈然儘管如此︽法院也指出 Via Licensing 

                                                                                                      
105 MPEG LA H.264專利聯盟總計包含 275項美國 SEP和超過 2400項世界性的 SEP�分別由
26位專利權人所貢獻�︽且有著 1100位被授權人〈 
106 此一上限值係由 MPEG LA H.264專利聯盟中權利金的最高額�$1.50�以及 Motorola所主張
其專利組合所佔份額�3.642%�計算而來﹀For detailed calculation, see supra note 90, at 177-178. 
107 Via Licensing 802.11專利聯盟僅有 35項世界性的專利�來自 5位專利權人�︽且被授權人
亦只有 11位︽其中並有 5位目前仍未有專利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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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1專利聯盟還是具備某些特質而可為此處 RAND權利金比率所參照︽舉例

來說︽此一專利聯盟聚焦在特定標準�即 802.11標準�︽且涵蓋到與本案系爭

產品具備相同最終用途的相同種類����������������������������������產品﹀此外︽與MPEG LA H.264專利聯盟

相同︽參與設立此一專利聯盟者亦是基於促進標準被廣泛採用之目標而設計整

個專利聯盟之運作︽即使目前實際運作未能完全����������������������������������達到上述目標︽其所設定的權

利金比率仍可用來指涉特定產業活動認為何種權利金比率才是符合 RAND授權

條件〈據此︽法院認定 Via Licensing 802.11專利聯盟雖說可參照性不如MPEG 

LA H.264專利聯盟︽其依然可以在討論Motorola系爭 SEP專利組合的 RAND

權利金時供做參考〈 

也因此︽法院接著基於與前述MPEG LA H.264專利聯盟相同的論理︽說

明若Motorola參與 Via Licensing 802.11專利聯盟︽則其可以獲得等同於經由聯

盟所收取之權利金兩倍的其他價值︽於是在該專利聯盟每單項產品 2.038美分

的架構之下︽此時推估出來的權利金即為每單項產品 6.114美分

�2.038+2.038*2�﹀但是︽由於 Via Licensing 802.11專利聯盟係依據專利數量

進行權利金之分配︽未區分專利聯盟中各項專利的技術價值而為不同調整︽又

本案Motorola之系爭專利組合對 802.11標準而言僅具微小技術價值︽故

Microsoft與Motorola在其假設性協商中將會認為︽依據該專利聯盟實務做法所

估算出之每單項產品 6.114美分應是高於系爭 SEP專利組合所應得的 RAND權

利金比率〈 

�三�Marvell授權協議 

針對Marvell�Marvell Semiconductor, Inc., “Marvell”�的Wi-Fi晶片︽

Microsoft乃是希望藉由第三方Marvell就其Wi-Fi晶片所支付之權利金來確立

此一行業中的慣常標準︽也就是說︽Marvell支付予軟體公司 ARM Holdings的

權利金係每單項踐行 802.11標準之晶片價格的 1%︽依據個別晶片單價的不同

約落在每單項晶片 3至 4美分左右︽Marvell並認為此一 1%是其智慧財產權

�合理的最高限度��“reasonable high ceiling” for IP�︽用以包括授權以外對

於實際實施上的指導︽因而若在單純授權的場合權利金相較應更為低廉︽否則

即可能有權利金堆疊的疑慮﹀於此︽法院認同Marvell的見解︽並以該 1%進行

前述 Georgia-Pacific第 12分析因素的判斷︽求出�在特定商業領域中可能為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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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權利金比率�royalty rate “that may be customary in the particular 

business.”�〈 

�四�InteCap授權評估建議 

最後針對 InteCap的專利評價分析︽Microsoft則是希望藉助於顧問公司

InteCap, Inc.�“InteCap”�在 2003年為Motorola的 802.11標準 SEP專利組合所

發展出的專利授權評價模式︽此一授權評價模式對授權市場與目標公司進行細

緻之分析︽其分析特徵並符合 RAND授權承諾的基本原則�例如考慮了 802.11

標準技術功能對整體產品功能之價值︾注意到權利金堆疊的問題�︽因此︽法

院認為 InteCap的分析適宜作為本案 RAND權利金比率的一項參照﹀不過︽法

院隨即也指出︽由於 InteCap的分析過度誇大了Motorola的 SEP專利組合之於

802.11標準的重要性︽其評價結果應被適當地縮減〈也就是說︽Microsoft與

Motorola在進行假設性協商時︽會將 InteCap所估算的權利金比率視為 RAND

權利金比率的參照︽但應將之由原本的 0.1%�約每單項產品 20至 40美分�調

整到每單項產品 0.8至 1.6美分〈 

綜上︽雖然發揮影響的程度各有不同︽Microsoft於訴訟中主張的可對比證

據基本上皆為法院所採︽用以作為系爭專利組合合理權利金之判斷基礎〈茲將

法院計算過程摘要如下表「 

H.264標準必要專利組合之可對比證據及法院判斷  

MPEG LA H.264專利聯盟 
0.185+2*0.185=0.555 cents 

($1.50x3.642%)+2*($1.50x3.642%)=16.389 cents  

802.11標準必要專利組合之可對比證據及法院判斷  

Via Licensing 802.11專利聯盟 2.038+2*2.038=6.114 cents 

Marvell授權協議 1%*$3-$4=3-4 cents 

InteCap授權評估建議 20-40 cents*1/25=0.8-1.6 cents 

�表 6�法院對於Microsoft案可對比證據之判斷* 

* 本論文自行整理 

 

第四項  法院判決結果與分析 

第一款  系爭專利之合理權利金比率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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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過分析模型的架構與本案證據資料的具體審酌之後︽Robart法官在

2013年 4月 25日公佈的判決中作出以下結論︽具體指出系爭專利的合理權利

金比率與合理權利金範圍108「 

一︾H.264標準必要專利組合 

Motorola之 H.264標準 SEP專利組合的 RAND權利金比率為每單項產品

0.555美分︽而其 RAND權利金比率範圍之上限值為每單項產品 16.389美分︽

下限值為 0.555美分﹀前述比率與範圍適用於Microsoft的Windows與 Xbox產

品︽至於其他使用 H.264標準的Microsoft產品︽其適用比率將會是下限值的

0.555美分〈 

二︾802.11標準必要專利組合 

Motorola之 802.11標準 SEP專利組合的 RAND權利金比率為每單項產品

3.471美分︽而其 RAND權利金比率範圍之上限值為每單項產品 19.5美分︽下

限值為 0.8美分109﹀前述比率與範圍適用於Microsoft的 Xbox產品︽至於其他

使用 H.264標準的Microsoft產品︽其適用比率將會是下限值的 0.8美分〈 

茲將以上判決結果簡要呈現如下「 

 H.264標準必要專利組合  802.11標準必要專利組合  

專利權人之開價  終端產品價格的 2.25% 終端產品價格的 2.25% 

法院判決之範圍  每產品單位 0.555-16.389美分 每產品單位 0.8-19.5美分 

法院判決之比率  每產品單位 0.555美分 每產品單位 3.471美分 

�表 7�Microsoft案之具體權利金判決* 

* 本論文自行整理 

第二款  陪審團決定 

繼之︽對於前揭尚未經實質處理的主要爭點110︽陪審團則在同年 9月作出

判決︽以一致意見認定Motorola的行為不符合所稱�善意與公平交易義務�的

                                                                                                      
108 專利情報︽�從法官判決 Microsoft. v. Motorola案來看 SEP標準專利之權利金計算(下)�︽
科技產業資訊室「http://cdnet.stpi.narl.org.tw/techroom/pclass/2013/pclass_13_A164.htm�最後瀏
覽日「2013年 11月 8日�〈 
109 3.471美分的權利金比率係前揭三項可對比證據資料的平均結果︽至於下限值乃參照 InteCap
的授權評估建議︽上限值則是以 Microsoft於訴訟中主張的權利金最高額�每單位 6.5美分�為
基礎︽並利用前述專利聯盟的計算方式而來﹀See supra note 90, at 204-206. 
110 At the jury trial, “Microsoft contended that Motorola breached its RAND obligations by (1) offering 
its 802.11 and H.264 patents at a rate that was not RAND; (2) seeking injunctive relief for Microsoft’s 
infringement of Motorola’s SEPs; and (3) not issuing a patent license to Microsoft’s 802.11 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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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已經違反其與 IEEE︾ITU這兩家標準制定組織之間關於 RAND權利金

的契約承諾︽從而專利權人方應支付 1450萬美元之損害賠償予Microsoft�此

一金額約是Microsoft當初所請求的半數111�﹀隨即︽Motorola向法院聲請了陪

審團審判後的�依法判決��Judgment as a Matter of Law, JMOL�︽請求撤銷

陪審團上述的決定〈 

同月 24日︽法院對於�依法判決�的聲請做出回應︽判決中也詳盡闡述了

善意與公平交易的義務112﹀詳言之︽法官指出所謂善意與公平交易的義務是契

約之債中普遍遵循的法則︽此一義務要求契約當事人必須相互合作以求雙方皆

能享有契約履行的完全����������������������������������利益︽乃源自於個別契約所創設的債務︽因而也僅限於

該特定契約條款的履行而存在︽並且︽善意與公平交易的義務將隨著每份契約

具體的內容而有不同︽並沒有能夠把此項義務�一網打盡��one-size-fits-all�

的定義︽也因此︽關於契約當事人是否違反其善意與公平交易義務的問題便是

事實發現者在個案中需要具體衡酌的113︽本案中︽Microsoft提出三項理論主張

Motorola違反其善意與公平交易的義務114︽而Motorola則對於此一義務的違反

進行區分︽辯稱在主觀惡意�subjective bad faith�︾客觀惡意�objective bad 

faith�的判斷上陪審團欠缺足夠的證據︽然而︽法官直言此種辯解只是缺乏前

提或不具邏輯的陳述�non sequitur�︽因為陪審團從未被指導應將所謂的善意

區分為主觀與客觀而分別審酌︽相反地︽陪審團會針對Motorola是否違反其善

意與公平交易的義務進行單一的判斷︽並且充分意識到主觀上的意圖僅僅為考

量義務違反與否時的其中ㄧ項因素〈據此︽法官認定陪審團的見解並無違誤︽

                                                                                                                                                                                                                                                                                                    
supplier, Marvell.” See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No. C10-1823JLR, 2013 WL 5373179 (W.D. 
Wash. Sep. 24, 2013) 
111 Janet I. Tu, Jury decides in Microsoft’s favor in patent battle with Motorola, The Seattle Times: 
http://blogs.seattletimes.com/microsoftpri0/2013/09/04/microsoft-motorola-patent-case-now-in-jurys-
hands/ (last visited: November 08, 2013) 
112 Supra note 110. 
113 根據法院實務的經驗︽此時裁判者可能可以考量下列因素進行判斷「(1) whether the 
defendant’s actions were contrary to the reasonable and justified expectations of other parties to the 
contract; (2) whether the defendant’s conduct would frustrate the purpose of the contract; (3) whether 
the defendant’s conduct was commercially reasonable; (4)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the defendant’s 
conduct conformed with ordinary customer or practice in the industry; (5) to the extent the contract 
vested the defendant with discretion in deciding how to act, whether that discretion was exercised 
reasonably; and (6) subjective factors such as the defendant’s intent and motive. See supra note 110, at 
10-11. 
114 “Microsoft’s theories were (1) that Motorola’s opening offer letters amounted to a breach of the 
good faith duty; (2) that Motorola’s conduct in seeking injunctive relief breached the good faith duty; 
and (3) that Motorola breached the good faith duty through its conduct with respect to Marvell, 
Microsoft’s 802.11 chip supplier.” Supra note 110,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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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orola確實構成了善意與公平交易義務的違反︽從而駁回Motorola此次�依

法判決�的聲請〈稍後︽Motorola所提的上訴為法院所准許115〈 

第三款  小結 

綜上所述︽本案法院以 Georgia-Pacific假設性協商架構下的實證分析認定

專利權人有違其 RAND的授權承諾︽乃是第一則對於 SEP的 RAND權利金進

行完整裁斷的判決︽無論其嗣後是否為上級法院所接納或是否為其他後案所遵

循︽此次針對Microsoft與Motorola之間的權利金決定無疑是極具指標性質的

論述︽甚至可能間接導引著實務上標準制定組織或其他聯合授權計劃的具體行

動︽發揮強大的影響力︽值得後續進一步之觀察〈 
  

                                                                                                      
115 MOTOROLA’S NOTICE OF APPEAL FROM FEDERAL RULE OF CIVIL PROCEDURE 54(b) 
JUDGMENT ENTERED NOVEMBER 12, 2013 (DKT. 932).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No. 
C10-1823JLR, 2013 WL 6000017 (W.D. Wash.,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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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標準必要專利經典案例�二�——In re Innovatio 

 

Innovatio IP Ventures�“Innovatio”�是一家位於美國加州的專利授權公司︽

也就是所謂的非實施實體�Non-practicing entity, NPE�〈該公司自 2011年起以

一批無線區域網路相關之標準必要專利向諸多下游業者提出專利侵權控訴︽進

而引起專利利用方即無線通訊廠商以 RAND義務加以反擊﹀最終︽地方法院對

系爭專利之具體權利金比率作出決斷︽成為繼Microsoft案之後美國司法實務上

第二件指標性判決︽茲詳述如下〈 

 

第一項  案件背景 

2011年 2月 28日︽Innovatio自Wi-Fi晶片製造大廠 Broadcom�Broadcom 

Corporation�受讓了 31項專利116︽之後便積極行使該批專利權︽函文給美國境

內許多的餐廳︾咖啡店︾旅館︾量販店等下游業者︽主張他們侵犯關於 802.11

無線通訊產業標準的標準必要專利︽並分別向各業者要求大約 2500至 3000美

元的權利金︽若授權不成則尋求訴訟解決﹀據此 Innovatio便陸續在各地方法院

提出侵權訴訟︽控告該些業者使用 802.11標準產品向其客戶提供Wi-Fi服務等

行為已經構成專利侵權117〈 

依循上述模式︽Innovatio共計以 23項專利大肆展開要求授權的行動118〈

此時作為該些無線通訊產品的供應方︽Motorola︾Cisco和 Netgear等廠商119採

取主動︽以確認訴訟主張相關的無線通訊設備︾網路及系統並未侵犯 Innovatio

                                                                                                      
116 See USPTO, Patent Assignment Details, 
http://assignments.uspto.gov/assignments/q?db=pat&reel=025894&frame=0408 (lase visited February 
7, 2014) 
117 例如該公司在 2011年 3月 8日於北伊利諾州地方法院控告下游業者 ABP Corporation�案號
1:11-cv-01638�〈 
111188  U.S. Patent 5,295,154, U.S. Patent 5,428,636, U.S. Patent 5,504,746, U.S. Patent 5,546,397, U.S. 
Patent 5,740,366, U.S. Patent 5,844,893, U.S. Patent 5,940,771, U.S. Patent 6,374,311, U.S. Patent 
6,665,536, U.S. Patent 6,697,415, U.S. Patent 6,714,559, U.S. Patent 6,826,165, U.S. Patent 7,013,138, 
U.S. Patent 7,107,052, U.S. Patent 7,386,002, U.S. Patent 7,457,646, U.S. Patent 7,535,921, U.S. 
Patent 7,536,167, U.S. Patent 7,548,553, U.S. Patent 7,710,907, U.S. Patent 7,710,935, U.S. Patent 
7,873,343, and U.S. Patent 7,916,747〈該些專利主要涉及「�一�使用一個或多個無線區域網路
的產品︾系統或網路﹀�二�無線區域網路及網狀網路設備的控制技術﹀�三�應用於製造業︾
零售業︾工廠︾工業監測或控制的無線區域網路﹀�四�利用 IEEE 802.11通訊協定的無線區
域網路﹀以及�五�提供顧客及員工無線網路存取的零售點無線網路〈 
119 Cisco Systems, Inc., Motorola Solutions, Inc., SonicWALL, Inc., Netgear, Inc., and 
Hewlett-Packard Co. (collectively, the “Manufactu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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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利︽且系爭專利應屬無效120﹀相應地︽Innovatio則反訴專利侵權︽主張該

些廠商與上述業者同樣侵犯其所擁有之專利〈於是︽跨區訴訟司法委員會

�Judicial Panel on Multidistrict Litigation, JPML�依聲請將這些繫屬中案件依法

集中交由北伊利諾斯地方法院進行審前整理的程序�pretrial proceedings�︽以

求節省訴訟資源並避免裁判矛盾121〈 

 

第二項  爭點與主張 

第一款  聚焦至 RAND的訴訟內容 

Innovatio主張的該些必要專利牽涉 802.11產業標準︽前手專利權人122都曾

向 IEEE承諾會以合理︾非歧視�RAND�的條款進行授權︽由此也為本案增添

了相當程度的複雜性〈詳言之︽根據 2012年 10月所提的修正訴狀123︽本案除

爭執一般侵權與否和專利有效性的問題︽廠商方面的主張還廣及契約不履行︾

不正競爭︾故意干涉可預期經濟獲益�intentional interference with prospective 

economic advantage�等不法行為︽甚至少見地在專利糾紛中納入民事共謀

�civil conspiracy�與反勒索及受賄組織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 RICO�之違反為請求的基礎〈 

面對著如此廣泛的請求權基礎︽Innovatio則在 2012年 11月 13日向法院

聲請駁回124〈隔年 2月︽法院透過 Innovatio提出之聲請駁回了廠商大部份的請

求︽僅有由 RAND承諾衍生而來的契約不履行和允諾禁反言未被准予駁回125〈

                                                                                                      
120 Innovatio發動專利攻擊的對象有許多都不是無線網路設備公司而是零售業︽面對不熟悉的專
利訴訟︽他們乃先與供應設備的業者以契約條款預先分配侵權風險︽達成管控風險之目的﹀請
參照專利情報︽�侵權責任契約 CISCO和 MOTOROLA協助客戶打擊 INNOVATIO IP�︽科
技產業資訊室「http://cdnet.stpi.narl.org.tw/techroom/pclass/2011/pclass_11_A150.htm�最後瀏覽
日「2014年 4月 8日�〈 
121 這些繫屬中案件包括「Cisco Systems Inc., et al. v. Innovatio IP Ventures, LLC, C.A. No. 1:11–
00425 (District of Delaware)︾Innovatio IP Ventures, LLC v. B & B Corporate Holdings, Inc., C.A. 
No. 8:11–01325 (Middle District of Florida)︾Innovatio IP Ventures, LLC v. ABP Corporation, et al., 
C.A. No. 1:11–01638 (Northern District of Illinois)以及 Innovatio IP Ventures, LLC v. MEI–GSR 
Holdings LLC, C.A. No. 3:11–00343 (District of Nevada)﹀28 U.S.C. §1407乃其移轉之法律依據〈
See In re: Innovatio IP Ventures, LLC, Patent Litigation, 840 F.Supp.2d 1354, U.S. Jud. Pan. Mult. Lit., 
2011. 
122 在 Innovatio之前︽該些專利曾由 Intermec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a subsidiary of UNOVA) 
and Intermec IP Corporation (collectively “Internee”)︾Norand Corporation (“Norand”)︾Broadcom 
Corp. (“Broadcom”)等公司所持有〈 
123 PLAINTIFFS’ AMENDED COMPLAINT 
124 MEMORANDUM IN SUPPORT OF INNOVATIO’S MOTION TO DISMISS. DOCKET NOS. 
431 AND 442 PURSUANT TO FED. R. CIV. P. 12(B)(6) 
125 Innovatio聲請駁回的請求除了前述提及的 RICO︾民事共謀︾違約︾故意干涉可預期經濟獲
益等之外︽尚包括本案廠商基於允諾禁反言與不潔之手而為的主張﹀詳見其聲請書狀︽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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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聲請駁回的書狀中︽Innovatio主要是基於努艾爾-本寧頓規則�Noerr-

Pennington doctrine�︾當事人適格以及其他事實主張上的瑕疵來鋪陳應予駁回

的理由126「 

一︾不正競爭與其他民事請求權基礎 

就不涉及 RAND承諾的該些請求而言︽Innovatio援引了努艾爾-本寧頓規

則所提供的豁免︽主張發送存證信函等實行專利權的相關行為應受保護〈 

於此法院除先行肯認努艾爾-本寧頓規則的適用並不限於傳統反競爭法的領

域︽更進一步引用聯邦巡迴法院的見解︽指出訴訟前的協商溝通亦在此一規則

保護範圍之內︽本案廠商所謂�授權要求非屬訴訟前協商溝通�的說法並不正

確﹀且即使以訴行使專利權構成 Innovatio日常的商業活動︽Innovatio也不因其

非實施實體的性質便當然不能適用該項規則︽蓋該項規則係基於美國憲法第一

修正案而來︽而廠商未能說明將專利主張實體排除於憲法保護之外的理由127〈 

除此之外︽法院也認為本案廠商的其他主張無法證明 Innovatio的行為屬於

基於惡意而來的單純濫訴�shams�︽因此並不構成努艾爾-本寧頓規則的例外〈

其一︽Innovatio不僅僅因為 RAND授權義務的存在便被禁止實行其專利權﹀其

二︽在缺乏證據證明 Innovatio完全����������������������������������知情的情況下︽即使有些被 Innovatio鎖定

的業者所使用的Wi-Fi設備其實已經取得系爭專利授權︽此一事實仍不能輕率

導出濫訴的結論﹀最後︽雖然廠商指出 Innovatio在行使其專利權時曾有不實資

訊的呈現︽就專利權範圍︾價值以及相關授權契約的資訊主張上有所錯誤︽然

姑且不論此一指控真實與否︽其程度上也未重大到足以使 Innovatio尋求授權的

整個行動成為所稱的�濫訴�128〈 

二︾與 RAND相關的請求權基礎 

至於本案以 RAND 承諾為基礎的請求則係對應到契約不履行與允諾禁反言︽

Innovatio對於這兩項請求的駁回聲請為法院所否准129〈 

                                                                                                      
126 MEMORANDUM OPINION AND ORDER GRANTING IN PART AND DENYING IN PART 
INNOVATIO’S MOTION TO DISMISS THE DEFENDANT’S AMENDED COMPLAINT (DKT. 
NO. 473) In re Innovatio IP Ventures, LLC Patent Litigation, 921 F.Supp.2d 903 (N.D. Ill., February 
04, 2013) 
127 Id., at 7-14. 
128 Id., at 14-28. 
129 Id., at 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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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並不爭執本案所涉的 802.11產業標準受有 RAND的規範︽也不

爭執 RAND承諾而來的義務乃是具有拘束力的契約︽且同意其本身會因專利的

受讓而受前手權利人所為承諾之拘束︽惟 Innovatio則對本案廠商的當事人適格

提出質疑〈詳言之︽Innovatio主張該些廠商並非其要求授權的對象︽也未曾主

動向其爭取授權︽因此不該當權利人與 IEEE之間的 RAND契約意欲保護的受

益人﹀就此︽法院先明白指出︽縱使有些 RAND的保證書可見諸如�申請人

�applicants��或�基於要求�upon request��等字眼︽此類����������������������������������訴訟的提起仍不

以先向專利權人尋求符合 RAND的授權為必要前提〈但法院也表示︽Innovatio

所負有的 RAND義務直接所及的對象僅限於 IEEE中作為契約當事人的成員︽

而本案廠商僅有 Cisco主張其為 IEEE之會員�從而是契約的一方當事人�︽ 

故可在未曾受 Innovatio要求授權的情況下仍具備控告違約並訴請損害賠償的當

事人適格﹀反觀Motorola和 Netgear等廠商︽由於他們僅係契約的第三方受益

人而非直接獲益的對象︽如 Innovatio所言︽�契約法並不允許任一第三方受益

人去主張另一第三方受益人的權利�130︽因此基本上Motorola和 Netgear起訴

控告 Innovatio對於其他業者的行為違反其 RAND義務是不適當的︽然有鑑於

本案廠商的主張且及於 Innovatio對於一些製造商所提出的授權要約︽法院仍維

持Motorola與 Netgear在本案中的違約主張︽其訴訟程序將可繼續進行︽只是

關於損害賠償的請求便因而受限〈 

此外 Innovatio也稱允諾禁反言的請求應被駁回︽因為廠商同時已經主張契

約的違反〈然而法院則認為此一請求乃是聯邦民事訴訟規則之下131適當的�替

代理據�alternative grounds��︽無須依 Innovatio之聲請而駁回︽且就此而言

Motorola和 Netgear也如上述之理由得以續行訴訟〈 

至此︽除了侵權與否及專利有效性的問題︽本案餘存的爭點便圍繞著來自

標準制定的 RAND承諾〈 

第二款  審理順序與適用範圍 

                                                                                                      
130 “[T]here is no principle of contract law that allows one third-party beneficiary to assert the rights of 
any other third-party beneficiary.” 
131 “A plaintiff may plead breach of contract in one count and unjust enrichment and promissory 
estoppel in others, but he may not include allegations of an express contract, which govern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parties, in the counts for unjust enrichment and promissory estoppel.” Fed. R. Civ. P. 
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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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當事人的共識︽在證據開示之後�尚未進行申請專利範圍之解讀�︽

本案乃先行討論 Innovatio因系爭專利而潛在可得判給的損害賠償——亦即有關

RAND義務之下的權利金︽使之先於侵權與否和專利有效性的爭議來處理︽因

為兩造與法院皆認為如此的審理順序將能使當事人更有效地去衡量投入訴訟的

利益與風險︽有利尋求早期和解︾促進紛爭有效解決〈並且︽當事人還同意本

案中所有與 RAND相關的爭議︽包括專利必要性以及 RAND承諾對權利金比

率造成的限制等等︽皆交由法院審理的方式進行︽而不就該些事項請求陪審團

判決〈 

另外︽進入具體的審理之前當事人也已同意︽本案法院對於 RAND權利金

的決定僅止於上述該些廠商與 Innovatio之間的侵權爭執︽並不包括無線通訊使

用者即下游業者對於系爭專利的被控侵權行為︽於是法院便將有關下游業者侵

權的各項權利金議題先行中止﹀也因此︽後續法院於本案所判決之權利金比率

僅對該些廠商有所適用〈 

 

第三項  法律分析與涵攝 

針對 RAND這項核心議題︽本案承審法官 Holderman以先行程序肯定了系

爭專利作為標準必要專利的事實︽乃是法院以判決確認專利必要性的首例132﹀

接著︽2013年 10月 3日︽RAND權利金比率的判決則正式出爐133︽判決中︽

法官首先就本案 RAND權利金應該適用的分析方法︾計算基礎加以定義︽復基

於定義之架構與當事人提呈之證據資料進行系爭專利的實際分析︽最後擇定適

當的計算方法訂定出本案合理的權利金比率︽為美國法院第二起對 SEP具體的

權利金比率加以置喙的案例〈以下乃觀察本案中法院關於 RAND議題的各種分

析與涵攝內容〈 

第一款  專利必要性 

面對著由 RAND義務而來的請求︽法院先行釐清的是關於系爭專利的必要

性問題〈亦即︽因為雙方當事人對於 Innovatio所主張的諸多專利是否皆屬於

802.11標準所必要之技術存有歧見︽在 2013年 7月舉行的庭期中︽法院便先明

                                                                                                      
132 MEMORANDUM OPINION AND ORDER. In re Innovatio IP Ventures, LLC Patent Litigation, 
956 F.Supp.2d 925 (N.D. Ill., July 26, 2013) 
133 MEMORANDUM OPINION, FINDINGS, CONCLUSIONS, AND ORDER. In re Innovatio IP 
Ventures, LLC Patent Litigation, supra note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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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判決本案所涉請求項確實都構成所謂的標準必要專利︽從而受到 IEEE相關

RAND義務的約束〈茲將法院就此議題之見解簡述如下134〈 

一︾必要性之舉證責任「援引 RAND抗辯的一方當事人 

首先︽關於專利必要性之舉證︽法院參照了授權抗辯的情形︽認為專利必

要性的舉證責任亦宜歸於主張適用 RAND制度的當事人︽也就是本案的該些廠

商135〈  

二︾必要性之判斷單位「請求項 

其次︽根據前手專利權人提交給標準制定組織的一些保證書︽廠商方面主

張 Innovatio有義務以符合 RAND的條款對整份專利進行授權︽而非以個別請

求項為義務拘束的單位︽然此一見解並未被法院採納〈在檢視 IEEE的內部規

定之後︽法院認為�必要專利請求項�Essential Patent Claim��的用語已清楚

說明必要性的判斷應著眼於個別請求項︽隨之 RAND義務也應是逐項適用的〈 

三︾系爭專利請求項之必要性 

本案廠商認為 Innovatio全����������������������������������部的專利皆屬於所謂的標準必要專利︽因為在侵

權主張中引用 802.11 標準便意味著 Innovatio聲稱該些請求項對於標準而言係屬

必要︽且 Innovatio所有的侵權指控也全����������������������������������都是指向採用 802.11標準的產品〈最終︽

法院透過判決肯認了系爭專利請求項確實具有必要性︽但卻也駁斥廠商所為的

上述主張〈申言之︽目前市場上可得的無線通訊裝置幾乎皆採用著 802.11產業

標準︽被控侵權產品同樣採用該項標準的事實並無法說明系爭專利技術即為標

準所必要︽更何況一款採用 802.11標準的產品本可能包括標準所不要求卻為專

利範圍所涵蓋的其他元件﹀此外︽主張專利時單純引用其相關的產業標準也不

表示系爭請求項被認定為踐行標準之必要〈 

因此︽法院將此處所涉的請求項依技術特徵區分為數類����������������������������������進行分析136︽否定

了 Innovatio所謂�若出現標準未明文要求的元件︽該請求項即非屬標準必要�

                                                                                                      
134 Supra note 132. 
135 此外︽法院還提及另一種替代性的作法︽也就是針對所有潛在標準必要專利的案件設立一項
任意規定︽使 RAND義務的相關規範在這類����������������������������������案件中推定式地適用︽僅在專利權人舉證推翻之時
方能免卻﹀惟法院也表示此種作法對權利人而言可能形成過於沈重的負擔〈 
136 It includes Category 1: Access Point Having Two or More Transceivers or Radios, Category 2: 
Access Point that Allows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wo Wireless Transceivers Exclusive of a Wired 
Link, Category 3: Access Point with Three Independent Protocols, Category 4: Access Point Having an 
Interface System that Modularly Receives Transceivers, Category 5: Access Point that 
Contemporaneously Operates on Two Channels, Category 6: A Processor for Implementing Claimed 
Method Steps, Category 7: Handheld Terminal or Handheld Computer, Category 8: A Ro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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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張︽而是參酌 IEEE內部規範所載的兩部分檢驗法︽指出被控侵權方必須

以優勢證據原則證明下列要件始能謂必要性之具備137「第一︽在標準被採納之

時︽施行標準基準條款中某一強制或任意部分的商業上和技術上可行的方法即

為侵犯該專利請求項﹀第二︽該專利請求項包括�或至少一部份包括�標準明

文或明白要求的技術〈據此法院便多次判定本案請求項中的額外元件是在表現

於特定裝置上施行系爭標準唯一商業上可行的方法︽故構成所稱的�標準必

要�﹀並且︽法院也從 RAND的制度觀點進行觀察︽認為當專利附����������������������������������屬項額外列

出者僅為基礎︾非新穎的技術時︽若專利權人還可以單單透過該附����������������������������������屬項收取高

額的授權費用︽則 RAND義務於獨立項的適用也將失其意義〈 

第二款  分析方法 

本於專利必要性的決定︽法院進而審酌的是 Innovatio就系爭專利應得收取

之合理權利金比率︽此時用以決定 RAND權利金比率的分析方法成了法院首先

要處理的關鍵〈因此︽判決中法官對於方法論的採用與修改有所著墨︽同時也

點出決定權利金比率時各項應予注意的議題〈 

一︾方法論的採用與修改 

本案當事人皆同意法院應採用 Robart法官在Microsoft案138�此略以�前

案�稱之�所建立的ㄧ套判斷 SEP合理權利金的方法︽並基於案件情況的不同

給予適度調整〈於是︽在假設性協商的架構之下︽Holderman法官援引了經前

案修正的 Georgia Pacific分析模型︽指出關鍵性分析因素並以三步驟分析法予

以概括︽作為本案決定 RAND權利金比率的指導方針︽分述如下「 

第一︽系爭專利組合對於產業標準的重要性︽且此時應考慮專利組合中所

有標準必要專利所佔的比例︽以及整體而言專利組合對於標準的技術貢獻﹀ 

                                                                                                                                                                                                                                                                                                    
Terminal Keyboard Used to Collect Information Communicated, Category 9: Selectively Sleeping 
Between Consecutive Beacons or Between Non- consecutive Beacons, Category 10: Terminal Builds 
an Access Point List Based Upon Signal Strength, Category 11: Access Point Routes Messages 
Between Other Nodes, Category 12A: Operating Receiver Circuitry, Transceiver Circuitry, 
Communication Circuitry, Receiver or Portion of Receiver in Powered Down State, Category 12B: 
Bridging Node Storing Pending Messages, Category 12C: Spanning Tree and Category 13: Access 
Point Programmed with Network Configuration. Id., at 23-48. 
137 “To prove that a patent claim is standard-essential, an accused infringer must establish 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that (1) at the time of the standard’s adoption, the only commercially 
and technically feasible way to implement a particular mandatory or optional portion of the normative 
clauses of the standard was to infringe the patent claim; and (2) the patent claim includes, at least in 
part, technology that is explicitly required by or expressly set forth in the standard (i.e., that the patent 
claim does not recite only Enabling Technology).” Id., at 18. 
138 Supra note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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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整體而言系爭專利組合對於被控侵權人︾被控侵權物的重要性﹀ 

第三︽參照其他可對比的專利授權︽也就是藉由上述專利組合對於產業標

準以及被控侵權方的重要性來決定該些授權是否具有可對比性〈 

接著本案法官則從以下三個面向修正了前案 Robart法官的分析方法︽用以

符合本案具體情況〈首先︽本案將只決定單一的 RAND權利金比率︽而不是像

Robart法官同時訂定權利金比率的合理範圍︽因為前案中具體判決權利金的目

的是要將案件後續再交由陪審團判斷被告的授權要約是否非屬合理而構成契約

不履行︽然本案對合理權利金進行判決的目的則在於為 SEP的專利侵權估計損

害賠償﹀換言之︽本案仍是在審酌專利侵權︽並非如前案契約不履行所著眼的

是專利權人是否屬於善意要約故不違反其 RAND承諾的問題〈 

再者︽法院不會將訴訟前系爭專利必要性的不確定性納入考量並據而調整

RAND權利金比率〈詳言之︽與前案不同︽Robart法官面對的是必要性未經司

法肯認的專利︽故謂可能有待釐清的專利必要性會帶來價值的不確定﹀然本案

中︽由於法官已經透過先前程序判定系爭專利屬於標準必要的專利︽如此一來

便失去前案中進行比率調整的必要﹀因此︽此時應該關心的問題其實是「�對

於法院裁斷之前必要性仍存有疑義的專利︽法院是否仍應相應地調整權利金比

率」�若從假設性協商�事前�的特質出發︽基於此種原因的調整看似合理︽

但法官指出癥結點在於一般假設性協商是法院在判斷侵權責任後才運用的一項

反事實�counter-factual�︽與本案先行處理損害賠償的審理有所差異︽從而類����������������������������������

似於專利有效性與侵權與否的問題︽以訴訟前必要性的不確定來調整 Innovatio

專利的權利金比率將是不恰當的作法〈 

最後本案法官則是將上述三步驟分析法中的第一與第二步驟合而為一︽也

就是說︽從定義來看Wi-Fi晶片的目的即是在提供 802.11標準的功能性︽以致

於決定專利對於產業標準的必要性也就等於決定了該些專利對於Wi-Fi晶片的

重要性︽是以兩項重要性的判斷將可一同進行〈 

至此︽除了基於本案事實加以修改之外︽法院明確採取了假設性協商的判

斷模式︽且指出假設性協商的時點應在 1997年左右︽因為 1997年是 802.11標

準最初被採行的時間︽本案廠商也大約從那時開始銷售 802.11標準的產品〈 

二︾應考量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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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分析方法確立之後︽法院還陸續處理了 SEP案件中常見的議題︽而

專利箝制毫無疑問構成其中一項〈申言之︽當事人對於專利箝制究竟是否屬於

重要的爭點有不同看法︽Innovatio的專家證人認為專利箝制其實相當罕見︽且

專利技術本身的價值與所謂的箝制價值也常是難以區分的﹀與之相對︽廠商方

面則堅持專利箝制會阻礙產業標準的實行︽對消費者或甚至是其他 SEP權利人

都極為不利︽系爭專利的前手專利權人 Broadcom也從實務觀點說明問題的嚴

重性︽表示專利箝制並不僅是理論上的說法︽而會使無數消費者面臨價格上升︾

選擇減少的困境〈基於本案所提呈的各種證據資料︽法院肯認專利箝制正是設

計 RAND制度旨在防免的重要問題︽RAND權利金必須反映系爭專利技術本身

的價值︽而不是因為標準化所產生的專利箝制的價值﹀然而︽有鑑於區辨技術

內在價值與標準化價值的困難性︽專利箝制的疑慮可能被適度地緩和︽舉例而

言︽在假設性協商的情境中︽專利權人或許便能以其技術較容易與其他技術整

合為由而向被授權人收取較高的權利金︽也因此︽防免專利箝制之時法院會將

標準必要專利整合進標準的容易性納入考量〈 

此外權利金堆疊也是此時會面臨到的議題〈不同於其他當事人對於權利金

堆疊的疑慮︽Innovatio的專家證人認為若專利技術皆被精準地評價︽則堆疊後

的權利金只是反映了將許多發明結合為一項產品所產生的價值而已〈於是︽法

院不反對權利金堆疊構成一項必須被考量的問題︽但也指出它實際上更似於一

種總的性的準確性審查︽意在檢驗 RAND權利金用以反映系爭發明技術價值的

準確性︽也就是說︽如果認為系爭專利組合為標準帶來 25%的功能︽邏輯上來

看其他 SEP之於標準的價值即為 75%︽因此當該些 SEP技術價值對應出的權利

金大於系爭專利組合三倍的價額︽便意味著法院對於系爭專利組合的權利金給

予了過高的評價﹀除此之外︽審酌權利金堆疊的問題時法院還會考量整體 SEP

的權利金是否會妨礙到產業標準的推廣〈 

最後︽關於誘因的確保︽Innovatio的專家證人聲稱反專利箝制�reverse 

hold-up�會對權利人的誘因造成威脅︽然而此種說法未被法院所接受︽法院並

指出本案缺乏證據證明 Innovatio或其前手專利權人曾經向該些廠商提出任何授

權要約︽或是該些廠商曾以要約不公平或不合理為由拒絕接受授權︽故反專利

箝制不是本案需要考量的問題︽更何況就此而言所謂反專利箝制也非 SEP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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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特有〈因此︽此處應予考量的重點在於所提出的 RAND權利金比率是否提供

足夠的報償︽使發明人有誘因投資新技術的研發並將其新技術供予標準使用〈 

第三款  權利金計算基礎 

繼之︽法院即將開始本案合理權利金分析的第一步便是為系爭專利決定適

當的權利金基礎�Royalty Base�︽因為當事人對於構成權利金計算基礎的單位

有著截然不同的主張〈根據 Innovatio的說法︽權利金的計算應以該些含有Wi-

Fi的終端產品的售價為基礎︽再透過能反映出Wi-Fi之於特定產品的相對重要

性的特色因素�feature factor�向下進行調整﹀如此一來︽以 Innovatio所提的

6%的權利金比率門檻來計算︽本案權利金依各產品的不同大約介於 3.39美元至

36.90 美元之間139〈相對地︽本案廠商則認為應以 Wi-Fi 晶片為基礎︽也就是說︽

既然任一被控侵權的終端產品都至少含有一片Wi-Fi晶片︽法院應先判定Wi-Fi

晶片的平均售價︽並決定該均價中可歸屬於晶片製造商平均營運利潤的比例

�同時代表著相關智慧財產權權利金的上限�︽之後再將所得數字按照系爭專

利特徵之於所有 SEP的比例加以分配﹀從而本案的權利金比率應介於每晶片

0.72至 3.09美分之間〈 

關於權利金計算基礎的爭執並非 RAND案件所獨有︽法院首先便指出權利

金應基於�最小銷售單位�smallest salable patent-practicing unit��計算而來〈

於是︽Innovatio主張系爭請求項所對應的系統或方法有許多都包括到天線或無

線接收盒等晶片以外的其他元件︽致使單以Wi-Fi晶片並無法提供無線網路的

功能︽故實施專利的最小銷售單位為含有所有終端產品裝置的系統﹀而本案廠

商則主張Wi-Fi晶片運用了 802.11標準的所有特徵︽從而權利金計算的基礎是

以Wi-Fi晶片為最小銷售單位︽況且 Innovatio受專利所保護的發明並非天線或

無線接收盒等等︽而是使用到該些裝置的方法〈最終法院便採納了此一Wi-Fi

晶片的計算基礎︽因為 Innovatio未能以可信的方式去將系爭專利特徵從終端產

品的價值中分配出來140︽此外︽前揭 6%的比率門檻也不是基於法院認為可對比

的授權契約而提出〈 

第四款  系爭專利之重要性 

                                                                                                      
139 根據 Innovatio的估算︽此一基礎下平均可得的權利金大約是每台無線接收盒�AP�3.39美
元︾每台筆電 4.72美元︾每台平板至多 16.17美元以及每台庫存追蹤裝置�如條碼掃描器等�
至多 36.90美元的價額〈Supra note 92, at 22. 
140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see supra note 92, at 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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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基於上述的分析方法與權利金計算基礎︽法院開始審酌系爭專利之於產

業標準和被控侵權方的重要程度︽根據修正後 Georgia-Pacific模型的第 9分析

因素︽此時主要考慮的是標準被採行時既存的替代技術︽惟雙方當事人於此存

有歧見〈首先︽針對其他替代的專利技術︽廠商方面認為它們應如公共領域中

的技術一般發揮調降系爭專利價值的作用︽因為按照經濟模型的說法︽若兩項

受專利保護且同等有效的替代技術索求相同的權利金︽則兩方專利權人便會將

價格協商至�有效零�effectively zero��﹀相反地︽Innovatio則主張沒有專利

權人會接受�有效零�的權利金〈法院肯認了 Innovatio的觀點︽認為現實世界

中專利權人不可能會接受以實質上等於什麼都沒有的對價來授權其技術︽且這

種作法也會使發明人未來不願進行新技術的投資研發或不願將該些技術貢獻至

產業標準﹀因此︽替代專利技術的存在並不會使 Innovatio 的專利價值大打折扣︽

其影響相較於公共領域中的替代技術仍有程度上的差別〈 

接著︽對於制定標準之時眾可皆知的替代技術︽本案廠商認為該些技術都

屬於此處應該考量的對象︽然法院還是採取了與 Innovatio同樣的見解︽指出只

有 IEEE曾經考慮過的替代技術才是法院所應考量的︽因為在決定 RAND權利

金時︽法院實是在重建當事人之間於採納標準前進行假設性授權協商的場景︽

而彼時未曾被標準制定組織考量的技術也不會在考量之列︽更何況︽若一項替

代性技術在標準制定之時根本不被組織內的專業技術人員所斟酌︽則也意味著

該項技術與系爭專利技術並非同等有效〈 

確立了上述規則︽法院並將 Innovatio的專利依功能特性的不同區分為三大

家族進行觀察141︽最後得出系爭專利對於 802.11標準而言具有中高程度的重要

性的結論142〈 

第五款  可對比授權 

                                                                                                      
141 因技術考量︽審理中雙方當事人同意放棄系爭專利中屬於 Mesh family的請求項�‘154專利
的請求項 1-7︾‘636專利的請求項 1-13︾‘746專利的請求項 13-17以及‘165專利的請求項 16-
20�︽故法院後續審酌的專利為三大不同家族的技術︽本案所涉專利共計也因此由原先的 23項
降為 19項專利〈Supra note 92, at 40. 
142 詳言之︽Channel Sharing family的專利使無線電頻率上的許多裝置得以在不衝突的情形下相
互溝通︽對標準的重要性程度為中度至高度﹀Multi-Transceiver family是使無線接收盒能與複數
無線電︾無線電收發機相互作用的方法專利︽對標準的重要性程度亦為中度至高度﹀而 Sleep 
family則是有關基地台節省電源的專利技術︽對於標準也有著中度的重要性〈Supra note 92, at 
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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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實證分析的下一步則涉及修正後 Georgia-Pacific模型的第 1 與第 2分

析因素︽也就是可對比授權的判斷︽然就此而言雙方當事人的證據資料都有所

缺陷〈法院首先指出 Innovatio提出用以比較參照的授權契約皆不適於決定本案

RAND授權架構之下的權利金143「 

第一︽在檢視其他證據資料之前︽由於 Innovatio當初自 Broadcom受讓該

批專利時也訂有回 授權的約款︽此一授權理論上應成為本案權利金的參照︽

然而︽Innovatio與 Broadcom之間的授權卻沒有將系爭專利的授權價值從廣泛

的專利中區別出來︽從而仍不適合作為可對比的授權﹀ 

第二︽與 Robart法官在前案中的判斷相同︽Motorola與 Vtech之間的授權

僅係當事人用以尋求訴訟和解而締結的龐大授權契約之下的一小部分︽其權利

金比率實為和解協商的產物︽並非準確的市場導向的比率﹀ 

第三︽涉及 Symbol Technologies的兩份授權契約也不適於參照︽他們是在

訴訟脅迫之下被採納的︽致使所支付的金額可能是在反映一部份的箝制價值144﹀ 

第四︽其他有關 Symbol Technologies 與 LXE 之間的授權也不具可對比性︽

因為 Innovatio無法提供相關證據說明當時 Symbol所擁有的專利價值︽或說明

Symbol 的 802.11 標準必要專利相較於專利組合中的其他專利有著如何的價值﹀ 

第五︽Qualcomm與 Netgear之間的一份授權契約仍非可對比的證據︽在該

次授權中︽與 802.11標準有關的專利僅是 Qualcomm數千項專利中相當微小的

一部份〈 

但就此而言本案廠商所提出的證據資料也未被法官採納〈申言之︽前案中

曾被Microsoft援引的 Via licensing專利聯盟並不適於本案參照︽因為不同於該

案所涉專利技術對於 802.11標準的低度重要性︽本案中 Innovatio的專利組合對

802.11標準來說有著中高價值的重要性︽反觀 Via licensing卻不是一個很成功

的專利聯盟︽不但只吸引了極少數的專利權人︽還未區分地對聯盟中的專利給

予相同數額的權利金︽致使擁有高價值專利的權利人更不願將其技術貢獻至聯

盟之中︽而是希望透過私下的雙方授權來獲取更高的權利金比率﹀於是︽Via 

licensing專利聯盟沒有包括到高價值的專利︽其相對較低的授權比率不宜作為

本案的可對比授權〈此外︽即使本案廠商還另行提出四份非屬 RAND情境的授
                                                                                                      
143 Supra note 92, at 58-68. 
144 尤其在 Symbol Technologies與 Proxim的授權契約中︽被授權人 Proxim當時正面臨著 2290
萬美元的陪審團判決﹀而與 Terabeam之間的授權也是基於類����������������������������������似的訴訟情況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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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契約︽主張該些授權應可作為系爭專利權利金的上限︽然法官指出即使先不

論此種通常授權是否宜於 RAND權利金之參照︽該些證據資料在內容上也有明

顯的不足︽無法用於本案判斷145〈最終︽法院便判定本案並無可對比的授權〈 

第六款  計算權利金比率的其他方法 

在缺乏可對比授權的情況下︽法院則接著考量當事人所提的其他計算權利

金比率的方法〈首先︽著眼於系爭專利相較於替代技術的價值︽廠商方的專家

證人提出了�由底部開始的�計算方式�“Bottom Up” Approach�︽也就是先決

定採用其他合理替代技術的成本︽再將該成本除以侵權單位的數量︽用以決定

系爭專利每單位權利金的最大值﹀惟法官拒絕採用此一方法︽因為不僅本案中

並無精確的替代技術︽專家證人也沒有去計算所謂替代技術可能得收取的權利

金數額︽更何況︽一如 Robart法官在前案中所言︽�具體增值�的計算對法院

而言實際上難以操作〈 

因此︽法院考慮並適用了另一套由該位專家證人提出的替代性評估模式︽

亦即�由上而下�的鑑價方法�“Top Down” Approach�〈簡言之︽由上而下的

鑑價方法是從Wi-Fi晶片的平均價開始︽先計算晶片製造商販售每片晶片所賺

取的平均利潤︽由此分離出可用於支付智慧財產權權利金的部分收入︽接著再

將晶片可得的利潤乘上�特定數字��Innovatio所擁有對於 802.11標準必要的

專利的數量︽除以 802.11標準中所有的標準必要專利的數量�146︽得出最後合

理的權利金比率〈 

法院指出此一方法有下列幾項優勢︽其一︽除了達到 RAND所要求的�非

歧視�︽權利金堆疊的問題也確實被納入考慮︽因為它將所有 802.11標準必要

專利的潛在權利金總額植基在晶片製造商的利潤︽確保了權利金堆疊後的總額

將不會造成晶片製造商被迫放棄其營業﹀其二︽此一方法下無須依賴其他授權︽

尤其有鑑於目前市場上可見的 RAND授權契約仍然相對稀少︽這項優勢益加明

顯﹀其三︽由於運用到 SEP數量︾晶片均價等實證數字︽如此一來可對 RAND

分析提供數量上或分析上的精確︽使法院得以基於客觀的因素決定合理的權利

金比率﹀最後︽再加上專利重要性的考量︽此種計算方式也讓法院不用單單倚

賴數字上的比例去分配 Innovatio專利特徵的價值︽使分析更趨精準〈 

                                                                                                      
145 Supra note 92, at 69-72. 
146 藉由上述�特定數字�的不同︽專家證人還在這個步驟下提供了其他幾種替代的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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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法院判決結果與分析 

第一款  本案權利金判決 

法院將審酌過後之證據資料用於上述計算方法的涵攝︽簡述如下「 

參酌 ABI Research的一份市調報告並排除標準化所造成的影響︽法院認定

自假設性協商的時點開始至剩餘整個專利期間內雙方當事人可預期的晶片均價

為 14.85美元﹀又︽在觀察 Broadcom和Marvell等公司多年的營業利潤後︽法

院採納專家證人的證詞︽將晶片製造商銷售每一Wi-Fi晶片可得的邊際利潤估

為 12.1%〈而將晶片均價乘上晶片製造商的平均邊際利潤︽會得到每一晶片

1.80美元的利潤︽此即為該些晶片製造商可用來支付權利金的總利潤〈 

接著︽根據本案可得的證據資料︽法院估計 802.11標準約含有 3000項左

右的標準必要專利︽其中前 10%的專利構成了標準 84%的價值﹀而如前所述

Innovatio的專利對於標準有著中高程度的重要性︽該 3000項 SEP中又有許多

專利的價值因必要性未經司法審酌而打了折扣︽從而系爭專利應屬於 802.11標

準必要專利中的前 10%〈如此一來︽將上述 1.80美元的利潤乘上歸功於標準中

前 10%的標準必要專利所帶來的 84%的價值︽再將該數字�1.51美元�乘上

19/300147︽法院最終判定�每一晶片 9.56美分�即為本案 RAND義務之下的權

利金比率〈 

第二款  RAND權利金案件之比較 

將此一數字與先前其他訴訟中的 RAND權利金比率相互比較︽在Microsoft

案中︽Robart法官最後針對Motorola的 802.11 標準專利組合訂定了每單項產品

3.471美分的 RAND 權利金比率︽合理範圍的上限值與下限值則為 19.5美分與

0.8美分︽因此本案中 9.56美分的權利金比率恰恰落在前案的比率區間︽且大

約等於 3.471美分的三倍﹀考慮到前案被告的 SEP專利組合對標準而言僅具有

微小價值︽而 Innovatio的專利則是有著中高程度的重要性︽其間權利金比率的

差異應屬合理〈又︽對照 Ericsson與 D-Link之間的訴訟148︽即使該案中 15美

                                                                                                      
147 因為每一 802.11標準的Wi-Fi晶片中估計共包括 3000項標準必要專利︽其中 300項為前
10%的必要專利﹀而分子 19則為本案 Innovatio用以主張之標準必要專利︽預計落入該 10%的
範疇〈 
148 Supra note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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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 RAND權利金係由陪審團判決而未見論述過程︽其結果仍與本案的權利金

比率相去不遠︽亦可作為確認本案判決的支持性案例〈 

第三款  小結 

作為近期第二件備受矚目的權利金判決︽本案的重要性首先來自其建立在

Microsoft案的基礎之上︽承襲前案權利金判斷之主軸並依個案情形加以調整〈

其間異同雖有待後續分析︽但僅先就本案而言︽具體權利金判決確實已發揮審

理之初所預期的功效︽因為在上述判決出爐之後︽兩家主要的無線通訊廠商

Motorola和 SonicWall紛紛與 Innovatio達成和解︽並接連在 2013年 12月使案

件以駁回的方式告終﹀緊接著︽翌年 2月︽Cisco與 Innovatio也因達成和解而

一同向法院提交駁回案件的聲請︽且和解金額共為 270萬美金�涵蓋了 Cisco

本身即其下游所有的Wi-Fi設備使用商�︽這也意味著其間每產品單位的權利

金比率乃是 3.2美分左右︽不僅遠低於專利權人原先之開價︽也不及法院判決

�合理�比率的半數149〈由此觀之︽本案的具體權利金判決確實產生促進和解

之功效〈 

 
    

                                                                                                      
149 Mark Chandler, Innovatio Case: Victory for Cisco Customers Makes the Case for Patent Reform, 
Cisco Blogs: http://blogs.cisco.com/news/innovatio-case-victory-for-cisco-customers-makes-the-case-
for-patent-reform/ (last visited: April 8,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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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標準必要專利權利金之具體化與解決途徑  

  

第一節   現行紛爭解決模式之探討  

 

前揭各個案件的訴訟結果在產業界及司法界都掀起關注熱潮︽尤其

Microsoft案與 Innovatio案以其對於標準必要專利具體權利金決斷的完整架構︽

更有如拋磚引玉般帶動各方進行現行體制之檢討︽無疑是相關議題發展的重要

里程碑〈本節乃立基於上述幾件經典判決︽分從不同角度檢視目前在 F/RAND

制度之下授權義務被具體化為權利金之運作模式︽從中分析利弊得失︽以為將

來可能發展方向的探討奠����������������������������������定基礎〈  

 

第一項  具體權利金紛爭之現行解決模式 

第一款  美國法院權利金判決現況綜覽 

自 2013年 4月 25日至 2014年 2月 27日︽僅僅一年不滿的期間內︽美國

司法實務已出現四件標準必要專利的權利金判決︽顯見以 F/RAND承諾為核心

的授權制度實有值得檢討之處﹀因此除對上開案例分別介紹之外︽於此乃先進

行四件判決之重點比較︽簡要點出其中關鍵與特徵︽以利後續進一步討論〈 

茲將四件權利金判決之重點比較以表整理如下「 

 Microsoft案  Ericsson案  Innovatio案  Realtek案  

請求基礎  契約不履行 專利侵權 專利侵權 契約不履行 

判決時間  約 2年 5個月 約 2年 9個月 訴訟移轉後 1

年 9個月 

約 1年 8個月 

判決方式  法官 陪審團 法官 陪審團 

判決比率  802.11標準「 

3.471�0.8-

19.5�美分︾ 

H. 264標準「 

0.555�0.555-

16.389�美分 

0.15美元 9.56美分 晶片總銷售額

的 0.19%�兩

項系爭專利各

為 0.12%以及

0.07%� 

判決重點  在假設性雙邊 陪審團認定無 沿襲Microsoft Realtek非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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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的前提之

下提出修正式

Georgia-Pacific

分析模型︽著

重系爭專利本

身之價值而非

標準化價值︽

並強調專利箝

制與權利金堆

疊的問題︽最

終運用可對比

證據計算出系

爭專利之合理

權利金〈 

效事由不成立

且被告侵權︽

被告分別應支

付$435,000至

$3,555,000不

等的合理權利

金﹀而法官在

後續判決中拒

絕接受被告基

於 RAND而來

的防禦論點︽

其論述分析與

Microsoft案有

部分差異〈  

案的判斷架構

但進行些許調

整︽認為系爭

專利確屬標準

必要且具中高

程度重要性︽

惟當事人未能

提出可對比證

據︽故以最小

銷售單位即晶

片的利潤為基

礎︽乘上標準

價值分佈與系

爭專利占比〈 

願取得授權︽

LSI在要約前

即向 ITC尋求

禁制性救濟的

作法本身已經

違反 RAND義

務︽因此陪審

團除了考量系

爭專利的重要

性訂定合理權

利金之外︽也

判給 382.5萬

美元為 Realtek

的損害賠償〈 

指標意義  1. 美國司法實

務第一件對標

準必要專利進

行具體權利金

決定之案例︽

其詳細的判決

內容蔚為典範 

2. 開創性地修

正適用慣稱的

Georgia-Pacific

分析模型  

3. 對系爭專利

訂定合理權利

金比率與範圍 

1. 專利權人控

告產品廠商而

不直接告上游

供應商侵權︽

台廠 D-Link與

Acer皆為被告 

2. 法官回應當

事人後續主張

的論述有別於

Microsoft案︽

例如認為專利

箝制與權利金

堆疊較屬理論

性說法 

1. 與Microsoft

案直接呼應︾

對照︽且為首

件也是目前唯

一一件法官以

判決肯定專利

必要性的案例 

2. 乃 NPE挾標

準必要專利向

下游業者要求

權利金之案例 

3. 合理權利金

的判決帶動當

事人和解 

1. 台灣廠商積

極運用 RAND

條款︽藉由訴

訟程序使專利

權人確實對其

授權承諾負責 

2. 涉 ITC平行

程序︽判決結

果因此否定了

產業中專利權

人�先訴請禁

制再行協商�

的策略 

�表 8�權利金判決之重點比較* 

* 本論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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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目前既有的權利金判決與其他案例發展︽以下將分從程序面與實體面

探討標準必要專利合理權利金紛爭之現況〈 

第二款  程序現況之特色「法院幾乎成為唯一決定機制 

針對標準必要專利的權利金數額︽進行具體決定的第一層次依然在於專利

權人︽惟若利用人與專利權人之間無法達成共識︽何者又擔任第二層次的決定

機制」如前章所示︽在既有的體制架構之下︽標準制定組織多已於內部規章明

定其不加干涉之立場︽且通常未指示或提供當事人將系爭專利權利金付諸決斷

的完整管道﹀如此一來︽不但專利權人難以在專利被納入標準之後迅速回收其

投資︽對利用人而言︽一如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所提出之警告︽由於�缺乏能

夠讓潛在被授權人對於[F/]RAND授權條款加以爭執的適當管道可能強化授權

人箝制被授權人的能力�150︽此一現象亦非標準利用人與廣大消費者之福〈 

職是之故︽面對 F/RAND制度之下不斷發生的權利金爭執︽司法成為當事

人主要仰賴的解決手段﹀然而︽不論是契約不履行或是以專利侵權所提起復由

被告援引 F/RADN作為抗辯的訴訟︽法院在過程中是否須對權利金數額進行實

際估算︽抑或逕行判決義務違反而不介入具體權利金卻仍須進一步探究〈 

論者有以上訴審概念看待法院職能者︽認為 F/RAND承諾之下的權利金乃

授權當事人間的私契約問題︽縱使一方提起訴訟︽法官仍無須決定具體的權利

金數額︽而是本於個案證據資料判斷專利權人所提要約是否超越合理範圍即為

已足151〈但以當前實務發展現況來看︽雖說對於具體權利金加以計算的個案尚

不多見︽在該些少數的新近案例中︽承審法官卻也透過判決肯認法院介入之適

當與必要〈例如審理Microsoft案的 Robart法官即明文指出︽當雙方當事人無

法在順利的情況下達成合意時︽法院便是處理所稱�合理︾無歧視�授權條件

                                                                                                      
150 “The absence of a good forum for potential licensees to complain about RAND licensing terms may 
enhance licensors’ ability to hold up licensees.” See U.S. Dep't of Justice & Fed. Trade Comm'n, supra 
note 24, at 47. 
151 Roger G. Brooks and Damien Geradin, Interpreting and Enforcing the Voluntary FRAND 
Commitment (January-June 2011), at 10-1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T Standards and Standardization 
Research, 9(1), 1-23, available at: 
http://www.cravath.com/files/uploads/documents/publications/3285864_1.pdf. 



•‧
國

立立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911  

的最佳場合152﹀甚至在 Apple與Motorola的大戰中︽Crabb法官也謂在此種情

況下︽�法院將可能是決定授權條款的唯一場域�153〈 

若再從過往專利案件的角度加以觀察︽當兩造對於實際合理權利金數額有

爭執時︽法院有權解決這項爭議︽此一情形於 F/RAND場合亦應有本質上相同

或法理上相通之處154﹀更何況在涉及 F/RAND承諾的案件中︽除非先以實際數

額就所提出之要約是否符合�公平︾合理︾非歧視�進行判斷︽否則其實無從

決定專利權人是否違反其義務155〈也因此︽在現行運作模式之下︽法院涉入標

準必要專利的具體權利金判斷應有其正當性︽該具體化之後的權利金也往往為

案件審理所必需〈 

惟仍然值得注意的是︽比較Microsoft案以及 Apple與Motorola之間的訴

訟案件亦可得知︽若非被授權人同意將會無條件接受法院決定的權利金結果︽

法院便可拒絕對之進行實質裁判156︽且此種見解同樣為之後法院實務所延續﹀

例如在 InterDigital對 ZTE︾Nokia的起訴中︽被告於反訴主張請求法院針對涉

及 ETSI與 ITU旗下標準的 SEPs進行具體的權利金決定︽以便判決專利權人的

要約與 F/RAND有所不符︽然而此時法院明白指出︽由於 ZTE和 Nokia皆未明

文保證將因判決結果與專利權人簽署授權契約︽當事人之間又存在諸多授權爭

議︽即使法院作出具體的權利金決定也僅會成為繼續協商的參考數值︽除了改

變當事人間既有的談判力量︽並無法直接帶來專利授權︽因而認定 F/RAND權

                                                                                                      
152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No. C10-1823JLR, 2012 WL 4827743, at 6 (W.D. Wash. Oct. 10, 
2012) 
153 “[I]n situations such as this in which the parties cannot agree on the terms of a 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license, the court may be the only forum to determine license terms.” Apple, Inc. v. 
Motorola Mobility, Inc., 2012 WL 5416941, at 9 (W.D. Wis. Oct. 29, 2012) 
154 Jorge L. Contreras, A Brief History of FRAND (February 3, 2014). Antitrust Law Journal, 
Forthcoming; American University, WCL Research Paper No. 2014-18.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2374983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374983. 
155 Doris Johnson Hines and J. Preston (J.P.) Long, Un-FRAND-ly Behavior (January 17, 2014), BNA’s 
Patent, Trademark & Copyright Journal, Finnegan: 
http://www.finnegan.com/resources/articles/articlesdetail.aspx?news=fd56db63-bdc7-4856-a21d-
30ac81a6fc04 (last visited: April 23, 2014) 
156 在 Posner 法官審理的案件中︽Apple 陳稱若最終判決之合理權利金比率在每單位 1 美元以下︽
他們將會接受系爭標準必要專利的授權並立即開始向 Motorola進行權利金支付︽此一說法被認
為是僅在向法院尋求潛在權利金比率的上限作為談判之用︽而無意受判決結果之拘束﹀相反地︽
在 Microsoft案中︽Microsoft則確實向法院表示將以 RAND權利金比率接受 Motorola標準必要
專利的授權〈其間態度差異於是成為判決結果不同的原因之一︽Posner法官最終並未對系爭標
準必要專利的權利金比率進行具體判決︽而是將案件以舉證問題加以駁回〈See supra note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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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金判決於該案中缺少確認訴訟所要求的實際幫助或效用�practical help or 

utility�︽最終乃依原告之主張駁回被告此項反訴請求157〈 

第三款  實體現況之特色「架構於假設性協商的方法論 

作為首件在權利金比率上具體解讀 F/RAND承諾的判決︽Microsoft案以開

創性方式援用司法實務由來已久的 Georgia-Pacific分析模型︽並因應 F/RAND

制度加諸標準必要專利的要求進行修正式調整﹀同樣地︽Innovatio案沿襲了此

種修正式分析架構︽且進一步將前案用以落實各項假設性協商分析因素的論述

過程明確化為三步驟分析之形式︽亦即將判斷重點簡要歸類����������������������������������成系爭專利組合對

於產業標準之重要性的判斷︾系爭專利組合對於被控侵權方之重要性的判斷︽

以及其他可對比專利授權的判斷︽從而使整套方法論更為清晰與聚焦〈 

由此即可得知︽目前實務上針對 F/RAND權利金比率所運用的是具有相當

彈性的假設性協商模式︽不但 Georgia-Pacific本身即非屬窮盡式分析模型︽而

僅在例示較為重要之分析因素158︽即使明白舉出的該 15項分析因素亦非一體適

用或制式化適用︽反而係由法官依個案情形決定是否考慮某些分析因素或其考

慮之程度為何159〈據此︽觀察Microsoft案與 Innovatio案之見解︽可發現關於

F/RAND權利金比率的判斷︽主要由以下分析因素發揮關鍵作用「 

ㄧ︾系爭專利之技術貢獻——涉及第 9分析因素 

討論標準必要專利的重要程度時︽關切的不僅止於專利的數量比例︽更須

觀察該些專利整體而言對於產業標準的技術貢獻︽於是評估技術進步程度的第

9分析因素便被納入考量︽其中所謂的具體增值方法即屬此一範疇〈 

二︾可對比證據資料——涉及第 1︾第 2與第 12分析因素 

前揭兩件判決皆對可對比證據資料特別著墨︽這包括可對比授權契約︾可

對比權利金支付以及可對比的產品銷售價格︽尤以可對比授權契約扮演關鍵角

色︽可能直接影響最終權利金計算〈此外︽若遇可對比證據資料缺乏的情形︽

                                                                                                      
157 InterDigital Communications, Inc. v. ZTE Corp., Not Reported in F.Supp.2d, 2014 WL 2206218, 
D.Del. (May 28, 2014) 
158 此由當初 Georgia-Pacific一案的判決用語即可推知「“The following are some of the factors 
mutatis mutandis seemingly more pertinent to the issue herein…” (emphasis added). See supra note 
101. 
159 “[T]here is no formula by which these factors can be rated precisely in the order of their relative 
importance or by which their economic significance can be automatically transduced into their 
pecuniary equivalent.”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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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替代方法也可能被運用︽例如 Innovatio案捨棄非可對比的授權契約而逕採

�由上而下�的鑑價方法即是〈 

三︾專利箝制與權利金堆疊——涉及第 15分析因素 

第 15分析因素原泛稱授權人及被授權人願意合理且主動達成授權契約之情

形︽在標準必要專利的場合︽Microsoft案特別將專利箝制與權利金堆疊的問題

納入考量︽Innovatio案並進一步針對兩項問題分別點出專利與標準整合的容易

程度以及權利金之於標準推廣的影響〈 

簡言之︽隨著Microsoft案與 Innovatio案這兩件經典判決的出現︽法院縝

密決定合理權利金的架構已漸漸有了雛形︽也就是以當事人間之假設性協商架

構起整套方法論的骨幹︽復著重上述幾類����������������������������������分析因素求得最終合理權利金比率〈 

 

第二項  現行紛爭解決模式之侷限 

第一款  各項實體與程序困難 

即使標準必要專利的權利金爭議進入法院︽由法官或陪審團作出 F/RAND

承諾之下具體的權利金決定︽此種紛爭解決模式仍存在部分有待探究的問題「 

一︾懸而未決的程序安排 

首先︽對於該些就合理權利金進行判斷的案件︽目前實務上出現一些不同

的程序安排〈諸如 Realtek案並未對程序特別作出區隔︽而是循一般審理程序為

之︽Microsoft案卻將合理權利金比率與契約上善意與公平交易義務的違反分離

處理︽前者由法官審理︽先行決定出具體權利金比率區間︽後者則交由陪審團

進行判斷︽至於 Innovatio案也是採取類����������������������������������似Microsoft案的作法︽將 F/RAND相

關的爭議優先處理〈 

一般而言︽法院並不將損害賠償的爭點與整體訴訟程序區分開來︽而是在

有關當事人責任存否確立之後︽接著進入損害賠償的判斷﹀但目前看來︽由於

F/RAND承諾之特殊性質︽此類����������������������������������案件的程序考量較一般案件有所不同︽尤其在

審理程序上的分離與否似乎未有定論︽陸續並產生不少爭議〈舉例而言︽One-

Blue LLC及相關專利權人於 2013年 5月對 Imation Corporation提出標準必要專

利的侵權控訴160︽被告隨後以經濟效率等由向法院請求程序之分離︽主張透過

先行的 F/RAND審理程序解決紛爭︽從而儘可能避免後續花費不必要的訴訟資

                                                                                                      
160 One-Blue LLC v. Imitation Corporation, D. Del. 1:13-cv-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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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但原告便對此一論點提出質疑︽認為先期決定無法達到被告所謂紛爭解決

的效益〈即使最終該案承審法官仍裁定准許被告請求︽將程序區分為 F/RAND

爭點與義務爭點兩大部分161︽關於分離程序的爭執預計在未來仍會發生〈除此

之外︽考慮到程序分離的安排還牽涉權利金比率由法官審理或陪審團審理此一

變異因素︽更增添了整起訴訟的不確定性︽因為雖說通常情況下損害賠償的計

算被認為是交由陪審團處理之事實問題︽目前而言此類����������������������������������案件中的合理權利金卻

又因契約主張而更形複雜︽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的區分仍未有定見︽然而如前

章所示︽法官與陪審團所作出的權利金判決確有相當差距〈 

二︾耗時耗力且高度不確定的紛爭處理 

另外再就時程安排來看︽前揭四件訴訟自起訴日至法官或陪審團公布具體

權利金判決平均都要花費兩年甚至更久的時間︽若再計入後續其他爭點處理過

程︽則整個審級程序將更形冗長﹀即使以上述 One-Blue LLC所提起的新近案件

為例︽法官於分離程序後也一併揭示審理時程之規劃︽單單針對 F/RAND爭點

之證據開示便將持續至 2014年下半年︽關於義務爭點的證據開示更要待 2015

年才告一段落162〈訴訟之曠日費時可見一斑︽尤其涉及標準必要專利權利金此

等高複雜程度之案件更是如此〈 

並且︽若當事人繼續上訴︽姑且不論訴訟確定之日更加遙遙無期︽還可能

因上訴過程的程序問題進一步延宕整體爭議處理的效率﹀例如Microsoft案中︽

Motorola在法官肯認了陪審團就契約不履行的判決後隨即於 2013年 11月提起

上訴︽請求聯邦巡迴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

對各項爭點進行審理︽惟Microsoft主張該案上訴應該交由處理一般上訴案件的

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Ninth Circuit�審酌�這不僅考

慮到請求權基礎︽還是因為Motorola先前已曾向該上訴法院爭執過 Robart法官

禁止禁制令的判決�︽最終歷經半年爭執︽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才在 2014年 5月

正式准許了Microsoft移轉上訴法院的請求163〈由此觀之︽導因於爭議的複雜與

新穎︽此類����������������������������������案件在訴訟程序中的耗時耗力可能更甚於一般︽但相關產業領域的

                                                                                                      
161 David W. Long, Judge Stark bifurcates Blu-ray SEP case to determine essentiality and FRAND rate 
before liability issues, Association of Corporate Counsel: 
http://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28207037-0fe3-4f7a-be43-37e46b3ed735 (last visited: 
April 24, 2014) 
162 Id. 
163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Fed.Appx., 2014 WL 1760369, C.A.Fed. (Wash.), May 5,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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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發展卻又是一日千里︽待一一爭執︾層層上訴後整個訴訟流程趨於完結︽

即使當事人取得看似�合理�的判決結果︽屆時技術進步與產業變化都將造成

難以預期的風險︽於是︽訴訟在時間與費用上昂貴的本質極可能為市場中創新

創意的流通帶來阻力︽對被授權人而言尤其是高額的交易成本︽也使市場對小

公司而言更不可得〈 

三︾疑點重重的權利金計算方法 

另一方面︽在實體面向的考量上︽現行決定機制也存在諸多未解的爭議︽

例如前述方法論雖涵蓋專利箝制與權利金堆疊之考量︽該些問題現實上是否確

實發生︽抑或僅為理論性質之風險」又例如︽專利技術具體增值觀點的考量在

產業標準的範疇究竟是否適用」縱使實務上已初步形成決定標準必要專利權利

金的方法架構︽諸如此類����������������������������������的質疑依舊源源不斷地被提出︽值得後續再行檢討與

分析〈 

由於迄今為止有著詳細論述的兩起案件最終權利金比率皆與原先標準利用

人主張的比率較為相近︽在目前法院此種論述之下︽縝密決定合理權利金的過

程雖可能隨著案件與參考數值的累積而更趨容易︽普遍偏低的 F/RAND權利金

比率卻對專利權人頗為不利﹀於是︽除了反競爭的問題需要考量之外︽專利權

人在尋求權利金以回收其研發投資時也將處於逆勢︽此種現象後續將發揮如何

漣漪式的作用引人疑慮︽因為一旦向利用方傾斜的權利金決定方法破壞了研發

與利用之間的關係︽專利權人繼續參與標準制定的誘因勢必受到影響︽進而便

可能對整體標準化過程及市場運作帶來負面影響〈 

第二款  侷限之突破」 

綜上可知︽導因於標準制定的複雜與 F/RAND制度的模糊︽現行機制之下

乃由法院擔綱紛爭解決的主要角色︽並初步於地方法院架構出一套解決方案﹀

然而︽目前這套解決方案仍不乏起人疑竇之處︽能否持續充實其內容而為司法

實務廣泛接受尚有待觀察︽且即便是訴訟程序的發展︽內部流程的歧異與整體

而言訴訟程序的冗長也可能已經損及紛爭解決之效益〈因此︽有鑑於目上述紛

爭解決模式的侷限︽本文將分從程序面向與實體面向進一步探索︽嘗試突破框

架尋找現行體制僵局之下更多變化的可能︽以求在標準必要專利合理權利金的

場合中︽能夠使所適用的規則與方法論趨於調和︽從而有效確保專利權人與利

用人之間的權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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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權利金具體化之可能途徑——程序面分析  

 

就程序面而言︽不論前述流程安排抑或訴訟經過︽癥結點無非在於效率的

爭取︽從而此處分析主要是希望使決定程序在減少不確定性的同時依然保有彈

性與時效性〈自合理權利金具體化的進程切入觀察︽第一層次的決定機制不外

乎專利權人︽僅在專利權人與利用人難以順利取得共識時始可能產生權利金的

決定問題﹀也因此︽針對共識未成的後續階段︽以下乃將之區分為兩大層次進

行探討︽首先由避免紛爭的角度出發︽探討與標準制定過程可相銜接之權利金

決定管道︽接著︽作為第三層次的防線︽則探討法院之外可行的替代性紛爭解

決管道︽以迅速化解紛爭的觀點尋求當事人信賴之平衡〈 

 

第一項  借鏡專利聯盟作為 F/RAND權利金決定管道 

第一款  制度發想 

既然專利技術常與產業標準高度整合︽宏觀而論︽標準制定作為整體技術

研發︾發展︽乃至最終商品化過程的一環︽其任務不外是先從上游進行規格定

義︽再藉著標準普及帶動產品後續於市場上之推行﹀又︽由於標準要能普及有

賴相關技術授權︽授權因此可以說是過程中用來銜接標準化與商品化的關鍵橋

樑〈但是不可避免地︽不同專利權人各自都掌握了一些對於標準至關重要的專

利︽考量到標準制定場合中專利數量︾被授權人等因素之複雜程度︽若能針對

其中標準必要專利建立一套完整的授權機制︽達成確實授權︾迅速授權且授權

條款符合 F/RAND精神之階段性目標︽ 則產業標準之最高宗旨應得以確保︽前

述關於權利金決定之紛爭亦不至發生〈 

於是︽除了身兼專利權人與被授權人角色而採取之交互授權164︽若欲進一

步以系統性方式簡化針對特定技術而來的大量且龐雜的授權需求︽所謂的專利

聯盟�patent pool�165無疑是可能選項之一︽它由兩家或兩家以上貢獻專利的業

者成立︽乃是持有一整批已組合專利的獨立組織︽主要活動在於將該些專利以

包裹方式授權第三人︽而授權所得之收益始按特定比例分配予專利權人〈雖然

                                                                                                      
164 交互授權�cross licensing�係該些業者用以排除相互間專利阻攔的常見手段﹀See Carl 
Shapiro, Navigating the Patent Thicket: Cross Licenses, Patent Pools and Standard Setting (January 
2001), at 129.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 
Volume 1, pp. 119-150, available at: http://www.nber.org/chapters/c10778.pdf. 
165 又有�專利庫�︾�專利池�︾�專利集管�與�專利集中授權�等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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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組織可能由原先貢獻專利的業者握有掌控權︽但在多數情形下︽從經濟利

益及競爭優勢的觀點︽並參諸稅務規劃考量︽專利聯盟多半會是另外設立一家

獨立的新公司來負責經營與執行整個授權流程166〈 

因此同樣地︽在標準制定之場合︽專利最終為標準所採納的該些專利權人

或許能循著上述架構另行建立專利聯盟︽也就是透過專利聯盟以標準制定過程

所訂定的總體權利金合意持續按照 F/RAND條款給予授權︽其後再根據事前即

決定的分配比例︽由每位專利權人取得總體權利金的一部分份額〈 

第二款  預期實益 

本於專利聯盟強調的制度效果與產業標準面臨的特殊情境︽專利聯盟預計

將能夠發揮下列效益︽最後有效地落實並推廣該項涉及大量專利之標準技術「 

一︾降低交易成本 

由於專利是以一次︾大量的方式進行授權︽專利聯盟能提早促進協商︽大

幅簡化並加速實際授權的過程︽使專利權人與被授權人無須針對個別專利一一

交涉︾一一締結授權契約︽而是透過�一站購足�one-stop shopping��的享受

降低授權多數專利的權利金成本︽從而產業標準在取得與運用上將更有效率〈 

二︾避免專利訴訟 

面對產業標準所涵蓋的大量專利︽利用人理應充分取得專利權人之授權以

從事標準的相關利用行為︽否則即會構成侵權︽然而︽不但是否侵權有時難以

察覺︽侵權主張的提出與否還繫於專利權人之選擇︽或許導因於主張成本︾技

術更換︾企業策略或其他種種考量︽專利權人不一定每每進行權利主張︽於是

對利用人而言︽�騎驢看唱本�的策略便可能有其誘人之處︽亦即不待授權即

先行展開專利利用行為製造符合標準的產品︽以圖僥倖簡省掉取得專利授權的

成本﹀但在此種情形下︽被控侵權的風險仍可能實現︽且屆時在訴訟中更有機

會因此面臨故意侵權的指控︽致使原先省卻的授權成本與訴訟費用不成比例︽

承受得不償失的後果〈也因此︽若能透過專利聯盟提供利用人取得整批專利授

權的捷徑︽此種現象應能有所改善︽尤其這對小公司而言更是有利︽因為小公

司往往難以負擔一一取得授權的成本而冒上侵權風險〈另一方面︽專利聯盟也

不僅有利於尋求授權的一方︽考量到訴訟的昂貴與高度不確定性︽專利權人亦

可受惠於專利聯盟︽也就是無須承受訴訟費用與專利無效的風險〈 

                                                                                                      
166 周延鵬︽�智慧財產權全����������������������������������球行銷獲利聖經�︽天下雜誌︽2010年 1月第一版︽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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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技術發展 

首先︽專利聯盟能排除專利阻攔進而推動技術發展〈也就是說︽由於專利

權屬於排他權而非實施權︽對於重疊部分的專利技術︽後技術的權利人仍須取

得先技術權利人之授權始得從事實際運用︽此時該先技術之專利權即可能對後

技術產生阻攔�blocking�作用﹀進一步來看︽若涉及的是不同專利權人之間多

數專利的交互阻攔︽則將發生抑制技術進步與產業發展的質疑︽標準發展的過

程便可能如此〈是以︽對於專利權重疊致使專利權人之間必須相互取得授權的

情形︽專利聯盟即可促進技術發展︾防止僵局形成︽使握有專利的業者不因專

利阻攔而無法將自有專利進行最大程度的運用167〈再者︽從研發風險的角度觀

察︽專利聯盟也能透過風險分散來推動技術發展︽亦即整批授權搭配上權利金

分享機制可能降低個別成本︽或是以組合專利的方式提升專利價值︽從而使得

專利權人續為技術發展的誘因增加168〈 

四︾解決權利金堆疊 

對標準利用人來說︽權利金堆疊通常是他們決定是否採納標準時所擔憂的

一項主要問題︽如今若藉著整批授權︽則類����������������������������������似於總體權利金�加蓋�的概念︽

將能以一次的 F/RAND權利金支付避免掉後續無窮無盡的潛在權利金追索﹀換

言之︽專利聯盟能夠處理更大而牽涉整個市場運作的權利金堆疊的爭議〈 

綜上︽基於專利聯盟運作原型的特色︽因應產業標準所設立的專利聯盟預

期可以降低各方當事人之交易成本並使戰場平等︽也就是透過專利權人與利用

人之間的權益平衡來促進競爭︽確有其實益〈 

第三款  疑義探討 

縱使有利於標準運作與市場競爭︽實務上專利聯盟參與產業標準發展活動

的現象仍非普遍︽這應該也意味著此類����������������������������������專利聯盟在建制或運作上不乏疑慮〈細

究之︽該些疑慮不僅止於專利聯盟存在與否的效率差異︽更因其事前協商︾集

體運作的特質與對市場的深刻影響而根本地涉及競爭法上的問題169︽從而正如

                                                                                                      
167 Helena Selander, The assessment of patent pools under antitrust law: A comparative analysis 
(September 2013), at 14. Lun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Law, available at: 
http://lup.lub.lu.se/luur/download?func=downloadFile&recordOId=4230801&fileOId=4275665. 
168 Id., at 15. 
169 U.S. Dep't of Justice & Fed. Trade Comm'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2007), Chapter 3. 



•‧
國

立立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999  

學者所言︽專利聯盟無疑是�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法調和的最好試金石�170〈也

因此︽若欲藉助專利聯盟解決現行 F/RAND制度之下的權利金爭議︽勢必得先

行體認種種疑慮方可試行迴避〈 

一︾替代性專利與互補性專利 

以所涵蓋的技術內容來看︽專利與專利之間可能具有替代�substitute�或

互補�complementary�的關係︽然而一旦專利聯盟集結了替代性專利︽很可能

成為一種固定價格的機制︽造成最終運用該些專利的產品價格上揚︽有害競爭

及消費者利益︽是以學界與實務界向來都不乏專利聯盟應僅納入互補性專利的

呼聲171〈相應地︽對產業標準而言︽關於互補性專利的要求自然便指涉到所謂

的標準必要專利︽也就是透過必要性確保納入者並非替代技術︽因此僅於專利

聯盟中納入申請專利範圍是在該項產業標準技術領域之下共同作用的專利〈此

一要求與 F/RAND的制度設計相通︽但也如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揭示︽互補

技術與替代技術有時不易區分︽甚至可能是一部分互補一部分替代︽從而截然

區分是否恰當誠有疑問︽更何況︽納入替代性專利雖有造成價格固定的高度可

能︽隨之而來可能的成本優勢與效率優勢也應同時納入考量172﹀同理︽於產業

標準的場合中︽專利必要性的判斷更是複雜而未有定論︽為求標準技術於專利

聯盟中完全����������������������������������落實︽納入部分帶有替代色彩的專利可能是必需的︽故專利聯盟對

於標準必要專利的要求應為原則但非屬絕對硬性之劃分︽而是與專利必要性等

判斷因素連動︽從競爭效益出發︽保留一定程度的彈性空間〈 

二︾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 

專屬授權有其策略優勢︽可用來吸引被授權人對互補性資產進行投資︽但

是在專利聯盟此種特殊情境下︽若要求專利權人對聯盟專屬授權則將產生降低

競爭的效果〈詳言之︽由於聯盟外授權使其他發明人得以基於實施標準以外的

目的在該些聯盟專利以外單獨運用系爭專利技術︽諸如參與不同的產業標準或

甚至製造其他競爭產品﹀而一旦採取專屬授權之排他條款︽將會妨礙專利權人

                                                                                                      
170 劉孔中︽�專利庫——經濟取向分析下之法制比較與調和�︽政大智慧財產評論︽第 10卷
第 1期︽2012年 6月︽頁 3〈  
171 See, e.g., “…inclusion of truly complementary patents in a patent pool is desirable and 
procompetitive, but assembly of substitute or rival patents in a pool can eliminate competition and lead 
to elevated license fees.” Carl Shapiro, supra note 164, at 134. 
172 U.S. Dep't of Justice & Fed. Trade Comm'n, supra note 169, at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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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盟外進行授權︽可能減少產業中續為研發的誘因173〈也因此︽若針對產業

標準設立專利聯盟︽實應循著非專屬授權的概念而使專利權人保留在聯盟之外

進行授權的權利〈並且︽也正是因為聯盟外授權途徑的確保︽不接受聯盟特定

部分專利組合的授權基本上便不違反競爭法︽因為個別�bilateral�授權乃屬可

能︽已足以作為部分授權的替代︽得不必允許部分授權來造成額外行政成本︾

降低專利聯盟建制首重之效率174〈 

三︾回 授權�Grantbacks� 

回 授權條款使貢獻專利技術的第一研發者得以使用他人�即被授權人�

的後續研發︽促進後續研發結果流通︽也強化原先專利權人之研發誘因︽惟不

容忽視的是︽範圍過大的回 授權條款將有競爭法上的問題︽因為它限制了被

授權人拒絕授權其專利技術的能力︽致使續行研發的成果無法由發明人完全����������������������������������享

有︽反而降低了續為研發的誘因︽與標準技術不斷進步的期待亦有所牴觸〈於

是︽回 授權條款應受有部分限制︽其一︽在授權範圍上︽將�後續研發�的

範圍限制在聯盟中既有的專利︽且為標準必要專利︽從而其後可能增加的是對

聯盟互補之專利技術﹀其二︽在授權方式上︽則當然以非專屬的方式進行回

授權︽使研發的被授權人保有使用與授權他人的權限〈一如美國競爭法主管機

關指出︽限於必要改良的非專屬回 授權僅有極低的反競爭效果的風險175〈 

四︾資訊的流通與取得 

專利聯盟要能成立勢必涉及相關資訊流通︽然而︽成立專利聯盟的業者之

間常具有競爭關係︽此於標準制定之情境亦是如此︽若該些業者交換敏感資訊

則可能造成勾結︽進一步導致價格聯合並降低研發誘因〈是以對於一些競爭上

敏感而可用於影響下游市場競爭的私有資訊︽其流通與取得應有所限制︽也就

是在專利聯盟成立之際也設立一套完整的控制機制︽例如由獨立的管理者來處

理該些因為設定權利金等目的而由各個公司提交的敏感資訊︽或甚至輔以其他

獨立授權行政人員來阻止業者取得其他業者資訊的管道176﹀此等�防火牆�不

但是在降低專利權人對終端產品市場從事協調行為的風險︽也同時能降低專利

                                                                                                      
173 Helena Selander, supra note 167, at 34. 
174 U.S. Dep't of Justice & Fed. Trade Comm'n, supra note 169, at 83-84. 
175 U.S. Dep't of Justice & Fed. Trade Comm'n, supra note 169, at 81. 
176 Helena Selander, supra note 167, at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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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中競爭對手之間對於機密資訊外洩的疑慮︽從而確保足夠數量的專利參與

其中〈 

五︾總體權利金 

專利聯盟對外授權的總體權利金尤其涉及價格固定︽惟美國競爭法主管機

關基本上不太介入專利聯盟合理權利金的訂定︽而是將關切重點置於前述有關

成立架構與授權條款之爭議︽因為本於論理法則︽在專利聯盟的安排下規劃︾

拘束得當的話可以帶來龐大促進競爭的效益︽是以執法機關一再肯認帶有集體

性質的權利金177〈將此種判斷方式對應至標準制定之場合︽針對相關標準必要

專利︽若組織參與者能夠參照專利聯盟的作法︽為產業標準設立總體權利金所

用的程序便很有機會透過專利技術之間的協商與價格競爭帶來正面助益〈另外

還值得一提的是︽有關權利金具體的合理數額︽競爭法主管機關也認為專利聯

盟對內部人︾外部人採取差別定價並不當然地違反競爭法︽而是於個案中綜合

其他因素進行認定178︽此觀諸 F/RAND制度下非歧視要件的調控式判斷亦為殊

途同歸之理〈 

六︾行政成本 

順利通過上述種種競爭法考驗之後︽專利聯盟將使各方市場參與者得以在

集結後總體權利金負擔達一定程度穩定的情況下販售符合標準的產品︽並促成

其他實益〈然而即使為權利金負擔提供高程度的確定性︽各項行政成本仍可能

成為專利聯盟運用於產業標準的絆腳石︽亦即︽導因於組織設計︾授權政策等

面向的複雜程度︽成立專利聯盟所需投入之前期成本較為可觀︽有著高設立門

檻且亟需周延規劃︽或許就此妨礙以專利聯盟解決合理權利金問題之可行性〈

也因此︽追求管理成本及各項行政費用的最小化勢在必行︽考量到一項產業標

準常常包含了為數龐大的專利技術︽透過規模經濟的概念來降低平均成本可能

是可以考慮的途徑﹀諸如覆蓋範圍上的調整即是一例︽一旦專利技術覆蓋產業

鏈的範圍儘量達到最大化︽便可運用相對有限的人員管理專利聯盟︽進而追求

管理成本及費用的最小化179〈但當然︽個別專利權人若出於自身成本負擔之考

量︽亦可選擇退出或不參與專利聯盟此一集體的權利金架構〈 

第四款  制度模式之設計 
                                                                                                      
177 Jorge L. Contreras, supra note 83, at 36. 
178 U.S. Dep't of Justice & Fed. Trade Comm'n, supra note 169, at 83. 
179 周延鵬︽前揭註 166︽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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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實益與疑慮分析︽專利聯盟應可被善用於產業標準之場合︽作為

F/RNAD制度之下合理權利金的決定管道〈其運作模式大致有如下述「 

一︾第一階段「專利揭露與權利金決定 

毫無疑問︽標準必要專利的揭露仍然是以專利聯盟突破現行侷限之前提︽

標準制定的參與者必須基於善意揭露其專利﹀接著︽除了要求 F/RAND承諾︽

總體的合理權利金比率應於標準即將通過之前或甫通過之後被具體決定出來〈

考量標準制定場合之特殊性︽此一總體權利金決定或可於標準制定組織的工作

群組進行︽因為工作群組通常有專利持有人以及潛在利用人參與其中︽較能在

討論折衝後取得兩方利益的平衡︽也就是充分考量整體市場和標準化產品︾產

業中的歷史性權利金比率︾典型的產品價格區間等線索︽設定與 F/RAND相符

之權利金比率︽創設出適當利益﹀而為避免競爭法上的問題︽過程中參與者應

被明文禁止對個別公司定價和市場計畫進行討論〈另外︽若標準制定組織不願

從事權利金設定的行為︽則亦可委由中立的外部專業第三人�例如WIPO指定

的仲裁庭或獨立專家�為之180〈 

二︾第二階段「專利授權 

基於第一階段的總體權利金合意︽專利聯盟中的該些已組合專利便持續以

符合 F/RAND條款的總體權利金進行授權﹀於此同時︽聯盟外的獨立授權是可

以被允許的︽這尤其在業者希望同時自某位專利權人授權標準必要專利與非標

準必要專利的時候有其需要〈 

三︾第三階段「權利金分配 

根據比例分配的方式︽每位承諾 F/RAND授權的專利權人皆有權取得總體

權利金的一部分份額︽也因此︽向被授權人收取權利金支付以及分配適當比例

予專利權人的機制在授權之前即應建立〈詳言之︽如同上述總體權利金決定︽

關於授權後的權利金分配比例可透過組織內部運作或交由第三方授權機構﹀而

其決定應可以簡單的數量比例為基礎︽因為透過技術價值等其他方式來安排分

配比例很可能造成耗時的協商與爭執︽與專利聯盟設計初衷有所衝突︽反觀數

量基礎的分配方式雖可能較不精確︽卻意在透過有效且可行的方式達到�概略

                                                                                                      
180 Jorge L. Contreras, supra note 83, at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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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正義�或�信賴的公平�︽且專利權人過度揭露的擔憂也可能藉由明定罰則

的配套措施妥善處理181〈 

第五款  小結 

專利聯盟有其制度價值︽致力將專利聯盟的利益最大化可進而改善整個專

利系統的效率�efficiency�與有效性�effectiveness�182﹀因此︽面對複雜難解

的 F/RAND權利金議題︽若能借鏡專利聯盟的作法︽將之以更彈性︾更有創造

力的方式應用於標準制定之領域︽則目前實務上的訴訟紛爭可能不至於發生〈

但當然︽不論專利聯盟或標準制定︽它們在本質上都屬於競爭法深刻關切的範

疇︽是以進行此種專利聯盟的制度設計時︽必須從多面向充分考量競爭法上的

疑慮︽尤其應避免因標準必要專利事前的價格固定與授權條款的模式而落入打

擊範圍〈依循上述制度運作之提案︽由權利人與利用人充分參與︽帶動標準鎖

定之前對於權利金比率的共同協商︽應能為幾個執法單位所認可︽帶來許多促

進競爭的效益﹀另一方面︽整個專利聯盟的規劃與授權也防止了抑制競爭的效

果︽確保市場競爭在專利聯盟的架構之下仍確實發生〈簡言之︽善用專利聯盟

與產業標準之特色︽應能期待在不額外為標準標準化制度帶來巨大成本的前提

下減輕許多如今因為 F/RNAD承諾的不確定性所造成的問題〈 

  

第二項  設計仲裁途徑作為 F/RAND紛爭解決管道 

第一款  制度發想 

上述權利金決定管道意在以更明確而有效率的方式從上游預防市場參與者

嗣後因標準必要專利發生權利金爭執︽然而一旦此種風險仍然實現︽例如專利

權人與利用人於私下授權的過程中無法取得權利金共識︽則此時除了如前揭案

例般訴諸法院審判︽是否仍有其他有效解決紛爭的選項可供探索」 

觀察目前司法實務之經驗︽即使存在不同作法︽至今已不乏數起訴訟嘗試

透過分離程序尋求紛爭的早期解決︽亦即將 F/RAND具體權利金比率的爭議區

隔出來單獨判斷︽從而不但程序上較為快速與聚焦︽也因為具體權利金比率之

於案件整體的關鍵角色︽先行程序將有利後續其他爭點之進行︽甚至便使該些

爭點失去審理上實質意義而促使當事人以和解終結案件﹀由此看來︽此種程序

                                                                                                      
181 Jorge L. Contreras, supra note 83, at 31. 
182 Ruud Peters, The future of IP is ours to win (March/April 2014), at 55. Available at Intellectual 
Asset Management: http://www.iam-magaz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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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動機似乎與所謂的仲裁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也就是都希望藉由一次前階

段的︾爭點明確的程序迅速釐清問題︽本於專業人士的裁斷︽最終達到紛爭有

效解決之目的〈 

於是︽在幾乎有賴法院為唯一戰場的現況之下︽妥善安排的仲裁程序或許

能夠成為 F/RAND具體權利金紛爭更有力的解決管道︽為現行制度難題進行解

套〈事實上︽作為一項重要的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ADR�︽仲裁的發展由來

已久︽於此類����������������������������������授權爭議的運用亦非今日首見〈早在 1950年代由 DOJ所發動的

反壟斷案件中︽地方法院便曾以判決將系爭專利的權利金比率以及授權契約的

形式與內容交付仲裁決斷︽且此一見解後續更為最高法院所肯認183﹀接著於

1970年代︽在另一件因專利涉及 DOJ指控的案件中︽仲裁也被指認為當事人

提交法院判決前可用以解決權利金爭議的途徑184︽甚至 FTC所處理的反壟斷調

查案件亦有類����������������������������������似作法︽將權利金等相關爭議交由美國仲裁協會�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AAA�進行仲裁185〈 

更值得注意的是︽近期 FTC針對涉及標準必要專利的調查案件也提及仲裁

程序的運用〈申言之︽2012年 Google大舉併購Motorola Mobility︽其中包括該

公司持有的 24000 個專利與其他申請中專利︽FTC調查後發現該些專利多有屬

於標準必要專利者︽認為 Google有違反聯邦貿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第 5條之嫌︽因為其未依照 FRAND條款授權所持有的標準

必要專利︽反而向地方法院與 ITC聲請禁制性救濟︽藉以排除競爭者使用該些

專利︽涉及�不正方法之競爭�unfair method of competition�以及�不正行為

�unfair acts and practice��186﹀為終止 FTC之調查︽2013年 Google與 FTC

作成行政和解〈FTC要求標準必要專利所有人在申請禁制性救濟前的 6個月向

潛在被授權人提供授權契約範本︽若獲同意則爭議解決︽若不同意︽則專利權

                                                                                                      
183 United States v. Besser Mfg. Co. 96 F. Supp. 304 (E.D. Mich. 1951); see Jorge L. Contreras, supra 
note 154, at 19-20. 
184 United States v. Mfrs. Aircraft Ass’n, Inc., 1975 WL 814 (S.D.N.Y. Nov. 12, 1975); id., at 24-25. 
185 In re. Xerox Corp., 86 F.T.C. 364 (1975); id., at 25-26. 
186 詳細內容可參照葉雲卿︽�標準專利取得禁制令之限制——分析 Google 標準專利與 FTC的
裁定�︽北美智權報「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Infringement_Case/publish-53.htm�最
後瀏覽日「2014年 5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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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發出仲裁要約︽使爭議有機會通過仲裁獲得解決187﹀從而嗣後萬一潛在被

授權人�拒絕依法院最終裁定或有拘束力之仲裁所定之授權條件就該 FRAND

專利達成授權協議�188︽專利權人 Google便可能取得禁制性救濟〈 

換言之︽迄今為止仲裁於授權爭議的運用確已及於標準必要專利之場合︽

可用以作為專利權人能否合法聲請禁制性救濟的判斷方式之一︽這對本文所欲

探討的權利金決定問題尤其具有啟發意義〈故以下乃從仲裁制度出發︽嘗試分

析此種程序之於 F/RAND具體權利金紛爭的運用可能性〈 

第二款  預期實益 

仲裁可謂為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的代表︽並早已歷經法制化發展189︽若用

以處理標準必要專利之權利金問題︽其程序特色最為誘人之處包括如下數項「 

一︾經濟性 

仲裁常常作為法院審判系統的替代方式︽尤其是審判過程耗時耗力又所費

不貲的情況︽一如專利訴訟正是如此﹀更何況當專利爭議涉及 ICT產業︽各項

技術呈高速演進︽產品週期短︽消費者對於新技術︾新產品的接受度較高︽此

時進行專利訴訟的成本相對又更為可觀︽亦即訴訟持續纏身的業者將可能無法

致力業務營運︽錯失商業機會而迅速落後市場內的其他競爭者︽於是仲裁的經

濟性相形之下更富實益︽規模較小的業者也能減輕其紛爭解決上的沈重負擔〈 

二︾契約性 

自程序開啟至整個程序進行的過程︽仲裁帶有強烈的當事人之間自願溝通

的性質〈也就是說︽當事人意思合致為仲裁之前提︽即使存在所謂強制仲裁︽

通常亦是先經由契約約定︽同意紛爭發生時將之交付仲裁解決︽至於後續仲裁

庭如何組成︾仲裁人如何選任以及仲裁程序的審理方式等等︽也都建築於當事

人意願之基礎︽由當事人共同協商而來﹀此種契約色彩與 F/RAND制度架構於

專利權人承諾的精神不謀而合〈除此之外︽又因為仲裁是一種充分體現當事人

                                                                                                      
187 In the Matter of Motorola Mobility LLC, a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and Google Inc., a corporation, 
DECISION AND ORDER, Docket No. C-4410, at 10-11.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ases/2013/07/130724googlemotorolado.pdf. 
188 “Nothing in this Order shall prohibit Respondents from seeking Covered Injunctive Relief for 
alleged Infringement of a FRAND Patent against a Potential Licensee who: …refuses to enter a 
License Agreement covering the FRAND Patent on terms that have been set in the Final Ruling of a 
Court or through Binding Arbitration;” id., at 8.  
189 以美國為例︽聯邦仲裁法�Federal Arbitration Act�於 1925年便已由國會制定通過︽用以促
進私人間的紛爭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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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原則的爭議解決方式︽諸多具體事項皆由當事人選擇與確定︽可見相較於

訴訟程序制式而繁複︽仲裁有著高度靈活的彈性︽能以其�客製化�成分而更

貼近 ICT產業實務運作與專利爭議之需求〈 

三︾專業性 

專利訴訟本已極為複雜︽若涉及產業標準則益加棘手︽是以實務上法院往

往也須深刻倚賴專家證人提供各類����������������������������������專家意見︽此時反觀仲裁程序之實益便更形

彰顯︽因為仲裁於本質定義上即高度適應專業領域之紛爭︽係當事人將爭議訴

諸該特定領域專業第三方決斷的程序〈申言之︽在擬定仲裁條款時︽當事人便

得先行保留選任仲裁人之權或特定派任要件︽尤其可就仲裁人選任方式與數量

等為明文之約定︽如此一來︽針對具體權利金爭議選任對於特定技術事項︾授

權事項以及專利法皆具知識之專業人士進行仲裁便成為可能〈因此在仲裁程序

下︽高度專業且跨領域的爭議能被順利解決︽且當事人也可避免因馬克曼聽證

�Markman hearings�與陪審團審理等訴訟程序所帶來的不確定性190﹀此外︽也

因為選任方式的協商訂定︽仲裁結果對當事人而言之信服程度將更加提升︽亦

屬仲裁專業性延伸而來之正面效果〈 

四︾有效性 

仲裁雖為私人間紛爭解決機制︽卻具有準司法之性質︽此於運用仲裁處理

專利問題之場合亦同〈按美國專利法第 294條規定︽仲裁人核發之仲裁決定對

當事人有�終局且拘束�的效力191︽亦即不但透過上訴的限制掌控爭議處理之

耗時︽仲裁結果並將拘束當事人︽除非是在仲裁決定嗣後由法院依聯邦仲裁法

第 10條與第 11條予以撤銷�vacate�︾修訂�modify�或更正�correct�之情

形︽否則法院即應肯認當事人間的仲裁結果192︽而當事人一方可經由對於專利

商標局的知會作成記錄而使仲裁決定進一步具備可執行性193︽從而如同法院判

決般將其內容加以執行〈由此推知︽若以仲裁程序釐清標準必要專利之具體權

利金︽其仲裁結果應同樣能有效解決紛爭〈 

                                                                                                      
190 J. Derek Mason and Anne Louise St. Martin, Arbitration: A Quick And Effective Means For Patent 
Dispute Resolution (Spring 2011), at 318-319. North Carolina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Volume 
12, Issue 2, available at: http://www.ncjolt.org/sites/default/files/St_Martin_Mason_301_324.pdf. 
191 “An award by an arbitrator shall be final and binding between the parties to the arbitration but shall 
have no force or effect on any other person. …” 35 U.S.C. 294(c) 
192 “Arbitration of such disputes, awards by arbitrators, and confirmation of awards shall be governed 
by title 9, to the extent such title is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is section. …” 35 U.S.C. 294(b) 
193 35 U.S.C. 294(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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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各個面向的實益︽仲裁應不失為解決 F/RAND權利金具體化過程

所生爭議的可能管道︽論者也有主張仲裁結果因專業知識的網羅而反應較法院

判決更具份量194︽甚至在實務上︽VITA此一標準制定組織也已經明文提及仲

裁之運用〈根據該組織的政策與程序規定︽任何成員若認為工作群組的其他成

員未遵守其義務︽則該成員可據而向工作群組主席提出指控︽一旦指控內容未

能於 15天內在該層級以非正式方式獲得解決︽工作群組主席便會開啟三人仲裁

的程序﹀接著︽三人仲裁庭會就該爭議於 45天內向 VITA執行董事提交�建議

函�Recommendation��︽由執行董事諮詢 VITA董事會並對該項爭議在接下

來的 15天內作出決定︽若無再審的提出︽此一決定即屬終局且具拘束力︽而若

成員要求再審︽則由董事會重新考量所作出的�最終決定�亦應被接受為該項

爭議終局且具拘束力的決定195〈 

第三款  疑義探討 

迄今︽不僅有少數標準制定組織以政策規定鼓勵各大仲裁機構的運用196︽

如上所述︽VITA更已將規範詳盡的仲裁程序納入紛爭解決範疇︽其成員所能

控訴的義務違反也明文及於專利權人按照 F/RAND條款給予授權的一般義務﹀

然而在實務運作上︽專利仲裁的程序規範與制度架構仍然相對不成熟︽VITA

此一條款並未被正式行使而用以解決成員間之紛爭197︽仲裁之於標準必要專利

具體權利金的決斷顯然有待進一步探討〈 

一︾爭點範圍 

對於一件專利爭議的論述往往由數項爭點支撐而來︽尤其標準必要專利以

其複雜程度更是觸及多面向的法律議題︽此時仲裁的審理範圍便值得探究〈考

量到挑戰專利無效的公共利益︽專利有效性與侵權與否傳統上被認為不宜進行

仲裁︽但在 1982年修法之後︽專利法已明文將自願仲裁列為解決該些問題的有

效方法︽使之在不與專利法相互牴觸的情況下亦得按照仲裁法之規定處理198﹀

                                                                                                      
194 J. Derek Mason and Anne Louise St. Martin, supra note 190, at 314. 
195 VITA Standards Organization, VSO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November 27, 2011 Revision 2.7), 
Clause 10.5, at 15, available at: http://www.vita.com/home/VSO/vso-pp-r2d7-final.pdf.  
196 The 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DVB) Project and the Blu-Ray Disc Association. See Jorge L. 
Contreras and David L. Newman, 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Arbitrating 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 
Disputes (May 2, 2014), at 7-9. Journal of Dispute Resolution, Forthcoming; American University, 
WCL Research Paper Forthcoming.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2335732. 
197 Id., at 8. 
198 35 U.S.C. 294(a)(b); see J. Derek Mason and Anne Louise St. Martin, supra note 190, at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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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當專利權人與標準利用人無法就 F/RAND授權達成共識之時︽除了具體

判斷權利金如何始謂公平合理︽仲裁程序是否也將及於專利有效性︾必要性與

侵權爭點的處理︽或甚至涵括專利濫用與不正行為等競爭法領域之主張」 

以標準制定組織的規範來看︽對此問題的政策選擇不外以下幾種形態︽其

一︽面對與 F/RAND權利金相關的請求時︽仲裁人�應�同樣就該些議題進行

仲裁﹀其二︽本於當事人與仲裁人的自主空間︽該些議題�得�經仲裁處理﹀

其三︽則仲裁人�不得�對該些相關請求進行仲裁199〈上述三種選擇皆由仲裁

彈性所導出︽本不失為可能作法︽但持保留態度的規範雖維持了仲裁自主之本

質︽不確定的模糊地帶卻也可能是導致仲裁程序難以普及運用的原因之一〈再

進一步從標準制定與產業需求的角度來看︽第一種情況下︽當事人能夠將所有

有關爭議集中至單一程序由單一仲裁庭進行決定︽無疑有利紛爭一次解決︽惟

深刻依賴仲裁而放寬審理範圍的作法容易延宕 F/RAND權利金決定的過程﹀相

對地︽第三種情況屬於最為迅速的仲裁方式︽將審理範圍限縮於與 F/RAND具

體權利金直接相關的爭點︽當事人若欲爭執其他爭點則須透過另外的平行程序

200〈 

有鑑於 F/RAND承諾在此類����������������������������������程序中具有爭議源頭之重要性︽權利金比率到

底還是授權契約成立與否的關鍵︽因輔助性質之請求而明顯對時效追求造成負

擔的作法或有捨本逐末之嫌︽相形之下應儘可能避免︽仲裁仍以聚焦權利金問

題為宜〈 並且︽基於同一脈絡之取捨︽縱使當事人於仲裁進行中可能同時論及

其他額外的授權契約條款︽此時仲裁人審酌客體仍然在於具體權利金比率的判

斷︽該些細節性條款則交由當事人於締約時自行解決︽因為這不但有利仲裁時

效優勢之發揮︽也是考慮到畢竟在目前的制度下︽唯有具體權利金比率毫無疑

問被公認為專利權人 F/RAND承諾所強制之義務內容〈 

二︾裁決方式 

在一般情況下︽仲裁以其自治與私決色彩而容易面對客觀性質疑︽且這種

質疑於涉及損害賠償的計算尤其明顯︽換言之︽在雙方都對對方的漫天喊價僵

持不下的時候︽仲裁人經常會被認為只是在兩方當事人的立場之間做折衷︽也

就是取一中間值作為所謂�合理�的結果201〈如此一來︽雖然確切金額得以快

                                                                                                      
199 Jorge L. Contreras and David L. Newman, supra note 196, at 14. 
200 Id. 
201 Id., 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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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決定︽其結果卻無助於客觀上真實責任之對應︽甚至在採取高低仲裁202的程

序中︽當事人還可能因金額上下值的事先設限而更缺少透過協商促進真實發現

的動機〈也因此︽針對負有 F/RAND義務的專利︽考量其廣泛締約之可能性︽

若能於合理權利金具體化的仲裁過程中鼓勵雙方對於權利金比率進行協商與妥

協︽則仲裁價值將更形提升〈 

對此︽近來便有學者主張借鏡棒球選手的薪資仲裁︽於 F/RNAD權利金爭

議採取所稱�棒球式�或�最終要約式�的仲裁203︽亦即雙方當事人必須先向

仲裁人各自提出一個具體的權利金比率︽復由仲裁人擇一為最終裁決之結果〈

由於明顯不合理的提案預計必然為仲裁人所排除︽進而導致另一方競爭提案的

成立︽是以在此種仲裁方式之下︽將能促使雙方在仲裁過程中儘量採取合理立

場︽朝客觀上合理的權利金比率靠攏204〈從而可以預期的是︽即使最終針對系

爭專利或專利組合的具體權利金決定仍然為個案中當事人對於 F/RAND義務的

解讀︽但此種仲裁設計之下的結果卻較可能對客觀數值的累積有所助益〈 

三︾仲裁資訊 

對於選擇仲裁作為紛爭解決機制的當事人而言︽隱密性常常是他們著重的

一項程序賣點︽尤其當紛爭包括到重要技術或市場資訊時︽透過仲裁維護其營

業上機密更攸關競爭優勢之存續﹀此種策略思維於標準必要專利權利金之爭所

差無幾︽然而棘手的是︽一旦關於該些專利的授權事項完全����������������������������������保密︽將會持續提

高決定或估計 F/RAND權利金比率的難度〈對此︽有認為仲裁隱密性有其維持

之必要︽且揭露 F/RAND的裁決內容也不必然對他人之間的爭議特別相關︽因

為仲裁程序不止涉及專利權人持有專利的數量︾價值和必要性︽還涉及該些專

利以及產業標準對於特定被授權人產品的價值﹀相對地︽也有認為透過隱密性

                                                                                                      
202 High-Low Arbitration (or Bracketed Arbitration); for detailed explanation, see ADR Glossary, Jams: 
http://www.jamsadr.com/adr-glossary/ (last visited: May 4, 2014) 
203 即 Baseball Arbitration或 Last Offer Arbitration﹀一般而言︽棒球式仲裁常涉及公會聯盟︽也
就是被用來作為集體談判的替代手段或是在談判破裂時促使契約成立的機制〈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see Benjamin A. Tulis, Final-Offer “Baseball” Arbitration: Contexts, Mechanics & 
Applications (January 15, 2013). Seton Hall Journal of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Law: Vol. 20, Iss. 1, 
Article 3, available at: 
http://scholarship.sh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2&context=sports_entertainment. 
204 Mark A. Lemley and Carl Shapiro, A Simple Approach to Setting Reasonable Royalties for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November 5, 2013). Stanford Public Law Working Paper No. 2243026.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2243026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24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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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除建立資訊基礎︾削減不確定性始為利於整體制度發展的作法︽甚至也才

與挑戰專利無效的公共利益相一致︽能避免後續紛爭205〈 

F/RAND之下的權利金數額本即為雙方當事人間之爭議︽此不因仲裁程序

而有所不同︽惟觀諸專利法第 294條之相關規定亦可得知︽仲裁決定仍須經過

知會專利商標局作成記錄的方式取得可執行性︽故所謂仲裁隱密性本非絕對︽

應僅是對照一般訴訟程序之下的相對優勢︽於強烈公益要求時更宜予以退讓〈

而若能將 F/RAND義務經仲裁後的權利金公開給其他潛在有意願的被授權人知

悉︽將有助於建立具體權利金比率的記錄︽促使日後自行解決爭議︽這不但可

能因減少日後重複仲裁需求而使專利權人更有意願進行仲裁︽即使後續仲裁仍

然發生︽亦可避免程序的其中一方因曾參與其他仲裁便享有資訊優勢206〈也因

此︽本文以為隱密性的調整正是此處討論的權利金仲裁與一般仲裁不盡相同之

處︽亦即基於 F/RAND整體制度的考量︽適度揭露仲裁結果以供資訊累積︽藉

由資訊取得透明度的提升更積極發揮促進紛爭解決的功能〈 

第四款  制度之模式設計 

綜合上述︽仲裁程序適用於 F/RAND具體權利金決斷有其正面效益︽且若

因應此類����������������������������������紛爭之特性為進一步修正式設計︽應能突破目前運用不彰的現象︽為

此類����������������������������������紛爭解決帶來契機〈茲敘述如下「 

一︾第一階段「仲裁程序之開啟 

仲裁乃於專利權人與標準利用人無法經由自行協商或集體管道共同決定權

利金比率時用以化解僵局的機制︽其程序之開啟端視當事人之自主意志︽惟為

使程序效益確實發揮︾促進紛爭有效解決︽或可在制度設計上予以微調而將同

意之時點提前﹀亦即︽透過標準制定組織的參與或 F/RAND授權的承諾︽要求

專利權人同意將日後具體權利金紛爭交付仲裁︽從而使仲裁程序被納為標準化

後專利技術授權制度的一環〈如此一來︽在雙方對權利金授權條款無法達成共

識時︽專利權人便有義務與任何潛在被授權人進行此處特別設計的仲裁︽以更

有效率的方式尋求紛爭早期解決〈但當然︽若標準利用人不願進行此種有拘束

力的仲裁︽則專利權人同意暫不赴法院實行權利的承諾即失其效力﹀換言之︽

                                                                                                      
205 Jorge L. Contreras and David L. Newman, supra note 196, at 16-17. 
206 Mark A. Lemley and Carl Shapiro, supra note 204, at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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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專利權人以其同意創設仲裁義務︽若標準利用人不願配合進入仲裁程序︽

則起訴請求合理權利金之損害賠償便成為可能207〈 

二︾第二階段「棒球式仲裁 

仲裁程序正式開啟之後︽專利權人與標準利用人將在仲裁人前提出證據資

料及其論點︽經協商而各自向仲裁人提出一個己方認為�合理�的具體權利金

比率︽此一比率並屬終局有拘束力之出價︽待仲裁人審酌後擇一作為系爭專利

或專利組合之 F/RAND權利金比率〈如前所述︽過高或過低的權利金開價都必

須承受落敗的風險︽故此種棒球式仲裁能夠促使雙方提出合理提案﹀但除此之

外︽也正是因為未能在協商過程中適當妥協的當事人將承受落敗風險︽這種不

確定性被認為是仲裁的�成本�︽可由當事人透過和解加以避免︽因此此處採

取的仲裁方式還有著促進和解的效用︽亦即透過引進仲裁程序的不確定性來鼓

勵當事人尋求和解︽更迅速地解決紛爭而有利產業標準之推行〈 

在仲裁進行的過程中︽即便當事人也對各項爭點提出質疑︽仲裁人無須決

定專利有效性與侵權與否的問題︽也不必處理個別的必要性問題208︽而是可以

綜合考量有效性︾侵權情節以及重要程度等項目︽作為相應調整的考慮因素︽

但仍聚焦 F/RAND制度之下的權利金決定﹀另外較為特別的是︽由於專利權人

已先行同意負擔仲裁義務︽此時應可例外賦予專利權人於仲裁程序中一併爭取

互惠授權的保障〈 

申言之︽雖說 F/RAND承諾本質上就是同意不行使全����������������������������������部範圍或最大程度的

專利權︽以求換取專利技術納入產業標準從而增加授權機會︽惟在此種仲裁模

式之下︽專利權人請求法院介入的權利畢竟受限︽為維持其投入技術︾參與標

準制定之誘因︽應可允許專利權人得以標準利用人亦就其同一標準的標準必要

專利為互惠的 F/RAND授權為條件︽將互惠授權在範圍與具體內容上的議題同

樣納入仲裁程序進行決斷︽如此當能避免任一方陷於弱勢地位︽並進而促成各

項專利技術被有效地授權運用〈又︽不論利用人是否為同一標準制定組織之成

員︽此種作法應可擴及適用至系爭產業標準的標準必要專利︽因為即使利用人

非屬同一標準制定組織之成員︽此處的防禦性措施能避免專利權人受到非會員

專利權人�即�利用人��的專利箝制︽並鼓勵 F/RAND制度的推廣甚至是標
                                                                                                      
207 Id., at 1153. 
208 這部分爭議則可透過 2011年修法後美國專利商標局的各項專利核准後救濟程序進行處理︽
或以標準制定組織更明確的智財權政策搭配法院程序加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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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制定組織的參與︽符合制度精神並有益整體制度發展﹀但若涉及的是不同產

業標準的標準必要專利︽則以仲裁要求互惠條款的方法便存有疑慮︽因為專利

權人本無權要求產業中的其他專利權人不行使其權利︽以系爭標準以外的專利

互惠授權作為條件並不符合 F/RAND要約︽將可能有害於 F/RAND制度209〈故

仲裁程序中得以納入互惠授權與系爭專利或專利組合之權利金一同處理︽惟應

以同一產業標準為限〈 

最後也須提及的是︽為求仲裁程序的順利進行︽仲裁庭人數也是此處必須

納入考量的因素﹀換言之︽即使仲裁程序可以更快速解決紛爭︽在仲裁庭人數

過多的情況下︽僅是各仲裁人聽證日期的安排便已極其困難︽很可能進而導致

程序拖延﹀但另一方面︽一人單獨仲裁又較可能引起專斷的臆測︽進而有損於

仲裁結果的公平與說服力〈也因此︽本文認為此處仲裁程序的設計應可參考前

述 VITA之政策︽以三人仲裁為原則︽由專利權人與標準利用人分別選任一位

對於系爭專利授權具有專業知識之人士擔任仲裁人︽該兩位仲裁人復共同選任

一位專業人士進入仲裁程序︽作為仲裁庭主席210︽以三人組成之仲裁庭進行專

業而有效率的棒球式仲裁〈 

三︾第三階段「資訊適度揭露 

有關棒球式仲裁之後的審理結果︽予以適度公開將有助資訊累積︽可從源

頭降低權利金無法達成合意的可能性︽最終促成產業標準廣泛推行之目的﹀但

也不可否認地︽這過程的確牽涉雙方當事人高度私有的資訊︽揭露將很可能帶

來風險〈因此︽在這套為 F/RAND權利金具體化精心設計的仲裁制度中︽亦應

對揭露相關之程序︾內容給予明確規範〈詳言之︽哪����������������������������������些仲裁資訊被劃於揭露範

疇之內首先便需要清楚定義︽甚至某些情形下也可替代地限於私有資訊的重點

式揭露﹀再者︽基於完善標準化制度的目的︽是否應以潛在被授權人為限賦予

該些資訊之近用權︽又果真請求近用時︽其揭露之方式為何亦應加以釐清︽諸

如依照資訊私有程度或揭露對當事人之影響程度層級式地進行規範便可能是可

行的︽舉例而言︽在一般揭露之餘︽類����������������������������������似於法院保護命令等級的作法便可被用

於更加關鍵之私有資訊211﹀除此之外︽若個案中確有部分資訊不宜公開︽也應

考慮明定例外條款來允許當事人排除敏感性私有資訊的揭露〈 
                                                                                                      
209 Mark A. Lemley and Carl Shapiro, supra note 204, at 1156-1158. 
210 VITA Standards Organization, supra note 195.  
211 Jorge L. Contreras and David L. Newman, supra note 196, a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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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  小結 

基於紛爭解決的立場︽仲裁應能更有效率︾更彈性地促成 F/RAND承諾所

蘊含的制度目標︽此時針對具體權利金爭議量身打造一套實用的程序便至為關

鍵〈依照上述模式設計︽一旦專利權人與標準利用人間無法按 F/RAND承諾締

結授權契約︽具體權利金的爭議將會被即時地提交仲裁︽透過程序相對簡單︾

迅速的聚焦式審理︽仿照棒球仲裁般斟酌雙方仔細評估後所提出之方案︽最終

以有效率的方式落實標準制定場合中所稱之�合理�權利金〈如此一來︽既然

雙方皆參與仲裁︽任一方當事人是否違反其契約義務便不再是關鍵又棘手的問

題︽許多競爭法上的請求也無須介入︽現行實務上的難題得以避免﹀更重要的

是︽藉由仲裁結果的儘可能透明︽這套程序設計預期還能進一步帶來 F/RAND

制度的正向循環︽真正追求標準專利技術授權的�公平︾合理︾非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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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權利金具體化之可能方法——實體面分析  

 

現行 F/RAND制度之下的權利金問題不論在程序面或實體面皆有值得探討

之處〈針對程序面向的問題︽前節以著重在預防爭執的�權利金決定管道�︽

以及後續高效率的�紛爭解決管道�︽嘗試降低權利金具體化過程可能招致之

成本﹀而本節則將續行實體面向的討論︽使前揭程序中實際進行權利金判斷能

夠有所依據︽也作為法院訴訟不可避免時具體判決權利金比率的方法〈就此而

言︽以下乃從 F/RAND出發︽加入不同觀點重新審視此一標準制定過程不可或

缺的配套制度︽繼而對現行司法實務對於合理權利金的判斷方式加以檢討︽透

過 Georgia-Pacific模型及其重點因素之分析︽探索標準必要專利權利金問題的

可能出口〈 

 

第一項  F/RAND制度的再省思 

第一款  事前授權協商的不可行 

面對標準必要專利權利金具體化過程的各項實體爭點︽F/RAND義務仍是

必須先思索的問題〈在現行制度之下︽標準制定組織以專利權人之授權義務試

圖降低專利與標準相互衝突的危險︽因此採取 F/RAND此一相對模糊之授權政

策︽並選擇不介入後續具體條款的解讀〈而這種制度模式之所以形成︽除了是

因為前述標準制定或組織運作上面臨的種種事實困難與法律風險︽若更進一步

從源頭加以觀察︽其實還隱藏了以經濟效率為重點的基本考量〈也就是說︽回

歸最初制度設計的起點來看︽為何需要加諸�抽象的授權義務�而期待專利權

人�日後�進行公平︾合理又非歧視之授權」標準制定參與者之間關於授權協

商的經濟觀點將給予根本性的解答〈 

在缺少制度規範的原始情境中︽專利權人與標準利用人係透過私下雙邊協

商尋求授權條款之共識︽此種授權協商理應限於鎖定效果發生以前為之︽雙方

始能在對等情形下締結合理的授權契約〈然而︽考慮到其他影響因素︽實務上

運作卻非如此︽以下分從不同角度予以檢視「 

一︾專利權人的考量因素 

在專利權人將其技術發明投入產業標準之後︽導因於選擇彈性持續降低︽

標準利用方的轉換成本將隨著標準發展的過程而上升︽致使其關於技術授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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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力量一路下滑︽且這種此消彼長的轉折趨勢於產業標準爭取市場接受的早

期階段更是顯著212〈由此一角度來看︽積極尋求將其專利或專利組合進行商業

化應用的專利權人當然也意識到他們在授權協商中的談判力量將隨著時間經過

而大幅提高︽因此可能希望盡量將授權協商的時間點拖延到標準被採納或廣泛

實行之後︽以便爭取較高額的權利金收入〈 

二︾利用人的考量因素 

將上述技術鎖定導致的現象換句話說︽授權協商不成的負擔係隨著標準化

的時間推演漸漸轉移至利用人一方︽是以理論上標準利用人應有誘因儘早與專

利權人進行實際的授權協商︽並另一方面透過標準制定組織促進專利的早期揭

露︽使利用人得以評估實施標準必須取得的授權︽當預期該些私有技術過多或

總體權利金過高的情況下︽則退出或在標準化過程中合法地影響技術採納〈 

但即使自利用人的角度來看︽早期的授權協商其實不可行也不具太大的吸

引力〈首先︽進行授權協商須花費時間︾力氣與金錢︽為利用人帶來可觀的成

本︽然而標準發展充滿著不確定性︽許多時候該些標準都不會被廣泛採行︽無

法在市場上獲得成功︽此時不協商或許反而是更有效率的作法〈 

再者︽也因為專利權人可能過度揭露其專利︽但過度揭露的情形在進入訴

訟等爭執程序之前又往往不被發現︽因此若在標準被市場採納之前便及早進行

耗時費力的授權協商︽即使排除掉標準在市場上成功與否的不確定因素︽到頭

來也可能發現該些專利根本不具標準必要性︽從而可加以迴避〈由此看來︽標

準利用人採取�走一步算一步�的拖延策略也有其道理〈 

除此之外︽若本於較為投機的策略邏輯︽有鑑於許多參與標準發展的專利

權人主要是以防禦目的持有標準必要專利︽除了提起反訴或作為與其他專利權

人之間的談判籌碼以外︽並不積極要求授權或實行其標準必要專利︽從而對標

準利用人而言︽他們便不願在標準制定之時主動接近專利權人尋求授權︽否則

如此一來將會喚醒該些權利人而導致原本可能可以閃躲掉的權利金支付213〈 

因此綜觀專利權人與標準利用人之考量因素︽即使事前進行私下的雙邊協

商有其理論基礎︽實際運作上授權協商卻都是在標準通過︾市場採納且鎖定效

果出現之後才真正展開〈  

                                                                                                      
212 Jorge L. Contreras, supra note 83, at 10 (figure 1). 
213 Id., at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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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F/RAND制度乃必要的模糊 

著眼於授權談判時點在理論與實際上的矛盾︽事前賦予授權義務的作法取

代了真正的授權談判〈它一方面成為標準利用人之保護機制︽使其免受專利權

人嗣後在權利金上的予取予求﹀另一方面︽畢竟身處瞬����������������������������������息萬變的產業環境︽新

技術的出現是否能被接受並在市場上獲得成功時常難以捉摸︽採取寬鬆的授權

承諾也是要確保在授權談判實際進行時不會被扭曲的前提下適度去延遲談判的

時點︽讓授權契約的當事人得以於具體同意某一權利金架構之前等待額外所需

資訊︽並將該些資訊納入作為最終權利金協商的考量︽再去討論出所謂公平合

理的數額214〈 

由此看來︽不僅標準制定組織面對的事實困難與法律風險帶來一定程度上

的無可奈何︽現行的 F/RAND制度很可能正是一種必要而刻意的模糊︽也就是

說︽從經濟效率的觀點看來︽引人遐想的灰色地帶並非制度設計上的錯誤或失

靈︽反倒是因應標準制定場合而來的制度特色︽正面而言可謂為彈性充足︽得

使專利權人與標準利用人根據事後發展達成其授權合意︽即使保守言之︽如此

授權義務的模糊設計也屬必要〈為此︽針對標準必要專利權利金的具體化︽不

但程序途徑上仍以 F/RAND制度為前提︽這種�必要的模糊�也將深刻影響授

權義務於實體面向之演繹〈 

 

第二項  Georgia-Pacific分析模型於權利金決定之運用 

第一款  以假設性雙邊協商計算權利金數額 

一般情況下︽假設性雙邊協商是被運用於損害賠償的計算〈尤其︽在放棄

過於不精確的 25%大略法則�Rule of Thumb�之後︽當今美國司法實務若欲判

斷專利侵權的損害賠償︽通常會透過 Georgia-Pacific模型的 15項分析因素︽考

量系爭專利發明對產品及市場需求的重要性等多種證據資料︽以求得第一侵權

行為發生時專利權人與侵權人可能合意的權利金作為損害賠償數額︽因為如果

侵權人從事授權協商而非侵權行為︽其所獲價值便會以權利金的形式移轉給專

利權人︽從而損失前述權利金即構成專利權人所蒙受之損害〈 

                                                                                                      
214 Douglas Lichtman, Understanding the RAND Commitment (2012), at 67. Journal of Scholarly 
Perspectives, 8(01), available at: http://escholarship.org/uc/item/1jx6g4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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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形計算出來的權利金係屬美國專利法第 284條明文要求的合理權利

金�reasonable royalty�︽縱使常以衡平救濟的形式存在而在替代禁制令時加諸

於被告︽它仍屬損害賠償之性質︽與一般損害賠償的不同只是在於權利金帶有

回復原狀�restitution�的意味︽也就是旨在將侵權人所獲得的利益或其因利用

系爭專利所節省的成本返還予專利權人215〈由此觀之︽F/RAND制度之下具體

權利金的性質則更為複雜〈若當事人以專利侵權為請求權基礎︽透過假設性雙

邊協商所決定的權利金即使可能導因於被控侵權人以專利權人的 F/RAND義務

予以反擊︽最終具體權利金在侵權情形下仍將化為專利權人之損害賠償﹀但若

當事人係以契約為請求權基礎︽計算權利金便是為了進一步判斷契約義務違反

與否︽本身並非契約之債的損害賠償〈 

然而︽權利金畢竟作為使用專利技術所應支付之對價︽專利權人違反承諾

未必便意味著系爭專利技術將可無償地被使用︽雙方當事人甚至可能進而以該

既已透過假設性協商決定出來的具體權利金比率締結符合 F/RAND精神的授權

契約﹀此外更重要的還是︽從前述協商談判的觀點切入︽既然 F/RAND係在彈

性調控由標準制定而來的不確定因素︽則縱使時間次序有所差異︽權利金計算

上雙邊協商的本質並未改變︽就此而言︽後續以假設性雙邊協商的情境出發進

行事前判斷仍可謂適當〈也因此︽綜觀一般權利金計算之實務運作與 F/RAND

的制度本旨︽以 Georgia-Pacific分析模型作為標準必要專利權利金具體化的方

法架構雖仍存在諸多值得深究之疑義︽假設性雙邊協商的基本模式暫且不失為

看似合理的初始立基〈 

第二款  Georgia-Pacific分析模型之合用性」 

Georgia-Pacific分析模型是由假設性雙邊協商的概念發展而來︽提供了 15

項分析因素︽使法官能夠儘可能審酌當事人若進行授權協商時會考量的重點︽

有鑑於授權契約正是在追求一個當事人雙方都能接受的授權合意︽此一方式相

較於制式訂定的數學公式將更貼近現實〈但也值得思考的是︽這 15項不同的分

析因素雖嘗試將有關授權契約的重要議題納入考量︽到底不是每個分析因素都

與個案事實有所相關︽且有些會較傾向於一方當事人之立場︽是以此種缺乏比

                                                                                                      
215 Apple, Inc. v. Motorola, Inc., 869 F.Supp.2d 901. N.D.Ill., June 22, 2012, at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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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分配的多重因素測試法很可能難以被嚴謹地適用︽甚至還將形成用以支持特

定主張的專斷空間216︽適用上存在相當風險〈 

除此之外︽即使暫不考慮上述多重因素測試法隱含的潛在弊端︽Georgia-

Pacific分析模型在標準制定場合中仍有其他適用障礙〈其主要原因之一在於︽

該些分析因素被考慮的時點是設定在第一侵權行為發生時︽並非清楚聚焦於標

準發展的事前價值︽然而必須基於專利技術的事前價值設定 F/RAND權利金比

率︽消費者方能受惠於標準制定過程中的技術競爭︽否則此種競爭將為標準制

定過程本身所取代︽由專利權人坐擁排除市場競爭之後的箝制價值〈並且︽若

再考量權利金堆疊之風險︽這也是 Georgia-Pacific模型之下的假設性雙邊協商

未能妥適處理的問題︽亦即︽標準必要專利的專利權人集體而言有著防止權利

金堆疊並確保系爭標準總體權利金負擔仍屬合理的事前利益︽但在缺乏額外釐

清的情形下︽有關權利金堆疊的議題無法藉由該些分析因素充分地體現出來︽

甚至個案判斷時還可能以第 1分析因素而誤以為按照標準必要專利的專利數量

和專利權人數量判決與其他專利不同的權利金數額是被不允許的217〈 

考量到此些合用性問題︽Microsoft案與 Innovatio案的承審法官皆非採取傳

統的 Georgia-Pacific模型作為分析方法︽美國反壟斷協會�American Antitrust 

Institute, AAI�也在 Ericsson案上訴之後提出法庭之友意見書︽對地方法院引導

陪審團適用一般 Georgia-Pacific分析因素來計算標準必要專利的侵權損害賠償

表示質疑︽並明白指出此一模型有針對標準制定進行修正之必要218〈 

至此︽不但 Georgia-Pacific分析模型本身便存有設計上的原始隱憂︽將之

運用於 F/RAND權利金具體化則更生疑義〈就此而言︽Microsoft案與 Innovatio

案以判決提出修正式分析方法無可厚非︽但經此調整後是否即臻完善而適於運

用卻仍然存疑︽故以下將分別著眼判決中細部的指標性分析因素︽進行較為聚

焦之探討〈 

 

                                                                                                      
216 J. Gregory Sidak, The Meaning of FRAND, Part I: Royalties (January 12, 2014), at 969.  Oxford 
Journals, Jn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Volume 9, Issue 4, Pp. 931-1055. Available at: 
http://jcle.oxfordjournals.org/content/9/4/931.abstract. 
217 AAI, Corrected Brief For Amicus Curiae American Antitrust Institute Supporting Neither Party 
(December 20, 2013), at 11-20. Appeal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Texas, No. 10-CV-0473, Chief Judge Leonard. Available at: 
http://www.antitrustinstitute.org/sites/default/files/Ericcson%20Brief%2012.20.13.pdf. 
21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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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增值判斷 

第一款  以事前增值為思維基礎 

技術擇用乃標準化環節之一︽所謂增值判斷即是以系爭專利技術之於次佳

替代技術的價值來決定合理權利金多寡︽且主要著眼於下游製造成本而非產品

品質的比較﹀以簡單的例子來看︽如果產業標準採用最佳技術�即系爭專利技

術�將導致下游每單位輸出負擔 5元的製造成本︽而採用次佳替代技術則將導

致下游每單位輸出負擔 6元的製造成本︽系爭專利技術便具有其間差距 1元的

增值價值219〈由於標準制定過程中面臨技術競爭︽權利人相互競價以求其技術

能被納入產業標準︽針對專利技術僅能向被授權人索取該增值部分之價值︽故

以之作為系爭專利的合理權利金〈 

作為因應標準制定場合的一項分析方法︽增值判斷的目的是希望藉由替代

技術釐清系爭專利本身的價值︽亦即以過程中的技術競爭分離出標準化所賦予

之價值︽避免專利權人透過鎖定效果偷渡標準利益〈由此可知︽在增值分析之

下︽特別強調的一點是有別於經過標準化之後的事前判斷〈誠然︽這種事前的

觀點在 Apple與Motorola的侵權爭執中已曾為判決明文敘及︽Posner法官直言

計算 F/RAND權利金的正確方法應自被授權人事前成本推估的角度出發220︽但

不同於 Posner法官僅對於價值判斷時點加以著墨︽在Microsoft案中︽Robart

法官則進一步延伸事前觀點︽納入事前增值作為一項判斷指標︽將事前增值方

法移植到 Georgia-Pacific模型的第 9分析因素之中〈 

第二款  增值判斷之缺陷 

如上所述︽採納事前增值的判斷方式看來簡單易懂並意在符合標準制定之

需︽惟實際運作上卻不盡如此︽甚至還可能與 F/RAND制度希望達成的利益平

衡有所衝突︽帶來額外弊端〈以下將從現實面與理論面分別進行探討「 

一︾現實上困難 

                                                                                                      
219 Damien Geradin, The Meaning Of “Fair And Reasonable” In The Context Of Third-Party 
Determination Of FRAND Terms (2014), at 946. George Mason Law Review, volume 21, number 4, 
available at: http://www.georgemasonlawreview.org/doc/Geradin-Website-Version.pdf. 
220 “The proper method of computing a FRAND royalty starts with what the cost to the licensee would 
have been of obtaining, just before the patented invention was declared essential to compliance with 
the industry standard, a license for the function performed by the patent.” (Emphasis added). Apple, Inc. 
v. Motorola, Inc., supra note 215, at 18. 



•‧
國

立立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2200  

增值判斷其實嚴重受制於實際運作上的阻礙︽姑且不論真實世界的計算絕

非上例中簡易的減法可以比擬︽這種判斷方式也因執行難度而實質上形同無法

運作〈一則︽所謂次佳替代方案根本難以定義︽該如何以事前角度擇定當時可

行的替代技術無疑是癥結所在︽即使依 Holderman法官之見解將搜索範圍限於

標準化過程中組織曾加以考量的技術︽仍然極易陷入後見之明的泥淖︽尤其這

在標準制定過後越久還將越難判斷〈二則︽就特定標準的標準必要專利而言︽

其間乃互補而非替代之關係︽增值判斷卻須回溯標準篩選之時並假設其他條件

皆不改變︽然而此種假設實際上不可能發生︽標準技術的採納通常會有牽一髮

動全����������������������������������身的作用〈 

此外︽觀諸交易實務︽現今產業中的專利授權往往係以專利組合為基礎單

位︽顯見專利每每涉及技術︾法律與商業上之複雜資訊︽個別判斷很可能導致

不效率︽因而實務上儘量將專利設計為最適規模的組合進行交易221︽使評價與

調查上的難度降低而準確度相形提升﹀如今在標準制定之場合︽一項產業標準

可以包括數百個規格︽每個都需要經過技術篩選的過程︽而增值判斷又因每一

個案或每一專利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若要將權利金有所爭執的標準必要專利一

一回溯至技術篩選階段進行與替代技術之間的個別比較︽將帶來大量的資訊與

複雜的計算︽不僅僅是效率與否的問題︽由Microsoft案即可得知︽如此負擔縱

使是對於法院此等裁判單位來說也過於沈重而艱難〈 

二︾理論上缺失 

�一�前提假設  

首先︽增值判斷的假設前提其實起人疑竇〈承前所述︽由於此一判斷方法

預期系爭專利技術的所有人與其次佳替代技術的所有人相互競爭至邊際成本的

程度︽將彼此的權利金拉低至願意接受的最低保留價︽使得取得技術的成本實

質脫離︽因此逕以兩者所帶來的價值差距作為標準利用方願意支付的最高額︽

也就是系爭專利的權利金﹀然而︽這種推論過程隱含了一項前提假設︽亦即發

明人沒有系爭標準以外的選項去進行專利的商業化利用︽但如此假設現實上不

一定成立︽尤其考慮到許多標準必要技術常常是掌握在實力雄厚的大型業者手

中︽投入標準爭取廣大使用基礎並不見得是獲利的唯一途徑︽專利排他的本質

                                                                                                      
221 Kent Richardson and Erik Oliver, The Brokered Patent Market in 2013 (January/February 2014), at 
14-15. Available at Intellectual Asset Management: http://www.iam-magaz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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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為法律賦予之權限︽如此一來︽選擇將專利技術用於特定標準而非該標準以

外的機會成本才會構成專利權人願意接受的最低價格222〈 

�二�權利金本質之詮釋 

即使上述假設確實發生︽增值判斷對權利金本質的詮釋也可能有所違誤〈

申言之︽在以系爭技術之於替代技術的增值價值作為權利金的情況下︽技術越

相近或替代程度越高則權利金越低甚至趨近於零﹀但有問題的是︽專利制度畢

竟意在鼓勵研發︽透過三階段交換理論中第一階段的私有化︽使發明人得以回

收研發投資並進而保持續為研發的動力︽由此以觀︽權利金合理與否實與是否

充分補償息息相關︽反較無涉於技術之間的增值幅度︽此於標準制定之場合亦

同〈也就是說︽專利權人的預期收益恰好是以其沈沒研發成本為基礎︽專利技

術相較於其他競爭技術具有較低或較高價值的事實與補償決定並無太大關聯︽

唯有涵蓋過往研發成本的權利金方可鼓勵專利權人持續參與現行以及未來的標

準制定﹀而如今增值判斷極可能模糊了權利金在確保研發誘因上的本質︽尤其

考慮到標準化過程�贏者全����������������������������������拿�的特質本已增加發明人及其投資者的風險︽忽

視報償的增值觀點無疑有悖於專利目的而來的 F/RAND解讀〈 

�三�智財權政策之宗旨 

更嚴重的是︽增值判斷還可能創造反專利箝制之空間︽進而與當初智財權

政策訂定之本意相互衝突〈因為對專利權人而言︽投入系爭技術的成本既已沈

沒︽若是在標準制定組織之外缺少可得機會的情況下︽即使無法涵蓋研發的沈

沒成本︽他們仍可能被迫接受增值價值作為授權系爭專利之權利金︽於是也就

有效地創造了反專利箝制的空間〈歸根究底︽如此反專利箝制的可能性其實導

因於判斷時點的�不夠事前�223︽亦即是在系爭標準被採納而標準利用人投入

沈沒成本之前︽但卻在專利權人進行投資之後︽從而恰恰與其所標榜的相反︽

此處的事前增值並不是真正的事前判斷︽根本難以預防專利箝制之風險︽反而

極易淪為降低權利金比率以優惠標準利用人的工具︽可說是用一個不效率的結

果�被授權方壟斷的權利金定價�取代另一個不效率的結果�授權方壟斷的權

利金定價�〈 
                                                                                                      
222 J. Gregory Sidak, supra note 216, at 990. 
223 Anne Layne-Farrara and Gerard Llobet, Moving Beyond Simple Examples: Assessing the 
Incremental Value Rule within Standards (June 2012), at 2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vailable at: https://editorialexpress.com/cgi-
bin/conference/download.cgi?db_name=JEI2012&paper_id=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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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這種傾斜的結果違反了當事人意志與組織智財權政策之下的義務

解讀〈即使以增值幅度為判準可能可以在相對短的時間內促進標準推廣︽由此

而來的低權利金卻因不足以適當補償專利權人的研發成本與研發過程所承受之

風險︽無法提供續為新技術投資的誘因︽致使擁有優良技術的專利權人可能就

此選擇不參與標準制定︽而在市場上進行專利授權的事後協商〈由此看來︽為

確保專利權人持續參與︽標準制定組織的成員應願意支付較為充足的權利金︽

輔助機制也僅須確保技術篩選並不賦予專利權人對利用人索取壟斷價的力量︽

因為無論如何︽標準制定組織的智財權政策應不會認為標準的近用要以專利權

人犧牲公平而適當的補償為代價︽這種增值判斷顯已逾越 F/RAND契約承諾之

真意︽嚴重的話將會造成組織參與的問題並耗竭標準發展所需技術的研發投資

224〈 

第三款  小結 

綜上︽一如 Robart法官與 Holderman法官於判決中所揭示︽在防範專利箝

制之餘︽F/RAND承諾的解讀應該顧及補償與研發誘因︽但如今透過事前增值

的價值限制︽卻沒有消除箝制風險而只是進行了箝制風險的移轉︽將架構出反

專利箝制的空間︽使追求標準成功的所有負擔都存在專利權人一方〈這種不對

稱的結果設計顯然不合於 F/RAND所寄寓的利益平衡的宗旨︽且運作起來還須

面臨事實密集又耗時耗力之考驗︽現實上並不可行︽無法作為標準必要專利權

利金具體化的精確基準〈當然︽也須提及的是︽此一結論並不意味著替代技術

的存在不能被納入決定時之考量︽增值概念本身仍有其參考意義225︽Microsoft

案將之融入分析過程未必不可226︽只是權利金究竟不應以悖離現實運作且可能

破壞研發誘因與產業標準的方式來決定︽而判決中似乎未見相關風險的警示或

防範〈 

 

第四項  可對比判斷 

第一款  以市場比較為思維基礎 

                                                                                                      
224 Damien Geradin, supra note 219, at 947-948. 
225 Anne Layne-Farrara and Gerard Llobet, supra note 223, at 25. 
226 此一描述的前提自然是因該案明確採納了 Georgia-Pacific分析模型進行判斷︽至於這種作法
的適當與否則有待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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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Georgia-Pacific分析模型的第 1︾第 2︾甚至第 12分析因素即可得知︽

可對比證據資料之於此種假設性雙邊協商有著相當程度的重要性︽包括了從系

爭專利︾被授權人以及專利權人這幾方面的角度作為出發基準︽在眾多市場資

料中找尋類����������������������������������似或相關連者進行特定權利金判斷〈實務經驗顯示︽這種可對比判

斷向來是一般專利訴訟中被充分運用的因素227〈 

同樣地︽市場比較的分析脈絡也見諸於Microsoft案與 Innovatio案等處理

標準必要專利的經典判決︽且在由陪審團判決權利金的案件中也是當事人關注

的一大重點〈如前章所述︽透過 Georgia-Pacific分析模型的採納︽法官在判斷

具體權利金比率時皆曾審酌雙方當事人提出之對比授權︽不同於 Holderman法

官在審查後予以排除︽Robart法官更是倚重該些對比授權的權利金作出本案判

決結果〈 

第二款  可對比判斷的潛在陷阱 

既然可對比判斷著重市場資訊的比較︽則一如一般智慧財產權鑑價會面臨

到的問題︽由於看似有實際證據支持但究竟是否可對比又難以論斷︽以市場為

基礎的方法常常被垢病為似是而非而創造了欺瞞的空間〈在實務上︽當當事人

提出過往授權契約作為權利金參考基準︽往往都會成為訴訟中雙方專家證人激

烈論戰之爭議︽此時法官便須扮演守門人�gatekeeper�的角色︽透過證據適格

門檻的高度把關排除不具可對比性的授權契約︽以免陪審團接觸該些授權資訊

而導致不正確的損害賠償︽例如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便曾在 Lucent v. Gateway一

案的上訴中取消基於非可對比授權契約的大筆賠償金額︽將原先陪審團判決的

3億 5800萬美元發回地方法院重新審理228〈 

長久以來︽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通常不對損害賠償金額詳加審酌︽而多遵從

地方法院的判斷︽但在 Lucent v. Gateway之後︽此一現象陸續在一些案件中有

所改變︽法院開始傾向著眼於該些過往授權契約的實質︽將其仔細分析並與系

爭專利一一比較229〈從該案及之後的判決來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特別強調的

                                                                                                      
227 Goodwin Procter LLP, Recent Developments: Patent Damages and Injunctions, at 7. Chines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ustries, Advanced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Taiwanese Companies in U.S. 
Patent Litigation and Mock Claim Construction Hearing, March 14, 2014. 
228 Lucent Technologies v. Gateway, 580 F.3d 1301 (Fed. Cir. 2009) 
229 Bo Zeng, Lucent v. Gateway: Putting the Reasonable Back into Reasonable Royalties (February 
2014), at 347.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Volume 26, Issue 1, Article 12. Available at: 
http://scholarship.law.berkeley.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875&context=bt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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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運用 Georgia-Pacific 分析模型的授權比較計算權利金時︽必須注意該類����������������������������������似

授權契約與本案事實之可對比性︽諸如契約中權利金之計算是否為持續的衍生

利益�running royalty�或一次性給付�lump sum�︾授權內容是否為專利組合

或單一專利授權︽以及交互授權和授權技術上之差異等等︽唯有以充分證據證

明授權契約確實類����������������������������������似而具備�可對比性�方能有實質參考價值230〈 

第三款  可對比判斷之運用 

也因此︽可對比性的隱憂可謂構成了此類����������������������������������判斷方法一大陷阱︽並為實際運

用時需要密切監控之所在︽處理 F/RAND承諾之下的權利金問題則更是如此︽

當不可因爭議的複雜程度而模糊掉可對比與否這項重點〈綜觀目前實務與學說

之見解︽影響可對比性的細部要素大致如下「 

一︾授權客體 

在授權客體上︽首先必須斟酌的是契約所含究為專利組合抑或單數或複數

個個別專利的問題︽因為此處之判斷必須是針對系爭專利進行比較︽若用以對

比的契約係在包裹授權含有系爭標準必要專利在內的整套專利組合︽則除非系

爭專利所對應的權利金可以被有效地區隔出來︽否則該份授權契約應不具實質

之可對比性〈例如在 Innovatio案中︽專利權人雖提出 Qualcomm與 Netgear之

間的授權契約以為對比︽但 Qualcomm手中共掌握了多達 3萬件以上的專利︽

其專利組合所含專利數量與系爭專利之數量相距極大︽由此而來的權利金並不

適於作為系爭專利之比較︽因而成為法院拒絕採為可對比授權的原因之一231〈 

其次︽就授權客體的技術方面來看︽即使為同一專利技術︽用途上的差異

也可能導致權利金可對比與否之疑義︽因為一般來說︽若被授權人將專利技術

用於製造與授權人生產活動相近之水平替代競爭產品︽其間權利金應會較高︽

以求涵蓋授權人的潛在損失︽是以目的相同的授權相較於目的不同的授權將具

有更高的參考價值︽否則即須進行調整〈但當然︽在標準制定之場合︽由於同

樣從事下游製造的專利權人與其被授權人通常正是在同一產業競爭︽故此一差

異之於可對比性的影響可能被適度地緩和〈 

二︾授權範圍 

                                                                                                      
230 Goodwin Procter LLP, supra note 227, at 8. 
231 In re Innovatio IP Ventures, LLC Patent Litigation, supra note 92, at 66-68. 



•‧
國

立立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2255  

在授權範圍上必須觀察用以對比的授權契約是否納入其他考量因素︽若該

些契約包括到諸如商標︾營業秘密或甚至其他智慧財產權以外的內容︽則它們

與系爭授權之間的相關程度越低︽越不反映系爭專利能帶來的權利金價值〈就

此而言︽交互授權成為一項非常重要的關鍵︽尤其是考慮到 F/RAND制度之下

的專利常常涉及交互授權〈而交互授權中的淨支付若要能作為重要指標︽其淨

平衡支付�net balancing payment�必須基於每一方專利組合可辨認的單向權利

金︽或者其交互授權所涵蓋的專利內容必須與系爭專利的授權爭議相似232︽否

則系爭專利將只是交互授權中一連串複雜考量因素的一小部分︽由此而來的授

權契約便難以作為系爭標準必要專利權利金的可對比資料〈 

而一旦用以對比的權利金來自專利聯盟的授權︽可對比性必須考量的面向

便更形複雜〈畢竟專利聯盟乃經架構之組織︽從標的技術的內容︾價值︽以至

形成過程所吸引的專利權人以及後續成功普及的程度︽在在會與實際授權之權

利金數額密切相關︽從而成為進行可對比判斷之前不容忽視的審酌重點︽此由

Microsoft案與 Innovatio案對於 Via licensing專利聯盟可對比與否的見解即可得

知〈 

三︾授權情境 

此處所謂授權情境乃是觀察用以對比的授權是否屬於訴訟和解或仲裁和解

的一部份︽因為在該些情境中︽不但和解而來的授權契約很可能係導因於程序

上的威脅︽當事人對於權利金的判斷也會因此包括一部分預期與可避免的爭執

成本以及爭執結果的不確定性﹀也就是說︽對於被授權人即被控侵權方而言︽

考量到爭執成本的節省或爭執結果不確定性的消除︽系爭專利相較其真實經濟

價值是報高的︽反之︽對授權人即專利權人而言︽系爭專利相較其真實經濟價

值則往往是報低的233︽與一般授權協商的結果有異〈由此以觀︽不論是 Robart

法官排除Motorola與 Vtech之間的授權作為可對比證據︽或是 Holderman法官

拒絕接受 Symbol Technologies涉入的兩份授權契約︽都恰恰是出於此類����������������������������������授權情

境之考量〈 

四︾權利金支付方式 

                                                                                                      
232 J. Gregory Sidak, supra note 216, at 1003. 
233 Id., at 1004-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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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金為一次性總額支付或持續性支付之所以影響可對比性的具備與否︽

主要便是因為這牽涉了當事人之間關於系爭技術真實價值的風險分配「在一次

性總額支付的情況下︽係由被授權人承受價值降低的經濟風險︽授權人承受價

值增加的經濟風險︽而持續性支付的情況則正好相反〈是以在授權契約中︽雙

方同意的權利金比率會納入風險分配的支付考量︽支付架構不同的授權契約對

系爭專利的權利金決便較不具參考價值︽或是必須在參考之前先因應風險重新

分配與資訊不對稱等因素進行適當調整234〈 

以上幾類����������������������������������要素與可對比性息息相關但並無窮盡效果︽其他諸如技術相關性

與授權日期等自然也可供區辨〈除此之外︽在決定特定授權契約是否得用於標

準必要專利的可對比判斷時︽幾起案例中都曾提及�過往授權時當事人是否處

於 F/RAND制度架構之下進行協商�的問題︽尤其Microsoft案在調整 Georgia-

Pacific分析模型之時更多有強調︽無疑是此類����������������������������������案件運用可對比判斷必須注意的

前提式要件〈但從 Ericsson案亦可窺知︽所謂 F/RAND制度架構不必然為制式

嚴格之要求︽因為該案在經陪審團判決以後︽被告爭執被用以對比的授權並不

是在 RAND義務的情境下進行協商而來︽然而法官則指出專利權人 Ericsson的

RAND義務具有公眾知悉�public knowledge�的公開程度︽授權的對方當事人

又為 RIM與 HP等知名業者︽實際協商時理應對 Ericsson的 RAND義務有所認

知與留意︽因此駁斥了被告的該項抗辯︽拒絕對之作出依法判決�JMOL�235〈

有鑑於目前關於 F/RAND授權可以取得的資訊不盡充足︽本文認為以專利權人

與標準制定組織之間契約承諾的可得性作為輔助判斷應屬合宜︽亦即在肯認可

對比授權必須是基於 F/RAND制度架構的前提下採取較為彈性的解釋方式︽使

實務上進行把關之餘亦兼顧可對比判斷的運作〈 

第四款  小結 

不僅止於上述幾件經典判決︽近來司法實務其實相當重視所謂可對比授權

的釐清︽例如在非實施實體 Golden Bridge Technology�GBT�控告 Apple的侵

權案件中︽法院便仔細運用上開可能影響可對比性的要素予以監控︽排除了原

告方專家證人所援引的對比授權236〈其原因在於︽該份被援引的授權契約是由

                                                                                                      
234 Id., at 1005-1007. 
235 Ericsson Inc. v. D-Link Systems, Inc., supra note 91, at 33-35. 
236 該案爭執之專利乃被主張為 3GPP關於WCDMA標準的必要專利�U.S. Patent 6,075,793�︽
原告方專家證人援引了 GBT由德拉瓦州地方法院幾件專利侵權訴訟而來的授權契約作為對比證
據︽主張 F/RAND 權利金比率應為被控侵權產品售價的 0.05至 0.07%﹀除了權利金計算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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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在德拉瓦州地方法院的幾件訴訟和解而來︽但就授權客體而言︽欲用以對

比之契約係屬專利組合授權︽沒有包括到系爭專利本身︽該位專家證人和當初

德州地院的訴訟律師也都未曾將該些案件中系爭專利之於被控侵權產品的價值

狀況與此案中系爭專利之於被控侵權產品的價值狀況進行比較﹀除此之外︽欲

用以對比的權利金支付方式係因法院介入而採一次性總額支付︽然而此處專家

證人並沒有將一次性總額支付對於未來銷售的涵蓋納入考慮〈是以在綜合考量

之後︽該份授權契約的可對比性不獲肯認︽無法用以判斷系爭專利的 F/RAND

權利金比率237〈 

由此觀之︽可對比判斷對於權利金比率何謂�F/RAND�的決定具有相當

程度的重要性〈事實上︽從契約觀點切入︽授權雙方皆自願同意的權利金其實

即屬公平︾合理︽它意味著雙方各自都預期該授權交易能將其帶往產業中更有

利的位置︽因此通過上述篩檢的可對比授權典型來說應該是決定 F/RAND權利

金時最應被著重考量的因素〈但也如前文所提及︽以市場資訊為基礎的判斷方

式本質上有其潛在陷阱︽授權契約又具高度個案導向之特性︽因此實際運用上

必須仔細審酌可對比性具備與否︽並於必要時予以計算調整︽例如Microsoft案

將可對比專利聯盟的權利金上修至三倍即屬之〈此種證據把關與調整無疑是可

對比判斷最為棘手之處︽然另一方面︽這也是落實 F/RAND精神所必需︽且構

成經濟分析理論可以適時介入補充的空間︽也就是以經濟觀點適當地監控與對

比授權契約之間的差異︽使其得以作為決定 F/RAND權利金的有效起始點〈 

 

第五項  專利箝制與權利金堆疊 

第一款  專利箝制之於 F/RAND承諾的具體化 

在產業標準以外的一般情況︽若特定專利為某一公司帶來的效益相較於為

另一公司帶來的效益更大︽則該公司支付較多權利金並不違反是否�合理�的

                                                                                                                                                                                                                                                                                                    
問題︽Apple主要便針對權利金比率進行回應︽而授權契約的不可對比正是其中一項重點〈
Golden Bridge Technology v. Apple Inc.,  Case No. 5:12–cv–04882–PSG, Not Reported in F.Supp.2d, 
2014 WL 2194501, N.D.Cal. (May 18, 2014) 
237 亦即︽法院認為該份授權契約的可對比性缺乏實質證據來支持︽從而排除其作為系爭專利權
利金的對比資料︽允許當事人重行提出其他可為對比之證據〈惟 GBT後續提出之專家證詞仍不
為法官所接受︽法官指出專家證人用以對照之授權契約涵蓋諸多超越系爭專利的技術︽專家證
人卻未於計算時辨別其間差異﹀因此在近期判決中︽陪審團也一致認為 GBT的侵權指控並不成
立〈See Beth Winegarner, Apple Prevails Over Golden Bridge In Cellphone SEP Trial, LAW 360: 
http://www.law360.com/articles/548570/apple-prevails-over-golden-bridge-in-cellphone-sep-trial (lase 
visited: June 18, 2014) 



•‧
國

立立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2288  

判斷原則︽然而一旦該專利技術屬實施產業標準所必要︽便常會引發專利箝制

的討論︽因為更加豐厚的權利金可能來自於專利權人藉由標準化而獲取之市場

力量〈也就是說︽隨著標準制定的進行︽不但潛在被授權人將因既已投入的沈

沒成本造成轉換困難︽產業標準的建立本身也會讓其他替代技術較不具吸引力

或成為商業上不可行︽從而使專利權人的市場力量相形提升︽得以順勢箝制潛

在被授權人從事授權協商的能力〈也因此︽在決定標準必要專利的權利金時︽

多有學者表示了對於專利箝制的疑慮︽直指專利箝制將造成市場運作的不效率

238﹀而在司法實務上︽此項議題也充斥於Microsoft案與 Innovatio案整體權利

金分析架構的論述︽且承審法官還明確將其納入 Georgia-Pacific第 15分析因素

應該考量的項目︽例如 Robart法官便於判決中明文指出「�專利箝制是 RAND

制度旨在避免的問題︽因此用以決定 RAND權利金的正確方法必須體認專利箝

制之風險並嘗試予以緩和�239〈 

當然︽在標準制定之場合︽植基於投機主義的專利箝制不難理解與想像︽

然而如上所示︽新近判決將其列為決定 F/RAND權利金的必要問題︽應有進一

步檢視的空間〈本文認為專利箝制雖有其探討實益︽卻不必然構成調降標準必

要專利權利金的理由︽主要原因如下「 

一︾專利箝制的風險實現機會不高 

專利箝制有其理論基礎︽但畢竟仍屬風險之性質︽且現實上具體發生的機

會極低︽目前幾乎沒有實證資料能夠證明專利權人果真從事專利箝制的行為並

導致下游採行標準的產品產量降低240〈 

這種現象可由多方面加以觀察︽首先從專利權人的角度來看︽導因於標準

制定多數參與的特色︽F/RAND承諾其實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控效果241︽因為專

利權人常常也會居於利用人的角色︽尤其是產業中該些垂直整合業者︽他們需

要向外取得授權時同樣不希望受其他專利權人之專利箝制︽是以有動機適度調

                                                                                                      
238 See, e.g., Dennis W. Carlton and Allan Shampine,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FRAND (April 24, 
2013), at 2-5.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2256007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256007. And Francois 
Leveque and Yann Ménière, supra note 77, at 4-12. 
239 “[A] proper methodology used to determine a RAND royalty should therefore recognize and seek to 
mitigate the risk of patent hold-up that RAND commitments are intended to avoid.”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supra note 90, at 25. 
240 J. Gregory Sidak, supra note 216, at 1021. 
241 Francois Leveque and Yann Ménière, supra note 77,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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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其針對自身專利技術索取的權利金︽將之維持於產業界可接受的水平範圍〈

而縱使專利權人不盡然亦有取得授權之需︽考量到有能力使自身專利技術符合

產業需求而最終納入標準的專利權人常常是知名的大型業者︽對於專利授權擁

有豐富經驗︽因此在授權交易持續發生的市場中︽該些專利權人應會注重其授

權信譽︽有誘因設定合理的權利金比率以維持其在授權領域的名聲或形象242︽

以免於下次標準制定的過程品嘗苦果︽被排除在技術擇用的關卡之外〈 

更何況︽對專利權人來說︽將專利投入標準制定不外是希望透過廣大的使

用基礎帶來更高的總額收益︽從事箝制行為在短期之內雖可取得較高的權利金

收入︽長期下來卻可能導致標準利用方誘因上的不效率︽亦即原先欲對標準進

行投資的業者會發展出次選項的策略︽遲疑不欲進入市場或不願對標準投入沈

沒成本︽如此一來對消費者而言︽標準產品將被以更低產量︾更長時間和更高

成本來生產︽有礙標準普及︽從而專利權人起初預設規模經濟的獲利模式將不

可得︽也因此︽具有遠見的專利權人其實應會抑制箝制行為的發生〈 

另一方面︽若再從專利權人與標準利用人雙方平衡的角度加以觀察︽便會

發現考慮專利箝制的可能性時不應忽略反專利箝制的考量︽因為專利權人同樣

有其成本︽也就是對技術發展進行特定研發投資︽並將其投入標準制定使標準

得以形成﹀有鑑於研發的不確定性︽專利權人從事這些投資行為尤其風險︽且

其成本於標準制定更初期的階段即已沈沒︽此時利用人也可能反過來利用這些

投資所帶來的鎖定效果︽而對專利權人採取投機行為243〈是以單方向將專利權

人可能的投機行為反映於 F/RAND承諾的具體化過程並非恰當︽無論如何反專

利箝制的風險確實存在︽相當程度上或許也成為牽制專利箝制的原因〈 

簡言之︽專利箝制在現實上甚為罕見︽這除了是考量多數標準制定的參與

者同時活躍於權利人與利用人雙邊的立場︽專利權人保護商譽的目的又限制了

投機主義作用的機會之外︽也與專利箝制將造成對社會有害的分配不效率與生

產不效率有所關連︽因為從事箝制行為的專利權人最終一樣可能為其所害﹀另

外︽所謂箝制行為並非專利權人獨具之能力︽反專利箝制的風險同樣是不容忽

視的︽甚至可能與專利箝制達成某種平衡狀態︽從而上述這些原因使得專利箝

制在理論探討上的實益大於其實際可能發生的機會〈 

                                                                                                      
242 Damien Geradin, supra note 219, at 941. 
24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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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此考量專利箝制可能與 F/RAND制度有所矛盾 

專利箝制應非 F/RAND制度鎖定的主要目標〈詳言之︽根據 Robart法官的

見解︽專利箝制是 F/RAND制度旨在避免的問題︽然而觀諸 ETSI與 IEEE等標

準制定組織的智財權政策︽卻未見有關專利箝制或專利箝制之於標準必要專利

授權計價的論述︽而僅在揭示專利權等私有財產不能將利用人排除於標準之外

而已〈事實上︽從揭露義務到授權義務的脈絡看來︽標準制定組織其實意在透

過 F/RAND制度解決利用人對於標準的近用問題︽也就是說︽確保廣大利用方

對於標準的近用權才是專利權人出具 F/RAND承諾上位的真正目的︽所謂專利

箝制則只是可能損及此一目的的一項疑慮︽並非制度上主要鎖定的目標問題〈

既然 F/RAND承諾不是真的旨在解決專利箝制之風險︽將該承諾具體化授權時

當事人與法院是否必須辨別並強制排除箝制價值便是值得懷疑的︽F/RAND權

利金必須消除所有箝制價值的說法無法為智財權政策的內容所支持244〈 

另外還值得思考的是︽若以更宏觀的經濟觀點來看︽要求標準必要專利的

具體權利金一律徹底排除專利箝制︽無疑意味著專利權人無法享有任何標準化

而來的價值〈在這種狀況下︽可能的解釋是假設產業標準採納專利技術而來的

價值為零︽但此一假設不僅與現實運作有所不符︽還是反直覺且不合理的﹀如

此一來︽既然專利權人不能獲取任何標準化利益︽標準化而來的價值應該是由

誰收割」一旦由由標準產出的所有剩餘皆流至標準利用人方︽將無法鼓勵專利

權人攜其發明參與標準制定245〈天秤的兩端不再平衡︽當非 F/RAND制度意欲

追求的目標︽因此制式考量專利箝制可能造成偏頗而有違最初的制度本旨〈 

綜上所述︽專利箝制的說法其實理論的成分更高︽也可能與 F/RAND的制

度目標或制度精神有所出入︽故專利箝制的風險以及箝制價值之消除通常無關

乎標準必要專利最後的具體權利金︽不應該與權利金的決定緊密嵌合︽將之硬

性納入假設性雙方協商的架構以進行權利金比率調整並非適宜的作法〈 

第二款  權利金堆疊之於 F/RAND承諾的具體化  

與專利箝制相同︽權利金堆疊在前揭判決架構的方法論也被納入 Georgia-

Pacific 分析模型第 15 分析因素︽作為決定 F/RAND 具體權利金的考量項目246︽

                                                                                                      
244 J. Gregory Sidak, supra note 216, at 1021-1022. 
245 Id. 
246 “[A] proper methodology for determining a RAND royalty should address the risk of royalty 
stacking by considering the aggregate royalties that would apply if other SEP holders made royalty 
demands of the implementer.”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supra note 90, a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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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密控制標準必要專利的權利金比率︽以免個別專利的權利金累積終致實施標

準的整體權利金成本過高︽妨礙標準推行〈但是︽也如同檢討專利箝制時提出

的質疑︽權利金堆疊之於 F/RAND承諾具體化的重要性仍有其蹊蹺「 

ㄧ︾專利聚集的堆疊作用有待釐清 

恰如 Qualcomm在 Ericsson案上訴中以法庭之友的身分所指出︽強制考量

權利金堆疊的問題並不正確︽因為事實上缺乏理由去推斷理性的產業參與者會

進行此種權利金堆疊的分析〈申言之︽權利金堆疊的理論是假設產品價格中有

固定份額可歸由智慧財產權人︽從而不論各個專利技術在重要程度上的差異︽

標準中納入越多專利則每位專利權人可收取的權利金便越少﹀然而︽智慧財產

其實就如同其他生產要素一般︽加入第二個生產要素並不因此降低第一個生產

要素的價值貢獻︽產業標準中納入更多提升標準價值的專利技術︽也並不會降

低其他任何技術帶來的價值增加247〈是以專利聚集不一定便帶來權利金過高的

負面效果︽權利金總數究竟多高還須經複雜的實證分析︽才能進而判斷合理與

否︽不是因專利數量龐多即有所謂權利金堆疊的問題〈 

二︾權利金堆疊的風險並非無法調控 

現實上︽權利金堆疊不容易發生︽這主要的原因是來自於高科技產業中普

遍的交互授權大大降低了權利金堆疊的風險︽尤其通訊領域許多大型的標準必

要專利持有者更已進行垂直整合︽從而唯一較有可能承受鉅額權利金的市場參

與者是只專注於生產製造的公司︽因為他們沒有高價值的標準必要專利或其他

要素來進行交換︽因此難以透過交互授權迴避權利金堆疊的風險〈但是︽不僅

如上所述︽累積後的權利金為何並不清楚︽若從市場運作的角度加以解釋︽假

如該些專注於生產製造的公司不需要支付較高的權利金︽那麼相較於其他投入

大量資源從事研發的業者︽他們就會明顯地享有成本優勢︽在市場上取得有利

的競爭地位﹀由此可知︽即使專注於生產製造的公司因標準中的多數專利而須

負擔更高額的權利金成本︽此一現象也未必是不合理的︽歸根究底還牽涉著每

間公司必須面對的營運模式的問題︽也就是生產要素內生�自行研發�或外求

                                                                                                      
247 Matthew P. Larson, Qualcomm and Nokia submit amici curiae briefs to the Federal Circuit in 
Ericsson v. D-Link appeal (March 13 2014), Association of Corporate Counsel: 
http://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839dff19-26a6-400c-b1d1-082f38557e4b (last visited: 
May 2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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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取得�之抉擇248︽而這相當程度也解釋了為什麼 F/RAND制度關於�非

歧視�的要件並不是在要求形式上權利金比率完全����������������������������������相同〈 

除此之外︽從專利權人的立場出發︽權利金堆疊所可能衍生的抑制標準的

效果也非專利權人所樂見〈亦即︽若個別專利的權利人皆就自身擁有的專利技

術索取不合理的高額權利金︽致使堆疊後對潛在被授權人而言形成過於沈重的

負擔︽這種負擔最終也將透過產品售價轉嫁予廣大的消費大眾︽造成產品銷售

數量上的減縮︽如此一來專利權人便無法達成規模經濟的策略目的〈由於具有

一般經驗的專利權人應能對此一結果有所認識或預見︽因此將有誘因根據所處

產業的狀況設定自身專利的具體權利金比率︽以求最適的權利金成本能夠帶動

整體標準的推廣︽個別專利權人復從中受益﹀由此可見︽進行合理權利金分析

通常無須另行針對權利金堆疊給予制式化考量〈 

三︾權利金堆疊並非 F/RAND制度主要聚焦的問題 

一如前述對於專利箝制的質疑︽並沒有證據顯示標準制定組織的智財權政

策將假設性的權利金堆疊作為定義權利金�合理�與否的一項構件︽F/RAND

承諾旨在維護標準近用︽專利箝制與權利金堆疊都僅是可能損及此一目的的次

位疑慮︽並不構成整體制度所聚焦的主要問題〈 

綜上︽形容權利金堆疊最適合的字眼就是�理論性的�249︽因此面對這種

常常無法為證據支持的臆測︽進行合理權利金分析時若要求�必須�將系爭標

準中必要專利的總數特別挑出來考量︽那麼這種法則並不適當且與 F/RAND承

諾有所不符〈 

第三款  小結 

針對專利箝制與權利金堆疊︽Microsoft案與 Innovatio案基本上都將其列為

標準必要專利權利金的決定因素︽認為具體權利金應因應該些疑慮作出調整〈

然而︽綜合以上論述可以得知︽專利箝制與權利金堆疊的說法各有值得深入檢

討的矛盾︽它們在實務運作上並不普遍︽一律作為具體權利金的考量因素也有

違 F/RAND的制度本意〈因此︽縱使專利箝制與權利金堆疊可能影響整體授權

制度所關切的標準近用問題︽個案中是否發生卻仍須具體觀察︽不是以理論性

假設而必然影響專利權人應得的權利金比率〈 

                                                                                                      
248 Damien Geradin, supra note 219, at 943-945. 
249 Ericsson Inc. v. D-Link Systems, Inc., supra note 91, at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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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Davis法官在 Ericsson案中評估 F/RAND的方法便有所不同〈

亦即︽該案被告主張陪審團所核發之損害賠償金並沒有考慮到權利金堆疊等問

題︽否則正確的權利金比率其實微乎其微﹀但 Davis法官並未逕行同意權利金

調整之需或進行準確性審查︽而是指出被告並未提出任何有關專利箝制或權利

金堆疊真實發生的證據�例如其專家證人從未試圖認定被告現行支付予 802.11

相關專利的實際權利金總額�︽因此僅以理論性權利金堆疊的爭點並不足以降

低專利權人應得之權利金比率︽最終駁斥了被告請求依法判決的相關主張250〈

並且︽該案在上訴中︽Nokia也透過法庭之友意見書對法院的上開論斷表示支

持︽根據 Nokia的觀察︽是否有權利金堆疊︾專利箝制或甚至反專利箝制是取

決於特定個案事實與情境的疑慮︽專利不應僅因被納入產業標準而貶值251〈 

除此之外︽近期另一起案例也印證了專利箝制等疑慮應該給予個案判斷的

見解︽且與 F/RAND之下的假設性協商並沒有絕對掛鉤〈詳言之︽在 GPNE起

訴 Apple侵犯其標準必要專利的案件中252︽兩造當事人皆對損害賠償的權利金

提出依循 Georgia-Pacific分析因素操作的專家報告︽並請求排除對造證詞﹀審

酌之後︽北加州地方法院法官透過道伯特法則�Daubert standard�排除了專利

權人關於權利金之主張︽因為專利權人的專家證人係倚賴一些性質上指涉 3G︾

4G行動通訊技術整體對於被控侵權產品重要性的因素︽而不是在討論系爭專利

技術之於該些產品之重要性︽其報告中所提出每單位產品 1美元的權利金比率

也猶如黑箱作業︽未就專利特徵與非專利技術價值之間的合理分配提出任何說

法︽法院因此認定身為非實施實體�NPE�的專利權人其實是試圖取得超越系

爭專利技術價值的高額權利金比率︽遂排除原告專家證人基於箝制價值的上開

證詞253〈 

這起訴訟可說是目前唯一一件專利箝制真實發生的案例254︽可見專利箝制

等疑慮雖為標準制定場合經常探討之理論︽究竟是否發生仍須高度仰賴個案事

實︽且由於 GPNE所持有的標準必要專利未經 F/RAND承諾︽亦可推知專利箝

                                                                                                      
250 Id., at 35-37. 
251 Matthew P. Larson, supra note 247. 
252 GPNE Corp. v. Apple, Inc. (Case No. 12-CV-02885-LHK) 
253 GPNE Corp. v. Apple, Inc., Not Reported in F.Supp.2d, 2014 WL 1494247, N.D.Cal., April 16, 
2014. 
254 Matt Larson, N.D. Cal. excludes expert damages testimony that based royalty rate on patents’ hold-
up value (April 23, 2014), Essential Patent Blog: http://www.essentialpatentblog.com/2014/04/n-d-cal-
exculdes-expert-testimony-basing-damages-on-patent-hold-up/ (last visited: May 2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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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與 F/RAND制度並非本質上相連︽在少數專利箝制真實發生的情況下︽不論

系爭專利是否負有 F/RAND義務︽法院得在具體斟酌之後拒絕專利權人爭取多

於系爭技術價值本身的權利金的企圖〈 

綜上所述︽專利箝制與權利金堆疊屬風險之性質︽可能進而影響產業標準

授權制度著重的近用性︽但由於種種原因︽這兩種風險確實實現的機率很低︽

將其一體適用地植入架設性授權協商實非妥適︽該種架構背後隱含的經濟推論

將會是偏厚侵權方的︽因此較為正確的作法應有賴個案中對於各項證據資料的

縝密判斷︽而不執著於所謂專利箝制或權利金堆疊而來的權利金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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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標準必要專利之權利金決定與整體制度變革趨勢  

 

第一節   標準必要專利之權利金決定  

 
截至目前為止︽以Microsoft案︾Innovatio案為主的幾件訴訟大致形塑了標

準必要專利在具體權利金問題上的處理模式︽然而這套處理模式卻仍囿於各項

程序及實體爭議︽顯見仍有改善空間〈自前章探討的內容可以得知︽程序上︽

考量到標準制定之特殊性質︽從抽象的 F/RAND承諾化為具體權利金的過程首

重效率確保︽亦即程序利益乃不容忽視的環節﹀而專利權人與標準利用人雙方

之間的利益平衡則在進行實體解讀時扮演了關鍵角色︽攸關整套標準制度的良

窳〈也因此︽接續著前章探討的各項議題︽以下將分別從紛爭解決的有效以及

雙邊利益的平衡予以總結︽期能雙軌並進地改善現行制度之缺陷︽以利標準順

利運作而最終嘉惠消費大眾與各方市場參與者〈 

 

第一項  決定標準必要專利權利金之程序設計——紛爭有效解決  

第一款  紛爭處理程序有效串連的需求 

現行制度之下︽標準必要專利的權利金爭議一湧而入各地方法院︽然而在

歷經大規模且長時間的攻防之後︽近期卻也已經出現訴訟外解決爭議的趨勢〈

不僅 Innovatio案中︽被控侵權方的廠商紛紛在法院作出合理權利金判決以後與

大肆興訟的專利權人達成和解︽即使不涉非實施實體的情況︽訴訟同樣被認為

是可免則免之途〈例如 Apple與Motorola之間涉及標準必要專利的授權糾紛自

2010年來纏訟已久︽僅在美國境內便多次起訴︽並已於地方法院由 Posner法官

及 Crabb法官各自作出判決而後上訴︽但是就在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對 Posner法

官的判決給予�部分肯認︾部分推翻︾部分撤銷並予以發回�的判斷之後255︽

Apple與 Google�Motorola目前的母公司�便緊接著在 2014年 5月 16日達成

一項和解︽同意撤銷所有相互間直接的繫屬中訴訟︽並向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提

                                                                                                      
255 AFFIRMED-IN-PART, REVERSED-IN-PART, VACATED-IN-PART, AND REMANDED.  
Apple Inc. v. Motorola, Inc., F.3d, 2014 WL 1646435. C.A.Fed. (Ill.), April 25, 2014,  at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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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撤銷上訴的共同聲請︽其中聲明雙方皆不再進行後續請求審理的程序︽而將

使案件於地方法院駁回︽且雙方也承諾各自承擔訴訟費與律師費等成本256〈 

雖然 Apple與 Google此次的合意仍不及於交互授權︽而屬於單純和解之性

質︽其和解動機卻與訴訟程序的冗長和煩擾有所關連︽亦即在各自的專利都不

足以作為擊潰對方的致命武器的情形下︽持續的訴訟不但耗費人力物力︽更使

其他競爭者或敵人有了乘虛而入的機會︽尤其是導致他們必須處理諸多由非實

施實體提出的專利訴訟257︽造成雙方共同的弱點258〈由此以觀︽產業中的龍頭

業者尚且如此︽遑論以訴爭執標準必要專利權利金會對一般業者帶來的負荷︽

實非該些業者所樂見〈也因此︽如前章所述︽除了權利人與利用人間私自協商

授權的情形以外︽參考專利聯盟的作法可能成為 F/RAND權利金的決定管道︽

而經過特殊設計的仲裁程序則可作為紛爭解決管道︽在法院之前便有效化解由

F/RAND承諾衍生而來的權利金問題︽避免懸而不決的授權爭議以及沈重的訴

訟成本成了標準推行的絆腳石︽阻礙技術進步並牽制著市場運作〈 

而從前章探討的內容亦可得知︽此處的專利聯盟與仲裁程序一定程度上皆

涉及標準制定組織之參與︽才能夠在訴訟前提供一套完整的權利金決定及紛爭

解決管道︽諸如由標準制定組織協助或鼓勵專利聯盟的組成即屬之︽抑或標準

制定組織於其智財權政策中納入專利權人同意仲裁的要求﹀不僅如此︽即使競

爭法主管機關也曾表示︽標準制定組織目前的態度乃是主管機關介入調查標準

制定過程所產生的競爭法疑慮的原因之一〈於是︽近年來各界紛紛出現改革呼

聲︽催促標準制定組織對於標準必要專利的相關議題採納更加積極的作法︽不

但許多學者為文建議標準制定組織可能的改變方向259︽美國國家科學院

                                                                                                      
256 JOINT MOTION TO DISMISS THE APPEAL. Apple Inc. v. Motorola, Inc., F.3d, 2014 WL 
1646435. C.A.Fed. (Ill.) Available at: http://zh.scribd.com/doc/224632659/14-05-16-Apple-Motorola-
Joint-Motion-to-Dismiss-Appeal. 
257 非實施實體�NPE�控訴侵權的對象廣及各種規模與領域的業者︽據統計︽自 2009至 2013
年間︽Apple遭 NPE起訴的案件共有 191件︽高居所有業者之冠︽Google也達 127件之多︽若
再加上 Motorola Mobility的 76件︽兩家龍頭業者受 NPE滋����������������������������������擾的程度實不遑多讓〈See Most 
Pursued Companies, All About NPEs, PATENT FREEDOM: https://www.patentfreedom.com/about-
npes/pursued/ (last visited: June 3, 2014) 
258 Florian Mueller, Apple, Google dismiss patent suits against each other, settle from position of 
mutual weakness, Foss Patents: http://www.fosspatents.com/2014/05/apple-google-dismiss-patent-
suits.html (last visited: May 21, 2014) 
259 See, e.g., Kai-Uwe Kühn, Fiona Scott Morton and Howard Shelanski, supra note 79; Jorge 
Contreras, supra note 83; Mark Lemley and Carl Shapiro, supra note 204; and Josh Lerner and Jean 
Tirole,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November 5, 2013),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14-
038. 



•‧
國

立立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3377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去年也發表一份詳盡報告︽呼籲標準制定組織

採取行動260︽甚至司法部競爭法部門亦有政府官員公開對標準制定組織在此類����������������������������������

爭議中可能發揮的功用提出看法261〈 

縱使僅針對標準必要專利的權利金問題而言︽標準制定組織歸根究底仍扮

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為畢竟是組織制定標準的行為為該些專利權人創造出額

外的市場力量︽從而組織亦應有責任確保由此而生的市場力量被妥善地控管︽

使消費者得以在標準化過程中獲利262︽若能由標準制定組織從源頭發揮預防爭

執的作用︽納入更快速︾更省節省費用地決定 F/RAND權利金比率的方法或是

其他訴訟外化解問題的管道︽將可能突破法院作為單一解決管道的侷限性︽降

低標準採行的成本並加速研發創新〈因此︽以紛爭有效解決的觀點看來︽標準

制定組織其實不宜自外於標準必要專利的權利金議題︽反而需要考慮適度地介

入︽定義該些程序管道的基本元素與進行的基礎架構︽使之更臻效率而有利於

整體制度的運作〈 

第二款  更加積極的標準制定組織 

透過標準制定組織納入或輔助專利聯盟︾仲裁程序等替代措施不僅有其需

求︽目前看來在法律上與實際運作上也非不可行︽且標準制定組織可能越來越

有意願朝此方向進行改革︽敘述如下〈 

一︾標準制定組織適度介入之可行性 

對於將 F/RAND承諾具體化為權利金比率的相關議題︽標準制定組織是否

能夠介入可從多個面向進行觀察〈首先︽標準化集體運作之性質與建立專利聯

盟等替代措施可能涉及事前協商︾資訊揭露等競爭法所關切的議題︽但也如前

所述︽競爭法主管機關已明文容許標準制定組織的智財權政策納入一些涉及事

前行為的規範︽因為有限度的事前揭露是可以被允許的︽不但不會帶來重大負

面效果︽就此而言從智財權政策著手的源頭解決模式還能發揮促進競爭之效益

263〈 

                                                                                                      
260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supra note 26. 
261 Renata Hesse, Deputy Att’y Gen., Antitrust Div., U.S. Dept. of Justice; supra note 79. 
262 Romesh Vaitilingam,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The question of FRAND licensing and its impact 
on standard-setting,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December 2013), at 5. Toulouse Network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ewsletter, Issue 11. Available at: 
http://www.idei.fr/tnit/newsletter_1312.pdf. 
263 U.S. Dep't of Justice & Fed. Trade Comm'n, supra note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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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通過競爭法論理原則的檢驗之餘︽更值得注意的其實是上述替代措施

在實際運作上的可行性〈申言之︽一如先前曾經提及的問題︽標準制定的實際

參與者通常對授權相關的法律或市場運作並不熟悉︽要求他們著手授權事務有

其困難︽但是這畢竟仍非無法克服的現實障礙︽若可由該公司對於專利與市場

更具專業知識的同事來協助標準制定過程中實際參與技術會議的技術人員︽此

一問題應可漸漸消逝︽唯一較為棘手的客觀困難僅在於專利價值的釐清︽可能

必須隨著標準制定的發展進行調整︽使標準制定組織關於技術與授權的運作具

備經濟性基礎264〈除此之外︽在後續紛爭處理的階段︽也可考慮透過獨立專家

的設置網羅技術︾法律與經濟專業的人才︽以跨領域且公正的專家來補足標準

制定組織之專業並維護其中立形象〈 

至於成本則也是該些替代方式在整體運作上無可避免的問題︽因為不論權

利金決定與紛爭解決係由標準制定組織主導或委由第三機構進行︽都勢必帶來

相當成本〈對標準制定組織而言︽這些成本可能有礙標準化的順利推行︽然而

對其他參與者來說︽若採取司法途徑將更須支付龐大訴訟成本︽是以兩相權衡

之下︽替代管道的主要資金基礎應來自該些市場參與者〈並且︽專利權人畢竟

掌握著權利金決定的主動權︽考量到專利箝制等隱憂︽由標準利用方片面負擔

該些成本並非妥適﹀但另一方面︽若成本交由專利權人完全����������������������������������負擔︽也無異造成

鼓勵標準利用方侵權或進行反專利箝制等投機行為〈故本文認為替代管道的運

作宜由專利權人與標準利用人共同承擔︽作為避免攜手赴法院爭執之對價︽也

維護整個標準制定過程之效率〈 

二︾標準制定組織適度介入之誘因 

即使各界期待標準制定組織積極介入 F/RAND權利金相關議題︽其介入在

各方面也可被允許︽意願究竟仍是現行制度能否獲得改善的一項關鍵〈 

從標準制定組織的角度加以觀察︽作為主導標準制定過程的中立組織︽其

首要任務其實緊扣權利人與利用人間雙面平衡之追尋〈因為無論如何標準化牽

動著雙面向的市場︽標準制定組織乃由各種商業模式的公司所組成︽包括代表

研發方的專利權人以及代表生產方的標準利用人︽甚至各種形式的整合公司︽

是以標準制定組織作為集結貢獻方與接受方的平台︽必須容納商業模式之多樣

性︽透過追求平衡來吸引雙邊成員〈而縱使立場有異︽這些成員之間一定程度

                                                                                                      
264 Francois Leveque and Yann Ménière, supra note 77,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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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存在著共生的關係︽也就是說︽不僅權利人的專利技術要透過利用人的採

行始能推廣︽因而必須將權利金控制在利用人能夠負荷的範圍之內︽對利用人

而言︽雖然製造業者希望儘可能減少授權成本︽但他們也知道能夠銷售被大量

需求的產品是來自於產業標準的發展與採納︽進而帶動網絡效應等正面作用︽

一旦缺少了必要的資源去補償研發過程中承受的成本及風險︽權利人便不會貢

獻研發成果或投入技術研發265〈 

由此可知︽標準制定組織 F/RAND制度之下的權利金必須適切顧及雙方利

益︽但以目前法院的判決結果來看︽專利權人所提出的權利金要求往往在訴訟

過程中大打折扣︽尤其法官判決的權利金比率更是偏低︽所論述的分析方法也

對潛在被授權人較為有利︽這種趨勢一旦形成或加劇︽長此以往將消弭專利權

人參與標準並貢獻技術的誘因︽標準制定組織便須面臨專利權人自外於組織︾

拒絕給予 F/RAND承諾而將其研發資金及資源轉為他用的風險〈不僅如此︽即

使暫且撇開整體模式優惠任一方當事人的憂慮︽對於具體權利金的過多紛爭本

身便很可能不利標準推行︽法院曠日費時的訴訟程序更是加深問題的嚴重性〈

也因此︽針對 F/RAND承諾的解讀與由此而生之爭執︽標準制定組織應有誘因

適度地介入處理︽以免制度失衡或失靈終致整套標準制定窒礙難行︽且這項誘

因將隨著現今困局的持續而亦趨強烈〈 

第三款  完整串連的紛爭處理程序 

當然︽私下的授權協商若能順利進行︽以 F/RAND為起點的整套機制居於

備位性質︽但由標準制定的階段開始︽透過組織參與的專利聯盟與仲裁程序︽

將能提供專利權人與利用人適切的權利金決定管道以及紛爭解決管道︽化解如

今司法訴訟之僵局〈 

而此處指稱之專利聯盟或仲裁程序︽其實皆是因應標準制定特徵加以調整

的程序管道︽與一般制度設計稍有不同〈以專利聯盟而言︽不論是否另設一獨

立實體負責聯盟專利的管理︾授權︽一般情形下當初成立並貢獻專利的該些公

司常握有主導力量︽然而在標準制定的場合中︽標準制定組織更適合扮演相對

重要的角色〈就專利聯盟最為重要的授權事項來說︽即為標準制定組織積極發

揮作用之領域︽也就是由工作群組在折衝雙邊利益的情況下訂定總體權利金︽

或將其委由合作的外部獨立組織進行決定︽藉此有效率地將 F/RAND承諾由抽

                                                                                                      
265 Damien Geradin, supra note 219, at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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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轉為具體︽達到借鏡專利聯盟的主要目的〈事實上︽若要運用專利聯盟處理

標準中的專利授權︽問題的一大關鍵即與權利金之訂定密切相關︽而觀察目前

的實務經驗︽也已經出現標準制定組織積極介入以求根本解決權利金議題的實

例——即 AVS標準�the “IT advanced audio and video encoding” standard�〈 

AVS標準係由中國的 AVS工作組�AVS Working Group�所制定︽作為數

位影音產業的基礎標準266〈由於該項標準同樣涵蓋諸多專利︽AVS工作組於其

�知識產權政策��即智財權政策�中多次提及專利權人可以透過 AVS專利池

的參與履行其授權義務︽並明確揭示�為便利產業界對 AVS技術標準的採用︽

工作組支持 AVS專利池的建立�267﹀於是︽根據此份知識產權政策︽AVS工

作組進一步訂定了�關於 AVS專利池許可的建議性規定�︽衡酌中國國情而明

文指出「�原則上︽在中國為使用 AVS標準的消費者級編解碼器提供的專利許

可的費用為人民幣 1元/台�268〈 

由此可知︽AVS工作組係以專利池建制並搭配上�一元人民幣政策�作為

AVS標準專利的授權基礎︽透過�一站式�授權具體落實公平非歧視且簡易可

行的授權原則︽並使授權成本具有相當之競爭力269〈不可否認地︽來自政府驅

策︽中國能夠發展出十分積極的標準制定政策﹀而在西方制度中︽標準制定則

更多是市場導向的結果〈然而進一步思考︽如此放任式的運作可能也正是整套

體制多有爭議的原因之一270︽若能適時藉由標準制定組織的介入發揮作用︽或

可改善標準制定場合目前關於 F/RAND承諾之困境〈也因此︽在借鏡專利聯盟

的制度之後︽標準制定組織的參與可謂為運作上效率與否的核心︽尤其關於權

                                                                                                      
266 此之�工作組�即為本文所稱工作群組�Working Group�〈AVS工作組全����������������������������������稱為�數字音視
頻編解碼技術標準工作組�︽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原信息產業部科學技術司批准成立︽2006年︽
AVS標準正式成為國家標準﹀而後︽信息產業部大力支持 AVS專利池管理中心�The AVS 
Patent Pool Administration Center�的成立︽該中心為註冊於民政部門的非營利組織︽旨在促進
AVS標準產業的發展〈See DUAN Yuzhen, SONG Wei, PENG Xiaobao, ZHOU Haibin and LEI lei, 
Patent pool analysis based on technical standards: A case study of indigenous alliances in China 
(February 2013 ), at 1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Social Research (IJBSR), Volume -3, 
No.-2, available at: http://thejournalofbusiness.org/index.php/site/article/viewFile/70/69. 
267 AVS工作組︽數字音視頻編解碼技術標準工作組知識產權政策�2008年 3月 29日第二十四
次工作會議修訂�︽頁 5�第五章第 23條�﹀資料來源「http://www.avs.org.cn/�最後瀏覽日「
2014年 5月 25日�〈 
268 AVS工作組︽關於 AVS專利池許可的建議性規定�2006年 9月 23日發布�︽頁 4﹀資料來
源「 http://www.avs.org.cn/�最後瀏覽日「2014年 5月 25日�〈 
269 AVS工作組︽前揭註 267︽頁 5�第五章第 24條︾第 25條�〈 
270 Romesh Vaitilingam, supra note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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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金的決定與分配︽更是與 F/RAND授權問題能否迅速化解︾產業標準得否順

利推行直接牽連︽標準制定組織將能就此形塑有效的權利金決定管道〈 

接著︽在仲裁程序這一方面︽其作為替代紛爭解決途徑由來已久︽甚至標

準制定實務上 VITA也已在智財權政策明文規範︽惟目前看來此類����������������������������������程序的成效

卻不顯著︽而這終究還是來自仲裁於運用上之不效率〈為徹底扭轉此種情形︽

主要可從仲裁程序的開啟以及仲裁進行的模式雙管齊下地予以改革〈亦即就最

初程序開啟而言︽可將其與 F/RAND制度進行更密切之搭配︽透過組織章程或

智財權政策轉而納為標準參與或授權承諾的一項內涵︽畢竟以仲裁程序更有效

率解決紛爭有利於標準推行︽為標準制定參與者欲落實各自利益時共同追求的

目標﹀而在程序開啟之後︽效率的確保無疑是最高指導原則︽棒球式仲裁不僅

簡單明確︽更因仲裁人之決斷方式進一步促使雙方當事人追尋�儘可能合理�

的權利金比率︽具有探索真實之效用又同時確保程序經濟〈此外︽由於此種與

標準制定更緊密嵌合的仲裁設計到底最先牽制的是專利權人逕赴法院起訴之權

限︽專利權人在仲裁程序中應可要求一定程度之互惠授權︽藉以擴大紛爭解決

範圍︽並且也倚賴詳細規範的資訊揭露政策於促進授權與秘密維護之間求取平

衡〈 

即使完全����������������������������������相符的設計目前尚未見諸於實務︽以如此仲裁程序作為 F/RAND

制度下權利金紛爭的第一道解決機制應可為未來所期待︽甚至能使權利金決定

以外的標準必要專利糾紛一併獲得解決︽例如合法取得禁制性救濟以及帶動其

他授權條款達成合意即是〈正如前揭審理 InterDigital與 ZTE︾Nokia之間授權

糾紛的法官�Judge Richard Andrews�所述︽授權契約的協商在各方面都涉及

許多商業考量︽因而訴訟本身在有意願協商授權的當事人之間並非締約上十分

有效的方法︽若當事人關於一些程序上合意的障礙得以排除︽仲裁可能才是更

適合解決問題的途徑271〈是以在上述制度設計之下︽標準必要專利的權利金比

率得透過與 F/RAND相互結合的仲裁程序進行快速合理的決定︽繼而授權契約

將會觸及的其他法律及商業事項便可由當事人自行協商︽或合意交由類����������������������������������似程序

                                                                                                      
271 “It seems to me likely that the parties do in fact want to reach an agreement. Negotiating such an 
agreement involves mostly business considerations. It does not seem to me that litigation by itself is a 
very effective means to make an agreement between willing parties. I understand that the parties cannot 
agree on the scope of arbitration. If they could, or they could decide to have the arbitrator decide the 
scope, that would appear to be a possible way to proceed.” InterDigital Communications, Inc. v. ZTE 
Corp., supra note at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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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甚至擴大仲裁範圍尋求有效解決︽如此一來不但有利授權契約之締結︽縱使

在締約不成的情況︽專利權人也免去請求禁制令可能引起的反競爭疑慮〈 

因此︽仲裁連同集體預防權利金問題的專利聯盟以及處理權利金爭議更後

階段的司法訴訟︽將構成始自標準制定組織而來的一套完整串連的紛爭處理程

序︽針對標準制定場合訴諸程序利益之保障︽從而協助產業標準更有效率地推

動︽不因權利金問題而停滯〈 

 

第二項  決定標準必要專利權利金之實體判斷——利益平衡  

第一款  假設事前情境的雙邊協商 

不論是專利權人與標準利用人間私自之協商︽或仲裁人以及法官︾陪審團

審酌當事人主張時所為之判斷︽甚至是工作群組或獨立單位對於聯盟專利權利

金的處理︽皆須從利益平衡的觀點進行實體面探討〈由前章的內容可以得知︽

目前實務上可得的方法論係架構於 Georgia-Pacific分析模型的假設性協商︽並

因應標準制定場合進行調整︽將其中部分分析因素的內涵予以充實而突顯〈然

而︽即使假設性雙邊協商符合 F/RAND承諾之性質︽進一步檢視這套具體權利

金的決定方法︽卻會發現諸如事前增值︾專利箝制與權利金堆疊等判斷要素各

自都存在不少疑慮︽相當程度上可謂與 F/RAND制度有所扞格〈 

事實上︽Georgia-Pacific分析模型本非毫無缺陷︽是以它雖然自 1970年代

以來長久為美國各個法院所採用︽實務上仍有持較為否定之見解者︽例如近期

在Whitserve v. Computer Packages一案中︽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即明言專家證人

無須運用部分或全����������������������������������部的 Georgia-Pacific分析因素進行損害賠償之主張︽且縱使

果真在個案中運用︽也必須聚焦於各該因素內容的實際分析︽而非粗略空泛地

援引272〈又︽觀諸標準制定之特殊性︽無論如何由 F/RAND制度衍生而來的爭

議具有強烈契約色彩︽當事人很可能皆為標準制定組織之成員而早在第一侵權

行為的時點以前即已相互知悉︽並對將來一段時間內的交易產生共同預期︽如

此重複締約的假設性協商實與 Georgia-Pacific模型立基於侵權情境的假設性協

商有所差異273〈於是︽即便將既有的法律原則或架構延伸適用至新興爭議構成

                                                                                                      
272 “We do not require that witnesses use any or all of the Georgia–Pacific factors when testifying 
about damages in patent cases. If they choose to use them, however, … [e]xpert witnesses should 
concentrate on fully analyzing the applicable factors, not cursorily reciting all fifteen.” WhitServe LLC 
v. Computer Packages Inc., Case Nos. 2011-1206, 1261, Fed. Cir. Aug. 7, 2012. 
273 J. Gregory Sidak, supra note 216, at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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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法系在司法審判上關鍵的一環︽Georgia-Pacific分析模型之於標準制定場合

卻免不了合用性上的疑慮︽將之翻新適用到 F/RAND權利金議題其實是將一個

已經有缺陷的架構移花接木到目的方向完全����������������������������������有異之領域︽難謂為適當〈 

回歸原始角度來看︽Georgia-Pacific分析模型不外就是在彈性泛稱假設性

雙邊協商應該考量的事項︽如今既然假設性雙邊協商適於 F/RAND承諾之下的

權利金決定︽此處也不必然需要拘泥於所謂模型的判斷因素﹀甚至還有學者進

一步認為︽專利權人實是以 F/RAND承諾選擇放棄按照一般案例法計算合理權

利金的權利︽F/RAND制度應該被解讀為專利權人與標準利用人因為 Georgia-

Pacific模型在判斷標準必要專利權利金的不合適而同意跳脫該架構的合意274〈 

因此標準制定場合中無須牽強採納 Georgia-Pacific分析模型︽而僅保留假

設性雙邊協商之上位概念即為已足〈並且︽由於 F/RAND制度本質上即是考量

資訊與時間成本等因素而將現實談判往後延的控制機制︽從而事後實際談判應

該假設站在事前時點為之︽所稱�事前�還應指涉專利權人決定透過標準制定

組織而非其他經營策略將其發明進行商業化運用之時︽因為是時乃標準制定即

將展開之際︽正是雙邊當事人對於未來可預見交易形成意思合致的關鍵時點︽

否則若將所謂事前定位在標準制定組織採納系爭標準而利用人尚未投入沈沒成

本之前︽將會造成傾斜式的假設性協商︽為標準利用方提供投機行為的空間︽

增加求取合理權利金之難度〈 

第二款  具體權利金落在平衡兩端的支點 

即使高度牽涉公益︽F/RAND承諾仍舊是專利權人與標準制定組織之間的

私契約〈而由上述可知︽F/RAND本質上雖看似為不完整的契約︽制度上卻是

以�必要的模糊�為當事人創設延後協商的彈性︽亦即在無法預測未來並基於

未來所有相關的可能影響因素締結契約的情況下︽F/RAND承諾不直接形成授

權︽而是將契約一定程度地留白︽僅先設立專利權人與利用人雙方授權協商的

原則規範︽使細節具體化的內容留待時機成熟時交由當事人自行協商或經公正

第三方之介入予以解讀︽以免過早的行為限制了授權彈性︽進而造成不效率〈 

這種不完整或模糊空間實為 F/RAND制度之關鍵︽後續的解讀雖不容易卻

仍非不可行︽事實上︽諸如此類����������������������������������留白的現象可說是商業運作的普遍特質︽使契

約在無法應付未來所有可能性或在應付未來所有可能性的成本過高的時候仍然

                                                                                                      
274 Id., at 969-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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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成立275〈是以在肯定假設性雙邊協商這個出發點之後︽具體解讀時應該引

入契約觀點以為契約內容的填充︽且其重點還在於釐清當事人真意︽也就是透

過文義解釋智財權政策等方式探求當事人真意︽而非一味地尋求複雜的經濟理

論〈因為經濟觀點雖可用以協助確認或判斷當事人在 F/RAND政策與承諾之下

的真意︽基於抽象經濟模型或理論的方法無論如何不應替代或凌駕關於當事人

真意的證據276︽若是過度往理論性質的論述靠攏︽反而可能破壞 F/RAND制度

原先寄寓之目標﹀例如目前為止地方法院對於 F/RAND義務的處理不但已經引

起包括 AAI︾Cisco和Microsoft與機構或業者的批評︽紛紛以法庭之友意見書

表達其見解︽在 Ericsson案的上訴審中︽Qualcomm更是明白地以�F/RAND承

諾皆源自於特定智財權政策的內容�為由︽指出合理權利金應根據契約法原則

解釋而來︽也就是從契約文義以及其他必要證據下手︽探究雙方當事人之締約

真意277〈 

而在假設事前雙邊協商的情境以探求當事人真意時︽除了充分掌握系爭標

準制定組織之智財權政策與專利權人出具之承諾文件︽可對比授權也應可佔據

相對重要的地位︽畢竟該些證據資料直接對應出授權情境中當事人對於契約條

款之解讀︽�賠錢的生意沒人做�︽既然當事人對授權交易賦予正面期待︽雙

方皆自願同意的權利金理應最能演繹何為公平與合理〈當然也如前章所述︽市

場導向的判斷方式仍有其盲點︽容易產生魚目混珠的弊病︽因此在實際運用上

必須仔細斟酌︽充分監控可能影響證據可對比性的各項要素並予以適當篩減或

調整︽同時納入雙方當事人協商歷史等其他可得的資料進行考量﹀若是結果無

可對比時︽則也能替代地運用諸如 Innovatio案所提出之計算方式︽依照個案資

料求出標準必要專利具體的權利金比率〈 

在假設性雙邊協商的架構之下︽當事人授權交易之真意無疑緊扣 F/RAND

制度之精神︽因此透過可對比證據資料等方式乃是在探測︾找尋平衡天秤兩端

的支點︽以其作為所謂的合理權利金︽換言之︽必要專利持有人與標準利用人

之間的公允平衡即為釐清當事人真意的核心所在︽具體權利金比率須能在確保

                                                                                                      
275 Damien Geradin, supra note 219, at 929. 
276 “[H]onoring the contractual intent of the parties is the central objective of contract law.” Id., at 930. 
277 “Each RAND commitment is made in the context of the particula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 policies of the particular SSO, and must be interpreted in that context. How a court should 
interpret a contract is well established: it should look to the express terms of the agreement and, where 
necessary, to other indicia of the intent of the parties.” See Matthew P. Larson, supra note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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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近用性的同時也確保標準必要專利的持有人因該些標準必要專利的使用而

受有適當且公平的報償〈 

總歸而言︽F/RAND權利金的實際決定如同一場平衡遊戲︽在利益標準利

用人的一端對應著對研發補償不足的風險︽在利益專利權人的一端則對應著私

有技術事後市場力量濫用的風險︽兩種風險一旦實現最終都將導致不利消費者

的結果︽而所謂合理權利金正是欲避免任一風險的實現︽避免實現的方法最好

即透過妥適架構的假設性雙邊協商訴諸市場機制︽在標準制定組織等機構的輔

助以及行政主管機關的監督����������������������������������之下︽精準定位天秤的支點藉以平衡兩端利益︽終

達促進競爭之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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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標準必要專利之整體制度變革趨勢  

 

F/RAND承諾之下的權利金解讀無疑是標準制定組織與市場參與者必須正

視的重點議題︽因為它左右著整個標準化效率以及市場競爭情況〈必須留意的

是︽雖說現行司法已經架構出標準必要專利具體權利金決定的雛形︽這項議題

仍然呈現高度動態發展︽未免上述司法架構之疑義漸漸演變為更嚴重的整體制

度問題︽本文已分從程序面與實體面探索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而就當前實務

運作而言︽標準必要專利的權利金決定將與其他議題相互連動︽共同形塑此一

領域之制度趨勢〈也因此︽以下乃以更宏觀的角度嘗試釐清標準必要專利各項

議題相互作用之下的整體趨勢︽並進而探討面對此一趨勢可能應運而生之策略

佈局︽期能為台灣業者提供實務線索︽賦予產業利用之價值〈 

 

第一項  趨勢變革的動因 

標準必要專利以其牽連事項的廣度與複雜度衍生諸多問題︽其中最具爭議

也最有影響力的不外乎合理權利金以及禁制性救濟之取得︽不僅學術界討論不

斷︽近期來在實務上也有著重大發展︽是以聚焦於權利金解讀的同時︽並不應

忽略兩者共同勾勒出的未來趨勢〈茲先將兩項議題的走向重點敘述如下〈 

第一款  權利金比率下降 

權利金可謂是專利權人藉以實現其利益的主要手段之ㄧ︽為鼓勵研發︽美

國自二十世紀後期以來長期採取�親專利�的態度278︽在可專利性與損害賠償

等爭議問題上皆較為偏向權利方︽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之後︽專利叢林與反

公有悲劇醞釀了政策走向的改變︽鐘擺漸漸盪往公共利益那一方︽尤其 2007年

間最高法院連續在四件影響重大的專利判決中推翻 CAFC的見解︽可謂實質扭

轉了先前擴張保護的潮流279︽於是︽專利權人因侵權而可獲得之權利金隨之受

到壓抑〈在標準必要專利這一方面︽也如同前文多處提及的︽當前司法實務在

決定負有 F/RAND承諾的合理權利金時較傾向於標準利用的立場︽因而由此種

判斷方式而來的權利金結果常常與專利權人之期待相距甚遠︽且近期判決研究

                                                                                                      
278 和育東︽��專利叢林�問題與美國專利政策的轉折�︽2008年 1月︽�知識產權�第一期「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68735�最後瀏覽日「2014年 5月 27
日�〈 
279 關於美國專利政策轉折的詳細內容請參照馮震宇︽�鳥瞰 21世紀智慧財產「從創新研發到
保護運用�︽元照出版︽2011年 5月初版︽頁 249-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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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顯示︽導因於 F/RAND 義務之精神︽標準專利的權利金有下降的趨勢︽這種

現象還不僅止於美國︽歐洲司法機關對於該些專利的看法亦趨於一致280〈 

第二款  禁制令取得不易 

禁制令乃專利排他權的展現281︽由此推知︽這種救濟方式本質上便很可能

與訴求廣泛採行的產業標準發生潛在衝突︽尤其在 F/RAND承諾之下︽專利權

人是否仍得以其標準必要專利向法院或 ITC聲請禁制令成了眾所矚目的爭執焦

點〈對此︽在 2013年 1月︽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一的司法部�DOJ�便攜手

專利商標局�USPTO�共同發表了一份政策聲明�Policy Statement�︽從禁制

令取得的要件出發︽指出 F/RAND承諾表示專利權人既已同意透過授權收取合

理的權利金︽換言之也就是此種金錢支付足以提供適當補償︽從而禁制令通常

並非合宜的救濟方式282〈 

不僅如此︽前文提及的 Apple與Motorola之間的侵權訴訟更是此一爭執被

具體討論之案例〈根據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的最新見解283︽即使專利權人負有

F/RAND義務︽將當然違法的法則�per se rule�適用於標準必要專利的禁制令

請求容有違誤︽另行創設其他判斷方式並不正確︽而是應同樣遵循司法實務在

eBay案建立起的判斷架構284〈但即便如此︽上訴法院在針對個案事實討論當事

人間協商狀況與 eBay案判斷因素的對應之後︽多數意見仍究認為︽通過與標準

制定組織之間的承諾︽Motorola已經同意授權予願意支付合理權利金的眾多市

場參與者︽而該案中Motorola與 Apple之間的協商仍然繼續︽又無證據能證明

Apple有單方拒絕授權等行為︽可見Motorola並未受有不可回復之損害︽從而

儘管先前論述不盡相同︽在最終結果上上訴法院依然肯認了 Posner法官於地方

法院之判決︽拒絕核發禁制令〈由此看來︽承諾 F/RAND授權的專利權人雖未

被完全����������������������������������剝奪取得禁制令之可能︽實質上要以禁制令行使排他權卻極為困難〈 

 

                                                                                                      
280 國家實驗研究院︽�全����������������������������������球專利訴訟案件分析�︽通訊產業專利趨勢與專利訴訟分析研究計畫︽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一 O二年度委託研究計畫︽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頁 31〈 
281 此處概以禁制令�injunction�泛稱禁制性救濟�injunctive relief�〈 
282 U.S. Dep’t of Justice & U.S. Patent & Trademark Office, supra note 69. 
283 Apple Inc. v. Motorola, Inc., F.3d, 2014 WL 1646435. C.A.Fed. (Ill.), April 25, 2014. 
284 “That test requires a plaintiff to demonstrate: (1) that it has suffered an irreparable injury; (2) that 
remedies available at law are inadequate to compensate for that injury; (3) that considering the balance 
of hardships between the plaintiff and defendant, a remedy in equity is warranted; and (4) that the 
public interest would not be disserved by a permanent injunction.” eBay Inc. v. MercExchange L.L.C., 
547 U.S. 388, 126 S. Ct. 1837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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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專利運用的可能動向 

專利的運用可概略分為兩個面向︽一是以其排他權之本質防止競爭者進入

市場︽從而專利技術係由權利人為獨占之利用﹀二則是尋求專利之貨幣化︽亦

即透過授權等商業交易迅速獲取市場利益〈而由上開趨勢分析看來︽不但可得

的權利金收入呈下坡式發展︽阻擋競爭者產品進入特定市場更是難上加難︽如

此一來︽想必影響專利權人對其標準必要專利的運用模式〈 

第一款  禁制令策略漸行邊緣化 

禁制令的取得之所以必須謹慎控管︽實與競爭法對專利權或其市場地位濫

用的疑慮緊密相關︽尤其在標準必要專利之場合︽禁制令極容易成為專利權人

用以索取高額權利金進而壟斷市場的籌碼︽既然標準制定本已為競爭法高度關

注的領域︽嘗試以標準所須專利排除被控侵權產品便更是專利法與競爭法兩相

交會的核心地帶〈因此並不十分意外地︽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此已採取積極

行動︽便以上述Motorola的標準必要專利為例︽專利權人試圖向地方法院及

ITC請求禁制令以排除競爭對手使用標準專利的行為便構成 FTC啟動調查的原

因285﹀除此之外︽Samsung試圖透過 ITC將 Apple的 iPhone和 iPad產品排除於

市場之外的行為也引起 DOJ關注︽進而對之展開反壟斷調查286〈 

然而︽這些調查案件至今卻也已經告一段落︽因為標準必要專利的專利權

人各自都與一些競爭法主管機關達成和解〈詳言之︽如前章所提及的︽Google

�Motorola�在其和解聲明中同意一套協商流程︽也就是將授權合約範本與仲

裁要約的提出作為先行程序︽否則便不能向法院聲請禁制令︽並且若是在協商

不成或潛在被授權人不欲仲裁而赴法院請求決定授權條款的情況︽Google方面

仍舊不能聲請禁制令〈至於 Samsung涉入的案件︽DOJ也在 2014年 2月 7日

正式對外宣布調查程序之終結287︽這除了是因為先前美國貿易代表�USTR�以

總統審閱程序否決了 ITC對標準必要專利所核發的禁制令︽使 DOJ認為暫時沒

                                                                                                      
285 FTC 認為︽如果放任專利權人進行此種綁架標準必要專利︾以禁制令手段來限制競爭的行為︽
將導致權利金的提高︽這些高額權利金並將轉嫁至產品本身︽由消費者買單︽最後可能導制標
準制度整個瓦解〈請參見葉雲卿︽前揭註 186〈 
286 此處主要係指 Samsung在 2011年 6月 28日於 ITC向 Apple提出的 337條款的指控�CASE 
NO. 337-TA-794�﹀同樣地︽DOJ擔憂專利權人可能以禁制令的威脅榨取超越專利技術價值的
授權條款︽從中不當利用標準化過程所產生的市場力量〈 
287 STATE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TITRUST DIVISION ON ITS DECISION 
TO CLOSE ITS INVESTIGATION OF SAMSUNG’S USE OF ITS 
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press_releases/2014/303547.htm (last visited: May 27,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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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繼續採取調查行動之外︽還是考慮到 Samsung與歐盟執委會�the 

European Commission�之間的互動﹀也就是說︽對於歐盟執委會展開的調查案

件︽Samsung在 2013年 9月提出一項和解提案288︽根據該份提案的內容︽若是

對於同意以 12個月作為協商期間並在之後協商不成時接受第三方裁決 FRAND

條款的潛在被授權人︽Samsung承諾未來五年內將不會在歐盟經濟區�EEA�

針對智慧型手機與面板相關的標準必要專利技術請求核發任何禁制令289︽由於

DOJ一直以來與歐盟相關人員進行密切的合作與諮詢︽Samsung的和解提案又

降低了標準必要專利以禁制令為競爭帶來潛在損害的疑慮︽從而與歐盟之間的

和解也影響了 DOJ終結調查的決定〈 

縱使上開和解內容僅具個案效力︽當事人於產業中的領導地位以及歐盟與

美國趨於一致之見解都可能促成趨勢形成︽致使其他案件仿而效之︽於是專利

權人聲請禁制令的權限將會受到相當程度之拘束〈進一步來看︽Google與

Samsung可說是�被迫自願地�對取得禁制令的可能性加以設限︽亦即其和解

動機可能來自禁制令取得之於標準必要專利的困難〈其實︽禁制令可以是箝制

作用一項具體化的展現︽其傷害市場運作的潛在危險常遭人詬病︽不僅 USTR

以公共利益為由阻擋了 ITC許可之禁制性救濟︽Posner法官與聯邦巡迴上訴法

院對於Motorola取得禁制令的否定也不是少見的結論︽諸如 Realtek案290等紛

爭都曾認定標準必要專利權人的禁制令聲請非屬適當︽學術界更是不乏類����������������������������������似見

解291︽可謂逐步將專利權人的這項�武器�往死胡同推進〈如此一來︽對於禁

                                                                                                      
288 自 Apple與 Samsung的專利大戰開打以來︽歐盟一直也作為當事人之間的主要戰場︽歐盟執
委會並從 2012年年初開始就三星對於標準必要專利的運用介入調查�同樣著眼於禁制性救濟的
問題�︽並在隨後認定 Apple應是有意願取得 Samsung該些標準必要專利授權的被授權人
�willing licensee�︽於是促使 Samsung尋求和解〈 
289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see Jorge L. Contreras, Samsung Proposes a Patent Pledge to Settle EC 
FRAND Investigation, Patently-o: http://patentlyo.com/patent/2013/10/samsung-proposes-a-patent-
pledge-to-settle-ec-frand-investigation.html (last visited: May 27, 2014) 
290 Realtek於訴訟中主張 LSI未踐行其授權承諾而先行訴請 ITC禁制性救濟的行為有違 RAND
義務︽並使 Realtek受有損害〈承審法官肯認此一主張︽於部分即決判決指出 Realtek並非無意
願取得系爭專利之授權︽要約前即尋求禁制性救濟的作法本身就已違反 RAND義務﹀因此除了
以臨時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禁止 LSI在未遵從相關 RAND義務的情形下去執行 ITC
就系爭專利可能核發的禁制性救濟之外︽考量到 Realtek在 ITC因此必須支出之防禦成本︽陪
審團嗣後也於決定合理權利金的同時判給 382.5萬美元作為損害賠償〈Supra note 93.  
291 See, e.g., Thomas F. Cotter, The Comparative Law and Economics of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and FRAND Royalties (August 29, 2013), Minnesota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13-40; James 
Ratliff and Daniel L. Rubinfeld, The Use and Threat of Injunctions in the RAND Context (January 
2013),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 pp. 1-22; and Brian T. Yeh, Availability of 
Injunctive Relief for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 Holders (September 7, 2012 ),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7-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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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令的不友善態度便迫使這些專利權人對標準必要專利的運用方式做出改變︽

一方面也就是強化了他們割捨禁制令的誘因︽在實質上發揮空間已極為受限的

情形下索性進行某程度的退守︽以免此種作法必須承受反競爭風險最後卻又徒

勞無功〈 

第二款  商業化策略改變 

也因此︽在以禁制令行使排他權之餘︽標準必要專利的專利權人可能轉而

走向另一條路尋求專利運用之突破︽即加強專利通過貨幣化快速獲得商業回收

的能力〈例如前述 Samsung向 ITC控訴 Apple侵權的案件︽ITC複審決定對於

兩項標準必要專利分別就其中之一改判侵權成立並准許禁制性救濟︽而另一專

利則維持行政法官關於侵權不成立的初步決定︽針對這項標準必要專利︽

Samsung於 2013年 7月中旬向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提出上訴︽就不侵權之審理結

果加以爭執︽此舉可能便透露了他們希望倚仗標準必要專利爭取損害賠償的目

的292﹀尤其在前述 USTR與法院的見解之下︽以標準必要專利取得禁制令並加

以使用的機會其實微乎其微︽此種訴諸權利金的趨勢未來將可能更加明顯〈 

然而一如前文所述︽權利金取得這個面向的現況發展也並不十分有利於權

利持有方︽是以在禁制令與權利金兩大議題交互作用的結果下︽即使放眼於商

業上授權途徑︽專利權人也勢必將調整其策略「 

一︾專利配置 

從標準必要專利最根本的性質開始︽專利權人透過標準化追求利益回收的

策略可能有所改變︽不再將所有研發成果投注於標準制定︽而是在目前制度趨

勢仍未有定論卻又不能過分期待的情形下︽採取較為分散風險式的運用策略︽

也就是仍以一部份專利技術參與標準制定之過程︽隨標準普及得到廣大使用基

礎的獲利︽但另一方面︽則將一部份的專利技術保留在標準制定場合之外︽藉

由個別的商業交易自為製造販賣或從事授權行為︽甚至爭取專利技術成為如同

Android作業系統般的事實標準﹀由於這部分的專利運用將不受限於 F/RAND

義務︽專利權人在授權或以訴請求權利金時便不會面臨目前這種綁手綁腳的困

難︽即使因整體商業策略的考量而同樣非訴諸高額權利金作為對價︽仍可免卻

處理各種與 F/RAND相關的風險所帶來的交易成本〈 
                                                                                                      
292 Florian Mueller, Samsung's appeal of ITC ruling on its complaint against Apple only about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 FOSS Patents: http://www.fosspatents.com/2013/11/samsungs-appeal-of-itc-
ruling-on-its.html (last visited: May 28,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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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標準必要專利的持有 

即使針對既已掌握的標準必要專利或仍將投注於標準化過程的該些專利技

術︽其各個面向的運用策略也會有所調整〈首先︽權利人在訴訟上可能轉趨謹

慎保守︽亦即限縮以該些專利進行訴訟的範圍︽更仔細挑選合於起訴控告侵權

以爭取權利金的專利︽甚至尋求訴訟中專利的和解﹀這不僅是因為法庭內必須

面對專利無效之風險以及由 F/RAND而來的種種反競爭指控和反訴︽也當然是

考量到整體而言時間與人力物力上的成本過高〈 

而除了更小心擬定標準必要專利的訴訟策略︽另一方面︽專利權人還將因

應標準制定組織授權政策的可能變革進行紛爭處理的規劃〈申言之︽目前關於

標準必要專利的爭議已為實務帶來相當困擾︽以致行政與司法紛紛介入釐清︽

這些有權機關的見解連同學術上源源不斷的討論都將集結為一股力量︽回過頭

來積極地影響標準制定組織的立場︽而其立場轉變即會反映於智財權政策明文

之授權規範︽其中仲裁程序的採納即為適例︽也就是將仲裁與 F/RAND制度更

緊密地結合﹀此時專利權人便可能以此等特殊設計的仲裁為替代性紛爭解決管

道︽快速有效解決標準必要專利的權利金問題︽且一併處理禁制令請求難以避

免時的反競爭風險〈 

此外︽有關授權義務的履行︽智財權政策也可能從更前端便予以調整︽亦

即在權利人著重專利運用的情形下︽無償授權作為授權義務的一環將越來越不

具可行性﹀相對地︽以 F/RAND為基礎的授權政策則可能亦趨多元︽除了居於

輔助角色︽標準制定組織甚至可將交互授權︾專利聯盟等方式明文納入智財權

政策之規範︽如前揭 AVS工作組的作法即是一例︽使之成為專利權人承諾並履

行其授權義務時可加以選擇的方式︽從而專利權人便會嘗試透過專利聯盟等授

權管道的參與決定出合理的權利金︽以為面對不利授權環境的因應之道︽藉此

順暢標準必要專利的商業化運用〈 

三︾標準必要專利的流通 

最後︽同樣不可忽略的是︽既然排他權難以發揮而權利金水準又有降低的

趨勢︽該些專利權人還可能將對自身相對無用的標準必要專利直接釋放到市場

之中︽迅速回收專利投資293︽尤其這對於許多標準專利充足的國際大廠來說更

不失為可行的方法〈如此一來︽市場上標準必要專利的流通程度提升︽相應地

                                                                                                      
293 國家實驗研究院︽前揭註 280︽頁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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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個別產業中標準必要專利的集中度下降︽該些專利將不再完全����������������������������������掌握於少數

幾間研發實力堅強的大型公司︽甚至很可能由非實施實體�NPE�來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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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身處專利法與競爭法兩相交會的地帶︽標準必要專利可謂為各項爭議的溫

床︽尤其從Microsoft案以來的幾件爭執可知︽自 F/RAND制度衍生而來的權

利金問題︽已經直接衝擊到產業標準用以回應競爭法與專利法共同精神所寄寓

的目標 亦即透過標準化最終增進消費者福利︽因此︽除了觀察實務現行運

作︽本文在解析權利金問題的本質以後︽接著從程序與實體兩端分別探求解決

之道︽並就此一問題與其他爭議共同作用之下的趨勢加以釐清〈 

簡言之︽以 F/RAND義務抽象地訴求標準必要專利授權的公平︾合理與非

歧視︽不僅是來自 IEEE等標準制定組織在運作上的實務要求︽從各種經濟與

法律觀點而言更是制度設計所必須︽用來延緩實際授權協商的時點並防範標準

制定場合之投機行為〈是以欲突破現今此種智財權政策所引起的實務困境︽首

先還須從 F/RAND之下的權利金解讀著手︽使標準必要專利的權利金能順利地

由模糊化為具體︽解決專利權人投資報償與標準利用人技術近用之間的衝突〈 

由目前既已發生的幾件訴訟爭執以及產業間業者和解的情況可以發現︽以

訴解決此種權利金決定問題難謂為上上之策︽因為縱使推定法官鉅細靡遺的論

述過程將帶來準確的權利金比率︽取得判決所需的時間與費用成本對當事人也

常是不堪負荷的︽再加上判決程序的各種不確定性︽整體而言很可能拖累採行

標準或續行研發的進程〈因此基於效率確保之觀點︽本文認為專利聯盟的作法

足資參考︽亦即以權利金統籌訂定的方式︽由標準制定組織或所合作的外部專

業單位適時介入聯盟專利的授權與所得分配︽搭配必要輔助措施︽在競爭法論

理法則的監控之下建立起有效率的 F/RAND權利金決定管道﹀此外︽未免權利

金爭議仍然發生時當事人受制於耗時耗力的司法訴訟︽標準制定組織或可從智

財權政策下手︽於授權義務中納入經特殊設計的仲裁程序︽為當事人提供紛爭

有效解決的管道︽同時也在過程中促使雙方探求共同信賴的�合理�權利金〈 

另一方面︽標準必要專利權利金的實質決定首重權利人與利用人之間的利

益平衡︽不得片面聚焦標準推行而忽視研發端的誘因確保︽就此而言Microsoft

案與 Innovatio案已透過明文判決架構出權利金決定之雛形︽可謂有著劃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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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然而也必須注意的是︽此等判決的部分論述仍有進一步釐清之餘地︽

例如增值判斷在現實運作上的困難與理論基礎上的缺失即不容忽略︽專利箝制

風險實現的低度可能性亦應被確實體認〈因此本文認為︽假設性雙邊協商的確

適於此種合理權利金判斷︽惟強行修改適用所謂的 Georgia-Pacific分析模型卻

非屬必要︽而是應該本其彈性運作之精神︽以真正事前的假設性雙邊協商充分

體現標準制定此一動態過程所欲追求的平衡關係︽透過智財權政策與可對比授

權等證據探求契約當事人真意︽也就是藉利益平衡同時防範研發補償不足與市

場力量濫用的風險︽最終以天秤的支點作為 F/RAND制度之下合理的權利金比

率〈  

如此雙軌並進的探討意在尋求迅速︾適切的權利金決定︽使標準對市場發

揮正向作用︽促成專利法與競爭法共同目的之實現〈但也值得警覺的是︽在目

前標準必要專利各項議題蜂擁而現的情況下︽漸漸成形的有權見解將通過交互

作用引導著未來趨勢〈其中︽禁制性救濟可謂攸關標準必要專利整體制度之發

展︽與授權爭議亦是緊密相扣︽因為禁制令的取得困難可能誘使專利權人更積

極進行專利商業化運用之佈局︽透過市場機制快速攫取商業利益以回收投資︽

但當前權利金下修的不利處境同時也使專利權人不得不調整其策略︽諸如從專

利佈局上分配投注至標準制定之技術以因應權利金補償不足的風險︽或是在訴

訟上亦趨謹慎並考慮其他替代管道︾替代運用方式即屬之︽它們連同授權問題

持續為標準必要專利未來的走向增添變化︽交織出更形複雜的應對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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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儘管透過合理權利金與其他標準必要專利的重要議題︽不難想見此一領域

未來動態發展的方向︽但對台灣業者而言︽大多數科技公司仍無法搭上這股趨

勢的列車︽當然更不可能積極掌握列車的方向盤﹀然而︽幾件訴訟也已清楚揭

示︽自外於產業絕非可行之道︽諸如 D-Link�友訊�與 Realtek�瑞昱�等台廠

都紛紛成為標準必要專利權利金爭執的主角︽也同樣捲入禁制令之紛爭︽故此

時身處產業之中該如何因應便顯得至為關鍵〈以下乃對台灣業者因應趨勢之策

略佈局提供建議︽總結全����������������������������������文所得〈 

 

第一項  面對國際趨勢之攻防策略 

擬定具體攻防策略之前︽從專利紛爭的角度切入觀察未來趨勢︽傳統司法

訴訟的重要性至今可能已經達於巔峰︽而將漸漸產生某程度重心轉移的效果〈

首先︽在專利有效性的爭執上︽自 Leahy-Smith美國發明法案�Leahy-Smith 

America Invents Act, AIA�通過以來︽所增修的各種行政救濟程序已為業者挑

戰專利效力鋪設了另一條出路︽尤其多方複審程序�Inter Partes Review, IPR�

於 2012年 9月 16日生效之後更是廣受業者青睞︽以其一年至一年半的處理時

效與相較於訴訟更為低廉的爭執成本成為許多製造廠商策略手段的一環294﹀除

此之外︽在是否侵權以及牽涉 F/RAND義務等標準必要專利特有的爭點上︽如

仲裁等其他替代性紛爭解決管道也很有機會嶄露頭角︽甚至以更前端授權制度

的調整大幅化解紛爭產生的可能性〈 

面對如此變化︽台灣業者若能順勢而為︽預計將有助改善困於被訴與授權

糾紛的劣勢〈也就是說︽作為標準必要專利的利用方︽該些業者可積極透過專

利聯盟一次而完整地取得授權︽從而不再因交易成本的考量反承受侵權的訴訟

風險﹀而若是評估後認為無須全����������������������������������面授權的情況︽業者也可仔細研擬迴避設計的

策略︽挑出標準專利的技術特徵以判斷其是否真為標準所必須︽在成本控制之

                                                                                                      
294 此由 IPR程序實施至今案件量持續成長的趨勢可見端倪「截至 2014年 5月 22日為止︽向專
利審判暨上訴委員會�PTAB�提出 IPR請求的件數已達 1209件︽從 2012年下半年的 17件開
始一路成長︽2014年僅僅 5個月未滿便已累積了 678件︽且從產業類����������������������������������別來看︽其中電子通訊與
電腦軟體相關的請求更是佔了七成以上〈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AIA PROGRESS Statistics 
(as of 5/22/14), available at USPTO: 
http://www.uspto.gov/ip/boards/bpai/stats/aia_statistics_05_22_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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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下僅就標準必要專利尋求授權〈但若授權爭議仍舊發生︽此時業者則可請

求專利權人共同將爭議提付仲裁︽透過仲裁程序聚焦於最為棘手的 F/RAND權

利金決定問題︽以求授權契約順利完成〈 

而一旦紛爭仍無法獲得解決︽曠日費時的訴訟也未必為唯一可行方法︽行

政端的 IPR程序或許是制衡不合理權利金要求的良策︽亦即從另一方面對系爭

標準必要專利之有效性加以爭執〈有鑑於目前 IPR等行政程序的複審結果普遍

對專利權人極其不利295︽若能藉著被封為�專利請求項殺����������������������������������手�Claim Killer��

的專利審判暨上訴委員會�PTAB�略行施壓︽估計將很有機會引誘專利權人提

出更符合 F/RAND精神的具體權利金比率﹀尤其考量到訴諸該些行政救濟程序

的支出成本︽此一方式相較於直接起訴應有其優勢296︽且即使是在已經被訴的

情形亦是如此︽雙管齊下的爭執策略還可能進而影響並使法院判決更有效率︽

因為在專利訴訟與行政救濟程序並進的情況下︽法院常常願意停止�stay�訴

訟程序297︽待複審結果出爐以求在節省訴訟資源之餘能對系爭請求作出更精準

的判決〈 

無論如何︽在標準必要專利整體制度誘使專利權人以授權嘗試回收基本投

資的環境下︽專利權人首重權利金問題的迅速解決︽身為標準利用方的業者如 

迎合此一趨勢︽並彈性運用其他可得管道︽將能免於訴訟與授權糾紛的拖累︽

更有效地角逐市場上的成功〈當然︽若是專利權人本身純粹專注於研發︽或是

標準必要專利經市場流通輾轉由其他 NPE所持有︽則市場機制在權利金決定上

較難發揮作用︽面對該些權利人也可能較為棘手︽此時為標準利用的業者之間

                                                                                                      
295 迄 2014年 4月 10日為止︽IPR程序的 39件最終判決中只有 5件由專利權人獲得勝利︽勝
訴率僅 13%︽若就爭議的請求項比例來看︽則專利權人勝訴率竟然只有 5% ︽而挑戰成功率高
達 95%�在系爭 538項請求項中︽510項被判決不具專利有效性︽只有 28項請求項獲得維持�﹀
從這些數字觀察︽只要 PTAB決定受理並進入複審實質審理程序︽則被挑戰的請求項能獲得維
持的機會不大︽PTAB 也由此獲得�專利請求項殺����������������������������������手�Claim Killer��的稱號〈請參見馮震宇︽
�美國專利救濟制度改革複審救濟程序效益顯現�︽科技產業資訊室「
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9730�最後瀏覽日「2014年 6月 4日�〈 
296 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對 AIA法案之下各項專利行政救濟程序進行所需之費用有著詳
細規定︽實施至今從業者的角度看來︽一件 IPR程序自開起至結束粗估為 10萬美元左右︽比
專利訴訟甚至是逕為權利金支付來得划算〈請參照李淑蓮︽�標準關鍵專利授權金之計算 「何
謂合理」——Part II台灣廠商的困境�︽北美智權報「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Industry_Economy/publish-220.htm�最
後瀏覽日「2014年 5月 28日�〈 
297 相對於一般訴訟案件的高門檻︽法院在專利爭訟案件中出乎意料地願意停止訴訟程序〈根據
統計︽法院核准被告停止訴訟程序聲請的比例高達 73.4%︽其中︽對於以進入商業方法專利複
審程序�CBM�為由請求停止訴訟的核准率竟達 90.48%︽至於 IPR程序也達 69.9%︽可見法院
對 AIA 新複審程序尊重的態度﹀且受理專利案件越多的法院︽越偏向核准被告停止訴訟之申請〈
請參見馮震宇︽前揭註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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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考慮以聯盟合作的方式︽共組團隊以快速掌握系爭專利之訴訟歷史︾技術

內容及強項弱點等資訊︽進而擬定精準的應對策略︽例如前揭行政複審程序的

運用即屬之︽迄今為止︽業者在 PTAB提出的有效性挑戰已有不少是針對知名

NPE�如 Intellectual Ventures︾VirnetX等�所持有的專利298︽若受 NPE波及的

業者能詳加研究︽或許可形成一定的反擊力道〈 

而不論仲裁︾訴訟︽甚或私自授權或和解而來的協商︽業者在提出標準必

要專利的權利金比率或對對方既已提出的比率加以評估的時候︽必須以更為宏

觀的角度考量技術研發方與利用方之平衡︽除謹慎防範專利權人藉投機行為榨

取過多標準化利益︽同時也應充分體認研發與利用之間的依存關係︽客觀評估

系爭標準必要專利在 F/RAND承諾之下的具體權利金價值︽如此一來︽不但直

接而言有利紛爭解決與授權協商之順暢︽避免不適當的舉證︾爭執造成程序浪

費︽間接而言更能以真正�合理�的權利金來維護標準制定制度長期之發展︽

並由此受益於標準化為市場帶來的正面效應〈 

 

第二項  專利佈局與運用 

雖說台灣業者大多居於標準利用之立場︽除正視外部發展並從問題下游進

行有效攻防之外︽也不能忽略此些趨勢下自身專利能量及其運用上的佈局299〈 

一方面︽內部研發乃業者強化專利能量無從避免之途︽即使身為以 ODM

或甚至 OEM為主要業務的公司︽考量到契約關係與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以

及市場對於消費性科技產品日益強烈︾廣泛的需求︽原本應無須在研發上花費

太多心力的這些公司近年來也紛紛開始重視內部研發︽藉以在變化快速的產業

中維持獲利能力與競爭力300〈從而在此同時︽除將研發成果積極尋求專利等智

財權的保護之外︽參與標準制定組織的確可協助業者了解產業技術的走向︽且

持有標準必要專利在一定程度上終究還能增加授權談判的籌碼301︽因此即使目

                                                                                                      
298 馮震宇︽同前註〈 
299 台灣業者之所以長期遭受各國業者的權利金追討︽主要原因就在於過去對於專利等智慧財產
權並不夠重視︽因此專利的質與量都無法涵蓋所生產的產品﹀馮震宇︽�智慧財產權發展趨勢
與重要問題研究�︽元照出版︽2011年 1月第二版︽頁 326〈 
300 Jack Ellis, Hon Hai’s IP awareness has put it in a strong position as it looks to the future, IAM 
Blog: http://www.iam-magazine.com/blog/detail.aspx?g=21a6d693-fac3-4329-b685-
b177fa3dfb9a&q=Foxconn#search=%22Foxconn%22 (last visited: June 28, 2014) 
301 專利情報︽�淺談美國聯邦法院對於標準必要專利之權利金判決�︽科技產業資訊室「
http://cdnet.stpi.narl.org.tw/techroom/pclass/2014/pclass_14_A085.htm�最後瀏覽日「2014年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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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看來︽F/RAND權利金比率呈現向下調整的局勢︽台灣業者仍可爭取其專利

技術進入標準制定︽透過標準發展過程掌握最新的技術方向以為後續佈局︽甚

至在標準化成功且技術確實被採納的情形下︽也還能藉著標準廣大的利用基礎

適度訴諸規模經濟之效益〈此外︽雖然極富挑戰性︽將所擁有的專利技術發展

為標準制定以外的事實標準或許也是可以嘗試的方向︽惟考量到台灣業者目前

的研發實力及整體影響力︾競爭力都尚有不足︽現階段尋求與國際大廠合作應

不失為更加實際的作法〈 

舉例而言︽日趨多角化的科技龍頭 Google近來亟欲搶攻�機器人�市場︽

僅在 2013年便接續購併了 8家擁有相關技術的新創公司﹀看準了這項契機︽台

灣科技廠商鴻海便爭取成為 Google的合作夥伴︽將會在自動化科技這方面協助

進行技術整合〈此類����������������������������������合作不僅與鴻海計劃變身為以汽車︾醫療等自動化設備製

造為業的藍圖不謀而合︽使其得以轉往高毛利︾資本密集的高科技市場︽還能

利用自動化技術解決向來困擾著鴻海的人事問題︽無疑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且

更加關鍵的是︽由於 Google這項新事業鎖定在製造業廠商的自動化︽該公司也

將開發機器人作業系統︽如同搭配行動通訊裝置的 Android系統一般︽屆時若

這套機器人作業系統開發成功︽不但能鞏固 Google在科技產業的龍頭地位︽鴻

海也可能由此獲益︽並在過程中充實相關領域的專利能量302〈 

另一方面︽內生的研發固然重要︽一味講求研發卻絕非可行之道︽這尤其

是台灣業者常常忽略的盲點〈綜觀國際企業如火如荼����������������������������������的併購交易︽策略性買進

專利技術等智慧財產早已是廣為利用的手段「以 Google而言︽即使不提當年極

其成功的 Android︽該公司陸續也還進行上百件大大小小的併購︽其中許多便是

衝著專利技術而來︽例如 2014年以 32億美元買下新創公司 Nest Labs�Nest�

即屬之︽透過該件併購︽Google不用再辛苦研發︽而可取得 Nest在智慧家庭與

物聯網的所有智財︽以及其創辦人與技術團隊303﹀再以 Apple而言︽該公司向

來不惜為取得先進技術而併購新創公司︽2012年間買下指紋辨識感應器開發商

                                                                                                      
302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news, see Lorraine Luk, Foxconn Is Quietly Working With 
Google on Robotics,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blogs.wsj.com/digits/2014/02/11/foxconn-working-
with-google-on-robotics/ (last visited: June 28, 2014) 
303 馮震宇︽�運用智財策略強化競爭力�︽EMBA世界經理文摘︽第 334期︽頁 11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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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enTec正是一例︽據報導︽可用於觸控面板的智慧感測器�Smart Sensor�

便是 Apple決定進行這起併購的一項主要原因304〈 

事實上︽從外部取得資源或自內部進行研發本為企業營運的策略選擇︽透

過併購或直接買進等方式精準到位地獲取所需專利也是相同之理︽此觀諸現今

專利市場流通的榮景即為佐證︽縱使涉及標準必要專利亦是如此︽尤其如前所

述︽專利權人或許因權利金與禁制令制度的交互作用而更有意願釋出部分標準

必要專利︽如此一來︽藉外求的方式增強專利能量對台灣業者來說將更具可能

性〈以智慧型手機代表廠商 HTC為例︽在面對 Apple窮追猛打的訴訟時︽HTC

便曾向 S3 Graphics︾ADC及 Nokia等公司購買具有攻擊性的專利彈藥︽其中自

ADC取得的兩項專利即被指為標準必要專利305︽這些專利即使未在法院內直接

攻擊得分︽至少都成為 Apple嗣後欲與 HTC和解並進行交互授權的部分動機〈

此外︽買進非屬標準必要之專利也是業者能善加利用的策略手段︽並可不受制

於 F/RAND等義務︽例如鴻海在 2014年 6月透過旗下公司MiiCs◇Partners於

德拉瓦州聯邦地方法院控告東芝�Toshiba�︾船井電機�Funai�及三菱電機

�Mitsubishi�等公司侵犯其關於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TFT-LCD�器的專利︽

該批專利即是兩年前由鴻海子公司 Gold Charm Ltd.向 NEC購買而來︽可謂以

外求專利更主動主張專利權的適例306〈 

而外求的專利不但有益訴訟︽也能為業者帶來實施專利技術的空間︽或是

以增加授權機會或行使排他權限之方式策略性地與其他業者互動︽甚至當所擁

有的專利累積一定能量之後︽更可於適當機會打包成專利組合高價出售並增添

企業價值〈諸如前揭 Google與 Nest之間的交易︽Nest之所以獲得 Google青睞

也應歸因於自身積極的智財策略︽亦即持續搭配蒐購專利的作法建構誘人的專

                                                                                                      
304 Daniel Eran Dilger, AuthenTec “Smart Sensor” appears key to Apple's urgent acquisition, 
appleinsider: 
http://appleinsider.com/articles/12/08/16/authentec_smart_sensor_appears_key_to_apples_urgent_acqu
isition (last visited: June 28, 2014) 
305 但也必須注意的是︽向外取得標準必要專利常常是所費不貲的︽HTC從 ADC買進該兩件標
準必要專利即花費 7500萬美元︽可謂是�以銀彈換子彈�的策略〈 
306 Gold Charm Ltd.是鴻海集團負責智財收購的子公司︽此次用以提出三件訴訟的專利皆是透過
Gold Charm一手收購︽再授權給鴻海旗下負責專利資產化與全����������������������������������球授權的 MiiCs◇Partners︽由該
公司主張專利權而提起訴訟﹀詳請參照專利情報︽�TFT-LCD 專利訴訟 鴻海 MiiCs 控告東芝︾
船井︾三菱�︽科技產業資訊室「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9809�最後
瀏覽日「2014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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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組合307﹀至於 AuthenTec脫穎而出的原因也與其豐富的專利息息相關︽該公

司當時已握有 200件以上獲核准的美國專利︽且其專利組合強力而廣泛︽從生

物指紋感測技術至嵌入式安全����������������������������������裝置皆涵括在內︽因此 Apple願意付出之對價也

達 3億 5千萬美元以上308〈 

同理可證︽這種研發與購買雙管齊下︾復悉心打造專利組合的策略應能為

台灣業者創造優勢︽使手上的專利不再只是技術工具或訴訟武器︽而是可以積

極進行專利資產的活化︽將其搖身一變成為獲利的泉源〈例如前已提及的鴻海

相對而言掌握充沛的專利資產309︽該公司於 2014年 4月宣布了一項專利運用的

成果︽也就是出售通訊技術相關的專利組合給 Google﹀此類����������������������������������交易已非鴻海首次

為之310︽可見這種模式的專利運用有其成效︽不但是台灣業者活化智慧資產的

良策︽由 Google與鴻海個案的個案看來︽也不失為業者間強化合作關係︾提升

企業價值之管道〈 

最後︽不論是從市場買進標準必要專利或以自身研發投注標準制定過程︽

在積極充實專利能量並密切掌握產業技術發展趨勢的同時︽台灣業者更應建立

一套有效的專利內部管理機制︽透過設置專利資料庫等方式予以類����������������������������������別化管理︽

除了因應產業趨勢發展關鍵的專利組合︽以多元運用手法將無形資產轉化成有

形營業收入︽尤其還要針對自家產品可能觸及的標準必要專利及其權利人進行

評估︽備妥臨訴時可用以反擊或增強談判力量的優質專利︽以求一旦涉入標準

必要專利之紛爭時亦能彈性對應︽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化解紛爭︽而不僅是單方

面受制於國際大廠的權利金要求〈 

 
  

                                                                                                      
307 從 2010年創立初始︽Nest就開始取得與掌握智財︽截至 2013年 Nest已申請了超過 200件
的各國專利︽並積極蒐購相關專利以補強其不足︽其甚至向 Intellectual Ventures購買相關專利
組合︾簽訂授權合約︽建構其在智慧家庭領域領先的智財組合﹀請參見馮震宇︽前揭註 303〈 
308 AuthenTec 在被併購前即為 PC 廠商與手機製造商的軟硬體提供商〈作為併購交易的一部份︽
Apple支付了 2千萬美元來取得 AuthenTec關於硬體︾軟體與專利之非專屬授權及其他相關權
限︽並可選擇以 1億 1千 5百萬美元使該些非專屬授權成為永久﹀此外︽AuthenTec未來新產
出的智慧財產權將由 Apple所獨有〈See Aaron Souppouris, Apple buys patent-rich security firm 
Authentec for $356 million, The Verge: http://www.theverge.com/2012/7/27/3193078/apple-purchases-
authentec-356-million (last visited: June 28, 2014) 
309 據統計︽鴻海在全����������������������������������球申請了 128,400件專利︽其中 64,300件已獲核准﹀並且︽在自行研發之
餘鴻海也持續進行智財權採購︽最大一宗交易即 2012年向 NEC買進面板相關技術的專利︽該
筆交易斥資 1億 2千 2百萬美元〈See Jack Ellis, Google dips into Hon Hai’s top-grade patent 
portfolio once again, IAM Blog: http://www.iam-magazine.com/blog/detail.aspx?g=50da3354-02d1-
48e1-b69f-a3a0b39e3816&q=Foxconn#search=%22Foxconn%22 (last visited: June 28, 2014) 
31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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