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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被併方核心專利取得 
 

本論文所探討併方整併西門子手機事業案例中，併方將所謂核心專利之取

得，列為整併重點項目，甚至併方之經管階層，不止一次地在公開場合中表示，

取得被併方與手機通訊相關的核心專利206，為整併案中，併方所取得最有價值

的資產之一。故此一章節，即就此一整併要點「核心專利」，於各節中就相關議

題進行探討。 

 

第一節 核心專利確認與查核 
 

    所謂核心專利，指企業為實施某特定產業技術標準，所不可或缺專利。而為

讓企業能有效率地取得實施特定產業標準所需之核心專利授權，掌握核心專利之

專利權人，常會組成專利聯盟，由統一授權窗口對外授權。 

     

以本件為例，併方表示，透過整併，可取得被併方所擁有之與手機相關之核

心專利。姑不論併方取得此等核心專利之商業目的（此部分將於本章第二節討

論），併方首先應驗證的是，被併方所移交之專利，是否確實為實施手機特定技

術標準所不可或缺核心專利，簡言之，併方應先對核心專利「驗明正身」。 

 

對於核心專利之驗證與查核，茲說明如下： 

 

一、行動電話牽涉諸多標準及規格，被併方若表示其專利為實施特定技術標準所

不可或缺之核心專利，此時應請被併方詳列出核心專利之內容，並請被併方

進一步詳細說明該等核心專利究竟為手機何等技術標準之核心專利，並將技

術標準與專利內容加以比對還原，以確認被併方所謂之核心專利，確實與技

術標準相連結。 

 

二、若被併方所擁有之核心專利有與其他專利權人有組成專利聯盟，併方應請被

                                                 
206附帶一提的是，專利並不是決定手機品牌廠商營運勝敗關鍵，併方就算取得被併方之核心專
利，只能帶來特定商業利益，併方併需發揮從產品規劃到市場行銷之整體作戰能力，使克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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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方說明分析核心專利與其他聯盟中之核心專利權人所擁有之核心專利間互

斥性（無重疊性）及互補性。 

 

三、又，產業標準之建立與核心專利之生成佈局，常是連動的，擁有核心專利之

企業，對於標準建立之過程中，多會積極參與，並隨著標準建立之進行，相

應佈局核心專利。故此部分，併方亦可事先與熟知標準建立過程之被併方相

關參與人員、核心專利發明人、專利工程師或代理人進行面談，藉此掌握被

併方參與標準建立之過程，以及了解核心專利相應佈局之狀況。 

 

四、若干標準組織與專利聯盟會對各企業所擁有專利是否為核心專利進行統計與

驗證，並進一步吸納核心專利權人加入專利聯盟，故若被併方之專利並未參

加特定專利聯盟，併方可嘗試蒐集各標準組織或專利聯盟所進行之統計及驗

證資訊，看看被併方專利有無列名其中。207

 

五、被併方本於其核心專利權人地位，倘有與其他廠商或非營利組織合組專利聯

盟，其於加入專利聯盟時，為確認被併方專利是否具有核心專利之地位，該

等聯盟均會委請外部專家予以驗證208，如被併方掌握此等驗證資料，併方亦

可請被併方提供。 

 

六、被併方若有參與專利聯盟，此等聯盟會有統一窗口對外處理授權業務，此部

分亦可請被併方說明核心專利經由此等聯盟進行外部授權之狀況，以及目前

有無第三人挑戰被併方核心專利地位情事。 

 

七、若被併方無積極參與任何專利聯盟，此時併方尤需小心地進行比對驗證，並

檢視此等專利在外授權行銷之「活性」程度，此為核心專利本質具有不確定

性與範圍模糊性使然。 

 

                                                 
207 是否要將特定專利認定是核心專利，此等標準組織或專利聯盟之成員，可能有其產業結構之 

考量，而有徇私之可能，所以併方不可盡信，但仍可作為評判時參考資料。 
208 獨立專家畢竟受標準組織與專利聯盟所委聘，是否真實獨立客觀，同上註之分析，其意見不

排除受到組織成員之產業結構考量所影響，但其仍可作為參考資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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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核心專利之核心地位並非亙古不變，核心專利可能會隨技術演進與產品之變

遷，與時淘汰，故併方應基於此等基本認知仔細驗證，才不會遭被併方過度

美化專利價值。 

 

九、如核心專利有參與特定專利聯盟，宜請被併方提供關於核心專利後續持續加

值之資訊，以了解被併方如何讓核心專利價值維持與延續，避免被封鎖。 

 

以上九項，係基於核心專利之特性，所臚列應特別加以驗證之事項。除上述

諸項說明，專利狀態之查核及專利有效性驗證等基礎事項，亦需一併進行，然此

為一般查核驗證項目，此不多贅述。 

 

附帶一提的是，承前幾章之分析可知，併方歷來之產業定位與核心能力，對

於標準制定之參與以及核心專利生成與佈局，恐怕並無累積任何經驗值，故在此

部分之處理上，併方務須委請熟悉所述標準之技術專家以及熟悉專利範圍判讀專

家參與協助，才可避免資訊遭被併方壟斷與誤導。 

 

茲將本節所述，以【圖 4-1】加以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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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技術標準比對

與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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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核心專利確認 

 

 88



手機產業併購活動中智財整併－以明基整併西門子手機事業為例 
 

第二節  取得核心專利商業目的 
                      －擁有權利不應是商業目的 

 

併方取得被併方核心專利，不應是併方設定最終商業目的。 

 

不論併方所取得之專利，是否為核心專利，單純擁有專利，是不會自動地對

企業產生任何商業價值，也不會讓企業營收有所成長，要讓專利變成搖錢樹，為

企業帶來實質商業利益，是需要專利權人動態耕耘的，此等動態耕耘之行為包

括：商品化、產業化、作價投資、授權、買賣讓與、訴訟等。所以，專利價值之

彰顯，是需要人為操盤的，透過人為操盤，專利權才能「有形有神」，否則諸多

專利之擁有，只是一群蝦兵蟹將而已。 

 

很多企業擁有為數不少專利，但若反問此等專利對公司的價值何在？多數企

業對於此問題是無法說明的。同理，在本件整併案中，併方對於取得被併方核心

專利，若只是抱著「此時不併，更待何時」，抑或是「不在乎如何利用，只在乎

曾經擁有」的想法，此等整併決策，形同法律學上的「顯無理由」，而對於專利

的利用與行銷，歷來多數台灣廠商的「昏迷指數」，都是非常高。 

 

舉手機產業晶片大廠Qualcomm為例，該公司掌握CDMA209/GSM關鍵專利

與技術，積極推動標準制定210。經彙整相關資訊，該公司會利用所擁有的智慧

財產，透過各種商業行為與模式，換取各種有形無形商業利益，茲就該公司智慧

財產獲利模式，表達如【圖 4-2】所示。 

 

 

 
                                                 
209 Qualcomm在 80 年代掌握並運用CDMA技術後，向美國標準組織 (TIA)和世界標準組織 (ITU)

申請將CDMA列為世界行動通信標準，並將與CDMA有關 1400 多項技術申請專利，韓國發展

CDMA手機廠商，均需繳付該公司授權金。參見賽迪網世界快訊，線上檢索日期：2006 年 10 月

12 日，網址：http://www0.ccidnet.com/news/industryexpress/2002/12/24/128_80415.html。 
210 參見林彥慧，報導標題「Qualcomm免費授權MediaFLO競爭行動電視兩大標準」，科技日報，

日期：2006 年 9 月 19 日，線上檢索日期：2006 年 10 月 12 日，網址：

http://www.hope.com.tw/News/ShowNews.asp?O=200609191957395526&L=SW&D=0A&PC=INDUSTRY

&P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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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Qualcomm 智慧財產獲利模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對於【圖 4-2】內容，茲簡要說明如下： 

 

一、Qualcomm會結合標準之推動與核心專利佈局，透過手機晶片關鍵零組件之

開發與銷售211，於全球獲取晶片商品化之銷售利益。 

 

二、Qualcomm 透過手機平台開發能力與 know-how，提供手機平台及解決方案

（其服務內容可能包括：提供電路設計參考、軟體硬體架構設計建議與成本

控制方案、協助手機進行與基地台測試服務、軟硬體偵錯、修正與調整等），

而與全球手機製造商，透過技術支援服務模式，獲取服務對價。 

                                                 
211手機晶片銷售常有剝兩層皮之狀態，即是賣產品時算一次授權金，之後還要再授權原始碼，所

以手機組裝系統廠成本因此大幅墊高。周延鵬著，虎與狐的智慧力，台北：天下遠見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2006 年 3 月 16 日第 1 版第 1 次印行，第 1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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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Qualcomm會積極地與各品牌廠商抑或是晶片廠商談判專利授權（可能包括

與晶片有關以及無線現通訊協定有關之專利授權或軟體授權），藉此獲取授

權金對價，並對不願接受授權者，發動訴訟施壓。212

 

四、該公司會對目標市場的競爭對手，透過專利排他性行使，鞏固既有商品市佔，

趁機拉攏競爭對手的客戶群。 

 

參照上開 Qualcomm 智慧財產獲利模式，即可佐證，智慧財產要不是透過

權利人各種商品化、技術服務、授權、訴訟的規劃與安排，其價值是無從發揮與

極大化的，而智慧財產需經權利人此等積極行銷行為，始可與企業營收，產生直

接連結，智慧財產也才有績效可言，由此亦可知，再優值的智財，必須交給懂得

積極行銷智財之人，專利價值才得以發揚而不會被麻痺。 

 

    既如上述，併方取得被併方之核心專利，其商業目的不應設定在「擁有」本

身。那麼，核心專利對於併方而言，究竟有何等價值？應如何利用？此涉及併方

是否有付出代價取得被併方核心專利之必要性評估，以下將於各小節中加以探

討。 

 
第一小節 藉排他性鞏固商品化利益 

     

倘企業之某項技術及透過該等技術所開發出來之商品，是企業投入諸多人

                                                 

212 參見左延鵲，報導標題「核心專利缺失我製造業必須自主研發」，中國電子報，日期：2006
年 10 月 12 日，線上檢索日期：2006 年 11 月 12 日，參見網址：
http://219.141.209.201/Article/tongxin/yidongtongxin/2006-10-12/20061012135838.html。此外，Qualcomm
近來因被控WCDMA相關技術授權金太高，由諾基亞、Broadcom、德州儀器、易利信、NEC與
Panasonic向歐盟執委會投訴。此等企業主要指控該公司對於歐盟在 1990 年代決定採用的第 3 代
手機科技標準權利金過高，不過在同時本身也生產手機晶片的Qualcomm，卻給予直接購買該晶
片的客戶較優惠的折扣。參見記者蕭麗君，報導標題「雅各布以和為貴＿堅信科技終將解決手
機標準爭議」，工商時報，日期：2006 年 11 月 22 日，網址參見：
http://72.14.235.104/search?q=cache:U-llTpcQI7MJ:marketing.chinatimes.com/ItemDetailPage/MainContent
/05MediaContent.aspx%3FMMContentNoID%3D34935%26MMMediaType%3Dleader_opinion+%22%E6
%89%8B%E6%A9%9F%E6%A8%99%E6%BA%96%22&hl=zh-TW&gl=tw&ct=clnk&c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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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物力、金錢所得之智慧結晶，企業並期待該等產品，能在市場獨領風騷，

不想在商品化利益上被競爭對手搭便車與瓜分，此時除非該等技術較適合以營

業秘密方式保護，否則，透過將技術專利化，並藉由法律所賦予之專利排他性，

可提供企業一項鞏固商品化利益之武器。 

 

在產品生命週期短暫的手機產業中，透過專利排他性之行使，讓競爭對手

產品遲延進入市場，不論最後侵權訴訟勝敗輸贏，能先一步搶佔目標市場，其

實就是贏家，屆時競爭對手要後發制人，難度就會更高，所以專利排他性之行

使，在產品生命週期短暫之產業中，尤有其價值性。 

 

不過，若要以專利作為退敵武器，「器不利」，欲求「善其事」，恐怕也是

枉然與強求，所以執行專利排他性之首要條件，當然要是專利本身體質夠好，

而專利體質強弱，基本上從以下幾個面向觀察： 

 

一、專利有效性不輕易被動搖。 

二、競爭對手之商品確實能讀入專利權利項。 

三、專利不輕易被迴避設計。 

 

    再回到具體個案來看，以本件整併案而言，併方取得被併方之核心專利，若

是要以專利之排他性鞏固商品化利益，除上開基本驗證事項外，併方也需同步進

行下列事項： 

 

一、蒐集核心專利外部授權狀態，以了解併方未來擬驅逐之對象，與現有核心專

利之授權名單有無重疊，若有重疊，則需進一步研究併方取得核心專利後，

是否會承接授權契約之授權人地位（與整併架構有關，若採合併，則被併方

之權利義務，會為併方所概括承受，如採收購模式，可能不見得213），如不

會當然承接授權契約之授權人地位，則併方取得專利後行使排他性比較沒有

被綁住。 
                                                 
213 本件整併案之手段，既採收購模式，故核心專利之移轉，是藉由收購行為所為之移轉，不是

屬於合併下之概括繼受移轉，此時併方可以進一步研究，藉由收購取得被併方核心專利後，是

否即不再受到被併方與第三人間專利授權契約之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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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倘若核心專利有加入特定專利聯盟，被併方與聯盟中其他成員，也許會有交

互授權合意214，而在有此等內部協議時，倘若核心專利權人不願依約執行

交互授權，將構成違約，所以，基於此等成員間協議，被併方在行使專利排

他性部分，可能會受限。而倘若今併方取得之核心專利，被併方於移轉前，

有加入特定專利聯盟並有交互授權協議，而在併方擬行使排他性之名單上，

亦有與該專利聯盟成員名單重疊，此時併方應進一步研究，併方透過收購取

得被併方核心專利後，是否仍應受該專利聯盟既有成員間協議所拘束215，

以進一步評估排他性行使之可行性。 

 

三、又，倘若被併方有加入特定標準組織，加入組織之成員，可能會向組織出具

承諾，同意將所擁有核心專利揭露並對外為FRAND授權。所以，如果有第

三人需要取得核心專利之授權，核心專利權人若拒絕時，該第三人可能會向

該標準組織或透過法院提出協調或訴訟，主張核心專利權人違反承諾，且需

強制同意為FRAND之授權216，此時，核心專利權人之排他性行使，某程度

亦是受到限制的。但是，同前所述，本件併方係透過收購取得被併方核心專

                                                 
214何愛文著，「專利聯盟所生競爭法爭議」，公平交易季刊，第 11 卷第 4 期，2003 年 10 月，上網

查詢日期：2006 年 12 月 20 日，網址：http://www.ftc.gov.tw/Journal_Pdf/11-4-1.pdf。 
215 本件整併案之手段，既採收購模式，故核心專利之移轉，是藉由收購行為所為之移轉，不是
屬於合併下之概括繼受移轉，此時併方可以進一步研究，藉由收購取得被併方核心專利後，是
否即不再受到標準組織或專利聯盟中既有協議之拘束，如果因主體變更而不受拘束，併方在行
使排他性上，自然無受到既有成員間協議所限制。 

216 標準組織之運作，常會要求參與成員必須將核心專利揭露，且核心專利權人必須承諾進行為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FRAND）授權，且要求專利權人需聲明只能要求授權金比例上
限及諸多限制性條款（此等聲明為不可撤回），參見Justice Department will not oppose proposal by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 on disclosure and licensing of patent, States News Service, October 30, 2006 
Monday,參見網址： 
http://web.lexis-nexis.com/universe/document?_m=c6887fd3196bd350c9355920f8e63780&_docnum=10&w
chp=dGLbVlb-zSkVA&_md5=0952af26c61e16d9e0ee07b19436f1ea。 
   又，最近Nokia在 2006 年 8 月 9 日在美國德拉瓦州地方法院向被告Qualcomm起訴，要求被告

遵守對International Standards setting organizations之契約義務，需將與GSM及UMTS技術標準有關
之核心專利進行FRAND授權，且要求被告不可提出任何有關標準之核心專利侵權injunctive 
relief程序。之前，Qualcomm另在U.S. Federal Court, a court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提出訴訟，故Nokia將此行動作為對Qualcomm之反制。而雙方是
在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ization Institute (ETSI)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無果後進
一步透過司法程序處理。Nokia Asks Delaware Court to Enforce Qualcomm's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in Essential Patent Licensing, PR Newswire US, August 9, 2006 Wednesday 12:25 PM GMT,上網查詢
日期：2006 年 11 月 30 日，網址：
http://web.lexis-nexis.com/universe/document?_m=c6887fd3196bd350c9355920f8e63780&_docnum=22
&wchp=dGLbVlb-zSkVA&_md5=5e37dedd9f2603550658dbbdc801d8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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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併方是否仍應受既有對標準組織之承諾所拘束，此部分應可進一步研究。 

 

四、倘若併方擬排除之競爭者，手中握有更大量手機核心專利，併方之手機商品

不排除也有被訴侵權之風險，所以，併方行使專利排他性時，需同步評估被

反訴問題，以免讓併方反而遭受到更大的損失。 

 

    對於此一小節之論述，茲表達如【圖 4-3】所示。 

 

 

 

 

 

 

 

 

核 心 專 利 排 他 性 

專 利 有 效 性 侵 權 驗 證 

迴 避 設 計 評 估 

既有授權 

被併方與第三人間既

有授權關係 

參與專利聯盟 

成員間內部交互授權

協議與外部授權狀態 

參與標準組織 

被併方所為授權承諾

與標準組織授權政策

反 訴 風 險 評 估 

被併方既有契約、協議、承諾之拘束性 

 

 

【圖 4-3】評估排他性行使架構 

   

第二小節  取得核心專利避免被訴 
           

    第一小節之討論，是從積極行使專利排他性及排除目標市場競爭對手之角度

加以討論，本小節之討論，剛好顛倒，即是，併方取得被併方之核心專利，是想

避免被核心專利權人主張專利侵權，買斷現在與未來可能之訴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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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若併方取得被併方核心專利資源，其商業目的，是為讓自己的商品順利於

目標市場產銷，避免現在與未來被控專利侵權風險，併方於收購被併方核心專利

前，事先應論證項目，包括： 

 

一、併方產品侵害專利之驗證 

     

    台灣目前為數不少之廠商，面臨到歐美企業執專利前來追索授權金時，並施

予專利侵權訴訟壓力時，或許是欠缺處理經驗，亦或許是基於訴訟所費成本費用

不小，而在粗略地進行成本與效益評估後，即會快速地說服自己以接受授權直接

買斷訴訟風險為上策，寧可含糊地支付權利金，也不願投入時間、金錢仔細進行

侵權與否之驗證。而此等廠商面臨權利金追索時，多是朝希望權利人網開一面降

低授權金的角度處理，顯少願意認真切實地去驗證產品技術結構，是否真有侵

權？且支付授權金，是絕對必要且應該的嗎？217

 

此等處理專利侵權的心態與習性，對大張旗鼓前來收取權利金之國外企業而

言，顯是相對是有利的，也因為此等龜縮的心態，也造就台灣諸多企業被塑造成

只要施予訴訟壓力，就會成為歐美廠家「自動提款機」形象。 

 

其實就算專利權人是以所謂核心專利作為主張權利之依據，姑不論核心專利

如前分析，並不排除有被美化之可能，併方實應於決定付出對價取得被併方核心

專利前，仔細進行下列事項之驗證，最後驗證結果，就算有需要付出對價取得專

利權，併方也是付得明明白白，且此等支付授權金之決策，也能具說服性： 

 

（一）首先，先對被併方專利進行有效性評估。 

 

                                                 
217 基於侵權談判與訴訟之程序費用確實並非小數字之現實狀況下，經侵權驗證後，雖然無侵權，

但基於成本效益評估，仍有企業可同意接受授權，此時接受授權，仍算是具有合理性之決策，

並可買斷訴訟風險。然多數廠商是常在完全不未進行技術與專利侵權驗證之情況下，貿然地對

號入座，亦不知執專利之可能缺陷（如專利無效或不可執行等）或未侵權之角度去爭執抑或是

藉此談到較好的授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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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者，專利具屬地性，故併方應區分產銷商品目標市場，然後委請熟悉各

地專利申請及訴訟作業之專家，將併方之手機商品，與被併方於該等國家

所取得之專利進行侵權比對，確認此等專利確實會遭併方之手機商品所侵

害。 

 

（三）若併方商品或技術確實已讀入核心專利範圍內，此時併方應進一步考慮有

無迴避設計之可能，並考慮迴避設計的成本。 

 

（四）併方可蒐集被併方核心專利動態授權與訴訟狀況，以了解核心專利於外部

動態行銷狀況，此等資訊可作為被併方核心專利「活性」評估。 

 

（五）併方可向供應鏈上游蒐集是否已取得被併方之核心專利授權，倘上游供應

商已獲授權，該等專利對併方而言，自無須費神取得。例如以手機製造產

業為例，若併方之 OEM 或 ODM 代工廠所取得之關鍵零組件之供應廠以

及提供手機平台及解決方案之供應商，已與代工廠商處理相關專利授權事

宜，此時專利權人自無法再對併方有所制肘。 

 

（六）最後，併方應考慮擬取得之被併方核心專利，是否為從屬專利，意即，倘

若該等專利仍是建立在他人專利基礎上。此部分併方需特別注意，取得被

併方專利是否能終局控制被訴侵權之風險，以免付出冤枉的代價，最後可

能還是會被其他廠商追索權利金或被告。 

 

二、評估是否有被訴高度風險 

 

縱算併方商品有侵害被併方核心專利高度風險，但此也並不一定表示，併方

必得付出代價取得被併方核心專利，因為，核心專利權人是否前來追索授權金抑

或是行使專利排他性，還涉及以下幾個客觀因素，而此等因素會讓權利人雖有權

利，但卻不一定會行使： 

 

（一）核心專利權人是否有纏訟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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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專利權利人有時雖有專利，但倘無積極行銷之觀念且並無將專利視為

生財工具與搖錢樹時，其實權利人可能只是擁「權」自重，卻無積極施展專利威

力之具體行動。故，併方可蒐集並參酌歷來權利人處理專利授權或訴訟業務之姿 

態，是積極抑或是消極，如果權利人鬥雞性格並不濃厚，相對地，被訴侵權之風

險自然會降低。 

      

      倘若被併方向來對維護權利不遺餘力，甚至被併方有就算加入標準組織或

是專利聯盟，而為維繫自己與客戶之商品化利益，仍會有不惜違反組織成員間之

協議，或不履行於公平合理條件下接受授權之義務時，此時併方被訴風險自然大

幅提高，思索終極買斷訴訟風險較有必要。 

 

      回到本件整併案，從併方公開資訊上，未見與被併方間有任何專利授權關

係，且檢索相關報導資訊後，近幾年來，亦未見被併方有向手機廠商提出專利侵

權訴訟或大舉追索授權金之狀況，所以，對併方而言，是否有迫切需要一定得支

出代價收購被併方核心專利，恐值進一步評估。 

      

（二）併方是否與權利人呈現高度競爭態勢 

       

      若併方與權利人在市場上呈現高度競爭狀態，此時，併方之被訴風險自然

又會提升，尤其是當併方營收呈現高速成長而會讓人眼紅時，此時，不論對於被

併方商品化利益之危害與訴訟賠償金之索求上，對權利人均是較為關鍵與較佳之

時機。反之，倘若併方威脅性不足，權利人在考量到成本效益後，訴訟出兵機率

亦會降低。 

  

以本件整併案為例，併方與被併方兩家公司，目標市場重疊性不高。併方

是以亞太地區為主，被併方是以歐洲及南美市場為主，兩家公司並非於目標市場

上呈現高度競爭之姿，所以，併方縱認為有專利侵權風險，而想透過整併買斷訴

訟風險，是否有此等急迫性，還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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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權利人對各國智財司法環境成熟度評估 

       

      歐美國家對於智財審理之司法環境較成熟，所以不論在侵權處理及損賠計

算上，對權利人而言，較有提出訴訟之誘因，但在智財審理司法環境尚在進步階

段之國家，權利人受限於法律執行環境不佳、審判品質低落、所得之賠償金亦有

限，權利人會比較欠缺訴訟誘因。 

 

三、評估收購之必要性 

 

倘若如被併方核心專利有參與特定標準組織或專利聯盟，倘此等組織與聯

盟，有傾向無授權金抑或是低授權金以及限制授權金比例上限之授權政策，若是

併方擬取得之核心專利所屬之標準組織或專利聯盟有此等更為有利於被授權人

之環境，併方其實可以衡量收購與授權之方案，也許透過授權，成本還比收購更

低。 

 

     總和以上所述，茲將第二小節之說明彙整如【圖 4-4】所示。 

 

 

 

 

 

 

 

 

【圖 4-4】取得核心專利避免被訴評估架構 

基 礎 評 估 事 項  

專利有效性 侵權比對 迴避設計 

訴訟及授權狀態 權利耗盡抗辯 從屬專利評估 

被 訴 風 險 評 估  

專利權人行為模式 競爭態勢 司法環境 

授權模式與收購模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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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小節  取得核心專利交互授權 

 
    企業擁有專利，固可藉由排他性行使，驅逐競爭對手退出目標市場，此外，

企業亦可執專利作為交互授權籌碼。交互授權，具有下列好處（參見【圖 4-5】）。 

 

 
Cross License 

降低權利金

支付金額 

控制侵權 

訴訟風險 

減少雙方投

入侵權驗證

成本與資源

擴大商品的

銷售市佔率 

縮短研發時

 

 

 

 

 

 
間並節省研

發資源投入 

 

【圖 4-5】交互授權優勢 

 

  若本件併方收購被併方之核心專利，是想藉此等專利作為未來交互授權籌

碼，併方於整併前應考慮評估之事項，應包括： 

 

一、列出潛在會向併方追索權利金以及提出訴訟之企業（下稱潛在授權人），對

潛在授權人專利與併方商品進行侵權驗證、有效性與否評估與迴避設計可

能； 

二、評估潛在授權人追索權利金與提出訴訟之風險高低； 

三、授權模式與收購被併方核心專利模式之評估，尤其當潛在授權人之專利有加

入標準組織或專利聯盟時，可依據此等組織與聯盟之授權政策加以評估； 

四、了解潛在授權人於各市場所銷售之商品及其技術結構； 

五、將潛在授權人之商品與被併方之核心專利進行專利侵權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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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授權專利間必須門當戶對，以免併方不但需將專利授權，且還需支付權利金。 

 

總和以上所述，茲將第三小節之說明彙整如【圖 4-6】所示。 

 

 

 
Cross License 

 

 

 

 

 

 

 

 

 

【圖 4-6】取得核心專利進行交互授權評估架構 

 

第四小節  收取授權金墊高對手成本 
 

    今倘併方取得被併方之核心專利，其商業目的有可能是為向第三人收取權利

金，甚至亦可能帶有更深層的目的，即是要藉由授權金之收取，墊高競爭對手商

品產銷成本，讓對手之價格競爭性，較為不足218。 

 

                                                 
218 GSM/GPRS關鍵智財之權利金已接近手機廠商營收之一成，再加上 3G及CDMA授權金，手機廠

商每年支付之權利金，估計占營收 15％，所以手機權利金之支付，對未掌握關鍵技術與智財之

手機廠商而言，實是一筆龐大之支出。參見記者吳筱雯，報導標題「品牌手機樹大招風：智財

權利金飆高」，工商時報，日期：2004 年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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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前述行使專利排他性排除競爭者之討論，與此有相同之處在於，前者是

想藉由專利排他性驅逐異己，其背後目的是為鞏固商品化利益，至於此一小節，

亦是以專利排他性作為威脅，但其目的只在於要求被授權人繳付過路保護費，抑

或是進一步有藉此墊高競爭對手商品成本之目的。 

 

    併方取得被併方核心專利之目的，若是在於此等商業目的之遂行，併方於整

併時應評估之事項包括： 

 

一、將核心專利與潛在被授權人之產品技術進行專利侵權分析，還是最基本與重

要的。在併方取得被併方核心專利時，最忌囫圇吞棗，被「核心專利」四字

所媚惑，而在併方將核心專利與潛在被授權人之商品與技術進行侵權比對之

前，談一切都言之過早。 

 

二、以本件併方角色為例，其所面對之競爭對手，均是全球品牌大廠，若併方擬

以核心專利作為武器，對此等手機品牌廠商收取授權金以墊高商品產銷成

本，然，此等競爭對手之手上，可能均掌握數量比併方還要多甚至更為優值

的核心專利，所以併方收購被併方之核心專利後，併方是否能順利向此等競

爭對手收取權利金，還是多會透過交互授權之方式處理，抑或是可能被反訴

而造成更大損害，恐怕還要進一步評估。 

 

三、併方應完整蒐集被併方所參與標準組織以及專利聯盟之資訊。其原因在於，

此等標準組織及專利聯盟中之核心專利所有權人，多有共同協議彼此進行交

叉授權或免授權金授權之共識，甚至對於授權金比例與成數還設有上限，所

以倘若被併方之核心專利是處於此等協議狀態下，且併方需繼受此等協議受

其拘束，想要藉收取高額授權金墊高競爭對手之成本，恐怕也難如願。 

 

四、此外，併方需了解權利金負擔結構，倘若依據現有商業運作實情，併方之競

爭對手是可將授權金轉嫁給手機製造商，則是否有能達到墊高競爭對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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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之目的，自然也要評估，但若競爭對手是採用製造不外包之方式，則權

利金自然也無法轉嫁給製造端業者。219

 

除上開所述事項外，對於後續針對不同授權區域、期限、租稅、權利金結構、

對象所量身訂作授權合約約款220，併方也應事先規劃妥當，但因此為基本事項，

於此亦不多贅。 

 

總和以上所述，茲將第三小節之說明彙整如【圖 4-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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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核心專利授權他人之驗證架構 

 
 

第五小節  借腹生子孕育核心專利 

                                                 
219 參見周延鵬，「虎與狐的智慧力」，台北：天下遠見，2006 年 3 月 6 日第 1 版，第 147 頁，註 21。 

220 關於授權契約之簽訂及管理，參見周延鵬著，「虎與狐的智慧力」，台北：天下遠見，2006 年
3 月 16 日第 1 版第 1 次印行，第 2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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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論文於前幾章節中提及，併方於手機產業之定位，係從代工角色逐漸轉型

走向自有品牌。 

 

 

 

併方在代工階段所培養之產業習性與核心能力，不是在手機關鍵技術與關

鍵零組件之研究、開發與製造，亦無在標準建立及核心專利之生成傾注資源。併

方於代工階段所培養之核心能力，在於快速因應客戶對新機種開發時程、供應鏈

管理、製造能力、物流、退貨服務等需求。而且從本論文第三章第二節所彙整之

併方專利資訊，也顯示併方所申請之專利，與手機核心專利、標準及關鍵零組件

之專利，並無太大連結。 

 

    既然，基於併方過去產業定位，併方在標準建立及生成與手機相關之核心專

利之知識、資源、能力與客觀環境上，是較為欠缺，故透過此整併案，併方之商

業目的之一或許可以是藉腹生子，利用被併方孕育核心專利之人、事、物等資源，

開始生成併方自有核心專利並參與標準之制定，對於此部分，併方於整併前應事

先檢視事項，包括： 

 

一、併方宜掌握被併方與核心專利生成、管理、維護之相關作業流程甚至是標準

作業程序，甚至是核心專利生成前科學、實驗及先前技術之論證與驗證程序，

以及基礎設施環境，以明瞭核心專利誕生與管理之流程與周邊環境。 

 

二、併方應掌握被併方參與標準建立及核心專利生成管理維護之內外部相關人

力、專業服務提供者及各研發中心人力資源（尤其是核心專利生成之關鍵人

物如發明人等），併方並應了解此等內部人力於整併後去留意願，以了解未

來整併後之人力資源狀態，且應設計機制讓關鍵人物需繼續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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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併方宜掌握歷來被併方所有之核心專利其外部動態行銷狀態（包括商品化、

作價投資、買賣讓與、授權、策略聯盟等）與其實際商業價值，藉行銷過程

之理解與行銷成果之檢視，某程度可了解孕育核心專利生成之母體健康度。 

 

四、併方宜掌握與核心專利生成管理維護相關之資料庫及作業平台，並事先規劃

系統平台整合之模式與位移承接方式。 

 

五、在同步了解被併方核心專利生成環境，若併方有更為正確方法論221，併方

亦應同步進行加值。 

 

是以，縱算併方對於核心專利生成、管理及維護之實戰經驗，可能基於歷來

行為模式與產業地位，經驗值有限，倘若被併方對於智財生成、管理、保護，已

有成熟之方法論在，併方透過整併，亦可藉此位移被併方知識與技術能量，此也

是一種快速提升技術與智財能量之方法，但此時併方仍應建立判斷要件，以免資

訊被壟斷與誤導。 

 

第六小節  小結 
 

    綜上所陳，併方整併他人專利時，除了事先對核心專利驗明正身外，再來應

該就是設定清楚之商業目的，並進行相應之評估作業。 

     

如前已述，專利的「取得」與「擁有」本身，絕不應設定是併方商業目的，

就算是所謂核心專利亦同。因為專利之擁有，不會自動對企業產生營收，也無法

發揮任何商業價值，專利之價值，猶如火花，仍須人為點燃，才能璀璨。 

 

    在企業整併活動中，併方既願意付出代價、承擔風險，取得被併方特定之專

                                                 
221 專利生成，應從產業結構、產品結構、技術結構與營收結構加以分析，以此為起點，專利之

機會與可能，還要透過正確的態樣、群集、組合、區域、家族之佈局，才有生成優質專利之機

會與可能，參見周延鵬著，虎與狐的智慧力，台北：天下遠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年 3 月

16 日第 1 版第 1 次印行，第一章「智慧財產的文化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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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併方理應對於為何要取得專利，有清楚之目的，且該商業目的之實現，有助

企業營收之提升。 

 

易言之，併方應清楚，取得被併方的核心專利，到底是希望該等專利能發揮

何等商業用途？且取得該等專利，究應如何與公司之營收產生連結？倘若併方並

未具體設定整併被併方核心專利之商業目的，僅以模糊想法逕認取得專利當然會

帶來效益，最後可能承受了鉅額之負擔，卻對併方營收成長毫無助益可言，此間

損失，顯而易見。 

 

且，倘併方對取得被併方專利，並無設定明確商業目的以貫穿於後續一切執

行作業中，可想而知，整併過程中的所有行為與決策，都將是「隨機」與「隨性」

的，而此等「隨機」、「隨性」行為與決策，將「隨處」潛藏商業風險，且非常容

易遭被併方利用並產生資訊誤導之風險。 

 

附帶一提的是，以本件整併案而言，併方最好具有並既有智財行銷的經驗、

觀念與方法，也要有很多專家一起參與判斷，比較容易成功。個人認為，整併智

財成功要素，在於併方是否已在智財生成、管理及行銷之操作上觀念夠強222，

才有機會「先做強，再做大」，若是併方本身對智財生成、管理及行銷操作上觀

念不足，且被併方亦無優良之方法論，在弱弱合併之狀況下，要求整併智財效益

彰顯出來，恐怕匯會是一種強求。倘若併方整併被併方智財資源時，純粹是抱著

「此時不併，更待何時」的單純想法，並被此種直覺所綁架，而從具體商業目的

之設定到手段之採行，欠缺明確的目標以及完整的作業規劃，整併後巨大商業風

險之發生，有時恐怕是意料中的事。 

 

又核心專利之取得，固可衍生其相關商業價值，不過，對本件之併方，所有

行為之最後目的，還是為了維繫自己以及客戶端商品化之利益。所以推出讓消費

者叫好又叫座之商品223以及採行不錯的商業模式及管理能力之展現，仍是重要

                                                 
222 參見葉銀華著，文章標題「BenQ併購的決策風險」，經濟日報A4 版，日期：2006 年 10 月 4
日。 
223 據路透（Reuters）報導，韓廠樂金電子（LG Electronics）雖受面板事業樂金飛利浦（LG. Philips 
LCD；LPL）虧損影響，但優異手機表現，讓樂金第三季（2006 年 7∼9 月）獲利表現超乎預期，
擺脫虧損陰霾，淨利達到 227 億韓元（約 2,378 萬美元），優於前 1 季虧損 97 億韓元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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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敗因素，倘併方所推出商品無市場競爭力、商業模式不甚妥當、管理能力欠佳，

不論最後怎麼努力去行使排他性、收取授權金墊高對手成本，最後仍將是為其他

手機廠商排除競爭，為人作嫁。 
 

第三節  與核心專利移轉有關約款設計    

     
    在本件整併案中，於雙方就核心專利移轉部分，站在併方之角度，需要於

契約上相應設計哪些約款，可降低商業風險，並有效維護併方權益，謹以表【4-1】

加以說明。 

 

【表 4-1】與核心專利移轉有關約款設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編號 情  境 契 約 相 應 設 計  

1. 核心專利不核心 （1）情境說明： 

 

核心專利，承前所述，本有權利人甚至是

專家各自表述的空間，是或不是核心專

利，是具有模糊地帶的。因核心專利本具

開放性與不確定性，故核心專利之地位，

隨時可能被挑戰或撼動。 

 

顧及到此等「核心專利不核心」之可能性

與風險，倘本件被併方非常重視核心價

值，並是依據此核心價值決定是否願意付

出代價取得被併方智財資源亦或是決定

                                                                                                                                            
其中毛利較多的高價手機「巧克力機」居功厥偉，不但帶動了整體銷售氣勢，手機事業的營業
利益率也從第二季的負 0.1％大幅改善為 3.7％，原本樂金的手機市佔率一度被對手諾基亞
（Nokia）、摩托羅拉（Motorola）與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打擊，但隨著巧克力機
大賣，第三季表現優異。參國際新聞中心林昌明，報導標題「巧克力機大賣＿樂金 3Q擺脫虧損
陰霾」，電子時報，日期：2006 年 10 月 18 日，上網查詢日期：2006 年 10 月 29 日，網址參見：
http://home.digitimes.com.tw/print.aspx?zNotesDocId=11BE1D7B6224D77A4825720A0045F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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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目的可否達陣的關鍵，倘被併方移交

之核心專利，事後被認定「不再核心」或

有被挑戰之虞，或是該等核心專利與標準

組織或專利聯盟中其他成員核心專利具

重疊性而應予剔除時或有剔除之虞時，併

方即需設計相應約款，降低風險與損失。

 

（2）相應設計： 

 

Ａ．併方可預先於契約中設計退「貨」機

制（只不過「貨」為無形資產，而「退」

的概念，也不見得一定要是所有權再

次移回被併方），此時應設計被併方

應將一定對價返還且對被併方預期

利益之損失，亦需加以賠償，性質

上，可類比被併方之瑕疵擔保責任。

 

B．毋須設定以被併方有可歸責為要件，

因為被併方之核心專利事後被挑戰

不具核心價值，其與被併方是否可歸

責，無須也不必要有所連結。 

 

C．設計協同防禦機制與費用分攤機制

等周邊約款。意即是，當核心專利不

核心時，如有繼續爭取之價值抑或是

加值之後即可維繫其核心價值時，對

於過程中之投入、專家成本等，均可

要求被併方「脫不了干係」，要求被

併方應協同防禦，並對費用為部分或

全部分攤。 

 107



手機產業併購活動中智財整併－以明基整併西門子手機事業為例 
 

 

（3）其他說明： 

附帶一提的是，核心專利之核心價值，

若遭排除或自特定標準組織或專利聯盟

剔除時，在某些情況下，不見得對併方

一定不利。因為： 

 

A‧核心專利，理論上在排他性及授權

性之深度及廣度，本應較一般專利

強，但同時，當核心專利被吸納進入

特定標準組織或專利聯盟時，也需受

到與組織成員間之協議與限制（例如

對其他成員承諾需交叉授權，抑或是

免授權金授權）。 

 

B‧故倘併方取得核心專利擬行使排他性

抑或是收取授權金對象，原即與被併

方為特定標準組織抑或是專利聯盟

之成員，此時需進一步研究併方承接

被併方成員地位之模式，如果併方承

接了原被併方之成員地位，並繼續受

到成員間協議之限制，在核心專利排

他性及授權施展上，反而會對特定對

象受到限制。 

 

C‧所以，上開退貨機制，應避免設計

成「自動啟動」概念，意即是，避免

在核心專利不再核心時將退貨機制

立即啟動導致毫無轉圜餘地，因為也

許併方在技巧上，反而需要讓核心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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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退場而卸除核心專利之標籤，而卸

除核心專利標籤之專利，其排他性與

授權彈性，反而對併方還更為有利也

說不一定。 

2. 

 

標準組織與專利聯盟

地位之承接 

 

（1）情境說明 

      

A‧核心專利與標準組織及專利聯盟常是

互生狀態，已如前述，所以被併方本

於其核心專利權人之資格，多有成為

特定標準組織或專利聯盟成員狀況。

 

     B‧因本件整併，並不是採如同公司法所

謂消滅合併及吸收合併之方式，而是

採收購模式，所以被併方於參與標準

組織或專利聯盟資格與地位，恐怕不

會當然由併方當然繼受，此時，如前

所述，併方不繼受被併方於標準組織

或專利聯盟之地位，毋須受到會員間

協議與承諾之限制，不見得是壞事，

但繼續加入，可能亦能產生商業利

益，是否有利，當需評估。 

 

（2）相應設計 

      

因併方對於既有被併方參與標準組織及

專利聯盟之狀態以及在此等組織中之地

位與權利義務並不熟悉，為事先評估，

需要請被併方協力提供完整與參與此等

組織或聯盟之相關資訊，以及被併方之

前與第三人家及各會員間之所有承諾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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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項目，並需保證資訊之真實不偽。 

     

3. 

 

 

 

 

 

 

 

 

 

 

 

 

 

 

 

核心專利無效時 

 

 

 

 

 

 

 

 

 

 

 

 

 

 

 

 

（1）情境說明 

      

若被併方所移交之核心專利，被挑戰其有

效性時，此時併方所取得之標的，既有滅

失可能，併方宜設計相應機制加以規避商

業風險。 

 

（2）相應設計 

 

A．於契約中搭配解除機制及退款機制設

計。 

 

B．併方於核心專利被挑戰其無效前，可

能已進行諸多外部智財行銷交易行為

（包括作價投資、授權、買賣讓與甚

至是侵權訴訟等），而基於此等行銷

交易與行為，併方會獲取股權、股利、

處分股權資本利得、權利金、價金及

賠償金等利益以及諸多期待利益，然

因核心專利之無效滅失，此等智財行

銷行為即失所附麗，所以在契約設計

上，對此等既得或期待利益之補償賠

償條款，亦應設計安排。 

 

4. 核心專利與時淘汰 （1）情境說明 

 

如果併方有對核心專利「耐用年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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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期待，但有時技術變化與發展，常導

致核心專利有快速不核心之可能。因核

心專利相關之技術發展，被併方往往比

併方掌握較多資訊，所以某程度由併方

保證，且併方也許對基於核心專利之地

位所能維繫之商品化利益有所期待，此

時亦可設計相應約款來處理。 

 

（2）相應設計 

       

如果在預定耐用年限內，該核心專利所

屬之標準，即被新標準或新技術所取

代，則此等商業風險，亦可考慮透過約

款之設計，讓被併方也一起承擔此等預

期商業利益不達所生之損失或不利益。

 

5. 併方設法迴避設計224 （1）情境說明 

      

併方取得被併方專利，有時雖是為買斷訴

訟風險，但併方仍可繼續突圍，而於併方

突圍後，其實被併方之專利，不管是不是

核心專利，也已無太大商業價值。 

 

（2）相應設計 

      

可技巧性地安排併方未來可隨時解除核

心專利移轉之可能，以應併方成功迴避設

計時之有利機制，並相應設計此時之對價

                                                 
224 參見周延鵬著，「虎與狐的智慧力」，台北：天下遠見，2006 年 3 月 16 日第 1 版第 1 次印行，

第 131-1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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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還約款，讓取得核心專利，只是成為過

渡階段之手法而已，且如有進行迴避設計

之企圖心，在買賣價格上應盡量拉低，甚

至是透過少額分期之安排尤佳。 

 

6. 被併方對執行排他性

之協力義務 

（1）情境說明 

      

核心專利既由被併方孕育生成，被併方於

核心專利生成、管理與品質，應負某程度

之擔保責任，且在後續執行排他性過程

中，應要求被併方於程序中必要重要關鍵

人物（如核心專利發明人），繼續能夠使

力或配合。 

 

（2）相應設計 

       

A‧設計讓被併方參與併方對特定競爭對

手行使排他性程序過程中之協力義

務。如果排他性之行使，事後發現核

心專利本身體質不佳（例如權利項部

署不當）等，導致併方原所設定之商

業目的無法既遂，此時應設計約款讓

併方之所有費用與損失可以被彌補。

 

B‧此外，併方也可逆向設計誘因，例

如設計諸如賠償金/和解金/授權金

分享機制，以讓被併方往後於併方執

行排他性之過程時，願意戮力與協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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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因為在排他性法力施展時，若干關

鍵成員是不可或缺的（如核心專利發

明人），所以，併方可設計約款，要

求被併方有義務於併方後續排他性

施展時，安排關鍵成員繼續使力。 

 

7. 核心專利孕育資源之

位移與承接 

（1）情境說明 

      

如前所述，被併方倘有孕育核心專利之母

體資格，併方即有機會利用被併方之人、

事、物資源，生成自主核心專利，故在契

約上，對於如何將既有資源位移及承接，

自可進行詳盡的約款規劃，以免併方取得

寶刀，卻因無法體會其出鞘之方式，而讓

寶刀無法上場征戰。 

 

（2）相應設計225

      

A‧被併方應提供所有核心專利生成、

管理及保護之相關作業流程說明，並

應將相關資料庫及系統平台協助讓

併方承接甚至與併方之系統平台結

合與融合。 

 

     B‧被併方應將相關資料庫及系統平台及

資訊網絡，協助讓併方順利承接甚至

需達到與併方系統平台與網絡結合

與融合之程度。 
                                                 
225 參見周延鵬著，「虎與狐的智慧力」，台北：天下遠見，2006 年 3 月 16 日第 1 版第 1 次印行，

第 2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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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被併方應協助整合並移交與核心專利

有關之人力、專門技術、營業秘密、

著作權等。 

     

     

以上約款設計，若涉及被併方義務與債務之履行，均需相應搭配賠償與違約

懲罰機制，而此為促使被併方履行義務與債務之當然配套機制，於此不多贅。 

 
第四節 核心專利移轉作業規劃 

 
以本件整併案而言，併方經管階層對外所表示將取得 28 件手機核心專利，

但依據目前從USPTO資料庫及EPO所檢索之資料，在USPTO部分，所取得之專

利均是新式樣專利與一件和手機核心專利無干之發明專利，至於在EPO資料庫

所檢索到的資料，亦不見有此等數量之核心專利移轉，甚至依據工研院統計，被

併方只將 7 件核心專利移轉給併方226。 

 

固然，專利權之移轉，世界各國法例，只要雙方合意即可，不以登記為必

要，登記通常只是對抗要件，然為讓名符其實，併方宜規劃完整之專利移轉作業，

讓專利所有權人之登記改變成併方，如此併方未來在對此等專利為各種利用行為

時，也會比較明確。 
 

                                                 
226 參照工研院技術移轉與服務中心資訊，明基在併購西門子後，西門子所擁有的 205 件 3Ｇ專

利，已經有 7件移轉給明基。參見記者王尹軒，報導標題「3G專利地圖，華碩成長最快」，工商

時報，日期：2006 年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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