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智慧財產權證券化 

 
本章共有七節。先於第一節闡述智財權證券化的意義、標的與優點等基本概

念。次於第二節介紹美國智財權證券化的實際案例，包括首宗音樂著作權交易

Bowie Bonds與著名的專利權交易 BioPharma Royalty Trust。再於第三節歸納出

發展智財權證券化的十點阻力。並於第四節分就專利、商標與音樂著作權說明智

財權證券化所面臨的交易風險。又於第五節點出進行證券化所須特別注意的智財

權正當查核重點。另於第六節詳細分析其破產議題，包括真實買賣之判斷與授權

契約之特殊處理，並與我國法制進行比較。最後於第七節詳細介紹美國智財權擔

保權益之相關議題，並分析我國法制對此議題之規範與不足之處。 

 

第一節  基本概念 

 
壹、意義 

    如同筆者對資產證券化所下之定義，本研究所稱的智財權證券化乃指將能產

生現金流量的智財權或其相關權益作為證券化資產，透過發行證券以融資之過

程。這個過程包括智財權利人（以下或稱為創始機構）將其智財權與附隨權利移

轉給特殊目的機構，由其以該智財權為基礎發行證券（智財權支持證券）以籌募

資金。此時，智財權利人可以將未來的權利金收入轉換成一大筆資金，以滿足其

融資需要。 

參考美國案例與文獻發現，目前的智財權證券化主要以智財權所產生的權利

金（royalty）為基礎資產，1且是作為融資手段，故權利人並非真正賣斷其智財

權，當證券化交易順利進行，完全清償證券債務後，權利人仍可取回其智財權，

例如 David Bonds即為債務融資工具。而證券投資人所享受的利益是該證券所給

付的本息，並非擁有智財權與權利金之所有權，故該資產增值的好處最後仍會歸

                                                 
1 也因此，有文獻將其稱為智慧財產權利金融資（IP royalty financing）。參考 Joseph A. Agiato, The 

Basics of Financ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oyalties,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24.    

而本研究所稱的權利金乃指權利人允許他人利用其智財權所獲得的金錢給付對價，其來自於授

權契約（licensing agreement）。因為權利金乃直接來自於授權契約，故只移轉授權契約下收取權

利金之權益，固然可以進行證券化，但此時對投資人的擔保價值較少。且因智財權證券化可能還

會涉及未來權利金收入（即當時尚不存在的授權契約所產生者）的問題，為增加證券化資產價值，

或作為信用增強，智財權證券化有必要將基礎智財權（如專利權、著作權）設定擔保或一併移轉

給特殊目的機構以進行證券化，此對投資人來說更具吸引力。 



由智財權利人享受，但在交易期間則須作為投資人證券債權之擔保。 

因此，本研究之重心將放在債務融資（debt financing）式的智財權證券化，
2而非賣斷智財權或權利金利益之股權融資，若以證券工具架構的觀點視之，該

證券屬於『支付證券』的債務工具，而非轉付證券的股權工具，此點先予指明。 

且從智財權利人的立場，債務融資相較於股權融資更具優勢，透過表列方式

說明如下。 

 

 

 

 

 

 

 

 

 

 

 

                                                 
2 本研究所介紹者為美國市場的智財權證券化，其以真實買賣為架構核心，作為隔離創始機構破

產風險之機制。而據資料顯示，英國市場是以整體企業證券化（whole business securitization）進

行智財權證券化，其乃透過附擔保借貸架構（secured loan sructure）為之，而此機制主要倚賴英

國法的擔保法制允許受託人（代表證券持有者的利益）在借款人（borrower）破產時，仍能透過

破產管理人（receiver）於證券化交易期間內繼續利用與營運證券化資產，以清償證券債務。其

交易架構如下，即由特殊目的機構發行證券籌募資金，並與借款人（即營運企業）簽訂借貸契約

後，貸予所募資金，且借款人須將所有資產設定擔保（包括浮動擔保）給特殊目的機構，而特殊

目的機構再將其在該貸款契約下的所有權益為受託人設定擔保。而借款人就用營運活動所產生的

現金流量來償還其對特殊目的機構的債務，並由特殊目的機構用該收益來清償其對投資人的證券

債務。當借款人破產時，擁有優先擔保權益的受託人就可以藉由破產管理人代替創始機構繼續營

運企業，以產生現金流量及償還證券。而此模式的優點在於可以將具有高度互補性的無形資產（即

個別的無形資產價值不高，例如發明專利需要搭配其他技術性營業秘密才可發揮功效）框架在一

個營運單位內，結合各種無形資產以發揮最高價值，進行證券化融資，但其關鍵在於破產法與擔

保權益法制的配合。參考 Conor Downey, Whole Business Securitization Comed of ag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 Review, Vol. 18, Iss. 9, Sep, 1999, at 8. 另可參見林妤珊，同註 16，第 35-44頁。     

但筆者認為此模式跟證券化倚靠資產（而非企業）產生現金流量以支持證券清償，並隔離企業

一切營運風險的特徵有異。 



【表 4-1】：債務融資與股權融資比較∗ 

比較

面向 
自留權利 出售權利金之權益 智財債務融資 

經
濟
特
徵 

定期收取根據銷售額計

算之權利金，且需自行

承擔產品表現與災難性

損失的所有風險。 

取得根據保守的利益估

計，並以股權要求報酬

率來折算的金額。 

取得根據借貸價值比

（loan-to-value rate）的預

收資金。並以資產的現金

流量來支付本息。 

風
險
歸
屬 

自行承擔因產品回收

（例如瑕疵）、市場競

爭、智財侵權與或被宣

告無效等風險。 

將左列風險移轉給買受

人。 

因對借款人無追索權

（non-recourse），故可以在

借貸金額範圍內，將左列

風險移轉給投資人（貸款

人）。 

增
值
利
益 

自享增值利益（即權利

金超過預期之利益）。 

歸屬買受人享有。 超過證券債務範圍的增值

利益，最後仍由借款人享

有。但資產增值可以提供

投資人更多的債權保障。

稅
捐
好
處 

沒有稅捐利益。須於獲

得權利金時課徵所得

稅。 

沒有稅捐利益。須就出

售利益（gain on sale）

課徵所得稅。 

於獲得權利金時須課徵所

得稅，但證券利息支出可

以自營利事業所得中減

除，故具稅捐利益。 

 
貳、智財權證券化之標的 

    當考慮要進行智財權證券化時，首先要先確定證券化的權利種類。但常令人

困惑的是，到底是智財權本身被證券化，還是其授權金或其他從智財權產生的收

益被證券化？此點可以跟傳統的證券化交易作一番比較。在傳統資產證券化下的

資產種類都是債權等應收帳款（receivables），例如不動產抵押貸款、信用卡應收

帳款或汽車貸款，而其中附有擔保品者，例如房貸與車貸，雖然其擔保物權（如

抵押權或質權）會隨同證券化資產而移轉於資產池中，並成為證券的擔保，但是

會產生現金流量的是債權本身，還非該擔保物權。 

但就智財權證券化而言，我們需要認清的是智財權並非授權契約中債權的擔

保品，而是授權契約的標的，也是產生現金流量之源頭。換句話說，其法律關係

是權利人與他人簽訂授權契約，同意他人利用其智財權，並以支付授權金作為對

                                                 
∗ 參考 Joseph A. Agiato,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26. 



價，而權利人因授權契約而獲得收取權利金的債權，本研究稱為『權利金權益』。 

 
【圖 4-1】：智財權與權利金收益關係圖 

 

 

 

 

 

 

 

 

 

 
因此，從能產生現金流量的資產理論上就能進行證券化的觀點視之，不論是

智財權本身或是能產生授權金或其他收益權益都能進行證券化。故筆者認為適合

進行證券化的智財權範圍有以下四類：1.專利權、2.商標權、3.著作權與 4.因授

權專利權、商標權或著作權所產生的權利金權益。3 

但在具體交易中，進行證券化的資產池包含哪些資產可能會依個案而定，姑

且不論投資人或信用評等機構的要求如何或有其他限制，理論上在交易當時，創

始機構（即智財權利人）移轉給特殊目的機構者可能只有權利金權益，也可能同

時包含智財權，或是只有智財權，甚至可能移轉授權契約（但須經被授權人同意）
4或只是專屬授權給特殊目的機構並同意其轉授權（sub-license），但不論移轉的

資產有哪些，智財權都可以透過設定擔保權益的方式，成為特殊目的機構所發行

證券債務的擔保品。5 

此外，雖然有論者認為營業秘密（trade secrets）也可以成為證券化之標的，
6但筆者基於以下幾點理由認為其不適合而不將其納入研究範圍之列。7一、營業

                                                 
3 參考 Lovells, at 2. 
4 此時，因已涉及契約地位之轉讓，不管是從與被授權人另訂新約（因契約之同一性發生變更），

或是該讓與同時包含該契約下的債權與債務之觀點，均須經過被授權人同意。 
5 為求用語簡便，若未特別說明，本研究將不詳細區分證券化之資產是智財權或其權利金收益或

兩者兼包，而一律通稱為智財權證券化。 
6 參考 Joseph A. Agiato,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25. 
7 但有論者認為專利申請前的技術性營業秘密（know-how），也有證券化之潛力，參考Marchenko, 

Alexander Valentinovich, Securit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Where inventors and investors meet, 

智
慧
財
產
權 

授
權
契
約 

收
取
權
利 

︵
權
利
金
權
益
︶ 

權利金 or 
其他收益 

產生現金流量之源頭，而非授權契約下的擔保品。 



秘密之範圍不易確定且其保護繫於人為之努力程度，以致難以評估其風險，在智

財權證券化發展初期似不易為投資人所接受。二、若為公開發行之證券化交易，

將需要公開資產種類與內容，此與營業秘密之秘密性本質不符。三、根據我國營

業秘密法第八條之規定，其不得設定質權且不可強制執行，這與進行證券化之必

要程序有違，因為資產池必須為投資人之利益設定擔保物權，且於發生證券債務

不履行時，須就該資產池強制執行以變價清償。 

 
參、市場概況 

自從以音樂著作權所產生現金流量為基礎的 Bowie Bond發行以來，智財權

已成為證券化市場中最新的資產種類，受到各界的注目，但至今其整體發行量仍

很小。據統計，於 1997 年已知的智財權證券化交易有三億八千萬美元，至 2000

年則成長至約 11億美元，而從 1997 年到 2000 年這段期間，整交易量大約為二

十億美元左右。8然而，智財權授權市場卻從 1990 年的一百五十億美元成長至

1998 年的一千億美元，且預計專利授權金於 2005 年將可達到每年五千億美元的

規模。此外，美國專利權的數量亦大幅成長，1998 年年新核准專利達十五萬五

千件，比起 1997 年成長 33﹪，並預計於 2015 年，美國專利種數量將會高達六

百萬件。再者，美國 S＆P500與 NASDAQ上市公司所擁有智財產價值據估計超

過三點五兆美元。9從上述資料似可推論，智財權證券化市場具有無限的想像空

間與發展潛力。 

再從 1997 年到 2000 年間發生的交易可知（請見下表），雖然音樂著作權開

智財權證券化之先河，但發行金額最大者卻是電影業，其次才是音樂。這除了電

影業拍片成本日增，所需資金龐大外，主要原因是其證券化資產---電影庫（film 

catalogues）擁有可預測現金流量的特性且其變動較穩定，10而使投資人較樂於接

受。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LLM Thesis, 2002, at 9. 
8 參考 David Edwards, Patent Backed Securitization: Blueprint For a New Asset Class, 

http://www.surfip.gov.sg/sip/site/focus/SurfIP_Focus_052002.htm（2004/9/4瀏覽）。 
9 參考 Joseph A. Agiato,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26. 
10 因為多年來，電影業均遵守固定的模式，即由少數的大賣座（大約為總發行片數的 5﹪）來融

通多數不賺錢的電影，也因此使得電影庫具有分散性（diversification）的特徵，足以降低收益的

變動性。參考 David Edwards. 



【表 4-2】：1997～2000 年已知智財權證券化交易項目（百萬美元） ∗ 

Closing 貸款人 產業 收益類型 交易安排者 金額

1997/02 David Bowie 音樂 權利金 The Pullman Group 55

1997/11 DreamWorksⅠ 電影 權利金 Bear Stearns 325

1998/06 Motown Bonds 音樂 權利金 The Pullman Group 30

1998/11 Ashford & Simpson 

Bonds 

音樂 權利金 The Pullman Group 25

1999/01 Corinthian Group 音樂

 

唱片錄製 

與發行 
CAK Universal Credit 
Corp.（UCC11） 

4 

1999/02 TVT Records 音樂 唱片錄製 

與發行 
UCC 24

1999/04 Sesac Inc. 音樂 授權收益 UCC 29

1999/04 L.A. Arena Funding 運動 命名權 Bear Stearns 315

1999/05 Curtis Mayfield 音樂 權利金 UCC 6 

1999/06 Barret Strong 音樂 權利金 UCC 4 

1999/06 James Brown 音樂 權利金 The Pullman Group 30

1999/06 Iron Maiden 音樂 權利金 Global Entertainment 

Finance 

30

1999/08 A.B. Quintantilla Ⅲ 音樂 權利金 UCC 2 

1999/10 Bill Blass 服飾 授權收益 UCC 24

2000/01 DreamWorks Ⅱ 電影 權利金 Bear Stearns,  

Chase Securities 

540

2000/06 Isley Brothers 音樂 權利金 The Pullman Group 20

2000/08 BioPharma 製藥 專利權 West LB 100

2000/09 Marvin Gaye 音樂 權利金 The Pullman Group 100

2000/11∗ Arby’s 速食 加盟授權金 Swiss Re New Markets 

(UCC)12 

290

                                                 
∗ 資料來源：Bruce Berman edited, From Ideas to Assets, at 605. 此外，最後兩筆資料為筆者所補

充。 
11 後因共同創辦人 Charles A. Koppleman 離開，去掉 CAK之名，改為 UC Universal Credit Corp.，

故簡稱 UCC。 

∗ 參考 David Edwards. 
12 根據資料顯示，UCC亦有參與此項交易之架構安排。參考Michael Gregory, Asset Securitization 



2000∗ Chrysalis Group 音樂 唱片錄製 

與發行 
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87

 
【圖 4-2】：1997～2000 年已知智財權證券化交易金額 ∗ 

 
 

【表 4-3】：1997～2000 年已知智財權證券化交易產業別 ∗ 

產業別 
發行量 

（百萬美元）

佔總發行量 

比例 
交易件數 

佔總交易 

件數比例 

電影（Film） 865 42% 2 10% 
音樂（Music） 446 22% 14 70% 
運動（Sports） 315 15% 1 5% 
速食（Fast Food） 290 14% 1 5% 
製藥（Pharmaceutical） 100 5% 1 5% 
服飾（Apparel） 24 1% 1 5% 

總量 2040 100% 20 100% 

 
此外，在上述表列交易完成後，此市場出現一些新的變化，即之前交易件數

最多的音樂著作權證券化，其新案件已大幅下降，但出現不少有關商標權權利金

的交易，包括 2002 年的 Candie’s Inc.商標授權證券化及 2003 年 Guess? Inc.商標

授權金證券化與 Athlete’s Foot加盟權利金證券化。且 Royalty Pharma 在其 2000

年所推動第一件藥品專利授權金證券化失敗後，於 2003 年又進行第二件金額高

                                                                                                                                            
Report, August 26, 2002. 

∗ 參考 Editorial Staff, Whispers, Asset Securitization Report, March 12, 2001. 

∗ 資料來源：David Edwards. 

∗ 資料來源：David Edwards. 



達二億二千五百萬美元的藥品專利權利金交易。13 

 
肆、智財權證券化之優點 

一、對智財權利人的好處 

    智財權證券化可以享有一般資產證券化所可享有之好處，例如提供低成本且

中長期的融資管道、無追索權、資金使用不受限制且可以獲得更多的借貸資金（相

較於銀行借貸）14、不會稀釋（dilute）股權等等。15而這些好處對智財權利人來

說，可能更具特別意義，例如迫切需要研發（R＆D）資金的智財權利人（例如

研發能力很強的中小企業）可以將品質良好的權利金資產證券化而獲得低成本融

資，因為此時投資人所倚靠的是權利金收入的品質，即被授權人之債信而非權利

人者，故若被授權人債信良好，其證券化交易即可獲得比權利人債信更高的信用

評等，此外，透過信用增強機制與破產隔離架構，更可以進一步提高交易債信。

再者，對處於發展初期的彼等而言，透過證券化所獲得的預收資金，比須在未來

定期收取的權利金更具價值，即使該筆貸款因高風險而被打了折扣，16獲得該筆

發展基金後，更有助於穩定公司的發展地位。 

    此外，因為證券化下之證券投資人對智財權利人不具追索權，且所銷售的證

券具有不可撤銷性（irrevocability），等於為其未來的權利金價值提供事實上保險

（de facto insurance policy），而將被授權人不支付權利金、專利被撤銷或被侵權

及專利技術變老舊之風險轉嫁給投資人。17 

                                                 
13 參考 John S. Hillery, Securit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cent Trends from United States, 

March 2004, Washington/core, at 8, 17-19. http://www.iip.or.jp/summary/pdf/WCORE2004s.pdf（2004/6/25

瀏覽）。 
14 通常證券化資金可達借貸價值比的 75﹪，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13. 且據資料顯示，銀行貸款

提供給表演人（artist）的資金通常只有其透過證券化所能募得的十分之一，因此，規劃發行 Bowie 

Bonds的 Pullman Group表示證券化交易能為表演人增加 20﹪的額外收益。參考 Hewson Chen, 

Music: Don’t Sell Out, Sell Bonds: The Pullman Group’s Securitization of the Music Industry, An 

Interview with David Pullman, 2 Vand. J. Ent. L. & Prac, 161, spring, 2000, at 162. 
15 至於『表外化』的會計處理應非智財權證券化的關注焦點。理由是在現今的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中承認智財權能以資產入帳者有限，且即使能入帳，亦須以成本計價，而無法反映智財權的真

實價值。因此，既然顯示在財務報表上的智財權價值有限，去表化的優點也就不明顯了。 
16 參考 Elliot A. Fishman, Securitization of IP Royalty Streams: Assessing the Landscape, Technology 

Access Report, September 2003, at 6. 
17 參考 Elliot A. Fishman, at 6. 當然，筆者不可否認此種說法有點一相情願，且主要是從智財權

人之角度來觀察，聰明的投資人當然也會看出這一點，尤其是智財權相較於其他種類之證券化資

產擁有獨特且更高的風險特質，這可能也是智財權證券化市場無法起飛的原因。即使投資人接受



    再者，對於有資金需求又不想失去智財權的企業來說，更可以透過證券化交

易來達成其目的而不需要直接出售其寶貴的智財權。且從智慧財產管理之觀點來

看，證券化更替智財權開闢新的運用管道，透過與資本市場之連接，讓智財權發

揮融資擔保之功能，以提高其附加價值，這對尚未善用其智財權之企業與智財權

利人來說，別具意義。且在美國進行智財權證券化，還有稅捐上的好處，因為其

不將證券銷售視為課稅事件（taxable event）。此外，智財權利人還可以藉此進行

遺產規劃（estate planning），使其繼承人能運用證券化所獲得的現金來繳交遺產

稅，而不須被迫出售其所繼承的智財權（例如 David Bowie的專輯）。18 

 
二、對投資人的好處 

    對投資人而言，主要有三項好處，即此種新金融商品的出現，可以增加其投

資組合的選擇與彈性，且讓投資人有機會只投資其認為有價值的智財權或技術，

而非像創投基金（venture capital）般透過股權投資整家企業，以降低投資風險。

此外，該證券也能提供不錯的報酬水準。19 

 

第二節  美國智財權證券化實例 

 
美國以音樂著作權證券化開端，且為目前交易數量最多的資產類型，由於

Bowie Bonds為第一宗智財權證券化交易，最受注目，相關的探討文獻也最多，

以下只以其作為音樂著作權案例的代表。而在電影著作權方面，交易數量雖不如

音樂著作權，但其交易金額最為龐大，且根據資料顯示，其除可用現有電影庫進

行證券化外，還可以用尚未發行的電影為之，兩者運用不同的架構模式，值得分

別探討。此外，就商標權證券化而言，其雖不如音樂與電影著作權證券化顯著，

但近年來也已發生幾件令人注目的交易且頗受好評。 

而至今只有兩件有關專利權的證券化交易被報導，且資產種類都是製藥專利

權的權利金收益，其原因為相較於其他產業，製藥專利的權利金收入較為穩定。

而這兩件交易都由 Royalty Pharma AG（以下簡稱 Royalty Pharma）所進行，其管

理團隊由製藥產業與金融界之專家所組成，自 1996 年起，就向發明人、大學、

製藥公司與生技公司購買藥品的權利金權益（royalty interests），至今其已擁有十

                                                                                                                                            
此種事實上之風險轉嫁，其也會反應在所要求的證券報酬率與信用增強機制，這將大幅提高進行

智財權證券化之融資成本，而影響智財權人選擇此種融資方式的意願。 
18 參考 Hewson Chen, at 162. 
19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14. 



四個資產池，其業務只有兩個，一為取得權利金權益，二為募集購買權利金權益

之資金。20而生技公司、大學或研究機構出售權利金權益給 Royalty Pharma之所

得，則可用以融通營運擴張或資本支出計畫（如 Yale大學將其銷售權利金權益

收入的 2/3，約六千萬美元用來興建新的醫學大樓21）。 

以下將依序介紹專利權、商標權、音樂著作權與電影著作權證券化之實際案

例。由於這些交易均以私募進行證券銷售，以致其交易過程的詳細資訊並未公

開，22只能從次級文獻中瞭解其大概的交易經過，此點先予指明。 

 
壹、專利權證券化 

一、BioPharma Royalty Trust 

於 2000 年 8月，Royalty Pharma將 Yale大學授權給 Bristol-Myers Squibb藥

廠（BMS）製造與配銷治療 HIV藥物 Zerit的權利金權益證券化，由 Yale大學

將該專利授權契約權利金收益的 70﹪23以真實買賣的方式移轉給特殊目的機構

BioPharma Royalty Trust，由其發行一億一千五百萬美元的證券，其中一億美元

交給 Yale大學。此交易由WestDeutsche Landesbank Girozentrale（West LB）安排，

由 Royalty Pharma承銷該證券，透過私募的方式24銷售給投資人。並由Wilmington 

Trust Company擔任服務機構與債券受託人25。 

其所架構的信用增強機制主要是超額擔保與信用分組，即將證券分為面額

57.15百萬美元的優先證券（senior loan）、22百萬美元的次順位證券（mezzanine 

loan）與 21.16百萬美元股票（equity），其利率為根據 LIBOR（London Interbank 

                                                 
20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27. 
21 參考 David Edwards. 
22 且 David Pullman有意透過私募證券，並簽署保密協定（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s）的方式來

保護其架構智財權證券化交易的方法，甚至對其方法申請專利保護。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24. 
23 雖然該專利權與授權契約由 Yale大學完全擁有，但該授權契約下的權利金收益必須分配 30﹪

給兩位發明人，Yale 大學只擁有 70﹪的權益，且為求簡化，並未將該兩位發明人的授權金權益

納入此項證券化交易之中。 
24 參考 Bernhard H. Fischer, New Patent Issue: BioPharm Royalty Trust?,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87. 
25 BioPharma Royalty Trust將該權利金權益設定擔保給證券受託人（Trustee），所以，BMS必須

把全部授權金給付給受託人，並存入專戶中，然後，受託人會將未設定擔保（未進行證券化）的

30﹪的權利金分配到 Yale 大學的專戶中，而將另 70﹪的權利金收入亦序分配給各個交易債權

人，包括優先證券持有人。參考 Bernhard H. Fischer,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88. 



Offering Rate）之浮動利率，26到期日為 2006 年 6月 6日，每季（三個月）支付

本息一次。27此外，還有財務保證及提前清償機制。 

該優先證券經 Standard & Poor’s評等為投資等級 A，其主要理由是該資產品

質優良且被授權人 BMS具有 AAA的信用評等。當時因銷售 Zerit所得的權利金，

分別為 1997 年 26.2百萬美元、1998 年 37.5百萬美元與 1999 年 41.6百萬美元，

且預計 2000年整年有 44.8百萬美元之收入，從其歷史紀錄觀之，該權利金從 1997

年的平均成長率為 26﹪，且預計 2001 年亦有約 10﹪的成長，故其現金流量相當

穩定。28 

然而，該交易最終不幸宣告失敗，於 2002 年 11月後進入提前清償期，因為

其於 2001 年最後一季開始，連續三季違約支付證券本息而啟動預定的提前清償

機制，而這期間的現金流量損失則由保證人 ZC Specialty Insurance Co.賠付證券

投資人，至 2002 年 11月總共賠償二千二百萬美元。29 

這項交易失敗的原因事後歸納起來有三點，最直接的原因是因為 BMS為了

達成其財務目標，於 2001 年中期將其全部 Zerit的庫存以折價方式銷售給批發商

（wholesaler），導致其接下來幾季的 Zerit銷售量大減，連帶使得權利金收益下

降，而使證券化資產的現金流量不足。且 BMS的信用評等於 2002 年七月被

Standard & Poor’s 降等為AA（原為AAA）。此外，據鑑價專家表示，Royalty Pharma

太相信華爾街分析師對 Zerit銷售量的估計，而未聘請獨立的專家進行估計，導

致其估算額與真實銷售量有很大的差距，例如 2003 年的差距就高達三億九千二

百萬美元！最後，Royalty Pharma自己認為這個交易會失敗的原因在於只以一個

專利權利金收益進行證券化，而非一組權利金資產。如果是一組資產（pooling of 

IP），就可以分散與降低因為一個資產表現惡化的風險。此外，若能在一組資產

的交易架構中加入其他的彈性安排，還可以更進一步降低風險。30 

而這項交易的最大贏家就是 Yale大學，因為該交易對其沒有追索權，所以

其等於將該專利授權金的風險移轉給 Royalty Pharma，而獲得比繼續持有該權利

金權益更高的報酬。 

 
二、Royalty Pharma Finance Trust 

    於 2003 年七月，由 Royalty Pharma Finance Trust（RPFT）以十三個製藥專

                                                 
26 且該交易有安排利率避險機制，由交易安排人West LB提供固定利率交換契約。 
27 參考 Bernhard H. Fischer,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90-491. 
28 參考 Bernhard H. Fischer,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87-488. 
29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27. 
30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30. 



利的權利金權益為證券化資產，發行二億二千五百萬美元的浮動利率債券

（VFN），該交易由 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所架構，以私募的方式銷售給投資

人，並由 Deutsche Bank Trust Co. Americas擔任受託人。 

該債券經 Moody's與 Standard & Poor's信用評等，兩家均評等為最高投資

等級 AAA，主要原因是該交易由債信優良的MBIA Insurance Group提供保險，

保證於法定到期日前及時清償證券本息，此外，擁有十三個資產池也是一個重要

因素。再者，該交易還有三年的循環期，在此期間內可以替換表現不良的資產以

消除投資人的疑慮，這些架構上的改進與信用增強均是考慮到BioPharma Royalty 

Trust失敗的因素。31 

該債券的平均壽命為七年（2010 年 7月 31日），法定到期日為九年（2012

年 7月 31日），每季支付本息一次。其資產池包含以下十三個藥品的權利金權益：

32 
序號 產銷藥廠 藥品名稱 

1 Genentech與 Biogen Idec Rituxan® 

2 Celegen Thalomid® 

3 Centocor∗ Retavase 

4 Eli Lily與 Centocor ReoPro® 

5 Chiron TOBI® 

6 Novartis Simulect® 

7 Roche Zenapax® 

8 Ligand Targretin Capsules® 

9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Neupogen/Neulasta 

10 Organon Variza® 

11 GSK與 Adolor Entereg® 

12 Pfizer Lasofoxifene 

13 Wyeth Bazedoxifene 

 
    而在這十三個藥品中，最後四個（Variza®、Entereg®、Lasofoxifene及

Bazedoxifene）雖然尚未經過美國食品及藥物管理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審核的最後階段，但預計於通過後將能產生穩固權利金收

                                                 
31 參考Michael Gregory & Kevin Donovan, Second pharmaceutical royalty ABS quietly prices, Asset 

Securitization Report, August 4, 2003.   
32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31-32. 
∗ 其現為 Johnson & Johnson的子公司。 



益。此外，Royalty Pharma又於 2004 年 1月以二億六千三百萬美元向Memorial 

Sloan Kettering（MSKCC）購買 Neupogen/Neulasta其他部分的權利金權益，並

將其加進特殊目的機構（RPFT）的資產池中，且作為該項交易約定的一部份，

MSKCC須投資 Royalty Pharma七百萬美元。33 

因此，交易當時能產生現金流量只有前九個藥品，但彼等在市場上已有五年

的平均銷售時間，且在 2002 年整年中為 Royalty Pharma產生四千九百萬美元的

權利金收入。而 Royalty Pharma選擇這十三個資產的原因有四：由地位穩固的製

藥大廠所製造與銷售、大多數為生技藥品（biologic-based drugs）34、市場潛力龐

大及擁有強勢的市場地位與佔有率。而此資產池中的專利權將分別在 2005 年到

2015 年之間到期。35 

Royalty Pharma對其有興趣的專利權都會進行嚴密的正當查核（due 

diligence），並排除任何有無效風險與訴訟挑戰的專利權，且會與賣方簽訂擔保

條款，即賣方須賠償權利金收益因為被授權人主張低銷（set-off）所造成的損失。
36 

 
貳、商標權證券化 

一、Guess? Inc. 

於 2003 年 1月，美國 L.A.知名服飾公司 Guess? Inc.將其商標權與十四個商

標授權契約（其中包含十二個美國國內授權契約與二個國際者）的權利金權益移

轉給為進行此交易所設立的特殊目的機構 Guess? Royalty Finance LLC，作為證

券化資產，並由 Dave Moran of PartnerRE（其為一家再保險集團）安排此交易，
37發行七千五百萬美元的債券，法定到期日為 2011 年 6月。 

該債券附有 6﹪利率，經 Standard & Poor's評級為 BBB，且其只有一組，沒

有任何次順位證券之按排，但其透過超額擔保與利息儲備基金38的方式提供信用

                                                 
33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32. 
34 該等藥品中有十一個生技藥品，只有兩個化學藥品（Thalomid®和 TOBI®）。而其選擇生技藥

品的原因在於，生技藥品治療疾病的效果較好，且較難發展與製造，他人不易生產類似的藥品，

因此，進入障礙較高，風險較低。 
35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32. 
36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33. 
37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18. 
38 該帳戶於交易之初必須有六個月的利息金額，且當有超額權利金收入時，需注入該帳戶中，

達到十二個月利息金額。 



增強，經由 JP Morgan Securities承銷，依據 Rule 144A規定以私募方式銷售。39且

該交易由 Guess? 擔任服務機構，但還找一家獨立的流行與零售顧問公司

Jassin-O'Rourke Group擔任候補服務機構，於 Guess?破產時，繼續維持營運，並

於必要時，尋求新的被授權人以支應該項交易。40 

Guess?於服飾業已有二十一年的歷史，擁有很高的品牌知名度，在當時約有

二十一個國內與國際的商標授權契約，分別授權給其他製造商以製造銷售附有其

商標的服飾與配件，包括手錶、鞋子、手提袋與眼鏡等等，其每個授權契約均要

求被授權者支付最低金額（minimum payment）或按一定銷售比率（percentage of 

sales）（範圍從 6～10﹪）中金額較高者，且記錄顯示其授權金收入都高於最低

金額許多，且十分穩定，在前五年中內每年均可收到三千五百萬到四千萬美元。
41而其進行證券化融資之目的在於用所募資金來償還繁重的現有債務。 

信用評等機構認為該交易的法律架構、資產品質與擁有專業的候補服務機構

等因素使其能獲得高於 Guess?本身的信用評等 BB-，且認為此交易可以作為日後

商標權證券化之標準。42 

 
二、Candie’s Inc. 

    於 2002 年 8月，從事年輕女鞋設計與配銷的美國上市公司 Candie’s Inc.以其

商標權與授權契約（包含 Bongo、Candie's與 Aspen此三個商標）權利金權益進

行證券化，43該證券由其持股 100﹪的智財持有公司（IP Holdings LLC）所發行，

金額為二千萬美元，該交易由 UCC所安排，並透過私募方式銷售給一個投資人。

該債券的期限為七年，利率為 7.93﹪，並經Moody's評等為投資等級 Baa2。其

進行此交易之目的乃為清償債務及融通擴張營運所需之資金。44 

 
參、著作權證券化 

一、音樂（music）---Bowie Bonds  

                                                 
39 參考 Kevin Donovan, Wide array of assets represented: focus on earnings, Asset Securitization 

Report, January 27, 2003.  
40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18. 
41 參考 Bonnie McGeer, Profile: Guess deal viewed as a model for IP sector, Asset Securitization 

Report, November 17, 2003. 
42 參考 Bonnie McGeer.  
43 參考Michael Gregory, UCC brings footwear designer IP deal to market , Asset Securitization 

Report, August 26, 2002. 
44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19. 



（一）交易概況 

於 1997 年，英國知名歌手 David Bowie經由當時仍為 Fahnestock & Co.董事

總經理（managing director）的 David Pullman安排，以其二十五張專輯，包含約

三百首歌曲的錄音與歌曲著作權所產生權利金為證券化資產，發行金額高達五千

五百萬美元的債券，該證券負擔利率為 7.9﹪，法定到期日為十五年，平均壽命

為十年。 

該交易由 EMI音樂公司提供信用增強，擔保該債券本息之清償，其方式為

與 Bowie就該二十五張專輯簽訂十五年的全球授權契約，授權金高達三千萬美

金，而因此使信用評等機構Moody’s Investor’s Service（以下簡稱Moody’s）評等

為投資等級 A3，該證券並透過私募的方式，全數由 Prudential Insurance購得。45 

該交易並由時為Willkie, Farr & Gallagher法律事務所合夥人 Richard Rudder 律師

處理該交易相關的法律議題，並提供投資人委任律師所要求的法律意見書（legal 

opinion），作為資產無瑕疵且特殊目的機構獨立於創始機構運作的安全網。46 

而在該債券清償完畢後，著作權擔保負擔即歸消滅，相關權利仍歸屬

Bowie，並由其享受資產增值好處，47故此交易屬於債務融資。且因其為運用智

財權進行證券化的第一宗交易，所以 Bowie Bonds®成為智財權證券化的代名詞，

甚至被 David Pullman其後所創立專門從事娛樂業證券化融資業務的 Pullman 

Group註冊成商標。 

 
（二）交易過程 

其交易過程為BOWIE將其欲證券化的權利金權益與著作權以真實買賣的方

式移轉給特殊目的信託（special purpose trust），以達到隔離破產風險之目的。此

外，為避免該交易被法院認定為擔保借貸而非真實買賣，須讓 SPT對該證券化

資產取得第一順位的擔保權利，因此，在該交易中，就該權利金權益與著作權依

統一商業法典第九條（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rticle 9）向當地政府提出財務

聲明書，且依著作權法向著作權局辦理登記的方式設定擔保利益，之所以需要如

此乃因有關智財權擔保利益之保全程序在美國法院實務尚無統一見解，只好藉由

兩者並行以降低風險，48此點將於後詳加說明。 

再者，Bowie交易還面臨另一個特殊的美國著作權法問題。因為其所證券化

                                                 
45 參考 Lisa M. Fairfax, at 459-460. 
46 參考 Teresa N. Kerr, at 387-389. 
47 參考 Lisa M. Fairfax, at 468. 能保留其創作的著作權，也是 David Bowie願意透過證券化融資

的原因之一，因為對很多創作人來說，其著作等於是『小孩』而不願割捨或賣斷。 
48 參考 Teresa N. Kerr, at 389. 



的音樂著作權乃於 1976 年美國著作權法生效前（該修正法於 1978 年生效）所創

作，故須適用 1909 年的著作權法規定，而根據 1909 年 Section 24之規定，於 1978

年前創作的原作著作人（original works of authorship）可以由其繼承人展期更新

（renewal），而不受該證券化交易之約束。49如此一來，當 BOWIE去世後，其繼

承人可以主張該著作權與由其產生的權利金利益，這將嚴重影響投資人的權益。

為此，Bowie要求其繼承人拋棄（release）該項權利，以解除投資人的疑慮。50 

因為 Bowie Bonds以私募方式銷售，且 Prudential保險公司為合格投資人與

機構買者（accredited investor and qualified institutional buyer），故其發行可以適

用美國證券法規 Regulation D與 Rule 144A之規定，無庸向 SEC辦法登記程序，

以避免煩雜的資訊公開要求。且為吸引投資人，乃於債券發行前架構 EMI所提

供之保證，並經Moody’s正式信用評等後，才銷售給投資人。51 

 
（三）交易動機與成功因素 

Bowie透過證券化融資主要有兩個原因，一為從其以前經理人手中買回其所

擁有的部分音樂著作權。二為利用該筆預收資金解決其在英國豪宅的稅捐爭議。
52而其也因為該筆交易，成為當時英國最富有的搖滾歌手，資產總額估計高達九

億一千七百萬美元。53 

    Bowie Bonds能成功的主因是來自其音樂專輯的權利金收入是個理想的證券

化資產。相較於一般歌手，Bowie身兼寫歌人、表演人與發行人，親自創作其大

多數的音樂作品，此外，他還擁有其大部分音樂的錄音唱片（record masters）所

有權與著作權，因而專有著作權法所賦予之一切權能，而能取得利用其著作之權

利金，再加上其為單獨（solo）表演者與作曲家，因此，其能獨享來自於音樂專

輯的權利金收益而不需與其他人分享權利金。更重要的是，因其為知名的經典級

歌手，其在全世界每年都可以銷售約一百萬張專輯，以致來自其著作權、授權契

                                                 
49 美國 1909 年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權人的著作權保護期限為 28 年，但其可以透過更新權（renew）

於第一次保護期限過後再獲得 28 年的保護，其立法理由是著作權人可以終止之前的著作權轉

讓，而獲得第二次行銷其著作權之權利。若著作權人於第一次的 28 年內死亡，其更新權將由其

配偶與孩子繼承，所以彼等有權終止之前的著作權轉讓。如此一來，將會影響著作權證券化投資

人之權益。而此問題在 1977 年以前創作的著作權均有發生之可能。參考 Adam Grant, Ziggy 

Stardust Reborn: A Proposed Modification of the Bowie Bond, 22 Cardozo L. Rev. 1291, 2001, at 

1301-1302.  
50 參考 Teresa N. Kerr, at 389. 
51 參考 Teresa N. Kerr, at 390. 
52 參考 Lisa M. Fairfax, at 469. 
53 參考 Nicole Chu, at 470. 



約與唱片銷售的權利金收益十分穩定且可預期，足以支持證券化交易。且因其證

券化的專輯早已風行二、三十年，且有充足的穩定收益歷史資料，協助投資人預

估未來的現金流量可否清償證券債務。54 

就在 BOWIE交易成功後，相繼出現同樣以音樂權利金為證券化資產的交

易，這些包括：Ashford & Simpson、James Brown及 Edward Holland、Brian Holland 

與 Lamont Dozier（Motown trio songwriters）等交易，彼等均出自 Pullman Group

之手。  

 
（四）後續發展 

    然而，Bowie Bonds於 2004 年 3月被Moody’s調降信用評等，從原來的 A3

到 Baa3，此為其所列投資等級中的最後一級。而降等的主要原因是為該交易提

供信用加強的 EMI公司，於 200 年到 2003 年間，市值下降幅度達 85﹪。因此，

有文章報導認為音樂盜版與唱片銷售量大幅下降日對該債券造成傷害，但因

Bowie Bonds只剩約三年的平均壽命，其資產收益仍足以支付證券債務餘額，不

會發生債務不履行之情況。55 

 
二、電影（films） 

（一）現有電影庫證券化---DreamWorks 

於 2002 年 8月 26日，DreamWorks以其電影庫（existing film library）56與

尚未完成電影的未來權利金收益為證券化資產，移轉給特殊目的機構 

DreamWorks Funding LLC，由其發行浮動利率債券（variable funding notes, VFN）

的方式募集十億美元，由九家銀行私募購得，這是 DreamWorks所進行的第三次

證券化交易。 

該交易由 FleetBoston與 JP Morgan Chase所架構，且因 Ambac提供保險與

JP Morgan Chase提供五億美元流動性貸款作為信用增強機制之故，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以下簡稱 Standard & Poor’s）與Moody’s均賦予該交易最高

投資等級 AAA的信用評等。且該交易架構中有三年的循環期（revolving period），

DreamWorks可以在此期間內增加新電影，並於第四年才開始攤還本金，而該債

                                                 
54 參考 Teresa N. Kerr, at 386-387. 
55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23. 然而，PULLMAN認為對於盜版議題，報導似乎太過於負面，因為

科技發展雖然提供新的盜版手段，但也創造增加收益的機會，例如線上音樂買賣，因此，科技進

步也可以增加銷售量。此外，他認為其所協助進行音樂權利金證券化者均為經典級歌手，相較於

現在的明星，彼等比較不會受盜版的衝擊。 
56 共有 36部電影，包含熱門強檔 Gladiator、Shrek、American Beauty與 Saving Private Ryan等。  



券最終法定到期日為 2009 年 10月。DreamWorks的融資目的為藉此增加其動畫

與其他電影的產能，此外，超出證券債務範圍的權利金收入仍由 DreamWorks享

受。57 

而現有的三十六部電影都已有約定電視播映授權金收入（television licensing 

fees.），且被授權人必須授權全部的電影，不能只挑選熱門片，據 DreamWorks

財務長（CFO）Anthony Hull表示，這是很重要的信用增強機制。此外，就新電

影部分是在上映後八週才銷售給特殊目的機構，即此時其能產生的現金流量已經

十分穩定，該電影完工前的成本與風險均由 DreamWorks自行承擔，而非移轉給

特殊目的機構，最後由投資人買單。58 

但因 DreamWorks移轉給 DreamWorks Funding LLC的資產權利只包括收取

海外市場的電影門票收入與授權金，而不包含美國市場的收益，因此，其資產移

轉產生是否屬於真實銷售之疑慮（為此還舉行一個研討會討論此議題）。因為根

據一個 1997 年破產案件，美國法院認為是否構成真實買賣，要看創始機構是否

將資產的整個權利都讓與給特殊目的機構，若不是，可能會被視為授權行為，而

非真實買賣，如此一來，就無法隔離破產風險，此點值得注意。59 

 
（二）未來電影收益證券化---Paramount Pictures 

除了以現有電影庫進行證券化外，尚有以尚未發行電影的未來應受帳款

（future revenues from previously unreleased films）進行證券化者。其基本架構如

下：先由特殊目的機構（SPV）發行證券募集資金，再用該資金購買創始機構剛

完成且準備發行的電影，60且因為 SPV只購買已經完成的電影（”in the can”），

所以其不需承擔電影完工之風險。其購買每部電影之價格為該電影製作成本

（production cost）加上公司經常費用（overhead），再加該部電影經過資本化計

算的利潤（capitalized interest），且每部電影之價格設有上限，以避免 SPV的資

金集中在少數幾部昂貴的電影上。並由 SPV取得所購電影的所有權，享受其所

產生的一切收益，並以此收益分配給證券投資人及支付其他交易費用。61 

                                                 
57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20-21. 
58 參考 Colleen Marie O'Connor, How DreamWorks works: Anatomy of movie-backed deals , Asset 

Securitization Report, November 4, 2002 . 
59 參考 Colleen Marie O'Connor. 
60 通常電影製片廠未來完成的全部電影，只要符合一定的寬鬆標準，就要賣給特殊目的機構，

以避免發生其只賣可能不賣座的電影給 SPV。 
61 參考 Jay H. Eisbruck, Credit Analysi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curitization: A Rating Agency 

Perspective,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52-453. 



此外，大部分的交易都設有循環期，SPV在此期間內會用所取得的電影收益

來增購新電影。電影製片廠（studio）則會被授權進行電影的行銷與配銷（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業務，因為其本已具有配銷電影的能力與經驗，能確保電影產

生最大的收益，而其地位與責任則相當於傳統證券化下之服務機構。62 

由上述說明可知，由於在交易初期可能只有很少的電影會納入資產池，所以

在進行信用評等時，信用評等機構重視的是該創始機構（即電影製片廠）的財務

體質與其過去製片的歷史紀錄及電影賣座之表現水準，以評估其未來是否有能力

達到相似的表現水準。63此外，因為創始機構在證券化交易期間負有繼續製片的

義務，再加上該電影的 P＆A成本必須由其自行投資，64進而須分擔該部電影表

現之風險，因此，其資產移轉很難構成法律上的真實買賣，而會被認為是負擔保

借貸，但 SPV仍對該資產池與其所產生的收益享有完整的擔保權益。65 

而就未來電影證券化的最新案例為 2004 年 Paramount Pictures電影公司所進

行的證券化交易，其由Merrill Lynch負責安排，發行二億一千萬美元的 VFN。

Moody's考量 Paramount電影的歷史表現與其未來 18到 24個月的預期電影名單

（the anticipated slate of movies），加上由信用評等為 A3的 Viacom Inc（Paramount

的母公司）提供支付保證等因素，將該證券評等為投資等級 Baa2。66 

其先由特殊目的機構 Dubbed Melrose Investors（Melrose）募集資金，用以

購買 Paramount在未來三年內所自製或購買的電影。每當電影完成後尚未發行

前，Melrose會融通 Paramount該部電影 25﹪的淨生產成本（net production cost），

並由 Paramount自行承擔 75﹪，Melrose則能獲得每部電影 25 ﹪的權益

（participation interest），以享有該電影未來所產生 25﹪的淨收益（net revenues）。

其與 DreamWorks個案最大不同在於其沒有電影庫作為證券化資產（交易結束日

時只納入兩部剛上映的電影），而是當拍出新電影後才加進資產池中，使其具有

風險分擔的功能而非風險移轉。67 
                                                 
62 參考 Jay H. Eisbruck,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53. 
63 參考 Jay H. Eisbruck,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53. 
64 由於 SPV所支付的購買價金原則上只包含製片成本，但其他的電影相關費用包括電影拷貝與

廣告費用（prints and advertising cost, P&A cost，這部分的成本可能高達製片成本的 50﹪以上）

則必須由創始機構自行融通，但通常會以次順位證券的方式回收該成本。如此一來，製片廠需要

承擔電影表現的風險，也就有誘因適當完成其配銷業務，以提高電影的收益，這對投資人而言也

有好處。參考 Jay H. Eisbruck,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55. 
65 參考 Jay H. Eisbruck,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56. 
66 參考 Sarah Mulholland , Funding is Paramount in new deal, Asset Securitization Report ,August 9, 

2004. 
67 參考 Sarah Mulholland. 



 

 
肆、美國智財權證券化之趨勢 

美國市場經過多年發展，可以觀察到以下四點有利智財權證券化發展的趨

勢： 

1.鑑價技術進步與重視創新管理，帶動市場發展 

    由於智財權證券化所發行證券的價值乃是其未來收益之折現值，但需要考量

許多可能影響智財權現金流量之因素來進行精確的預估與壓力測試，因此，正確

的鑑價為智財權交易成功的基礎。隨著主管機關與投資人對智財權鑑價技術與結

果接受度之提高，亦使智財權證券化有令人注目的發展。68 

    此外，美國企業日益重視創新管理（innovative management），努力結合其研

發活動與企業策略，嘗試打破實驗室與商業間的隔閡，並確保其研發成果能產生

具有貨幣價值智財權（monetizable IP）。隨著企業更瞭解證券化的好處與潛力，

搭配量多質精的智財權與其充足穩定的現金流量，將成為推動智財權證券化市場

成長的基礎。69 

 
2.以資產組合（pooling of assets）的方式進行證券化 

    考量到單一資產的風險過於集中，若能集合智財權利金收益以進行證券化，

將能在資產池中達到風險分散（diversification）的功效，即可以降低資產池中因

某一資產表現不良而對現金流量產生過大衝擊，進而降低證券債務不履行之風

險。然而，在音樂與專利權權利金之交易中，由於權利人所擁有的智財權數目有

限，不容易以資產組合的方式進行證券化，但在電影產業之製片廠擁有數量龐大

的電影庫（著作權），均透過資產組合的方式進行證券化，也因此可以募集到最

多的資金。70 

    此外，一些以進行智財權證券化為業的專業公司已朝聚集數個權利金權益之

方式進行證券化。例如專業於向發明人、小型生技公司、大學或研究機構收購製

藥專利權利金收益的 Royalty Pharma AG，即以包含十三個權利金權益的資產組

合方式進行第二次專利權證券化交易。而專業於娛樂產業權利金證券化的

Pullman Group目前也透過向表演者收購權利金權益之方式，於累積足夠的證券

化資產後，自行證券化一組資產組合（portfolio），以達成分散風險的好處。71 

                                                 
68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3. 
69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4. 
70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3. 
71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25. 



 
3.證券化擴張到新種類的智財權 

    首先進行智財權證券化者為音樂著作權，但其現在已非主流的智財權證券化

類型。在過去五年中，最主要的交易以電影與商標權證券化為主，且於 2000 年

已發展到製藥專利權證券化。72且至 2000 年底，因為以下幾點理由，73相較於專

利權、商標權與其他類型之著作權來說，音樂權利金並非最理想的證券化資產已

成明顯趨勢。 

（1）相較於急需資金的公司來說，報酬豐富的成功歌手對於現金較無需求。即

使彼等需要現金，其通常可以向其唱片公司取得無息預付款（advance）。74 

（2）相較於其他類型的授權金收益，音樂權利金之現金流量較不易預測。 

（3）在音樂產業中，智財權的所有權議題（chain-of-title issues）不易解決。除

了可能有共同創作的議題外，還有歌曲著作權與錄音著作權歸屬不同人之問題，

再加上大部分的歌手並不像 David Bowie般擁有其專輯的完整著作權，要進行證

券化將須經很多人的同意。例如Michael Jackson因其著作權共同擁有人 Sony唱

片公司不願意參與，而無法完成預計的證券化交易。75雖然一般的表演人可能不

適合進行證券化，但參考電影著作權證券化之案例，筆者認為擁有許多音樂著作

權與音樂庫的唱片公司應該仍具發展潛力。  

 
4.取得專家協助容易 

經過多年的發展，在此領域已有愈來愈多高度專業的財務、法律與稅務專家

產生，例如 Pullman Group與 Universal Credit Corp.等。也使得有關智財權證券化

的資訊日漸擴散，讓有意進行此種交易的企業或智財權利人能獲得所需的幫助。

76 
此外，美國許多證券業的專家相信，因為智財權將成為全世界大部分收益與

現金流量的來源，且證券化對交易當事人都有好處，其未來將會成為最大的證券

化資產種類。77 

 

                                                 
72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2. 
73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26. 
74 參考 Jay C. Klear, Applicability of Private Equity Fund Structure in the Furtheran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curitizations, 2002 Colum. Bus. L. Rev. 796, 2002, at 813. 
75 參考 Jay C. Klear, at 813. 
76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2. 
77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40. 



第三節  發展阻力 

 
壹、與傳統證券化資產的差異 

    雖然智財權證券化與其他資產證券化同樣是以其產生的現金流量來支持所

發行的證券，但因智財權的獨特性質（idiosyncrasy）使其與傳統證券化交易有很

大的不同。以不動產抵押貸款證券化為例，若能有量足質佳的財務表現歷史資

料，經過精算與統計分析，幾乎可以精確預測其資產池未來的現金流量表現，且

其已屬標準化資產，兩筆房貸間的風險狀況（risk profile）差異不大。 

但對智財權來說，卻不一定如此，若以藥品專利權利金為例，因為專利權多

有其獨特性，不同專利藥間的收益狀況與風險很難有相同的表現。再加上智財權

的收益受其所處產業環境影響很大，即使有過去歷史表現的資料，若產業環境改

變，其對未來資產池表現的預測功能將十分有限，但仍必須強調，還是需要有足

夠的歷史紀錄供投資人作分析，以評估資產池的收益與風險。 

再者，傳統證券化交易的資產多為貸款（loans），其現金流量每期均為固定

金額（除非債務人發生債務不履行），但智財權權利金收入卻會隨著被授權人銷

售金額的波動而隨著變化。78 

 
貳、發展難題 

    基於智財權的特性、外在配套機制、產業環境與企業文化等種種因素，智財

權證券化的發展將面臨以下難題： 

一、高風險 

基於智財權的特性所產生的風險，例如專利被撤銷、新技術取代專利技術、

消費者口味改變等等，而使得預測其未來產生的現金流量更顯困難。且因為該等

風險發生機率不低，再加上這些風險本身就難以評估，容易被誇大，而使投資人

躊躇不前。79 

 
二、智財權鑑價未成熟 

智財權鑑價技術雖來益受重視，但其仍處於發展階段，還有很多鑑價方法上

的爭議而未形成各界所能接受的準則，而進行智財權證券化交易仍不免要運用現

有的鑑價方法，其鑑價結果能否為投資人所接受亦有疑問，而可能減少投資人參

                                                 
78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11. 
79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12. 



與交易的信心。80 

 
三、智財侵權普遍 

嚴重且不易解決的侵權現象，特別是影音盜版（網路侵權尤其嚴重，如 P2P

檔案交換）、電腦軟體盜版與商標仿冒，將會大幅侵蝕被授權人的銷售金額，連

帶也會影響授權人的權利金收益，而損害智財權的價值。81 

 
四、高成本 

由於智財權的複雜性與高風險，不但使得於證券化前的智財權正當查核（due 

diligence）更為困難，所需費用比傳統證券化交易高出許多，82也增加架構智財

權證券化的難度與總成本，若資產池與證券發行量未達一定規模，將不具經濟上

的可行性。 

 
五、智財權擔保法制不完整 

因為在證券化交易中需要為投資人權益對資產池設定擔保，但在聯邦制國

家，如美國和加拿大，其法律就智財權擔保權益的相關規範均存有不確定性，以

致用智財權進行擔保交易產生困難，也對智財權證券化產生阻礙。83此外，因為

智財權尚未有公開交易市場，不易變賣且流動性較差，影響其清算價值而易使投

資人感到擔保不足。 

 
六、現有授權契約支付結構不利證券化 

大部分授權契約下的權利金支付結構為一筆預付費（upfront fee）與根據產

業標準的後續權利金（running royalty）（多為被授權人銷售金額的某一比率），

也可能再加上最低支付金額（minimum payments）的條款，而使授權契約能產生

的現金流量數量不確定。而在這種支付結構下，要將資產池收益的數量與波動變

化進行量化估計（quantification）更顯困難而阻礙智財權證券化的發展。此外，

也會因為要監控權利金的流量84而增加成本。85 

                                                 
80 同前註。 
81 同前註。 
82 同前註。 
83 參考 Howard P. Knopf, Security Interest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pproach, 2001, at 8.http://www.lcc.gc.ca/en/themes/er/fsi/publications.asp（2004/9/16瀏覽）。 
84 由於權利金是根據被授權人的銷售金額比率計算，為避免被授權人賣多報少而故意減少權利

金支付或有計算錯誤的情況產生，授權人需要監控其真實的銷售金額，於必要時，還要對被授權



 
七、組織問題 

雖然很多公司經營階層都已瞭解智財權對其營運之重要性，但在組織設計上

卻多未有專責單位或人力負責開發智財權的利用與融資管道（除了有授權部門進

行授權業務外），而使組織內各部門各行其是，如法務部門負責申請、維持與執

行智財權，研發部門負責發展新技術，86會計部門只負責製作與保管智財權財產

目錄而未與研發部門互動，87這樣的設計如何能善加管理與運用智財權，遑論思

索到智財權證券化的可能性。 

此外，營運主管常因欠缺技術知識而不瞭解授權技術之價值為何，也很少關

心此事，只要技術已授權就好。而智財權主管本身則欠缺對金融市場與工具的瞭

解，而無法開創以智財權收益進行證券化的潛力。即使智財權主管瞭解，也可能

因為其無法說服掌控公司財務決策與資金結構的財務長（CFO），而難以進行此

事。88 

 
八、需求問題 

故且不論投資人會否接受，智財權利人進行證券化交易的需求也不一定明

顯。因為相較於其他融資管道，證券化融資雖有獨特優勢，但其架構也相對複雜，

再加上智財權的特性與風險議題更加複雜化智財權證券化的交易安排，而導致可

能只有少數智財權利人需要運用此種高層次的融資手段。89 

例如信用評等優良的企業，即使其權利金收入豐厚（例如 IBM），仍可以從

金融市場獲得低利融資而不會考慮進行此種複雜交易。而收入頗豐的知名歌手也

多因其沒有獲得一大筆現金的迫切需求而不會考慮此種交易，甚至有些歌手會擔

心因為從事此種向金融市場求援的交易而敗壞其形象與聲譽。90 

此外，企業（或創作人）多不願意放棄其智財權的所有權，而為達成隔離破

產風險之目的，移轉所有權與控制權似無法避免，91若彼等有此種顧慮，也會影

                                                                                                                                            
人的財務報表與帳冊進行實地查核的工作。且在授權契約中多會約定被授權人必須準備與提供權

利金報表給授權人，供其審閱。參考 Robert C. Megantz, at 157-158. 
85 參考 David Edwards. 
86 參考 Joseph A. Agiato,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27. 
87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14. 
88 參考 Joseph A. Agiato,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28. 
89 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15. 
90 參考 Teresa N. Kerr, at 396. 
91 即使在清償證券債務後，創始機構多可以取回其智財權且（或）使擔保負擔消滅，但在證券



響其進行證券化的意願與需求。92 

 
九、欠缺次級市場 

從智財權證券化發展以來，就沒有足夠的證券在次級市場中交易與流通，且

因每項證券化交易中的智財權都非常特定，以致次級市場的投資人難以評估其現

金流量及為其定價。綜言之，欠缺標準化（standardization）是發展具有流動性

次級市場的最大阻礙，93也因此降投資人參與初級市場的意願。 

 
十、投資人對智財權不熟悉 

    由於智財權具有濃厚的法律與企業經營色彩，沒有相關的法律、企業與產業

方面的專業知識將很難瞭解智財權的價值。而就金融業來說，94雖然其也開始重

視智財權（如商業方法專利），但其程度畢竟不如時常面臨專利侵權訴訟威脅的

製造業與為盜版仿冒所苦的娛樂業，再加上智財權彼此間欠缺標準化，都使得投

資人不甚瞭解智財權的特性、潛力與價值，而影響其證券化的成功發展。95 

 

第四節  智財權證券化之風險 

 
智財權證券化多屬於未來現金流量交易（future cash flow transaction）96之類

型，因此，當信用評等機構在判斷其風險時，除了考量交易架構與證券化資產之

特質外，還要考慮資產所處整體產業之狀況。此外，智財權證券化還有另一項與

其他類型未來現金流量交易不同的特色，那就是智財權的收益高度受到消費者喜

好（popular tastes）與科技變化（technological change）所影響，此種風險將大幅

增加信用評等的複雜度。97 

此外，由於破產風險是每項證券化交易的常見問題，其降低方式不外乎是透

過真實買賣將證券化資產移轉給特殊目的機構，以達到資產分割的效果，使創使

                                                                                                                                            
化交易期間，其對該智財權的控制必然受有限制。此外，若發生證券債務不履行而須清算擔保品

時，創始機構將可能無法取回其智財權。 
92 參考 Lovells, at 11. 
93 參考 Eillot A. Fishman, at 7. 
94 證券化市場與資本市場中的投資人多屬金融業者。 
95 參考 Jay H. Eisbruck,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43. 
96 例如以油田未來開採原油之收益等天然資源所進行之證券化即屬於未來現金流量交易之型

態。 
97 參考 Jay H. Eisbruck,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43. 



機構之其他債權人日後不得就該資產有所主張，這對降低智財權利人的破產風險

來說，亦是如此。此外，還要確保該智財權於進行證券化之前未替其他債權人設

定任何擔保權益，以妨礙證券投資人之優先權益，此可以透過檢索設定擔保權益

之政府登記資料來降低風險。以上兩點是智財權證券化所需處理的共通風險議

題，於後會再做更詳細的說明。 

以下將從信用評等機構所關心議題之角度，分別就專利與商標授權收益、音

樂權利金等不同證券化資產之風險議題作說明，並提出降低風險的可能措施。 

 
壹、專利權利金 

    若不論專利權之技術或產業領域，98證券化其權利金權益時原則上要考慮以

下幾點風險，分別是市場接受度、技術落後或淘汰、被授權人債務不履行、授權

契約期間過短、授權人或服務機構違約與法律議題等風險。 

 
一、市場接受風險 

    利用一項專利技術所生產之產品，必須經過一段市場的考驗，以判斷其是否

能符合消費者之需求，而為市場所接受。99因此要判斷新產品能否成功十分不

易，且多具有投機色彩，雖然在獲得專利權後馬上授權給他人利用將能降低此風

險，但卻不能保證或評估未來銷售能否成功，所以，沒有歷史表現紀錄的新專利

權，將因很難預測其未來的收益，以致難以獲得較高的信用評等，除非由債信優

                                                 
98 每項產業因為政府管制之程度不同，其專利權的風險也有些差異，以美國製藥產業為例，除

須於產品上市前經 FDA審查外，在通過審查後，該藥品與其製造商仍須接受 FDA持續的審查與

發現程序，若日後發現該藥品有不良副作用或是製造商不符合規定的製造與品管程序，將可能導

致該藥品之製造、銷售與使用受到限制，甚至被 FDA命令從市場上回收該項有問題的藥品，如

此一來，該藥品所使用專利權之權利金收益必受影響。此外，專利藥還有受到學名藥（generic drug）

製造者競爭之問題，例如在美國 1984 年『藥價競爭與專利期間回復法』（Drug Price Competition 

and Patent Term Restoration Act of 1984，俗稱 Hatch-Waxman Act）下，有提供學名藥申請者（其

須申請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s, ANDA’s）誘因去挑戰專利藥中專利權之有效性，若其

能成功，將能獲得 180 天的資料獨占權（data exclusivity）（該權利乃指在此期間內，FDA 不會

核准同樣的學名藥上市，致使 ANDA’s獲准人擁有 180天的獨占銷售權。），能在此期間內獨占

銷售其學名藥。例如，2001 年 Barr Laboratories Inc.成功挑戰 Eli Lilly抗憂鬱藥 Prozac的專利權，

而在 180天的獨占銷售內賺取三億六千六百萬美元，致使 Eli Lilly的利潤大減。而上述兩點將是

進行製藥專利權利金證券化所要多考慮的風險因子。參考Malcolm S. Dorris, The Securitization of 

Drug Royalties: A New Elixir? , Global Securitization and Structured Finance 2003,at 80-81.    
99 這須包括確定消費者之真正需求與生產者滿足其需求之資源與能力（若沒有，就需要自行發

展或向外取得），兩者缺一不可。 



良的第三人提供保證，以降低其違約風險。 

    因此，已為市場所接受且有好幾年穩固權利金收益的專利權較適於證券化，

且若其授權契約能一直延展或能證明該專利技術還有其他的產業利用空間時，更

能提高其證券化之成功機率。100 

     
二、技術落後風險 

    即使專利權已為市場所接受且有好幾年穩固權利金收益之歷史紀錄，但其仍

有被新的優勢技術所淘汰之風險，這在技術發展速度很快的高科技產業中特別常

見，例如生物科技與半導體等。若其產品銷售被新技術替代而大幅下降，其權利

金收益也會隨之減少，此種風險會使得過去的歷史紀錄對將來收益的預測變得毫

無用處。 

然而，若該專利權有以下因素時，將能大幅降地此種風險：101 

1.證券化交易期間短：由於每項新的競爭產品也都需要一段時間來測試市場接受

度，若其所需的時間較長，且該證券化交易之期間短於前者時，可說幾乎沒有技

術落後之風險。 

2.進入障礙大：若進入該專利產品市場所需的資本與行銷投資龐大時，將會對新

進入者產生很高的進入障礙，此也會降低競爭者發展競爭技術的誘因與動力，而

降低該專利發生技術落後之風險。 

3.已建立品牌忠誠度：優勢技術通常不易擊敗已在市場上建立強勢品牌忠誠度的

專利產品，因此，其權利金收益較不會受到新技術的威脅。 

4.其他利用機會：若該專利有運用到其他產品或產業之潛力，其將有創造新收益

的機會，還能降低一種應用被新技術替代的衝擊。102 

 
三、被授權人債務不履行風險 

    顯然地，若被授權人未能依照授權契約之規定按時支付授權金時，將會影響

證券本息之及時清償。因此，若該專利能授權給多個債信優良的被授權人，將能

降低此風險。103 

 
四、授權契約過短風險 

                                                 
100 參考 Jay H. Eisbruck,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45. 
101 分析這些因素都需要有專業的產業或技術知識，因此，可能要諮詢外部專家之意見，才能做

出正確判斷。 
102 參考 Jay H. Eisbruck,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46. 
103 參考 Jay H. Eisbruck,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47. 



    若所發行的證券期間較長，而授權契約約定期間較短時，也會影響資產池之

現金流量。若存在此種情況，就有必要在交易架構中安排適當的機制，讓特殊目

的機構或服務機構能繼續利用資產池中的智財權，以產生新的授權契約與現金流

量。104然而，因為之後再定的授權契約期間不易預測，連帶會影響該授權契約未

來能產生現金流量之估計。105 

 
五、授權人或服務機構違約風險 

    由於在一些專利授權契約中，專利權人（即授權人）還有繼續的給付義務

（ongoing obligations），例如提供技術支援與協助產品開發之義務，若其日後違

反此等義務，將可能構成契約解除之事由或被授權人拒絕支付權利金而影響證券

清償。106此外，若服務機構未適當按時收取權利金，也會影響資產池之現金流量。     

而上述風險可以透過安排候補服務機構（backup servicer）來減低，即當授

權人或服務機構表現不良時，由其代為履行相關的義務。但是，若在需要提供被

授權人技術支援之情況下，可能很難找到擁有該能力之適格候補服務機構。因

此，降低此種風險的最好方式是將授權人的繼續給付義務最小化，如使一來，還

可以降低因授權人破產所造成的衝擊。107甚至可考慮在授權契約簽訂之初，即與

被授權人約定其須放棄（waive）因授權人違約而拒絕繼續支付全部或部分權利

金的抗辯權。108 

 
六、法律風險 

    此處的法律風險包括產品責任（product liability）、專利權被挑戰無效或被侵

權與專利權人破產風險等等。若實施該專利技術所製造的產品有瑕疵而對消費造

成損害時，將須對此支付鉅額損害賠償金，109此外，進行產品責任訴訟所支出的

                                                 
104 參考 Lovells, at 7. 
105 參考 Jay H. Eisbruck,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47. 
106 參見民法第二九九條第一項規定：『債務人於受通知時，所得對抗讓與人之事由，皆得以之對

抗受讓人。』。 
107 參考 Jay H. Eisbruck,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47. 
108 參考 H. John Jackson, Royalty Securitization: Taking CABS to Bankruptcy Court, Thomas 

Jefferson Law Review, Vol.21.2, at 225. 
109 例如美國藥廠Wyeth就因消費者服用 Redux與 Pondimin等飲食藥品（diet drug）而引發心臟

瓣膜問題，而將該等藥品從市場上回收，但也因此遭受數千起產品責任訴訟，最後以高達三十七

億美元以上之金額達成和解。參考Malcolm S. Dorris, at 81. 

另可參見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七條規定：『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

者，於提供商品流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



龐大法律費用也將影響權利金收益之價值，若最終官司敗訴而須將該產品從市場

上回收時，必使權利金收益大幅減少。110 

若是專利權日後被宣告無效，將使其無法再獲得權利金。若被侵權而未採取

適當的法律行動，也將影響該專利之價值與被授權人繼續支付權利金之意願，如

此種種均會影響資產池之現金流量。 

    而這些風險可以透過檢視該專利權之歷史紀錄來加以評估，若該專利已存在

一段時間並產生好幾年的收益，且沒有上述的各種問題時，未來發生這些風險的

機會相對較小。但是，對於產品責任的問題可能需要長時間的觀察與評估，因為

主張產品責任常需要花不少時間蒐集證據及進行科學研究以證明損害與其因果

關係，而延後提起法律訴訟的時點。此外，就被侵權的風險，也可以聘請專家進

行積極的市場監督，於發現可能的侵權行為後，即須迅速應變。再者，透過外部

智財保險111來控制此種風險亦為可行之道。112 

 
貳、商標權利金 

    商標權證券化之風險種類與專利權者類似，而主要差異在於商標權利金收益

會因商標形象或公司品牌不再流行或受歡迎而減少，而非如專利權之技術落後風

險。此外，因商標權須依法定程序經主管機關核准註冊，亦有因法定事由遭撤銷

而無效之法律風險。113 

                                                                                                                                            
可合理期待之安全性。  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

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理危險之方法。  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

三人時，應負連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與第

五十一條規定：『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三

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金；但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金。』。 
110 參考Malcolm S. Dorris, at 81. 
111 在今日專利訴訟興盛的時代，不論是原告或被告，透過智財保險（IP insurance）來控制侵權

責任或訴訟成本可說是一種有效的風險控制工具，這對常被大公司以侵權訴訟威脅的中小企業來

說，可能更有需要。因為即使小公司最後官司勝訴，在訴訟期間的應訴與準備，也會糾纏公司高

階主管或拖累研發業務，而因此喪失市場競爭力。有關智財保險之詳細說明，可以參考 Melvin 

Simensky and Eric C. Osterberg, The Insurance and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sks, 17 

Cardozo Arts & Ent. L. J. 321, 1999。 
112 參考 Jay H. Eisbruck,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48.  該文將專利權到期

（expiration）亦視為一種法律風險。但筆者認為，由於專利權保護期間乃由法律所明訂，並無

任何不確定可言，不應以法律風險視之。但在進行證券化交易時，確實需要注意資產池中專利權

的剩餘保護年限是否足以涵蓋交易期間，以免降低現金流量而影響證券清償。 
113 參考 Jay H. Eisbruck,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48. 



 
參、音樂著作權權利金 

一、收益預測風險 

    不同於傳統的資產證券化，音樂權利金證券化在交易初期並沒有任何應收帳

款存在，而是在交易期間中產生。因此，除了需要就其未來能產生的現金流量作

預估（以下簡稱資產池價值）外，還要預測該應收帳款產生後支付之程度（即倒

帳比率）。而音樂著作權之收益主要來自於兩類收入：唱片銷售權利金（record 

sales royalty）與音樂發行權利金（music publishing royalty）。前者為著作權人因

唱片銷售所能獲得之權利金，因此要預測唱片之銷售量，而這會受該專輯是新發

行或已發行及演唱人之市場地位等因素所影響。後者是因利用該音樂所需支付給

著作權人的權利金，例如表演、廣播、作為電視或電影配樂或錄製 CDs（此稱為

mechanical royalty ，由唱片公司所支付）等，而這會受該專輯已被證明的市場歡

迎度及其過去被完全利用之程度等因素所影響。114 

    而歷史資料是預測資產池價值的重要成分，且該資料的價值將會受其所涵蓋

時間的長短與詳細程度所影響。而除了由著作權人所提供的資料外，由外部產業

專家就該專輯與資產池進行獨立的鑑價（valuation），對預估資產池價值將有很

大幫助。而此風險除了可以透過信用增強機制來降低外，如現金擔保帳戶、儲備

基金、第三人保證或次順位證券設計，也可以藉由降低借貸價值比（LTV）來提

供投資人更多的保障，115以期獲得較高的信用評等。116 

 
二、產業風險 

    由於消費者對音樂的口味變化無常，以致娛樂產業的營運波動很大。而此點

可以透過讓該產業中的佼佼者（包括債信優良的唱片公司與地位穩固的歌手）參

與交易來降低風險，以 Bowie Bonds為例，除了 David Bowie名氣響亮外，該交

易還由當時信用評等 AAA的 EMI以簽訂授權契約之方式提供擔保，如此便可以

運用 EMI的推銷活動來促進 Bowie的音樂銷售與權利金收入，使投資人更為安

心。117 

 

                                                 
114 參考 Jay H. Eisbruck,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50. 
115 此即為超額擔保，如此一來可以提供投資人更多的資產清算價值（value of liquidation）保障，

例如鑑價結果顯示資產池價值為 100元，但只貸給權利人 60元，而非 75元時，將可多出 15元

的清算價值，但這會受到鑑價品質的影響。 
116 參考 Jay H. Eisbruck,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451. 
117 參考 H. John Jackson, at 221. 



三、歌手不良行為風險 

    由於歌手的公共形象（public image）會大幅影響消費者對他的支持程度，

進而影響唱片銷售之成績，所以歌手於證券化交易後之不良行為與舉動將會影響

資產池的現金流量。118此種風險或可透過與該歌手簽訂約束契約，使其節制可能

影響專輯權利金收入的行為舉止，119若有違反，將須支付違約金以彌補資產池收

益之損失。 

   

第五節  智財權之正當查核 

 
相較於已標準化的傳統證券化交易，智財權證券化的正當查核程序（due 

diligence）更顯複查。因為其所涉及的資產種類可能包括專利權、商標權與彼等

的各種授權契約與收入來源，雖然各類智財權間有其共通特性，但因規範彼等權

利與限制之法律不同，有其各自的體系與特別之處，再加上因其特性而與有形資

產有重大差異，均使得進行智財權正當查核程序需要花費許多研究成本

（research-intensive）。 

就證券化此事而言，因為智財權與其所產生的收益是支付證券債務的主要擔

保，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確認創始機構是否擁有該智財權與其相關收益的完整權

益，即其權利沒有任何負擔或瑕疵，120以免日後有第三人主張權利，進而影響證

券投資人所能享有的現金流量。121此外，還要進一步探究進行該智財權的強度，

以檢視其產生收益的能力與價值，判斷其能否在證券化交易期間內產生足夠的收

益以償付證券債務。 

再者，因為智財權屬地性之特色，並沒有所謂的全球專利或商標存在。122因

此，當進行證券化交易的智財權涉及不同國家的專利或商標時，其權利狀態必須

根據註冊當地國的法律、行政規則與法院實務來決定，此需要聘請當地的法律顧

                                                 
118 參考 H. John Jackson, at 222. 
119 若所約定之行為約束並未有不合理之處，於我國法律上應屬可行。參見民法第十七條規定：『自

由不得拋棄。自由之限制，以不背於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為限。』。 
120 在美國需要同時查詢各州政府的 UCC 登記與專利商標局及著作權局的聯邦登記資料，此乃

因為美國法院對於確保智財權與其相關權益擔保權益之保全程序至今尚未有統一見解所致，所以

兩處都查才保險，詳後述。 
121 參考 H. John Jackson, at 224-225. 
122 雖然在歐盟有所謂『歐洲專利』但其權利保護內容仍須依歐洲各國專利法與法院實務來決定。

而就國際申請的專利合作公約（PCT）與馬德里協定，其只是統一申請程序，但所取得者仍是各

國專利與商標，其權利內容仍依各國專利法與商標法來決定。 



問來協助進行查核，這點相當重要，但也會因此增加智財權正當查核的困難度與

時間成本。若考量到成本限制，至少必須在該智財權有重要商業活動的國家進行

查核，123因為那是產生權利金的重要來源，對證券化的影響程度最大。以下將說

明證券化交易所需注意的查核重點。 

        
一、權利歸屬議題（ownership）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要確認創始機構擁有係爭智慧財產的所有權，因為唯

有所有權人才能享受一切從該智財權產生的收益。而就專利與商標來說，因其需

要經過審查程序，可以透過調查各國主管機關的權利登記資料來瞭解其原始權利

人與移轉情況，並探究其權利移轉過程中有無任何瑕疵存在。 

但就著作權而言，因為許多國家多無登記程序，例如我國，而使得著作權歸

屬狀態之調查更顯困難。而在有著作權登記制度之國家，如美國，還要確定該著

作是否已向美國著作權局（U.S. Copyright Office）合法登記，因為登記雖非取得

著作權之保護要件，但未經登記的著作不可以提起侵權訴訟，124且若已經登記，

法院將會推定登記人為著作權人，還可以在勝訴的侵權訴訟中，請求法院判決被

告賠償法定賠償金（statutory damages）與律師費用（attorney’s fees）。125 

此外，因為法律規定使然，主管機關的權利狀態資料亦非絕對正確，例如我

國就專利權與商標權之移轉採登記對抗主義，故即使已發生權利讓售之事實，可

能因交易人未向主管機關登記，而使得查核當時無法得知此事。美國也會有同樣

的情況，因為其專利法、商標法與著作權法雖也對權利轉讓要求須經登記才有對

抗效力，但其讓與人有（著作權）一個月到（專利權或商標權）三個月的優惠期，

                                                 
123 參考Malcolm S. Dorris, ,at 83. 
124 這當然會影響該著作權的價值與產生現金收益的能力。參見美國著作權法 17 U.S.C. Sec. 411:

『(a) Except for an action brought for a viol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author under section 106A(a), and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ubsection (b), no action for infringement of the copyright in any United 

States work shall be instituted until registration of the copyright claim has been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title….』。 
125 參見美國著作權法 17 U.S.C. Sec. 412：『In any action under this title, other than an action brought 

for a viol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author under section 106A(a) or an action instituted under section 

411(b), no award of statutory damages or of attorney's fees, as provided by sections 504 and 505, shall 

be made for - (1) any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in an unpublished work commenced before the 

effective date of its registration; or (2) any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commenced after first publication 

of the work and before the effective date of its registration, unless such registration is made within 

three months after the first publication of the work』。 



只要在此期間內完成登記，還是可以對抗後來的讓與及設定擔保行為。126這對後

來的交易人來說，相當不利。 

再者，在專利權有所謂的職務發明及非職務發明的議題，在著作權中則有僱

傭著作（work made for hire）及出資著作的議題，127若有此種情況，要確認創始

機構是否真得擁有該智財權。此外，專利權與著作權都有共有（joint ownership）

的問題，因為共有智財權的權利行使須經全體共有人同意，若有其他共有人反

對，將無法進行證券化交易，例如Michael Jackson預計進行的音樂權利金證券

化，就因著作權共有人 Sony 不願參與而胎死腹中。此外，即使不參與交易的共

有人同意此事，但因該智財權所產生收益必須按共有人的應有部分分配，將會降

低資產池的價值，而可能因為無法產生足夠的現金流量而不適合進行證券化。 

 
二、有效性（validity） 

如前所述，雖然專利權在核准後，即具有法律效力，但其仍可能因事後被發

現不具備專利三要件128或有其他法定事由而遭撤銷，例如被發現有審查時未注意

的先前技術，而以不具新穎性撤銷之。同樣地，商標權也有評定與廢止的問題，

如不具備識別性的註冊商標，可以申請評定撤銷之，或註冊商標無正當理由迄未

使用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三年者，主管機關可依職權或申請廢止其註冊。129若智

                                                 
126 參考 Melvin Simensky and Howard A. Gootkin, Liberating Untapped Millions for Investing 

Collateral: the Arrival of Security Interests in Intangible Asse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Vol.Ⅱ, Melvin Simensky, Lanning Bryer and Neil J. Wilkof edited,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9, at 29.29. 
127 參考著作權法第十一條：『受僱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以該受僱人為著作人。但契約約定以

僱用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依前項規定，以受僱人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歸僱用人享有。

但契約約定其著作財產權歸受僱人享有者，從其約定。前二項所稱受僱人，包括公務員。』；著

作權法第十二條：『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除前條情形外，以該受聘人為著作人。但契約約

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依前項規定，以受聘人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依契約約

定歸受聘人或出資人享有。未約定著作財產權之歸屬者，其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依前項規

定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者，出資人得利用該著作。』。 
128 分別是新穎性、進步性及產業利用性。 
129 參考我國商標法第五十七條規定：『商標註冊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商標專責機關應依職權或

據申請廢止其註冊：一、自行變換商標或加附記，致與他人使用於同一或類似之商品或服務之註

冊商標構成相同或近似，而有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二、無正當事由迄未使用或繼續停

止使用已滿三年者。但被授權人有使用者，不在此限。三、未依第三十六條規定附加適當區別標

示者。但於商標專責機關處分前已附加區別標示並無產生混淆誤認之虞者，不在此限。四、商標

已成為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通用標章、名稱或形狀者。五、商標實際使用時有致公眾誤認誤信其



財權之有效性發生問題，將會枯竭其權利金收入。 

 
三、權利範圍及強度（strength） 

此議題對專利權特別重要，即使專利權可以通過有效性之查核，仍須檢視其

申請專利範圍（claims）之廣狹，包括其文義及專利申請過程（file wrap），130以

判斷其價值。131若申請專利範圍很小，他人可以輕易透過規避設計（design 

around）而不構成侵權時，此項專利權可說幾無價值。原則上，申請專利範圍中

的要件（limitations）愈多者，其權利範圍就愈小，就愈不容易構成侵權。若專

利權強度過低，將嚴重影響其進行授權之機會，而不適合成為證券化之標的。 

 
四、使用權分析（right-to-use analysis） 

    如前所述，智財權屬於排他權，但並不保障積極使用權。以專利權為例，就

需要查核該專利權所涵蓋者屬於何種技術，是原創發明還是改良發明，授權給他

人後，被授權人可否自由使用，132還是要再取得他人授權或進行交互授權才可以

實施該專利技術。 

同樣地，著作權也有類似的問題，例如衍生著作（derivative works）須經原

著作人授權才能合法利用。133以歌曲著作為例，通常一首歌曲有兩個著作權，一

為寫歌人的音樂作曲著作權（musical composition copyright），二為該歌曲錄音人

的錄音著作權（sound recording copyright），134而錄音著作權人不但須取得樂曲著

                                                                                                                                            
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者。六、商標使用結果侵害他人著作權、專利權或其他權利，

經法院判決侵害確定者。被授權人為前項第一款之行為，商標權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而不為反對之

表示者，亦同。有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情形，於申請廢止時該註冊商標已為使用者，除因知悉他

人將申請廢止，而於申請廢止前三個月內開始使用者外，不予廢止其註冊。廢止之事由僅存在於

註冊商標所指定使用之部分商品或服務者，得就該部分之商品或服務廢止其註冊。』。 
130 在美國，於判斷專利侵權適用均等論時，會有申請專利過程禁反言原則之適用。此時，會限

制均等論之適用範圍，進而影響申請專利範圍之大小。 
131 參考 Judith Chur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s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sights: the 

Corporate and Security Law Advisors, Vol.15, No. 3, March 2001, at 15.   
132 參考Malcolm S. Dorris, at 82. 
133 參見著作權法第六條：『就原著作改作之創作為衍生著作，以獨立之著作保護之。  衍生著作

之保護，對原著作之著作權不生影響。』、第二十八條：『著作人專有將其著作改作成衍生著作或

編輯成編輯著作之權利。但表演不適用之。』、第三條第一項第十一款規定：『十一、改作：指以

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片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 
134 在我國還有表演人之著作權問題。國際上以著作鄰接權保護表演人之權益，但在我國則以著

作權保護之，參見著作權法第七條之一規定：『表演人對既有著作或民俗創作之表演，以獨立之



作權人的同意，於日後銷售唱片時，還須與樂曲著作權人分享權利金。相較於樂

曲著作權，錄音著作權之價值顯然較低。135而創始機構擁有哪種著作權將決定其

所能享受權利金的種類與價值，所以確定其擁有什麼權利將成為進行證券化的重

要程序，也會影響投資人的參與意願。   

  
五、未侵權分析（non-infringement analysis）與侵權處理 

    因為創始機構所擁有的智慧財產可能會侵害第三人之權利，特別是在電腦軟

體之情形，其可能未經他人同意或授權而將他人受著作權（或有專利權）保護之

程式碼納入其軟體產品中，而構成侵權。136或是音樂專輯有利用到他人的創作，

或未經他人同意將既有歌曲或錄音納入新的歌曲中（此乃所謂的”sampling”，即

由若干歌曲中選取精華結合寫成新歌），這種情況在 Rap等 Hip-Hop音樂十分常

見，很有可能發生侵權爭議。 

例如美國著名的 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一案就涉及 Rap歌手

Campbell將 Acuff-Rose Music唱片公司擁有著作權的既有歌曲”Oh! Pretty 

Woman”納入其新編歌曲中而產生侵權爭議，137雖然美國最高法院於該案認為該

Campbell之行為構成著作權法下的合理使用（fair use），但這耗時超過三年才宣

告落幕的官司，也顯示此種音樂非常容易遭受侵權挑戰。138此外，就商標權而言，

也要注意其註冊商標未侵害他人之專利權或著作權，否則於日後使用時，除有侵

權議題外，該商標權還會被廢止。139 

再者，還要檢視該智財權有無被他人侵權，若有，是否已採取適當的法律行

動。因為被侵權而未妥適處理的智財權將嚴重影響其價值，進而影響既有被授權

人支付（高額）權利金或繼續授權的意願，甚至喪失與他人締結新的授權契約之

機會。 

通常有侵權爭議（不論是侵權或被侵權）的智財權都比較不適合進行證券

                                                                                                                                            
著作保護之。表演之保護，對原著作之著作權不生影響。』。因此，錄音著作權人『還』須向表

演人支付權利金，參見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表演人專有以錄音、錄影或攝影重製

其表演之權利。』，而表演人則須向作曲人支付權利金，參見著作權法第二十六條第一項規定：『著

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公開演出其語文、音樂或戲劇、舞蹈著作之權利。』。 
135 參考 Lisa M. Fairfax, at 475. 
136 參考 Barry D Weiss, Information-age acquisitions: Locking up assets, Part I,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Vol. 33, Iss.1, Jul/Aug 1998, at 19-26. 
137 就該案之分析，有興趣者可以參考馮震宇，同註 135，第 170-173. 
138 參考 Lisa M. Fairfax, at 477-478. 
139 參考我國商標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六款規定。 



化，因為進行訴訟都具有一定程度的不確定性且耗費時日而有影響日後權利金收

益之高度風險，進而降低投資人的參與意願。 

 
六、現在狀態（current status） 

在確認智慧財產之所有權與有效性後，更重要的是要查核智慧財產的現在狀

況，因為這對其能否進行證券化交易影響重大。查核重點包括專利權的剩餘年限

（remaining years），若一個重要的專利，在進行交易時，其剩餘年限只剩幾個月，

其價值就比還有好幾年者低許多。還有專利權與商標權之年費及註冊費是否有按

時繳納，以免導致權利消滅。140此外，商標權有無按時申請延展、專利權若可以

申請延長期限時，141有無依法申請等等，也須特別注意。 

 
七、授權契約（licensing） 

    由於權利金收益來自於授權契約，因此需要審查創始機構所擁有授權契約之

條款內容與契約當事人間之權利義務關係。首先，要確認該授權契約或權利金債

權可否合法轉讓（transferable），若該契約有特別約定不可以轉讓的條款，就難

以移轉給特殊目的機構。142此外，若為專利授權契約，其所涵蓋的專利權有哪些，

包不包括契約締結後所發展的新技術，且其約定由誰負責維持或執行專利權的義

務，而負有義務之一方，有無足夠的資源履行之。143再者，還要檢視授權人對被

授權人有無其他的繼續性義務，例如技術支援，若有，其程度如何，若違反會否

構成被授權人不給付權利金的抗辯。最後，還要審查該被授權人的債信品質，甚

至延伸到在該交易架構下所設計該智財權未來可能授權對象的類型，以評估彼等

按時支付權利金的能力。144 

                                                 
140 參考我國專利法第六十六條及商標法第二十六條規定。 
141 參見商標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商標自註冊公告當日起，由權利人取得商標權，商標權期間為

十年。  商標權期間得申請延展，每次延展專用期間為十年。』及專利法第五十二條規定：『醫

藥品、農藥品或其製造方法發明專利權之實施，依其他法律規定，應取得許可證，而於專利案公

告後需時二年以上者，專利權人得申請延長專利二年至五年，並以一次為限。但核准延長之期間，

不得超過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取得許可證所需期間，取得許可證期間超過五年者，其延長期

間仍以五年為限。  前項申請應備具申請書，附具證明文件，於取得第一次許可證之日起三個月

內，向專利專責機關提出。但在專利權期間屆滿前六個月內，不得為之。  主管機關就前項申請

案，有關延長期間之核定，應考慮對國民健康之影響，並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核定辦

法。』。 
142 參見民法第二九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但同條第二項規定，該特約不可以對抗善意第三人。 
143 參考Malcolm S. Dorris, at 82. 
144 參考 Lovells, at 10. 



 
而上述所說的項目，可以只作最基本的查核，也可以進行很深入的分析。例

如以專利強度分析為例，可以只判斷申請專利範圍的表面文義，也可以進一步佐

以專利說明書作解釋，還可以再深入審閱其申請過程之記錄，甚至做到其被規避

設計的可能性，若涉及侵權爭議也還可以進一步判斷訴訟風險之高低等等。雖然

應該盡力確保有足夠的時間進行完整的正當查核，但我們也必須瞭解沒有任何一

個智財查核是完美無瑕的。145因此，若已達成投資人或信用評等機構能接受的量

化與質性重要目標時即可。 

 

第六節  破產議題 

 
    在美國實務下，如同傳統資產證券化一樣，隔離智財權利人（以下稱為創始

機構）的破產風險也是投資人最關心的議題之一，即當創始機構破產時，彼等是

否能夠受清償。而當特殊目的機構擁有證券化資產時，投資人就能繼續受清償，

反之，其證券債權就必須被暫停，且可能受到損害。特殊目的機構只有在創始機

構之資產移轉構成法律上的銷售，即真實買賣（true sale）時，才能擁有該資產。
146 
且能順利隔離創始機構破產風險之交易架構也是證券化能獲得較高信用評

等的重要因素。同樣地，在智財權證券化下，隔離破產風險之方式仍是由創始機

構將其欲進行證券化的智財權與相關權益（即證券化資產）透過真實買賣移轉給

特殊目的機構，並依美國統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第九條的規定

進行設定與保全程序（attachment and perfection），進而將智財權與從其所產生的

（未來）權利金收益移除於創始機構的財產之外。如此一來，當其破產時，證券

化資產就不會被歸屬於破產財團中，而被創始機構的債權人所追及。147 

反之，若破產法院認為該資產移轉不是真實買賣而是附擔保借貸（secured 

loan）時，該資產將會被劃歸破財產團中，不論該資產在哪裡或由誰持有，148而

                                                 
145 參考 Adam Liberman, Australia: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10 Ingredients 

to a Successful Deal, Mondaq, 19 July 2004, 

http://www.mondaq.com/article.asp?articleid=27355&email_access=on.（2004/9/25瀏覽）。 
146 參考 Steven L. Schwarcz, The Impact of Bankruptcy Reform on “True Sale” Determination in 

Securitization Transactions, Fordham Journal of Corporate & Financial Law, Vol.7, No.2, 2002, at 355.   
147 參考 H. John Jackson, at 226. 
148 參考 H. John Jackson, at 227. 另可參見美國破產法 11 U.S.C. 541之規定。 



使投資人的權益必須經過冗長的破產程序才能獲得清償，即使其就證券化資產擁

有擔保權益亦是如此。149但有擔保權益的債權人仍能優先於無擔保的債權人就該

擔保物之價值受清償或取得該擔保物。150 

雖然當智財權利人發生破產時，其證券化交易也有面臨虛偽移轉與實質合併

挑戰之風險，但這兩點於智財權證券化中並無特殊之處，因此本研究只專就真實

買賣與授權契約之特殊處理作探討。 

 
壹、真實買賣 

    美國法院首先於 Major’s Furniture Mart, Inc. v. Castle Credit Inc.151一案探討

有關真實買賣判斷的議題，該案涉及某一傢俱公司將其應收債權（accounts 

receivable）移轉給財務公司以換取現金。負責審理該案的第三巡迴上訴法院（The 

Third Circuit）表示統一商業法典並未就真實買賣及附擔保借貸兩者間之區別提

供判斷標準，因此，一項資產移轉構成銷售還是設定擔保權益將由法院決定。法

                                                 
149 參考 Thomas J. Gordon, Securitization of Executory Future Flows as Bankruptcy –Remote True 

Sales, 67 U. Chi. L. Rev. 1317, fall, 2000, at 1342. 原因是在美國破產程序開始後，原則上一切對破

產財團之求償或保全行動將自動暫停（automatic stay）而不得進行（但有例外，即符合一定條件

的擔保權利人可以單獨請求法院解除自動暫停效力對其之限制）。參見美國破產法 11 U.S.C. Sec. 

362：『(a) Except as provided in subsection (b) of this section, a petition filed under section 301, 302, or 

303 of this title, or an application filed under section 5(a)(3) of the 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Act of 

1970, operates as a stay, applicable to all entities, of - (1) the commencement or continuation, including 

the issuance or employment of process, of a judicial, administrative, or other action or proceeding 

against the debtor that was or could have been commenced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ase under 

this title, or to recover a claim against the debtor that arose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ase under 

this title; (2) the enforcement, against the debtor or against property of the estate, of a judgment 

obtained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ase under this title; (3) any act to obtain possession of 

property of the estate or of property from the estate or to exercise control over property of the estate; (4) 

any act to create, perfect, or enforce any lien against property of the estate; (5) any act to create, perfect, 

or enforce against property of the debtor any lien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lien secures a claim that arose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ase under this title; (6) any act to collect, assess, or recover a claim 

against the debtor that arose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ase under this title; (7) the setoff of any 

debt owing to the debtor that arose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ase under this title against any 

claim against the debtor; and (8) the commencement or continuation of a proceeding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Tax Court concerning the debtor. 』。 
150 參考William M. Goldman and Charles G. Klink, Bankrupt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Melvin Simensky et al. edited, at 28.5. 
151 判決案號：602 F. 2d 538 (3d Cir 1979). 



院於該案中認定該交易屬於附擔保借貸而非銷售，雖然公司表示其為真實買賣，

其理由為該傢俱公司保證財務公司能獲得其所支付之金額，不論該應收債款是否

能獲清償。152 

    此外，第三巡迴法院還對下級的破產法院提供判斷此問題的指示：於判斷該

資產移轉是銷售還是提供擔保時，破產法院不應只看當事人對該交易所做之特性

描述（characterization），而應查明該交易的真實本質，即該契約下的法律權利與

經濟結果較相似於融資交易還是買賣。153     

雖然自從該案以後，美國法院對於真實買賣與附擔保借貸間的判斷原則有作

更進一步的發展，但至今仍無明確的標準與界線，而是透過考量以下相關因素，

作綜合判斷。包括根據書面判斷的當事人意圖、買方有無追索權、買方有無保留

剩餘權益、是否以（由獨立第三人鑑價）公平價格進行交易、是否由買受人承擔

資產所有權的全部利益與負擔、是否由買受人取得該資產的控制權等等，當有關

鍵多數（critical mass）的因素指向該交易是真實買賣時，法院就會認定該交易為

真實買賣。154然而，因為許多證券化交易都會同時擁有真實買賣與附擔保借貸的

因素，以致法院必須衡量這些混合因素在該交易中的重要性後，才能作出最後判

斷。155 

    套用上述判斷因素，若證券化交易要被認定為真實買賣，在最理想的情況

下，其必須符合以下條件。首先，在當事人意圖上，必須於交易文件中使用關於

買賣之法律術語（terminology），即以賣方（seller）與買方（buyer）稱呼交易當

事人，且應由買受人擁有關於該資產的證明文件而非創始機構，並將此事通知創

始機構的債權人或辦理公示登記。156此外，從交易的經濟實質面觀之，創始機構

不能對該移轉資產保留風險與利益，且不能讓證券化資產的現金收益與創始機構

的其他財產有混合的情況。且特殊目的機構必須是以公平價值購買該資產且不能

對創始機構就該資產擁有追索權（recourse），而創始機構亦不能負有義務去購回

債務不履行之資產，理由是這樣一來，買受人將不須承擔該資產的損失風險。157 

且於交易後，創始機構對證券化資產不能擁有法律上之控制權，即創始機構

                                                 
152 參考 Thomas J. Gordon, at 1330-1331.   
153 參考 Thomas J. Gordon, at 1331. 
154 參考 Lois R. Lupica, Asset Securitization: The Unsecured Creditor's Perspective, 76 Tex. L. Rev. 

595, February, 1998, at 639. 
155 參考 Lois R. Lupica, Asset Securitization, at 640. 
156 參考 H. John Jackson, at 226. 
157 參考 Thomas J. Gordon, at 1333-1334.   



不能保留購回權或替換資產的權利。158再者，美國法院認為於交易後，創始機構

對特殊目的機構所負繼續義務也不能超過應受帳款管理者與收款代理人

（collection agent）之程度，理由是既然證券化資產已經真實買賣給特殊目的機

構，創始機構已非所有權人，對其已售資產不應該有任何關連，或其介入行為必

須受有限制，否則，將可能破壞真實買賣的認定。159 

   然而，因為智財權證券化交易多會涉及『尚未產生的未來現金流量』（executory 

future cash flows）的交易類型，例如 Bowie Bonds，有論者認為此特質將更複雜

化真實買賣之判斷。160所謂『尚未產生的未來現金流量』乃指倚靠未來某事件發

生而創造的資產所產生的現金流量（cash flows dependent on some event occurring 

in the future that creates an asset），即該創造資產的事件未來會否發生並不確定，

因此，『尚未產生的未來現金流量』能否實現也不確定，所以其尚不能算是資產。

雖然應收債款（receivables）也屬於未來現金流量，但其與『尚未產生的未來現

金流量』最大不同在於其所倚靠產生現金流量的事件已經發生，但『尚未產生的

未來現金流量』者還沒有。是故，『尚未產生的未來現金流量』在公司的資產負

債表上不能當作資產，因為其欠缺應計基礎（accrual basis）。161 

    此種交易型態將因以下兩點原因而不易構成真實買賣： 

一、過多的信用風險保障 

因為智財權證券化未來能產生現金流量可能不會實現，以致其風險升高。為

能使投資人接受，該交易架構可能必須提供更多的信用增強機制，例如超額擔保

等，此雖能使投資人更安心，但也因此使投資人幾乎不用承擔證券化資產所產生

的信用風險，而轉由提供超額資產的創始機構承擔，如此一來，將有礙真實買賣

之認定。162 

其解決之道可能在於將風險反映在資產售價上，而不要使用過多的超額擔

保。因為證券化資產風險較高，所以其價值較低，創始機構所要求的資產售價因

                                                 
158 參考 H. John Jackson, at 227. 
159 參考 Thomas J. Gordon, at 1334-1336.   
160 參考 Thomas J. Gordon, at 1319.  筆者認為智財權證券化交易不一定都屬於『尚未產生的未來

現金流量』交易類型，例如以既有授權契約之專利權或商標權進行證券化，特別是在授權契約中

有約定最低權利金給付數額者，未來已有最低數額的應收債款（例如 Guess?商標權利金證券化

案例），且因產生現金流量的原因事實均已發生，故不屬於『尚未產生的未來現金流量』。雖然在

音樂權利金與電影權利金證券化中，大多屬於此種交易類型，但就本質而言，智財權證券化並非

必然屬於此種類型，還是要看具體交易架構與證券化資產種類而定，此點特別說明。 
161 參考 Thomas J. Gordon, at 1318-1319. 
162 參考 Thomas J. Gordon, at 1339. 



此降低，且因沒有過多擔保，法院應能接受其屬於公平交易價格。但此方式的問

題在於，折價過低將會影響創始機構進行證券化交易的意願。163 

 
二、創始機構所負繼續義務太多 

    由於證券化資產未來能否產生現金流量大多有賴創始機構的努力與繼續經

營，164可能導致創始機構對該資產所負的繼續義務已遠超於應受帳款管理者與收

款代理人的程度，以致其對該資產擁有過多的控制。以同樣是『尚未產生的未來

現金流量』的天然資然（如油田未來收益）證券化為例，投資人所持有證券的及

時清償有賴創始機構（產油公司）在交易期間繼續開採油礦與銷售，以創造現金

流量。如此一來，創始機構將對未來現金流量的品質與數量擁有實質控制權，遠

超過服務機構的地位而可能使法院將該交易認定為附擔保借貸。165166 

   而此問題之解決或可透過在證券化交易中明定創始機構履行繼續義務之權限

範圍。以電影著作權證券化中的製片廠為例，可以事先在服務契約中明訂其行銷

與配銷電影與未來電影製片等業務與活動的相關限制條件，而不給予過多的自主

權限，讓其無法任意控制未來現金流量產生的品質與數量，以期使法院相信其只

是處於受託人的地位，按照特殊目的機構（資產所有人）所預定之指示，進行資

產管理之工作。167此外，筆者認為若能找到具有管理與經營證券化資產能力之第

三人來擔任服務機構的角色，更可以順利解決此疑慮。當然，筆者也不否認創始

機構可能是最瞭解如何管理證券化資產之人，此時要找到『完全的替代者』可能

並非易事。 

 
貳、美國破產改革法案 

    如前所述，美國法院對於真實買賣的判斷標準尚未明確，此點已對證券化交

易產生很大的法律風險。筆者認為從交易本質觀之，證券化本來就是創始機構為

                                                 
163 參考 Thomas J. Gordon, at 1343. 
164 由於在證券化交易中，創始機構對證券化資產（與其債務人）最為熟悉，所以多由其繼續擔

任交易中服務機構，以管理該資產。也因此，創始機構對特殊目的機構多負有繼續管理證券化資

產之義務，但具體義務內容會因個案交易需要來決定。當然，並非一定要由創始機構擔任服務機

構，由其他有能力管理資產的第三人擔任也可以。 
165 例如美國法院在 Petron Trading Co v. Hydrocarbon Trading & Transport Co., 663 F. Supp. 1153（E. 

D. Pa 1986）該案認為，因為賣方保留不須與買受人商量，即可改變其已出售應收帳款帳戶

（accounts）價格之權利，而對該資產擁有太多的控制權，所以不能將該交易認定為真實買賣。

參考 Thomas J. Gordon, at 1339-1340. 
166 但筆者認為此論點在『所有者與經營者分離』已呈商業實務趨勢之今日似乎有點過時。 
167 參考 Thomas J. Gordon, at 1343. 



進行融資活動所發起，將證券化資產移轉給特殊目的機構之目的只在於隔離破產

風險而吸引投資人，但並非創始機構真的想出賣該資產。因此，在整個交易架構

中難免會有附擔保借貸的特質出現而使法院對此議題之判斷困難化與不確定

化，若要快速消除此項法律風險似乎只有透過立法解決一途，若留待法院實務自

行發展恐將耗時費日，168也會因此增加證券化交易之成本。169 

    美國國會似也意識到此問題不利於證券化交易之發展，而於 2001 年提出破

產改革法案（Bankruptcy Reform Act of 2001），其中 Section 903將修改破產法第

541條有關破產財團（debtor’s bankruptcy estate）範圍之規定，將創始機構於資

產證券化（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170交易中所移轉給適格機構（eligible entity）
171的適格資產（eligible asset）172173移除於破產財團之外，174明文為真實買賣提

                                                 
168 參考 H. John Jackson, at 227. 
169 若此議題不解決，進行證券化交易就一定需要律師出具是否為真實買賣的法律意見書。但因

為法院的標準並不明確，出具此類意見書的律師也不敢在其中表示該交易確實為真實買賣的意

見，只能在假設的前提事實下，進行推論。 
170 該法案所謂資產證券化乃指以移轉給適格機構的適格資產作為發行人所發行證券的支付來

源，且該證券中的大部分優先順位證券經過一家以上全國認同的證券評等組織評等為投資等級的

交易。原文如下：『a transaction in which eligible assets transferred to an eligible entity are used as the 

source of payment on securities, the most senior of which are rated investment-grade by 1 or more 

nationally recognized securities rating organizations, issued by an issuer.』，轉引自 Thomas J. Gordon, 

at 1328. 
171 該法案所謂適格機構乃指專門從事適格資產取得與持有業務，並發行由適格資產所支持的證

券及其輔助活動的信託、公司、合夥或其他法人實體。原文如下：『trust corporation, partnership, or 

other entity engaged exclusively in the business of acquiring and holding eligible assets, issuing 

securities backed by eligible assets, and taking actions ancillary thereto.』，轉引自Thomas J. Gordon, at 

1329. 
172 該法案所謂適格資產乃指能根據其條件在有限的期間內轉換為現金的金融資產（包括其權益

與收益），加上任何用來確保服務與將收益及時分配給證券持有人之權益與資產。原文如下：

『financial assets (including interests therein and proceeds thereof), either fixed or revolving, including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mortgage loans, consumer receivables, trade receivables, and lease 

receivables, that, by their terms, convert into cash within a finite time period, plus any rights or other 

assets designed to assure the servicing or timely distribution of proceeds to security holders.』，轉引自

Thomas J. Gordon, at 1328-1329.  
173 若智財權證券化交易涉及『尚未產生的未來現金流量』的類型，其資產能否符合該修正法案

中適格資產的定義而適用該規定呢？美國有論者根據以下四點理由認為『尚未產生的未來現金流

量』的證券化交易不能適用該法案之規定：一、『尚未產生的未來現金流量』不是資產，所以其

非適格資產所定義的金融資產。二、立法定義中所舉的金融資產例子均不屬於『尚未產生的未來



供安全港。175 

    而該改革法案對美國法院實務衝擊最大之處在於其對『移轉』一詞進行立法

定義，只要破產人（創始機構）以書面表示其以移除之意圖將該係爭適格資產出

售、提供或轉讓，176在破產法下就可達到從其破產財團中移除之效果。因此，是

否構成真實買賣將完全只看創始機構是否有此意圖，若有，即屬之。而美國法院

判例下所需考量的其他實質因素，例如受讓人有無類似追索權之權利或程度及讓

與人有無權利取回該資產，將完全不論。177如此一來，將使得真實買賣的判斷變

得十分單純。 

且要強調的是，該改革法案並沒有要解決與證券化交易有關的所有破產法議

題，其只處理真實買賣的認定而已。即在該法案通過後，破產管理人仍有權利根

據美國破產法第 548條規定取回構成虛偽移轉（fraudulent conveyance）的資產。

此外，美國法院仍能行使破產法第 105條所賦予的衡平權力，將資產受讓人與破

產人實質合併，視為同一實體。但經過適當安排，這兩種風險其實都很小，即特

殊目的機構支付該資產的合理等同價值（reasonably equivalent value for the 

assets）給創始機構，且在創始機構與特殊目的機構間保持適當的正式形式

（appropriate formalities），以維持特殊目的機構的獨立性。178 

 然而，該修正案卻在恩龍（Enron）醜聞案發生後，於 2002 年被美國國會

主動撤回，179至今仍未通過。180因此，有關真實買賣的認定仍須由法院實務所發

展的法則來判斷。就該法案之修正內容，美國有學者認為會對創始機構的其他債

權人權益產生重大影響，甚至不利於尋求更生重整（reorganize）的破產人，而

                                                                                                                                            
現金流量』。三、因為其現金產生與否尚不確定，所以不能符合在有限期間內轉換成現金的定義。

四、從該法案的立法歷史資料觀之，其中未提及『尚未產生的未來現金流量』，故能支持以上之

解釋。因此，其認為移轉『尚未產生的未來現金流量』能否構成真實買賣仍須依美國法院的判例

來決定。參考 Thomas J. Gordon, at 1329-1330. 
174 整句原文如下：『any eligible asset (or proceeds thereof),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eligible asset was 

transferred by the debtor, before the date of commencement of the case, to an eligible entity in 

connection with an 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轉引自 Thomas J. Gordon, at 1328. 
175 參考 Steven L. Schwarcz, at 356. 
176 其原文如下：『sold, contributed, or otherwise conveyed with the intention of removing them』，引

自 Steven L. Schwarcz, at 357. 
177 參考 Steven L. Schwarcz, at 357. 
178 參考 Steven L. Schwarcz, at 359-360. 
179 因該醜聞與恩龍公司運用特殊目的機構（SPV）有關（但與證券化無關），美國國會為回應社

會對濫用特殊目的機構之疑慮，而撤回此修正案。 
180 參考 Steven L. Schwarcz, at 353. 



表示反對立場。181但亦有學者認為該法案所設定的安全港能為證券化交易保留合

理的商業期待，能確保此市場的效率與可預測性，而表示贊同立場。182 

    筆者則基於以下兩點理由肯定美國修正法案： 

一、美國法院依個案所發展的判斷標準難臻明確，且因需要綜合考量多項因素而

帶有高度之不確定性。183此乃因證券化之本質在於融資而非買賣，本不應將重點

放在資產移轉是否屬於買賣，以立法方式將符合一定條件的資產移轉排除於創始

機構的破產財團，方能直指問題核心，並回應市場需要。 

二、由於證券化能提供創始機構具競爭力的融資管道，而隔離破產風險的機制正

是支持其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該法案能有效降低真實買賣判斷的不確定性風

險，將有助於讓投資人更安心地接受此種金融商品，進而順暢證券化市場的有效

發展。 

因此，我國應可參考美國破產法修正案的立法，以降低證券化交易的法律風

險。 

 
參、授權契約之特殊議題 

    如前所述，進行智財權證券化時，創始機構可能將智財權連同授權契約全部

移轉給特殊目的機構，也可能只移轉授權契約下所享有的權利金權益，而移轉資

產內容不同，所受到創始機構破產的影響也會有所不同，尤其是在未移轉智財權

本身與授權契約而只移轉權利金收益之情況下。理由是在美國破產法下，當創始

機構破產且其所擁有的智財授權契約被法院認為屬於『尚待履行契約』（executory 

contract）時，會有特別的處理程序，而可能影響權利金證券化之現金流量。184    

在美國破產法 11 U.S.C. Sec.365（以下簡稱第 365條）有就『尚待履行契約』

（executory contract）作特別規範。雖然該法並未對尚待履行契約作立法定義，

但大多數的美國法院採取以下的見解，認為尚待履行契約乃指『破產人與契約相

對人至今均未履行其所負之債務，且任何一方未履行其債務將會構成重大的債務

                                                 
181 參考 Steven L. Schwarcz, at 363. 
182 參考 Steven L. Schwarcz, at 365. 
183 例如有論者認為，根據美國法院過去所示之見解，因為 David Bowie於 Bowie Bonds交易中

擁有在證券清償後取回其著作權的控制權（這也是其為何願意進行證券化交易的重要因素），而

與其所移轉的資產有過多連結，將可能使特殊目的機構無法就該資產達到破產隔離的效果。參考

Adam Grant, at 1306. 若果真如此，將會嚴重影響智財權利人進行智財權證券化的誘因，也可能

因此風險而無法吸引投資人。 
184 參考Malcolm S. Dorris, at 83. 



不履行，使相對人得以不履行其債務的契約』。185 

而智財權授權契約通常會被法院認定屬於此種契約，因為在授權契約下，雙

方當事人都有主要的債務尚待履行，例如美國法院曾認定電腦軟體與商標授權契

約（computer software and trademark licenses）、加盟契約（franchise agreements）、

經銷商契約（distributor agreements）、專利授權契約（patent licenses）與錄音契

約（recording contracts）為『尚待履行契約』。 

但法院也曾認定某一錄音契約不是『尚待履行契約』，因為該案的破產人（唱

片公司）在該契約下對授權人（表演人）唯一未履行的債務只有支付權利金。186

因此，若授權契約中只剩下支付權利金的債務尚未履行，即只有金錢債務時，將

不被視為是『尚待履行契約』。187且授權契約是否為『尚待履行契約』，關鍵在於

該契約下尚待履行契約之程度與類型為何，與破產人是授權人（licensor）還是

被授權人（licensee）此事無關。 

    若授權契約被認定為『尚待履行契約』後，美國破產法第 365條授權破產管

理人（bankruptcy trustee）有權選擇對該契約採取以下的處理方式：188 

1.繼續承擔（assume） 

2.承擔並轉讓（assume and assign） 

3.拒絕（reject） 

    原則上，在符合一定條件下，189破產管理人能承擔除美國破產法第 365條第

                                                 
185 原文如下：『a contract in which the obligation of both bankrupt and the other party to the contract 

are so far unperformed that the failure of either to complete performance would constitute a material 

breach excus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ther.』，引自William M. Goldman and Charles G. Klink,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Melvin Simensky et al., at 28.8. 
186 參考William M. Goldman and Charles G. Klink,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Melvin Simensky et al., at 28.9. 
187  例如被授權人只負金錢給付義務的『或有給付權利金契約』（contingent payment right 

agreements），就不屬於『尚待履行契約』。參考Malcolm S. Dorris, at 84. 『或有給付權利金契約』

為依產品銷售多寡計算應支付權利金之契約，參考 John S. Hillery, at 32. 
188 參見美國破產法第 365條第（a）項：『(a) Except as provided in sections 765 and 766 of this title 

and in subsections (b), (c), and (d) of this section, the trustee, subject to the court's approval, may 

assume or reject any executory contract or unexpired lease of the debtor.』。 
189 破產管理人於繼續承擔該契約前必須符合以下三個條件：一、履行或提供適當保證其會履行

之前的債務不履行。二、補償或提供適當保證其會補償契約相對人因該債務不履行所產生的金錢

損失。三、提供適當保證其對未來債務之履行。參見美國破產法第 365條第（b）項第（1）款規

定：『(b) (1) If there has been a default in an executory contract or unexpired lease of the debtor, the 

trustee may not assume such contract or lease unless, at the time of assumption of such contract or 



（c）項第一款所規定不能承擔與轉售者以外，190其認為有經濟利益的契約，或

拒絕其認為不利於破產財團的契約。此外，破產管理人還能於承擔後將該契約轉

售給其他第三人以增加破產財團之財產，即使該契約附有禁止轉售條款或契約相

對人反對，其亦可為之，191除非其他法律規定該契約具有人的專屬性且契約相對

人不同意轉讓。192而當破產管理人選擇拒絕繼續承擔該契約時，其將不需要再履

行該契約之債務，193即被授權人不可以再利用該智財權，194也因此使得其不須再

                                                                                                                                            
lease, the trustee - (A) cures, or provides adequate assurance that the trustee will promptly cure, such 

default; (B) compensates, or provides adequate assurance that the trustee will promptly compensate, a 

party other than the debtor to such contract or lease, for any actual pecuniary loss to such party 

resulting from such default; and (C) provides adequate assurance of future performance under such 

contract or lease. 』。 
190 其包括具有人的專屬性契約、財務借貸契約與非住宅性不動產租賃契約。因本研究之重心在

於智財權授權契約，只有該條所規定具有人的專屬性的契約類型對後述說明有意義。 
191 參考Malcolm S. Dorris, at 83. 
192 參見美國破產法第 365條第（c）項第（1）款規定：『(c) The trustee may not assume or assign any 

executory contract or unexpired lease of the debtor, whether or not such contract or lease prohibits or 

restricts assignment of rights or delegation of duties, if - (1) (A) applicable law excuses a party, other 

than the debtor, to such contract or lease from accepting performance from or rendering performance to 

an entity other than the debtor or the debtor in possession, whether or not such contract or lease 

prohibits or restricts assignment of rights or delegation of duties; and (B) such party does not consent to 

such assumption or assignment;…』。其規範意意旨似我國民法第四百八十四條規定：『僱用人非經

受僱人同意，不得將其勞務請求權讓與第三人，受僱人非經僱用人同意，不得使第三人代服勞務。  

當事人之一方違反前項規定時，他方得終止契約。』。 
193 但破產管理人拒絕繼續承擔契約債務會構成債務不履行而須負擔損害賠償責任（參見美國破

產法第 365條第（g）項規定），此時，被授權人可以將該損害賠償請求權納入破產債權以資清償，

但此對被授權人並不有利，因為該債權並沒有任何擔保權益，所以只能回收一定成數的金額。且

當破產人拒絕該契約後，法院不會執行該授權契約所預定的高額違約金或其他損害賠償條款，以

致被授權人能獲得的賠償金額會比預期來得小許多。William M. Goldman and Charles G. Klink,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Melvin Simensky et al., at 28.12. 
194 於 1985 年以前，美國許多法院認為因為授權人之破產管理人拒絕承擔授權契約只是免除其在

該契約下的義務而已，故仍准許被授權人繼續利用該授權契約的智財權，所以即使被授權人會因

破產管理人拒絕承擔而遭受一定之不利益，但也還能忍受。但此實務被 1985 年的 Lubrizol 

Enterprise, Inc. v Richmond Metal Finisher, Inc.一案所推翻，審理該案的美國第四巡迴上訴法院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ourth Circuit）認為被授權人於破產管理人拒絕該授權契約

後，即不能再使用該智財權而只能請求損害賠償。這對倚賴智財權甚深的被授權人造成重大打

擊，而導致美國國會於 1998 年通過智慧財產破產保護法案（Intellectual Property Bankruptcy 

Protection Act, IPBPA），以撫平 Lubrizol案對被授權人權益所產生的重大影響。參考William M. 



給付權利金而影響資產池的收益。因此，若創始機構的破產管理人拒絕繼續承擔

該授權契約之義務，對於證券化交易將有重大影響。 

    由於授權人拒絕繼續承擔授權契約會導致被授權人不能再利用該智財權，這

對被授權人的權利影響甚大，因此，美國國會於 1988 年通過『智慧財產破產保

護法案』（Intellectual Property Bankruptcy Protection Act, IPBPA），增加美國破產

法第 365條第（n）項規定，195即使破產管理人拒絕該授權契約，被授權人仍有

                                                                                                                                            
Goldman and Charles G. Klink,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Melvin Simensky et 

al., at 28.12-28.13. 
195 參見美國破產法第 365條第（n）項規定：『(n) (1) If the trustee rejects an executory contract under 

which the debtor is a licensor of a right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licensee under such contract may 

elect - (A) to treat such contract as terminated by such rejection if such rejection by the trustee amounts 

to such a breach as would entitle the licensee to treat such contract as terminated by virtue of its own 

terms, applicable nonbankruptcy law, or an agreement made by the licensee with another entity; or (B) 

to retain its rights (including a right to enforce any exclusivity provision of such contract, but excluding 

any other right under applicable nonbankruptcy law to specific performance of such contract) under 

such contract and under any agreement supplementary to such contract, to su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cluding any embodiment of su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the extent protected by applicable 

nonbankruptcy law), as such rights existed immediately before the case commenced, for - (i) the 

duration of such contract; and (ii) any period for which such contract may be extended by the licensee 

as of right under applicable nonbankruptcy law. (2) If the licensee elects to retain its rights, as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B) of this subsection, under such contract - (A) the trustee shall allow the 

licensee to exercise such rights; (B) the licensee shall make all royalty payments due under such 

contract for the duration of such contract and for any period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B) of this 

subsection for which the licensee extends such contract; and (C) the licensee shall be deemed to waive 

- (i) any right of setoff it may have with respect to such contract under this title or applicable 

nonbankruptcy law; and (ii) any claim allowable under section 503(b) of this title arising from the 

performance of such contract. (3) If the licensee elects to retain its rights, as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B) of this subsection, then on the written request of the licensee the trustee shall - (A) to the extent 

provided in such contract, or any agreement supplementary to such contract, provide to the licensee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cluding such embodiment) held by the trustee; and (B) not interfere with the 

rights of the licensee as provided in such contract, or any agreement supplementary to such contract, to 

su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cluding such embodiment) including any right to obtain su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 such embodiment) from another entity. (4) Unless and until the trustee rejects such 

contract, on the written request of the licensee the trustee shall - (A) to the extent provided in such 

contract or any agreement supplementary to such contract - (i) perform such contract; or (ii) provide to 

the licensee su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cluding any embodiment of su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the 

extent protected by applicable nonbankruptcy law) held by the trustee; and (B) not interfere with the 



權利選擇繼續使用之前被授權的智財權，以保障其權利。196  

    根據該規定，當破產管理人拒絕承擔申請破產時仍為有效的授權契約後，被

授權人可以有兩個選擇：一為將其拒絕視為終止（terminate）該授權契約，二為

選擇保留其在該授權契約下之權利，包括專屬授權。    

    若被授權人選擇保留權利，其必須繼續依該授權契約之約定按時支付全部的

權利金，但其將不能要求授權人再履行任何積極性債務（affirmative 

obligations），197只可請求破產管理人繼續提供該智財權讓其利用，且不可以干涉

其對該智財權之權利。且此項選擇會使被授權人喪失在該授權契約下所產生的抵

銷權（setoff rights），但其仍可請求因破產管理人拒絕承擔契約所產生的損害賠

償。198再者，很重要的是，被授權人只能保留繼續利用在破產申請日就被授權的

智財權（as such rights existed immediately before the case commenced），至該授權

契約所約定之期間及其依法所能延長的期間。因此，其不能利用授權人在破產申

請日後所創造的改良發明，除非雙方已就此部分另訂授權契約。199 

    然而，要特別說明的是，破產法第 365條第（n）項（以下簡稱該條規定）

並未適用於所有的智財權授權契約。其有以下兩點限制： 

1.只適用於破產人是授權人的情況 

因此，若破產人是被授權人，授權人並沒有該條規定的選擇權利，即當破產

管理人拒絕繼續承擔授權契約時，授權人不能選擇維持該契約，而要求被授權人

繼續支付權利金。200 

 

                                                                                                                                            
rights of the licensee as provided in such contract, or any agreement supplementary to such contract, to 

su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cluding such embodiment), including any right to obtain su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 such embodiment) from another entity.』。 
196 參考William M. Goldman and Charles G. Klink,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Melvin Simensky et al., at 28.13. 
197 參見美國破產法第 365 條（n）（1）（B）規定。但此有例外，即被授權人仍可請求授權人履

行該授權契約所賦予的專屬性條款（exclusivity provision）。此外，從該條規定的立法歷史顯示，

被授權人仍可請求授權人遵守執行該授權契約所需的一定必要義務（certain obligations 

necessary），例如不洩漏該相關秘密性資訊的不作為義務。參考William M. Goldman and Charles G. 

Klink,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Melvin Simensky et al., at 28.15. 
198 參考William M. Goldman and Charles G. Klink,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Melvin Simensky et al., at 28.15.  
199 參考Malcolm S. Dorris, at 84. 
200 參考William M. Goldman and Charles G. Klink,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Melvin Simensky et al., at 28.13. 



2.適用該條規定的智財權種類有限制 

依美國破產法第 101條第（35A）款規定將適用該法的智慧財產權限制為營

業秘密、專利權、專利申請、植物新品種、著作權與積體電路佈局，201而將商標

權（trademarks）、服務標章（service marks）及商號名稱（trade name）排除在外。

因此，商標授權契約下的被授權人並沒有該條規定的選擇權利，而必須適用美國

第四巡迴上訴法院於 Lubrizol Enterprise, Inc. v. Richmond Metal Finisher, Inc.202該

案所表示之見解，即當授權人的破產管理人拒絕承擔契約時，被授權人即不可以

再使用該商標。 

美國國會於當時表示因為在商標授權關係下，需要授權人對其所授權使用商

標的商品或服務進行品質控制（control of quality），而特意將商標授權契約從『智

慧財產破產保護法案』排除，而將此其所產生的爭議委由破產法院透過衡平權利

來處理。203此外，有論者認為以商標使用為主要內容的加盟契約（franchises）也

不能適用該規定。204再者，其還認為因為該規定只適用受美國著作權法保護的著

作，涉及外國著作授權契約的被授權人能否適用該條規定也有疑問，即使該著作

已受伯恩公約保護。205 

 
綜上所述，在美國破產法該條規定下，若身為授權人的創始機構破產，即使

其破產管理人拒絕該授權契約，被授權人仍能選擇保留權利而繼續利用該智財

權，並須繼續支付權利金，這將可減低創始機構破產對資產池收益之衝擊。 

但若進行智財權證券化時，能將智財權與授權契約均移轉給特殊目的機構，

就不會有因創始機構破產而拒絕該授權契約的風險。206且就算是特殊目的機構本

                                                 
201 參見美國破產法第 101條：『(35A) ''intellectual property'' means - (A) trade secret; (B) invention, 

process, design, or plant protected under title 35; (C) patent application; (D) plant variety; (E) work of 

authorship protected under title 17; or (F) mask work protected under chapter 9 of title 17; to the extent 

protected by applicable nonbankruptcy law;…』。 
202 判決案號：756 F.2d 1043（4th Cir. 1985）. 
203 參考William M. Goldman and Charles G. Klink,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Melvin Simensky et al., at 28.14. 
204 參考William M. Goldman and Charles G. Klink,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Melvin Simensky et al., at 28.13（footnote 113）. 
205 參考William M. Goldman and Charles G. Klink,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Melvin Simensky et al., at 28.14. 
206 因為若只有移轉權利金收益的話，因為破產管理人繼續承擔該授權契約，其現金收益已歸由

特殊目的機構與投資人享有，不但須承擔該契約下之債務，且對破產財團幾無增加財產之貢獻，

其拒絕的機會很大。 



身破產，被授權人仍有權保留繼續利用智財權之權利，而願意支付更多的權利

金，也使得投資人權益更有保障。207 

然而，若為被授權人破產，因其不適用該規定，且其破產管理人亦有權利選

擇要承擔或拒絕該屬於『尚待履行契約』的授權契約，除非繼續承擔該契約對破

產財團或破產人於重整中之營運有好處，否則，因為承擔契約將須繼續支付權利

金，將會減少破產財團之財產，破產管理人理當拒絕承擔該契約。如此一來，資

產池的收益將會減少，但這也是證券投資人所需承擔的信用風險。 

 
肆、我國情況 

一、將來債權轉讓議題 

    如前所述，智財權證券化交易可能涉及『尚未產生的未來現金流量』（以下

簡稱尚未產生債權）的交易類型，在美國之所以可以實行，乃因為其統一商業法

典明文承認交易當時尚未產生債權之買賣，208並以向當地政府提出財務聲明書為

公示方式，從該時點起即發生保全效力，而可以對抗第三人，且若該交易行為無

任何法律上瑕疵時，先受讓人於尚未產生債權『讓與當時』即取得該債權。209 

反觀我國民法並未明文承認尚未產生債權之讓與，且從最高法院 90 年台上

字 1438號判決所示：『債權讓與契約，其讓與之債權以日後發生為已足，故將來

債權之讓與契約，固可有效成立，但其債權屬繼續性給付者，因未到期之給付於

讓與契約成立時尚未存在，無從移轉，自應於各期給付期限屆至時，始生債權移

轉效力。又實施查封後，債務人就查封物所為移轉、設定負擔或其他有礙執行效

果之行為，對於債權人不生效力。強制執行法第五十一條第二項定有明文。準此

而言，執行債務人雖得就其對於第三人之繼續性給付之債權與他人訂立讓與契

約，惟該債權一旦經法院設定，關於未到期之給付部分之讓與，對執行債權人不

生債權移轉之效力。』可知，我國實務雖承認將來債權之讓與，並以該債權發生

時（即給付期限屆至時）為讓與生效之時點，並依此判斷於強制執行查封後，其

移轉對執行債權人不生效力，即該債權仍屬債務人之財產。但要強調的是，法院

似只承認已有基礎關係（如僱傭契約）的『附有始期或附有條件』210將來債權之

                                                 
207 參考 J. Thomas Mullen, Joan L. Long and Thomas S. Kiriakos, Has David Bowie Started a New 

Era of Celebrity Securitizations?, The Securitization Conduit, Vol.1, No.1, 1998, at17.  
208 參考王文宇等三人著，第 5-47頁。 
209 參考王文宇等三人著，第 5-38～39頁。 
210 參見民法第九十九條規定：『附停止條件之法律行為，於條件成就時，發生效力。附解除條件

之法律行為，於條件成就時，失其效力。依當事人之特約，使條件成就之效果，不於條件成就之

時發生者，依其特約。』及第一０二條規定：『附始期之法律行為，於期限屆至時，發生效力。 



讓與，此點與美國法下承認得讓與尚無基礎關係存在的『尚未產生債權』實屬不

同。 

因此，在我國民法規定與法院實務下，『尚未產生債權』似不具可讓與性。211

且從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施行細則第二條規定：『本條例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所定資產，包括創始機構與債務人簽訂契約約定，於該契約所定條件成就時，

得向債務人請求金錢給付之將來債權。』觀之，似也不承認『尚未產生債權』之

證券化。如此一來，『尚未產生的未來現金流量』類型的智財權證券化在我國法

下似無法進行。 

此外，即使依照我國法院見解承認將來債權讓與交易，其似無法隔離創始機

構的破產風險。以既有專利授權契約下未來所產生權利金之證券化（即資產池不

包括專利權與該授權契約）為例，其應屬於法院所承認將來債權之類型，且其應

於權利金債權產生時才發生移轉效力，即在法理上，該債權仍應先歸屬讓與人擁

有，再同時轉讓給受讓人。212但若在此之前創始機構破產，依破產法第八十二條

規定該將來債權屬於破產財團，213且同法第七十五條規定：『破產人因破產之宣

告，對於應屬破產財團之財產，喪失其管理及處分權。』，該部分之資產移轉行

為無效，而仍由破產人保有所有權。214這將使得特殊目的機構無法取得該權利金

收益而影響證券化交易，且即使雙方有就該將來債權設定權利質權之合意，215依

最高法院所表示見解來推論，也應於該將來債權可讓與時才生效力，而同受破產

法第七十五條規定之限制，如此一來，特殊目的機構或證券投資人只能以無別除

權的破產債權，依冗長不便的破產程序行使權利。如此種種，都會對智財權證券

                                                                                                                                            
附終期之法律行為，於期限屆滿時，失其效力。第一百條之規定，於前二項情形準用之。』。 
211 有關將來債權之讓與的我國學說討論與分析，有興趣者可以參考張道周，應收債款管理契約

之研究，台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 年 6月，第 94-96，108-110頁。 
212 依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規定之債權讓與契約，屬於準物權行為，於當時人合意時即生債權移

轉之效力（若為將來債權讓與，於條件成就或期限屆至時即生債權讓與之效力），而第兩百七十

九條規定對債務人之通知乃是對債務人的生效要件，與當事人將債權移轉效力無涉。 
213 破產法第八十二條規定：『左列財產為破產財團：一  破產宣告時屬於破產人之一切財產，及

將來行使之財產請求權。二  破產宣告後，破產終結前，破產人所取得之財產。專屬於破產人本

身之權利及禁止扣押之財產，不屬於破產財團。』。 
214 而我國學者黃立認為，若為已有基礎關係之將來債權（如附條件或始期之債權）讓與，受讓

人已取得期待權之保障，故當讓與人破產時，已轉讓給受讓人之期待權不屬於破產財團。但若為

無基礎關係之將來債權，因無可資移轉的期待權，於該債權發生後，則應納入破產財團。此見解

有助減輕創始機構破產對證券化交易之影響，值得參考。轉引自王文宇等三人合著，同註 256，

第 5-45頁。 
215 參見民法第九百條規定：『可讓與之債權及其他權利，均得為質權之標的物。』。 



化之進行與推展造成嚴重衝擊！ 

就此，我國學者認為從成本效益與保護證券化交易當事人之觀點，應肯認尚

未產生債權具有證券化之適格性，此將可以解決破產風險無法隔離之風險而有助

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之發展。並建議我國參考美國立法例，透過登記等公示制

度，承認契約關係尚未存在之將來債權讓與交易，以促進商業擔保交易之發展。
216若此能實現，方可進行以『尚未產生的未來現金流量』為基礎資產的智財權證

券化。 

 
二、真實買賣 

    相對應於美國有關真實買賣的議題，在我國法下有則有賣賣或是信託的讓與

擔保之別。讓與擔保依最高法院 70 年台上字第 104號判例乃指：『債務人為擔保

其債務，將擔保物所有權移轉與債權人，而使債權人在不超過擔保之目的範圍

內，取得擔保物所有權者，為信託的讓與擔保，債務人如不依約清償債務，債權

人得將擔保物變賣或估價，而就該價金受清償。』。217 

此外，就當事人間的資產轉讓雖於外觀上表示為買賣契約，而實為擔保債務

的情況，最高法院 74 年台上字第 272 號判決218強調其非民法第八十七條所規定

                                                 
216 參考王文宇等三人合著，同註 256，第 5-45～49頁。 
217 故當事人不可以約定若債務人未按時清償債務，該資產所有權確實轉歸債權人所有，否則，

將可能被法院否定其效力。參見最高法院 85 年台上字第 357號判決：『…再者，擔保信託乃信託

行為之一種，又稱信託的擔保讓與，係指債務人為擔保其債務，將擔保物所有權移轉於債權人，

而使債權人在不超過擔保目的範圍內，取得擔保物所有權，債權清償後，該擔保物即應返還於債

務人；債務不履行時，債權人得將擔保物變賣或估價而就該價金受清償者而言。為免債權人逾越

擔保之目的行使所有權，因此，當事人間通常均定有信託約款以限制彼此間權利義務關係。…且

上訴人所稱，雙方約定「如無還款，上訴人即不用讓出系爭房地所有權」云云，此與信託的讓與

擔保係約定債務不履行時，債權人得將擔保物變賣或估價而就該價金受清償者，亦不相符。』。

筆者認為其理由應與民法禁止擔保物權約定絕押契約與流質契約相同，參見民法第八百七十三條

第二項規定：『約定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為清償時，抵押物之所有權，移屬於抵押權人者，

其約定為無效。』及民法第八百九十三條規定：『質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

拍賣質物，就其賣得價金而受清償。約定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為清償時，質物之所有權移屬於

質權人者，其約定為無效。』。 
218 最高法院 74 年台上字第 272 號判決：『信託的讓與擔保(即擔保信託)與民法第八十七條第二

項所謂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律行為者不同，前者係債務人為擔保其債務，將擔保物所有權移

轉與債權人，而使債權人在不超過擔保之目的範圍內，取得擔保物之所有權，債務人如不依約清

償債務時，債權人得依約定方法取償，縱無約定亦得逕將擔保物變賣或估價，而就該價金受清償，

債權人與債務人有關擔保信託之約定，乃均出於真正之效果意思而為表示，其內容應就契約之內



之虛偽意思表示，亦非民法第八十七條第二項所謂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律行

為之類型而肯認其有效性，且從該判決表示：『果兩造訂立前述買賣契約（含粘

貼其上之合約書）之真意，係「信託擔保行為」，…』觀之，似可推論在我國實

務下，就該資產移轉是買賣或是融資擔保，法院所重視者為當事人之真意為何，

而非單純的『契約外觀』，219即須探究契約的實質經濟目的何在，其意義似與美

國法院於 Major’s Furniture Mart該案所示見解類似。 

但觀察我國民法對買賣之規定亦可發現，美國法院就此議題所考量的某些判

斷因素在我國恐難以參考沿用。依民法第三百五十二條規定，220當事人可以透過

約定由債權之出賣人擔保債務人之支付能力。此外，民法第三百七十九條明文承

                                                                                                                                            
容全部決之。而後者係虛偽意思表示之當事人間，隱藏有他項真實之法律行為，就所為虛偽意思

表示而言，因雙方當事人故意為不符真意之表示，欠缺效果意思，依民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前段

規定，其意思表示無效，雙方當事人僅得就隱藏之法律行為而為主張，無復援用所虛偽意思表示

之餘地。故信託的讓與擔保，其擔保物之讓與，雖超過其「經濟目的」(擔保)，其讓與行為仍為

有效，與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行為，其虛偽意思表示無效，迥乎不同。本件原審既認兩造所訂

前述買賣契約係虛偽意思表示無效，復謂其所隱藏者為「信託擔保行為」，顯將信託的讓與擔保

與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律行為者，混為一談，其適用法律，殊難謂非違誤。果兩造訂立前述

買賣契約（含粘貼其上之合約書）之真意，係「信託擔保行為」，則系爭房地之讓與行為，即不

得指為虛偽意思表示，而應認係超過經濟目的之行為，難謂為無效。』。 
219 參見民法第九十八條規定：『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不得拘泥於所用之辭句。』。

就此，最高法院 86 年台上字第 2756號判決表示：『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不得

拘泥於所用之辭句，為民法第九十八條所明定。又解釋契約，應斟酌立約當時之情形，及一切證

據資料以為斷定之標準，庶不失契約之真意。』，且於 88 年台上字第 1671號判決表示：『意思表

示解釋之客體，為依表示行為所表示於外部之意思，而非其內心之意思。…故在解釋有對話人之

意思表示時，應以在對話人得了解之情事為範圍，表意人所為表示行為之言語、文字或舉動，如

無特別情事，應以交易上應有之意義而為解釋，如以與交易慣行不同之意思為解釋時，限於對話

人知其情事或可得而知，否則仍不能逸出交易慣行的意義。解釋意思表示端在探求表意人為意思

表示之目的性及法律行為之和諧性，解釋契約尤須斟酌交易上之習慣及經濟目的，依誠信原則而

為之。關於法律行為之解釋方法，應以當事人所欲達到之目的、習慣、任意法規及誠信原則為標

準，合理解釋之，其中應將目的列為最先，習慣次之，任意法規又次之，誠信原則始終介於其間

以修正或補足之。』，可知法院所重視者在於交易時當事人意思表示之目的。但契約所用之文字

於解釋意思表示時亦具重要性，參見最高法院 80 年台上字第 1541號判決：『…如契約之文字已

表示當事人之真意，無需別事探求者，固不得捨契約文字而為曲解』。 
220 參見民法三百五十二條規定：『債權之出賣人，對於債務人之支付能力，除契約另有訂定外，

不附擔保責任，出賣人就債務人之支付能力，附擔保責任者，推定其擔保債權移轉時債務人之支

付能力。』。 



認出賣人可以保留買回權，221此均與美國法院見解有重大差異。因此，在我國法

下，即使特殊目的機構對創始機構擁有追索權或（且）創始機構保留買回權而對

所移轉資產擁有控制權，似都不會影響法院對該真實買賣之定性，此點值得注意。 

 
三、破產議題 

（一）破產效力 

    依破產法第八十二條規定，破產宣告時屬於破產人之一切財產將被納入破產

財團內。因此，若證券化交易下之資產移轉構成真實買賣時，該資產將不會納入

創始機構之破產財團內。222但若為讓與擔保時，依最高法院 85 年訴字第 2573

號判決認為：『為擔保債務，以買賣方式而將不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於債權人，

係屬信託的讓與擔保行為，不得指為雙方通謀虛偽而為之意思表示，並非無效。

再者信託的讓與擔保，在對外關係，受讓人就供擔保之物雖已取得完全之所有

權，但在內部關係，對於讓與人，仍僅得以擔保權人之資格，在擔保之目的範圍

內行使其權利 (最高法院七四年台上字第二三○七號判決參照)。』，故該資產的

實質所有權仍歸屬於創始機構，故於其破產時，該資產應納入破產財團，破產管

理人有權取回該資產。此外，因為讓與擔保並非我國民法上所承認擔保物權的類

型，故擔保權人無法依破產法之規定對該受讓資產享有別除權，而仍須依破產程

序行使其權利。從此點觀之，讓與擔保不如民法所規定擔保物權來得有保障。 

然而，在證券化交易中，都會將資產池設定擔保權益給受託人或投資人，以

進一步保障投資人不受創使機構破產所影響。就此點而言，我國將與美國有很大

之不同，因為在美國破產法下，原則上擔保權利人雖能優先於一般債權人就該擔

保品優先受清償，但其仍會因為『自動暫停』效力而須忍受冗長的破產程序，但

因我國破產法第九十八條與第一百零八條之規定，223擁有別除權（擔保物權）的

                                                 
221 參見民法三百七十九條規定：『出賣人於買賣契約保留買回之權利者，得返還其所受領之價

金，而買回其標的物。前項買回之價金，另有特約者，從其特約。原價金之利息，與買受人就標

的物所得之利益，視為互相抵銷。』。 
222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我國乃採物權獨立性與無因性之法制，故重點在於資產之所有權是否已

經移轉給特殊目的機構，若是，則該資產由特殊目的機構所有而不會納入創始機構的破產財團。

若尚未移轉所有權，則該資產仍會歸屬於破產財團，此時特殊目的機構僅有破產債權而已。 
223 破產法第九十八條規定：『對於破產人之債權，在破產宣告前成立者，為破產債權，但有別除

權者，不在此限。』。破產法第一百零八條規定：『在破產宣告前，對於債務人之財產有質權、抵

押權或留置權者，就其財產有別除權。有別除權之債權人，不依破產程序而行使其權利。』。而

司法院於 2004 年 5月 10日（九十三年五月六日院台廳民二字第 0930012286號函，資料來源：

http://www.judicial.gov.tw/，2004 年 9月 16日瀏覽）所公布的破產法修正草案已預計修改上述規

定，而另於草案第一百二十條規定，將有別除權的債權亦納入破產債權之範圍，其立法理由為：



債權人將可以不依破產程序而行使其權利，即其可以依其所有別除權之種類，基

於該別除權本身之效力，在破產程序外行使其權利。224因此，相較於美國法，即

使該資產移轉被認定為讓與擔保，而使證券化資產被納入破產財團中，但有擔保

物權的投資人所受到創始機構破產的衝擊與不便將降低許多。 

 
（二）授權契約之處理 

    對應於美國破產法對『尚待履行契約』的處理議題，在我國破產法下也有破

產管理人就破產宣告後仍有效力的雙務契約處理議題。雖然在我國法下，從契約

觀點對（智財權）授權契約之權利義務規範只有民法第四百六十三條之一225與民

                                                                                                                                            
『本條以債權成立之時間作為區別破產債權之標準，與對於破產人之債權有無別除權無關；且有

別除權之債權人，原可拋棄其擔保物權，而依破產程序行使其債權，無另設除外規定之必要，爰

刪除原條文但書。另本法第一百二十六條第一項各款所列之債權，得就其他破產債權受償餘額而

受清償，亦係依破產程序行使其債權，應屬破產債權，…』。且於同草案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二項

及第三項規定：『前項有別除權之債權，仍應依第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申報之。  有別除

權之債權人得不依破產程序行使其權利。但未於申報債權期間內行使者，破產管理人於必要時，

得將別除權之標的物拍賣或變賣，就其賣得價金扣除費用後清償之。』，故有別除權的債權人仍

可以不依破產程序行使權利。因此，修正草案對有別除權的債權人雖有影響，但衝擊不大，仍比

美國破產法下具擔保權利的債權人具有優勢地位。 
224 參考陳計男，破產法論，三民書局，修訂五版，1999 年 9月，第 200頁。 
225 參見民法第四百六十三條之一：『本節規定，於權利之租賃準用之。』。其立法理由為：『關於

權利之租賃，特別法(例如著作權法第二十九條（本研究註此為舊法規定，新法為著作權法第三

十七條規定）及礦業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雖設有規定，惟皆屬行政或訓示事項；對於出租人與

承租人間之權利義務並未規範。故增訂本條使權利租賃得準用一般租賃。』。這樣的規範實在不

足以明確刻畫出專利授權契約下當事人間的權利義務關係。 

反觀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1999/10/01 實施），其於第十八章專門規範技術合同，並於同章

第一節（一般規定）與第三節（技術轉讓合同）將專利授權契約（該法稱為專利實施許可合同）

納入規範，明訂當事人間的權利義務關係。姑且不論其規範內容之優劣，此種立法模式值得我國

參考，特將有關專利授權契約之規定臚列於下，供有興趣者參考。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第十八章  技術合同  第三節  技術轉讓合同 

第三百四十二條 技術轉讓合同包括專利權轉讓、專利申請權轉讓、技術秘密轉讓、專利實施

許可合同。  技術轉讓合同應當採用書面形式。 

第三百四十三條 技術轉讓合同可以約定讓與人和受讓人實施專利或者使用技術秘密的範圍，

但不得限制技術競爭和技術發展。 

第三百四十四條 專利實施許可合同只在該專利權的存續期間內有效。專利權有效期限屆滿或

者專利權被宣布無效的，專利權人不得就該專利與他人訂立專利實施許可合

同。 



法債編第九節有關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之著作『出版契約』之規定，但觀察

其內容，原則上授權人有提供該智財權給被授權人使用之義務，226而被授權人有

給付權利金（或報酬）之義務，兩者間有對價關係，故屬雙務契約而有破產法相

關規定之適用。 

    就我國現行破產法而言，只有第七十七條明文規定：『承租人受破產宣告時，

雖其租賃契約定有期限，破產管理人得終止契約。』，而關於其他雙務契約之處

理則未作類似規範，但從同法第九十二條與第九十六條規定觀之，227應可推論破

                                                                                                                                            
第三百四十五條 專利實施許可合同的讓與人應當按照約定許可受讓人實施專利，交付實施專

利有關的技術資料，提供必要的技術指導。 

第三百四十六條 專利實施許可合同的受讓人應當按照約定實施專利，不得許可約定以外的第

三人實施該專利﹔並按照約定支付使用費。 

第三百四十九條 技術轉讓合同的讓與人應當保証自己是所提供的技術的合法擁有者，並保証

所提供的技術完整、無誤、有效，能夠達到約定的目標。 

第三百五十條 技術轉讓合同的受讓人應當按照約定的範圍和期限，對讓與人提供的技術中

尚未公開的秘密部分，承擔保密義務。 

第三百五十一條 讓與人未按照約定轉讓技術的，應當返還部分或者全部使用費，並應當承擔

違約責任﹔實施專利或者使用技術秘密超越約定的範圍的，違反約定擅自許

可第三人實施該項專利或者使用該項技術秘密的，應當停止違約行為，承擔

違約責任﹔違反約定的保密義務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 

第三百五十二條 受讓人未按照約定支付使用費的，應當補交使用費並按照約定支付違約金﹔

不補交使用費或者支付違約金的，應當停止實施專利或者使用技術秘密，交

還技術資料，承擔違約責任﹔實施專利或者使用技術秘密超越約定的範圍

的，未經讓與人同意擅自許可第三人實施該專利或者使用該技術秘密的，應

當停止違約行為，承擔違約責任﹔違反約定的保密義務的，應當承擔違約責

任。 

第三百五十三條 受讓人按照約定實施專利、使用技術秘密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由讓與人承

擔責任，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第三百五十四條 當事人可以按照互利的原則，在技術轉讓合同中約定實施專利、使用技術秘

密後續改進的技術成果的分享辦法。沒有約定或者約定不明確，依照本法第

六十一條的規定仍不能確定的，一方後續改進的技術成果，其他各方無權分

享。 

 
226 觀察美國破產法第 365條第（n）項之規定，破產管理人除提供智財權外，還有不干擾被授權

人利用該智財權之義務。同理推論，授權人應該亦負有此義務。 
227 破產法第九十二條規定：『破產管理人為左列行為時，應得監查人之同意：一  不動產物權之

讓與。二  礦業權、漁業權、著作權、專利權之讓與。…八  雙務契約之履行請求。…一一  取



產管理人原則上仍有承擔（須得監查人同意）或拒絕該雙務契約的權利。228如此

一來，當創始機構的破產管理人拒絕繼續履行該授權契約時，被授權人只能請求

損害賠償，229且可依民法之規定解除或為同時履行抗辯而不再給付權利金，這將

會影響資產池的現金流量而衝擊證券化交易。此外，我國法並未如美國『智慧財

產破產保護法案』般，賦予被授權人選擇保留授權契約之權利而須繼續支付權利

金，故當破產管理人拒絕該授權契約時，對證券化交易之衝擊並無挽救之道。 

    且值得一提的是，我國司法院於 2004 年 5月 10日所公布的破產法修正草案

第九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債務人受破產宣告之裁定確定時，其所訂雙務契約，

當事人雙方均未履行或未完全履行，而破產人負給付財產上之債務者，破產管理

人得終止或解除契約。但顯失公平者，不得為之。』已明文承認破產管理人就尚

未完全履行契約擁有拒絕權，且於同草案第一百一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破產管理

人於新台幣一百萬元範圍內可自行決定承擔該雙務契約。230但仍未如美國破產法

般，考量到智財授權契約之特殊議題，若我國破產法能參考美國『智慧財產破產

保護法案』之立法，賦予被授權人同樣的選擇權，似更能保障倚賴該智財權的被

授權人，使其不會因為授權人破產而馬上陷入營運危機。 

 

第七節  智慧財產權之擔保權益 

                                                                                                                                            
回權、別除權，財團債務及第九十五條第一款費用之承認。一二  別除權標的物之收回。…』及

破產法第九十六條規定：『左列各款為財團債務：…二  破產管理人為破產財團請求履行雙務契

約所生之債務，或因破產宣告後應履行雙務契約而生之債務。…』。 
228 前提當然是該雙務契約於破產宣告時，雙方均未履行完畢者。就破產管理人有權請求履行或

拒絕履行，我國學者同此見解。參考陳計男，同註 751，第 134-135頁。 
229 此外，相較於美國法，依我國破產法第一百零三條規定：『左列各款債權，不得為破產債權。 

一  破產宣告後之利息。二  參加破產程序所支出之費用。三  因破產宣告後之不履行所生之損

害賠償及違約金。四  罰金、罰鍰及追徵金。』，被授權人最後所能獲得的賠償金額將嚴重縮水，

故在我國破產管理人拒絕該授權契約將會對被授權人產生更大的不利衝擊。但破產法修正草案第

九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依前條規定終止或解除契約時，他方當事人就其所受損害，得依破產債

權行使權利。』已去除此不利結果，其立法理由為：『雙務契約或租賃契約依前條規定而終止或

解除時，因係破產管理人基於破產財團之利益所為之選擇，如他方當事人因而受有損害，乃基於

契約之終止或解除或租約之終止而發生，並非基於既存之契約或租約本身之事由所發生，與因破

產宣告後之不履行所生損害賠償請求之劣後債權不同，為維護他方當事人之利益，爰設第一項，

明定他方當事人就其所受損害，得依破產債權行使權利。』。 
230 草案第一百一十三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破產管理人為下列行為而其價值逾新臺幣一百萬元

時，應得監查人之同意；未選任監查人者，其同意由法院行之；但債權人會議另有決議者，從其

決議：…八 雙務契約之履行請求。…』。 



 
    在證券化交易中，由創始機構移轉給特殊目的機構的資產池必須為代表投資

人權益的受託人或投資人本身設定擔保權益，以擔保證券債務之清償，而此程序

在智財權證券化中亦不例外。而就一般有形資產的不動產或動產與債權之擔保設

定來說，其發展歷史悠久，相關法律規定與程序均已確定，且法院就此方面所累

積的豐富案例，就有關擔保權利爭議（例如債權人間的順位或與繼受所有權人間

的競爭關係）如何解決幾已明確，而為債權人提供很高的法律明確性，使其便於

遵行與預測。但就智財權來說，其於近年才逐漸成為擔保交易中的擔保品，且智

財權法於制訂初期亦未預見此發展趨勢而作詳細規定，以致產生高度不確定性，

有礙智財權擔保交易的進行。以下將介紹美國法就此方面的發展，以瞭解問題所

在與可能的解決之道。 

 
壹、問題之產生 

就美國聯邦智財權法而言，其主要規範智財權的權利內容與行使限制，只有

少數規定處理智財權移轉與登記之議題，且其登記制度的主要目的乃在為智財權

的購買人提供公示效果，使其知悉該智財權的權利歸屬與先前的權利移轉狀況，

但並未特別處理擔保權益的問題。231而就個人財產（personal property）設定擔保

權益（security interest）原則上由統一商法典第九條（U.C.C. Article 9）（以下簡

稱 UCC）所規定，232且該法設有『聯邦法排除州法原則』的條款，即當美國聯

邦法律有特別規定時，在該特別規定的程度內，排除該法之適用。因為美國智財

權法中設有登記制度之規定，而該法亦設有登記制度，以致發生有無排除該法適

用的議題。 

 
貳、統一商業法典第九條 

    美國由各州的州法規定擔保權益的設定，而其設定、公示程序與優先順序之

決定乃規定於統一商業法典第九條中，233而該法所謂擔保權益乃指根據擔保契約

                                                 
231 參考William J. Murphy, Proposal for A Centralized and Integrated Registry for Security Interest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41 IDEA 297, at 299. 
232 而就智財權而言，UCC的官方評論（Official Comment）認為其屬於該法所稱的一般無形資產

（general intangible）之範圍。因此，專利權、著作權與商標權擔保權益的設定，在聯邦法規排除

該法適用的範圍外，仍受該法所規範。參考William J. Murphy, at 315-316. 
233 該法典從 1960 年制訂至今已經過多次修訂，本研究以下所介紹的內容為 1998 年由美國法律

協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與統一州法委員全國會議（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s）所修正的版本，其中許多新修正規定乃專為促進證券化交易所為。參考



（security agreement）所創設，為擔保債務人履行債務之權利，當債務人發生債

務不履行時，債權人可以取得該擔保品的所有權或將之變賣求償，所以在該法的

架構下，擔保權益只是對擔保品所有權的限制（encumbrance），234移轉所有權並

非該法設定擔保權益的要件。 

    在適用該法之前提下，就智財權設定擔保權益同樣需要經過設定程序

（attachment），如此才可對債務人發生效力，而設定擔保的要件有三，一為被擔

保人已給債務人貸款或承諾給予貸款，二為債務人就該智財權擁有設定擔保的權

利，三為債務人已簽定書面的擔保契約，且三要件必須完全符合才生設定效力。 

但擔保債權人要能對抗第三人，尚須踐行保全程序（perfection），且因為智

財權為無形資產，無法以占有的方式完成該程序，只能以向債務人所在的州政府

主管機關提出財務聲明書（financial statement）以辦理登記而保全其擔保權益，

若未完成保全程序，其將不能對抗發生在其後的擔保債權人與買受人。235換言

之，在該法規定下，擔保權益雖可於設定後對債務人主張，但要能對抗其他競爭

的權利人，還須經過保全程序才可，而設定擔保則是進行保全程序的前提。 

此外，該法於第 109條236與第 311條237規定中納入『州法的聯邦排除原則』

（doctrine of federal preemption of state law），238排除該法與聯邦法規重疊部分的

適用。要先強調的是，此兩條規定排除適用的範圍不同，前者是在重疊範圍內整

個排除統一商業法典第九條規定之適用（完全排除），後者仍須適用該法之規定，

只是排除該法所規定提出財務聲明書的公示要件而已（部分排除）。 

但就此問題，聯邦智財權法未明確規定處理方式，且法院對此議題的判決也

未統一，甚至有見解不同的情況，以致在美國法下要如何踐行智財權擔保之保全

程序，成為一個不確定的問題。且因著作權法、專利法與商標法各有其規定，需

要個別處理。以下依美國智財權法對移轉登記規範密度之廣狹說明相關規定與法

                                                                                                                                            
Lois R. Lupica, Revised Article 9, Securitization Transactions and Bankruptcy Dynamic, 9 Am. Bankr. 

Inst. L. Rev. 287, at 287-288,300. 
234 參考William J. Murphy, at 313.  
235 參考William J. Murphy, at 320-325. 
236 UCC Sec. 9-109：『(c) This article does not apply to the extent that: (1) a statute, regulation, or 

treaty of the United States preempts this article; 』。 
237 UCC Sec. 9-311：『 (a)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in subsection (d), the filing of a financing 

statement is not necessary or effective to perfect a security interest in property subject to:(1) a statute, 

regulation, or treaty of the United States whose requirements for a security interest's obtaining priority 

over the rights of a lien creditor with respect to the property preempt Section 9-310(a);…』。 
238 參考Melvin Simensky and Howard A. Gootk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Melvin Simensky et al. edited, at 29.8.  



院見解。 

 
參、美國智財權法規定與法院見解 

一、著作權 

    美國著作權法於 17 U.S.C. Sec.205（以下簡稱第 205條）第（a）項規定『著

作權所有權的移轉』可以向著作權局登記，239且於同條第（d）項規定決定前後

移轉之優先順序，即先受讓人於移轉後一個月內（以下簡稱優惠期）依法辦理登

記，就可以對抗後來的善意受讓人，不論其是否已先完成登記。240此外，又於

17 U.S.C. Sec.101明定『著作權所有權的移轉』之立法定義，241將著作權專屬授

權（exclusive license）、權利讓與（conveyance）及抵押設定（mortgage or 

hypothecation）都包括在內。因此，相較於其專利法與商標法，著作權法登記制

度所包含的範圍最廣，因而與統一商法典第九條規定的重疊範圍最大。242 

    就此議題，加州聯邦法院於著名的 In re Peregrine Entertainment, Ltd.243案中

表示著作權與從其所產生的相關權益（rights under copyrights）（如權利金權益）

的擔保權益必須向著作權局登記，若只向州政府機關登記將不能完成保全程序。

其理由為著作權法就登記此事有全面性的規定，包括設定擔保在內，因此排除統

                                                 
239 參見 17 U.S.C. Sec. 205- Recordation of transfers and other documents：『 (a) Conditions for 

Recordation. Any transfer of copyright ownership or other document pertaining to a copyright may be 

recorded in the Copyright Office if the document filed for recordation bears the actual signature of the 

person who executed it, or if it is accompanied by a sworn or official certification that it is a true copy 

of the original, signed document.』。  
240 參見 17 U.S.C. Sec. 205：『(d) Priority Between Conflicting Transfers.：As between two conflicting 

transfers, the one executed first prevails if it is recorded, in the manner required to give constructive 

notice under subsection (c), within one month after its exec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within two 

months after its execution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or at any time before recordation in such manner 

of the later transfer. Otherwise the later transfer prevails if recorded first in such manner, and if taken in 

good faith, for valuable consideration or on the basis of a binding promise to pay royalties, and without 

notice of the earlier transfer. 』。 
241 參見 17 U.S.C. Sec.101- Definitions：『A ''transfer of copyright ownership'' is an assignment, 

mortgage, exclusive license, or any other conveyance, alienation, or hypothecation of a copyright or of 

any of the exclusive rights comprised in a copyright, whether or not it is limited in time or place of 

effect, but not including a nonexclusive license.』。 
242 參考William J. Murphy, at 329. 
243 判決案號：161 B.R. 194 (C.D. Cal. 1990). 



一商法典第九條登記規定的適用。244此外，該案法院還認為除了該法的登記規定

外，其決定競爭擔保權利人間的優先順序原則（priority rule）也被排除適用，因

為擔保權利人（lien creditor）屬於著作權法第 205條第（d）項規定所稱後來交

易人之範圍。245而之後的 In re AEG Acquisition Corp.246案也採納 Peregrine案的見

解，認為電影（著作權）擔保權益的保全須依著作權法的規定而非 UCC者。247  

此外，In re Avalon Software Inc.248一案亦肯認 Peregrine案的見解且認為未經

著作權登記著作權（unregistered copyrights）的擔保權益，包括後來取得著作權

（after-acquired copyrights）者，均由著作權法所規範，並因此認定未經著作權登

記的著作權將無法完成保全程序。249其理由是因為著作權法第 205 條第（c）項

規定經著作權登記者的移轉登記才能產生公示效力。在此見解下，未經著作權登

記而受保護的著作權幾乎不可能設定擔保權益。250 

但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於 Aerocon Engineering v. Silicon Valley Bank251 一案中

肯認已辦理著作權登記的著作權（registered copyrights）必須向著作權局辦理擔

保權益登記才能完成保全程序，但就未經登記的著作權（unregistered copyrights）

其須辦理 UCC的登記程序，其擔保權益方可保全。其理由為因為著作權法並未

就未經登記著作權的擔保權益規定保全程序，因此並未與 UCC規定產生衝突而

將該法排除適用。252即法院肯認未經著作權登記的著作亦可以依 UCC的規定設

                                                 
244 參考 Baila H Celedonia, United Stat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Secured Transactions, 11 May 2004, 

Mondeq, http://www.mondaq.com/article.asp?articleid=25947&searchresults（2004/9/21瀏覽）。 
245 但有反對見解，如在 In re Avalon Software Inc.一案中，法院認為登記規定須依著作權法，但

擔保權利人的優先順位須依 UCC 來決定。參考William J. Murphy, at 330-331 & footnote 106. 
246 判決案號：127 B.R. 34 (Bankr. C.D. Cal. 1991), aff'd, 161 B.R. 50 (Bankr. 9th Cir. 1993). 
247 參考Melvin Simensky and Howard A. Gootk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Melvin Simensky et al. edited, at 29.11. 
248 判決案號：209 B.R. 517（Bankr. D. Ariz. 1997）. 
249 參考 Baila H Celedonia. 
250 參考William J. Murphy, at 331. 
251 判決案號：303 F. 3d 1120 (9th Cir. 2002). 
252 參考 Baila H Celedonia. 另請參見美國著作權法 17 U.S.C. Sec. 205：『(c) Recordation as 

Constructive Notice. - Recordation of a document in the Copyright Office gives all persons 

constructive notice of the facts stated in the recorded document, but only if - (1) the document, or 

material attached to it, specifically identifies the work to which it pertains so that, after the document is 

indexed by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 it would be revealed by a reasonable search under the title or 

registration number of the work; and (2) registration has been made for the work.』，依此規定只有已經

著作權登記的著作，其著作權移轉登記才有公示效力。  



定擔保權益，而推翻 Avalon案的見解。 

此外，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在 Broadcast Music, Inc. v. Hirsch253一案中認為移轉

權利金收益（assignment of royalty）以清償債務並不涉及著作權本身權益之移

轉，故不須向著作權局登記而限制 Peregrine 案的適用範圍。254且紐約郡最高法

院（Supreme Court of New York, New York County）亦於 MCEG Sterling, Inc. v. 

Phillips Nizer Benjamin Krim & Ballon255一案中，對 Peregrine案將並非著作權本

身的權利金權益擔保也排除於 UCC之外，而須向著作權局登記以保全擔保權益

之見解表示懷疑。256  

 
二、專利權 

    美國專利法的移轉登記規定於 35 U.S.C. Sec. 261（以下簡稱第 261條）中，
257相較於著作權法的規定，專利法只就涉及專利權（所有權）移轉的範圍內才設

有登記規定，且規定原則上先受讓人於移轉日起算三個月內的辦理登記就可以對

抗後來的善意買受人（bona fide purchaser）或受抵押人（mortgagee）258。 

    美國法院於In re Transportation Design and Technology259、City Bank and Trust 

Co. v. Otto Fabric, Inc.260與Chesapeake Fiber Packaging Corp. v. Sebro Packaging 

                                                 
253 判決案號：104 F.3d 1163 (9th Cir. 1997). 
254 參考 Jay C. Klear, at 811-812. 
255 判決案號：169 Misc. 2d 625 (N.Y. Sup. Ct. 1996). 
256 該案乃是涉及律師業務過失（malpractice）的案件。原告MCEG主張其律師事務所Phillips Nizer

未建議其就著作權的權利金收益向著作權局辦理登記（因此其只辦理 UCC 登記），以致其擔保

權益未保全而無法收取，因而根據 Peregrine 案的見解，請求該事務所須負損害賠償責任。雖然

該案法院主要以該權利金權益存在於 Peregrine 案之前，且當時並無判例建議權利金權益之擔保

須向著作權局辦理登記才可保全為由，認為該案被告不須負擔業務過失責任。但其仍對 Peregrine

案之見解表示質疑。參考 H. John Jackson, at 232. 
257 35 U.S.C. Sec. 261- Ownership; assignment：『An assignment, grant or conveyance shall be void as 

against any subsequent purchaser or mortgagee for a valuable consideration, without notice, unless it is 

recorded in the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within three months from its date or prior to the date of 

such subsequent purchase or mortgage.』。  
258 美國專利法中所稱的 mortgages乃指 chattel mortgage（動產抵押），由債務人將專利權移轉給

債權人（故受抵押人於擔保期間為專利權所有人），於債務人（原專利權人）清償債務後，才再

將該專利權移轉回給債務人。參考Melvin Simensky and Howard A. Gootk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Melvin Simensky et al. edited, at 29.17. 
259 判決案號：48 B.R. 635(Bankr. S.D. Cal. 1985). 
260 判決案號：83 B.R. 780 (D. Kan. 1988) 



Corp.261三案中一致認為因為專利法該條規定並未提及UCC中的擔保權益（因為

該法並未要求擔保權益的設定需要移轉所有權），且未規定擔保債權人（lien 

creditors）間優先順位（priority）的判斷原則，因此就專利權擔保權益的保全程

序必須依照UCC的規定辦理登記而非聯邦登記。此外，聯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於

In re Cybernetic Services, Inc.262案中表示於專利權設定擔保權益並未涉及權利移

轉，故不需要辦理聯邦登記。263 

但須注意的是，這些判決只論及對其他擔保債權人可以透過UCC登記而保全

其擔保權益，但並未表示其可以對抗已辦理聯邦登記的後來受抵押人或善意買受

人。264且法院在Transportation Design與Otto Fabric案中表示，擔保權益屬於財產

讓與（grant or conveyance），其必須向美國專利商標局登記，才可以拘束後來的

買受人與抵押權人。265所以，辦理聯邦登記雖非保全擔保權益的要件，但卻是拘

束後來買受人（抵押權人）的手段，否則彼等將不受擔保權益的限制。266此外，

近來已有判決強烈暗示當設定專利權擔保權益是透過移轉所有權的方式為之，且

當權利爭議是發生在擔保權人與受讓人間時，專利法第261條規定將可排除UCC

之適用而決定誰有優先權利。267 

    且根據聯邦規則法典37 C.F.R. Sec. 3.11之規定，268美國專利商標局（USPTO）

                                                 
261 判決案號：143 B.R. 360 (D. Md.1992). 
262 判決案號：252 F.3d 1039 (9th Cir. 2001). 
263 參考 Deborah Schavey Ruff, Security Interests In Patents And Trademarks, August, 2003, at 2. 

http://www.securitization.net/pdf/Ruff_Schavey_Security_Interests.PDF（2004/9/21瀏覽）。 
264 參考 Deborah Schavey Ruff, at 3. 
265 參考Melvin Simensky and Howard A. Gootk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Melvin Simensky et al. edited, at 29.17. 
266 參考Melvin Simensky and Howard A. Gootk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Melvin Simensky et al. edited, at 29.18. 
267 參考William J. Murphy, at 329.  

因此，有論者認為若是以移轉專利權的方式設定擔保，可能需要向美國美國專利商標局辦理登

記，才可完成保全程序。但這會有很多問題產生，因為被擔保人（債權人）在名義上擁有專利權

時，其就必須負擔維持與管理專利權的責任，但其通常沒有這種能力（因為借款人通常為金融機

構，很難勝任專利管理之工作）。參考 Deborah Schavey Ruff, at 3. 
268 37 C.F.R.Sec. 3.11 Documents which will be recorded.：『(a) Assignments of applications, patents, 

and registrations, accompanied by completed cover sheets as specified in Sec.Sec. 3.28 and 3.31, will 

be recorded in the Office. Other documents, accompanied by completed cover sheets as specified in 

Sec.Sec. 3.28 and 3.31, affecting title to applications, patents, or registrations, will be recorded as 

provided in this part or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Director.』。 



有權限（非其義務）登記會影響專利權權利的文件。若設定專利權擔保權益此事

經該局依規定登記後，將可以對查閱美國專利商標局記錄的後來買受人發生實際

通知（actual or inquiry notice）效力。269如此一來，擔保權利人的優先權利才不

會被善意買受人原則所影響。 

 
三、商標權 

    美國商標法的移轉登記規定於15 U.S.C. Chapter 22 Sec. 1060（以下簡稱第

1060條）中，270觀其文義只規定移轉（assignment）與買受人（purchaser），相較

於專利法，連受抵押人（mortgagee）也沒有，顯然不包含任何擔保權益在內，

因此其登記規定的適用範圍最為狹隘。但此規定並非偶然，因為在美國法下，商

標權只具有從屬的特性，必須依附於其所表彰的商譽（good will），故該法只允

許將商標移轉給該商標的潛在使用者。271此外，該法規定移轉商標權必須同時移

轉其所表彰商譽，272否則該移轉無效。273 

因此，商標權無法以讓與所有權的方式設定擔保，即使以附條件讓與

（conditional assignment）亦不可行，因為聯邦規則法典37 C.F.R. Sec. 3.56規定直

                                                 
269 參考William J. Murphy, at 344. 
270 15 U.S.C. Chapter 22 Sec. 1060 – Assignment：『 (a) (4) An assignment shall be void against any 

subsequent purchaser for valuable consideration without notice, unless the prescribed information 

reporting the assignment is recorded in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within 3 months 

after the date of the assignment or prior to the subsequent purchase.』。 
271 參考William J. Murphy, at 340. 
272 傳統上，美國法院認為要將反映該商譽的有形事業資產（tangible business assets）一併移轉，

並看受讓人是否確已獲得該有形資產或處於繼續經營該商標所表彰事業的地位。而近年來，法院

已不再嚴格要求有形資產的一併移轉，轉而注重受讓人是否使用該商標，並繼續經營該商標所表

彰的事業。參考 Deborah Schavey Ruff, at 7. 
273 美國法院稱此為”assignment in gross”。另請參見 15 U.S.C. Chapter 22 Sec. 1060：『 (a) (1) A 

registered mark or a mark for which an application to register has been filed shall be assignable with 

the good will of the business in which the mark is used, or with that part of the good will of the 

business connected with the use of and symbolized by the mark. Notwithstanding the preceding 

sentence, no application to register a mark under section 1051(b) of this title shall be assignable prior to 

the filing of an amendment under section 1051(c) of this title to bring the application into conformity 

with section 1051(a) of this title or the filing of the verified statement of use under section 1051(d) of 

this title, except for an assignment to a successor to the business of the applicant, or portion thereof, to 

which the mark pertains, if that business is ongoing and existing.』。 



接將附條件讓與視為絕對且現實的轉讓，274若沒有同時將商譽一併讓與，仍屬無

效移轉。再者，即使受讓人同時再將該商標授權（license back）給讓與人也行不

通，因為美國商標法要求授權人負有監控被授權人使用該商標的義務，即其需要

對被授權人的產品與服務進行品質管制，但通常貸款人（投資人）沒有此能力，

也不會這麼做。若未遵守，該授權會被視為無品質控管授權（naked license），導

致商標權的拋棄（abandonment）而使商標無效。275由於美國商標法規定之故，

有論者建議在商標權擔保交易中僅適合設定UCC下的擔保權益，而不能以讓與擔

保的方式為之。276277  

最後，如果是意圖使用申請（intent-to-use application）的權利人亦不可以將

此權利以讓與的方式移轉給債權人，作為其債務擔保。在Clorox Co. v. Chemical 

Bank278一案中，法院即因意圖使用申請權利人將其權利讓與擔保給貸款銀行，而

將其商標撤銷（cancellation），理由是法院認為該權利人的讓與行為已違反國會

禁止從讓與意圖使用申請中獲利的立法政策，只判定該移轉無效不足以回復其損

害，唯有撤銷其商標方屬適當。279 

    基於上述規定，美國法院的現有判決均一致認為商標權的擔保權益須經由

UCC登記來完成保全程序。280聯邦第六巡迴上訴法院於Roman Cleanser Co. v. 

                                                 
274 37 C.F.R. Sec. 3.56 Conditional assignments：『Assignments which are made conditional on the 

performance of certain acts or events, such as the payment of money or other condition subsequent, if 

recorded in the Office, are regarded as absolute assignments for Office purposes until cancelled with 

the written consent of all parties or by the decree of a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The Office does 

not determine whether such conditions have been fulfilled.』。 
275 參考William J. Murphy, at 342.  
276 參考 Deborah Schavey Ruff, at 9. 
277 由上述說明可知，在美國法下以商標權作為智財權證券化的資產似有問題，因為特殊目的機

構乃專為證券化交易所設，沒有獨立的人力與資源，更有營運的限制，其難以承接創始機構所移

轉的商譽，就算創始機構一併移轉也是浪費。且就算可以合法移轉，身為商標權擁有人的特殊目

的機構也無能力對被授權人進行品質控管，而有被法院判定廢棄商標之虞。反觀我國，商標可以

獨立移轉，因此無美國法上未一併移轉商譽而屬無效的問題，但觀察商標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

五款規定：『商標實際使用時有致公眾誤認誤信其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者。』，商

標授權人仍有對被授權人進行品質管理之必要，否則，可能被商標專責機關以該條款規定為由，

廢止其註冊。 
278 判決案號：40 U.S.P.Q. 2d 1098（TTAB 1996）. 
279 參考William J. Murphy, at 343.  
280 且有論者認為，法院採取這種見解並不令人訝異，因為商標權本來就由州法所保護，依照同

屬州法的 UCC 來完成其保全程序似屬當然。參考 Baila H Celedonia. 



National Acceptance Co. 281該案肯認下級法院於in Re Roman Cleanser282案中的見

解，認為商標屬於UCC第九條規定中的一般無形資產，應依UCC規定完成保全

程序。283此外，法院於Joseph v. Valencia, Inc. (In re 199Z, Inc.)284該案中表示，商

標法只提供轉讓商標權的登記，而無設定擔保權益者。且其強調即使美國專利商

標局接受商標權設定擔保之登記，也不會改變此結果。商標法雖授權美國專利商

標局決定要否登記該法所未規定文件的權力，但其並未如著作權法將著作權抵押

（hypothecation of copyrights）納入登記規定般，明文提供商標權擔保權益的登

記。285 

     雖然商標權的擔保權益並非商標法移轉登記規定之項目，但根據聯邦規則

法典37 C.F.R. Sec. 3.11之規定，美國專利商標局有權限（非其義務）登記會影響

商標權權利的文件。若設定商標權擔保權益此事經該局依規定登記後，雖然不會

生商標法第1060條規定的擬制通知（constructive notice）的公示效力，但仍可對

查閱美國專利商標局記錄的後來買受人發生實際通知效力。286如此一來，其優先

權利將不會被善意買受人原則所影響。由於該局會接受商標權擔保權益登記的緣

故，有論者建議於進行商標權交易時也需要查詢聯邦登記資料，以瞭解權利狀

況。287   

 
四、修法建議 

    由上述說明可知，由於美國聯邦智財權法對於智財權擔保權益規定不明之

故，而與州法規範擔保權益的UCC產生適用上的疑問。且因著作權法、專利法與

商標法本身移轉登記的規範程度不一，以致法院於個案判斷如何適用時，無法就

各種智財權擔保權益的保全程序做出統一見解，甚且在同種類智財權內也出現見

解不一的情況，例如著作權聯邦登記規定的適用範圍是否及於著作權本身以外的

其他權利。因此，當事人在進行擔保交易時，律師都會建議必須同時辦理聯邦登

記與州法登記較為保障，因為即使專利權或商標權須依UCC規定保全擔保權益，

辦理聯邦登記也有對抗後來買受人的效力。此外，於查詢智財權權利狀況時，也

需要同時查詢聯邦登記資料與州政府UCC登記資料，以確定智財權的歸屬情況與

                                                 
281 判決案號：802 F.2d 207 (6th Cir. 1986). 
282 判決案號：43 B.R. 940 (Bankr. E.D. Mich.1984). 
283 參考 Deborah Schavey Ruff, at 3. 
284 判決案號：137 B.R. 778 (Bankr. C.D. Cal. 1992). 
285 參考 Baila H Celedonia. 
286 參考William J. Murphy, at 344. 
287 參考 Baila H Celedonia. 



有無設定擔保。 

    鑑於上述問題有礙智財權擔保交易之順利發展，美國律師協會專門小組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Task Force）經過多年研究後，就此議題提出研究報

告，建議同時運用聯邦法與州法的混合系統（mixed system），並修改聯邦智財權

法的現有規定。其將智財權擔保權益與移轉分由兩個系統處理，不論是專利權、

商標權或著作權，保全擔保權益之方式統一由UCC規範，而權利移轉則由聯邦法

規範。在此系統下，貸款人於交易前要同時查詢聯邦登記與州法登記，前者乃在

確認該債務人擁有該智財權，後者乃在確定該智財權是否已有前先擔保權益存

在。而完成交易後，債權人也要同時辦理這兩項登記，一方面保全其擔保權益，

以獲得優先順位，另一方面則用以對抗該智財權的後來買受人，288為此其建議建

立一套獨立的聯邦登記系統，提供擔保權益人辦理此項登記。289 

    此外，因為現行智財權法中均設有移轉登記的優惠期，只要受讓人在此期間

內辦理移轉登記，即可對抗後來的善意買受人或擔保權益人，不論彼等是否已登

記，這將嚴重影響擔保債權人的權利。因此，該報告建議將專利法的優惠期間從

三個月縮短為十天，並同時刪除著作權法與商標法中的優惠期間規定，改由登記

之先後決定優先順位，以降低此項風險。290 

    雖然美國眾議院（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的法院與智慧財產小組委

員會（The Subcommittee on Court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隸屬司法委員會）

曾於1999年就此議題舉辦公聽會，但美國律師協會（ABA）的建議案並未被採

納，主要是因美國電影產業對其提案中的混合系統表示反對意見。因此，美國聯

邦立法會如何修改，至今仍屬未知數。291 

      
肆、我國情況 

    在我國，擔保物權之種類與內容由民法所規範，而就屬於無體財產權的智財

權而言，依民法第九百條規定：『可讓與之債權及其他權利，均得為質權之標的

物。』，其擔保物權為民法上的權利質權，且其設定方式則依民法第九百零二條

規定：『權利質權之設定，除本節有規定外，應依關於其權利讓與之規定為之。』，

依其權利讓與之方式為之。此外，專利法、著作權法與商標法也分別就質權設有

                                                 
288 參考Melvin Simensky and Howard A. Gootk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Melvin Simensky et al. edited, at 29.29. 
289 參考 Baila H Celedonia. 
290 參考Melvin Simensky and Howard A. Gootk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Melvin Simensky et al. edited, at 29.29-29.30.  
291 參考 Baila H Celedonia. 



特別規定，以下分別說明之。 

 
一、智財權法中的質權規定 

（一）專利權法 

     依專利法第六條規定，專利權可為質權的標的，但專利申請權則不可。此

外，除契約另有約定外，質權人不得實施該專利權。且同法第五十九條規定發明

專利權人以其發明專利權讓與設定質權，非經向專利專責機關（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若為共有專利權時，同法第六十二條規定共有人將

其應有部分讓與或設定質權時須經其他共有人全體同意。於設定質權後，第六十

五條規定發明專利權人未得質權人之同意，不得為拋棄專利權或為申請更正專利

說明書或圖示，以免影響其擔保權益。且依第七十四條規定，專利專責機關應將

專利權設定質權此事公告於專利公報中，以公告周知。 

 
（二）商標法 

    依商標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商標權得以轉讓，但未經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

且同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商標權人得就其商標權設定質權，292但設定質權

及質權之變更、消滅，應向商標專責機關登記，否則，亦不得對抗第三人。另於

同條第二項規定商標權人為擔保數債權就商標權設定數質權者，其次序依登記之

先後定之，明訂質權人間的優先順位，此為專利法所無。又於同條第三項規定於

質權存續期間，質權人非經商標權人授權，不得使用該商標。且於設定質權後，

同法第三十八條規定未經質權人同意，商標權人不得拋棄商標權，以免影響其擔

保權利。 

 
（三）著作權法 

    我國的著作權包含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因著作人格權具有一身專屬性

                                                 
292 但證明標章、團體標章或團體商標則不得移轉與設定質權，若有違反，將會遭到商標主管機

關撤銷。參見商標法第七十八規定：『證明標章權、團體標章權或團體商標權不得移轉、授權他

人使用，或作為質權標的物。但其移轉或授權他人使用，無損害消費者利益及違反公平競爭之虞，

經商標專責機關核准者，不在此限。』及第七十九條規定：『標章權人或其被授權使用人以證明

標章、團體標章或團體商標為不當使用致生損害於他人或公眾者，商標專責機關得依任何人之申

請或依職權廢止其註冊。  前項所稱不當使用，指下列情形之一：一  證明標章作為商標使用，

或標示於證明標章權人之商品或服務之相關 物品或文書上。二  團體標章或團體商標之使用，

造成社會公眾對於該團體性質之誤認。三  違反前條規定而為移轉、授權或設定質權。四  違反

標章使用規範。五  其他不當方法之使用。』。 



而不得讓與或繼承，故亦不得為質權標的。而著作財產權依著作權法第三十六條

規定可以全部或部分讓與他人，因此同法於第三十九條僅規定著作財產權得以設

定質權，且除設定時另有約定外，著作財產權人仍得行使其著作財產權。但若為

共有著作財產權時，第四十條之一規定共有人將其應有部分讓與他人或為他人設

定質權時，須經其他共有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但又特別規定各著作財產權人，

無正當理由者，不得拒絕同意，此為專利法所無。 

 
二、綜合評析 

由上述規定可知，智財權在我國均可以設定質權而作為債權的擔保。專利權

與商標權於當事人達成質權設定合意後，即可於當事人間發生效力，但未經登記

則不可以對抗第三人。293且商標法特別規定依登記之先後決定數質權人間的優先

順序，專利法中雖無類似規定，但應可以類推適用。294 

此外，在讓與議題上，我國專利法與商標法亦均規定未經登記不得對抗第三

人，故當發生先後讓與時，似應以登記之先後決定孰獲權利。295而質權人與受讓

人間的競爭問題，我國法雖未明訂，但仍似由登記之先後來決定受讓人是否須承

受該質權負擔。舉例言之，雖專利權買受人受讓在先，但若未辦理讓與登記，而

後發生質權登記時，296因其不得以受讓專利權此事對抗質權人，且因質權人完成

                                                 
293 依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之解釋，專利權登記之對抗第三人效力於專利專責機關完成登記後才發

生。參考 (90) 智法 字第 09086000310 號：『…二  專利法第五十九條規定「發明專利權人以

其發明專利權讓與他人或授權他人實施，非經向專利專責機關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故專利

權讓與、授權不以登記為生效要件，讓與或授權契約當事人間，於意思表示合致時即已生效，至

於對第三人之效力，則非經登記不得對抗，按此之登記，係以專利專責機關准予登記之日為準。』。 
294 另請參見民法第八百六十五條規定：『不動產所有人，因擔保數債權，就同一不動產，設定數

抵押權者，其次序依登記之先後定之。』。 
295 但就專利權而言，實務上可能不會發生此問題，因為依專利法施行細則規定，辦理移轉登記

需要具備專利證書，若原專利權人已將專利證書交給先受讓人，即使其未辦理，後受讓人與原專

利權人似也無法完成讓與登記。參見專利法施行細則第四十條規定：『申請專利權讓與登記換發

證書者，應由原專利權人或受讓人備具申請書及專利證書，並檢附讓與契約或讓與證明文件。公

司因併購申請承受專利權登記換發證書者，前項應檢附文件，為併購之證明文件。』。 
296 此在法律上可行，理由是原專利權人雖已讓與專利權且將專利證書交給受讓人，但因細則規

定辦理質權登記只須提出質權設定契約（記載專利證書號數即可），故仍有可能完成質權登記。

參見專利法施行細則第四十三條規定：『申請專利權之質權設定登記者，應由專利權人或質權人

備具申請書及專利證書，並檢附下列文件：一、專利權之質權設定登記者，其質權設定契約。二、

質權變更登記者，其變更證明文件。三、質權消滅登記者，其債權清償證明文件或各當事人同意

塗銷質權設定之證明文件。  前項第一款質權設定契約，應載明發明、新型名稱或新式樣物品名



登記，可以對抗受讓人，故受讓人即使事後辦理登記，亦須承受該負擔。因此，

在我國法下，並不會發生因美國智財權法設有優惠期間規定而使先登記擔保權益

人無法對抗受讓人的問題。 

相較之下，著作財產權設定質權及讓與均不須經登記，究其原因，應與我國

著作權法於民國七十四年七月十日修正時，即改採創作保護原則，不再以註冊為

保護要件，又於八十七年一月二十一日修正著作權法，刪除著作權登記制度（當

時仍採自願登記制度），自此著作權業務主管機關已不再受理著作權登記業務有

關。因此，只要於當事人達成質權設定合意後即生效力，因法無相反規定，依理

當可對抗第三人。 

而就質權人與受讓人間的競爭問題，則須以交易發生時點之先後決定，若質

權設定在先，受讓人須承受該負擔，但若受讓在先，因原著作權人已無權再就該

著作財產權設定質權，依民法一百一十八條無權處分之規定，297若受讓人不承

認，將無法對其發生效力。同理，若有先後買賣（或先後設定質權）的問題，則

由先受讓人（或先設定人）取得著作權（或取得優先順位）。但因著作權為無體

財產，若無任何公示機制，對於交易安全之維護實屬不利。298 

反觀美國，雖然其著作權亦採創作保護主義，並由著作權人自行決定要否向

著作權局登記以享有作權法所提供的特別利益（例如提起侵權訴訟、推定為著作

權人299）。但就設定擔保權益此事，不論是已登記之著作權或是未登記的著作權，

                                                                                                                                            
稱、專利證書號數、債權金額；其質權設定期間，以專利權期間為限。專利專責機關為第一項登

記，應將有關事項加註於專利證書及專利權簿。』。 

但在實務上則可能行不通，因為根據智慧財產局所發布的『專利權授權實施登記或設定質權登

記之申請須知』，辦理質權登記除須提出質權設定契約外，還須附具原核發之專利證書。資料來

源：http://www.tipo.gov.tw/patent/table/Howto_930701/23專利權質權登記之申請.pdf（2004/9/22瀏覽）。 
297 民法第一百一十八條規定：『無權利人就權利標的物所為之處分，經有權利人之承認始生效力。 

無權利人就權利標的物為處分後，取得其權利者，其處分自始有效。但原權利人或第三人已取得

之利益，不因此而受影響。前項情形，若數處分相牴觸時，以其最初之處分為有效。』。 
298 台灣大學法律系教授徐小波即認為，由於著作權已由登記改為創作保護主義，若以著作財產

權設定質權，在沒有公示制度的情形下，貸款人難以知悉該著作財產權是否被作為不同債權的擔

保，日後若發生債務不履行，其債權更可能因擔保順位居後而無法完全受償。參考林杰兒，無形

資產定義不明 阻礙證券化---智財市場研討會 專家學者建議修改資產認列原則與會計處理準

則，經濟日報，2003 年 12月 24日，第 8版，貿易投資、稅務。 
299 在我國，只要在著作上表示姓名，即可受法律推定為著作人。參見著作權法第十三條規定：『在

著作之原件或其已發行之重製物上，或將著作公開發表時，以通常之方法表示著作人之本名或眾

所周知之別名者，推定為該著作之著作人。前項規定，於著作發行日期、地點及著作財產權人之

推定，準用之。』。 



美國法院認為均須辦理登記（前者為聯邦登記，後者為州法 UCC登記）方有對

抗他人之效力。且美國著作權法亦就權利移轉此事設有登記規定，雖非移轉生效

要件，但若為已經著作權登記的著作權，可以透過移轉登記取得公示效力，而對

抗後來的善意受讓人。因此，在美國法制下，其雖不強制辦理著作權登記，但仍

考量到交易安全之維護，此點值得我國參考。 

 
三、修法建議 

（一）增設著作權交易登記制度 

    在現行制度下，雖因著作權法推定於著作上表示姓名者為著作人，對於從未

進行過交易的著作權或可判斷孰為權利人，但當該著作權因交易而轉讓或設定質

權後，因無任何公示機制，他人難以查詢與知悉權利移轉過程而判斷交易對造是

否確為著作財產權人，亦無法斷定有無設定質權此事，只能倚賴對造所提供的相

關契約證明與其他資訊，而發生嚴重的資訊不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問

題，且因著作權並無民法上善意取得保護規定之適用，將使交易人承擔高度的不

確定性風險，而不利著作權交易之進行。 

由於我國加入WTO後，已負有不對著作權設定形式保護要件之條約義務，

故無法恢復著作權登記保護主義。300但為求促進擔保交易之發展，似應考慮增設

著作權交易登記制度，包括權利移轉登記與質權設定登記，以便利當事人於交易

前進行正當查核，使其有機會判斷該著作財產權是否確屬對造所有，及該權利有

無質權負擔，以降低交易風險。並可藉此公示機制，決定競爭權利人間的優先地

位，保障交易安全。 

 
（二）將登記對抗改為登記生效要件 

    我國專利法與商標法中有關權利變動的登記均採登記對抗主義，不以登記為

生效要件，觀察美國法制亦是如此，但兩者在權利移轉登記之對抗對象上仍有明

顯差異存在。美國法只保護善意第三人，即不知有先前交易存在（without notice）

                                                 
300 依 TRIPs協定第九條規定，會員國應遵守伯恩公約第五條規定，而其禁止對著作權的保護設

定任何形式要件。參見 TRIPs Agreement Article 9 Relation to the Berne Convention：『1.Members 

shall comply with Articles 1 through 21 of the Berne Convention (1971) and the Appendix thereto.  

However, Members shall not have rights or obligations under this Agreement in respect of the rights 

conferred under Article 6bis of that Convention or of the rights derived therefrom.』及 Berne 

Convention Artice 5：『(2) The enjoyment and the exercise of these rights shall not be subject to any 

formality;….』。但我國仍可考慮仿照美國法制，恢復自願登記制度，並提供法律誘因，鼓勵著作

權人辦理登記，強化著作權原始歸屬狀態之公示效用。 



的後來受讓人才有可能取得優先地位，但在我國，若未經登記連惡意第三人都不

可對抗，301此立法模式與民法只保護善意受讓人之原則亦屬有異。302就此，筆者

大膽推測專利法與商標法如此規定之目的應在督促交易當事人迅速辦理登記，以

免事後遭惡意第三人破壞其交易之完成。若果真如此，對於想順利完成交易者，

此種規範似有登記生效之潛在影響力。 

    此外，從專利法與商標法鼓勵資訊公開之立法政策觀之，303既然權利原始歸

屬狀態均屬公開，因事後交易而發生的權利變動情況，似無不公開而任由當事人

隱藏的正當理由。再者，智財權為無形資產，無法以占有的方式產生公示作用，

且如物權般擁有很強的排他效力。綜上所述，本研究建議可考慮如不動產物權

般，304將登記改為智財權變動之生效要件，以強化公示作用，增進交易安全。305

                                                 
301 有論者基於有時要求交易當事人辦理登記有『期待不可能』與土地法第四十三條規定：『依本

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力。』只保護信賴登記第三人為由，對該對抗效力採限縮解釋，只限於

不可對抗善意第三人，此見解值得參考。參考賴文智，智慧財產權與民法的互動---以專利授權契

約為主，台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2000 年，第 159頁。 

  然而，筆者認為專利法與商標法的法律文字明確，且明顯與土地法該條規定所用文字不同，甚

至與積體電路電路佈局保護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電路布局權有左列各款情事之一者，應由各

當事人署名，檢附契約或證明文件，向電路布局專責機關申請登記，非經登記，不得對抗善意第

三人：一  讓與。二  授權。三  質權之設定、移轉、變更、消滅。』明文規定不得對抗善意第

三人有異，在成文法國家理應作不同解釋。再者，根據筆者查詢專利法與商標法的歷史法條得知，

有關登記對抗之規定雖歷經多次修正，但均未更動『第三人』之法文。三者，筆者認為此種立法

有督促交易當事人迅速辦理登記，以早日公開權利變動資訊的優點。故筆者認為未經登記連惡意

第三人亦不可對抗。 
302 參見民法第八百０一條規定：『動產之受讓人占有動產，而受關於占有規定之保護者，縱讓與

人無移轉所有權之權利，受讓人仍取得其所有權。』；民法第九百四十八條規定：『以動產所有權

或其他物權之移轉或設定為目的，而善意受讓該動產之占有者，縱其讓與人無讓與之權利，其占

有仍受法律之保護。』；民法第八百八十六條規定：『質權人占有動產，而受關於占有規定之保護

者，縱出質人無處分其質物之權利，質權人仍取得質權。』。 
303 例如專責機關應該刊行專利公報與商標公報。且專利權與商標權均須經核准、註冊與公告，

均不可能在未公開的情況下受保護。 
304 參見民法第七百五十八條規定：『不動產物權，依法律行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更者，非

經登記，不生效力。』。其立法理由甚具參考價值，特引用如下：『查民律草案第九百七十九條理

由謂物權，既有極強之效力，得對抗一般之人，故關於不動產物權取得、設定、喪失、及變更之

法律行為，若不令其履行方式，即對於第三人發生效力，第三人必蒙不測之損害。充其弊，必至

使交易有不能安全之虞，自來各國為保證第三人之利益及交易安全計，設種種制度。現今各國為

達此目的，亦設種種制度，其款目雖繁，其重要大別為三：一曰地券交付主義。二曰登記公示主

義。三曰登記要件主義。地券交付主義者，各土地設地券交付主權利人，於券上記載不動產物權



若能如此修法，將能以登記之先後順序，輕易地解決各利害關係人間的權利競爭

與優先順位問題，且可考慮於專利法與著作權法中增訂如商標法第三十七條第二

項之規定，以資明確。 

     
 

                                                                                                                                            
之得喪變更，以確定不動產物權之權利狀態，使有利害關係之第三人，得就該地券推知該不動產

物權之權利狀態也。登記公示主義者，於各不動產所在地之官署，備置公簿，於簿上記載不動產

物權之得喪變更，使有利害關係之第三人，得就該公簿推知該不動產物權之權利狀態，而不動產

物權之得喪變更，若不登記於該公簿上，則不得以之對抗第三人也。 (雖不能對抗第三人，然當

事人之間，僅依意思表示，既完全生效力。) 登記要件主義者，於各不動產所在地之官署，備置

公簿，於簿上記載不動產物權之得喪變更，使有利害關係之第三人，得就該公簿推知該不動產物

權之權利狀態，而不動產物權之得喪變更，若不登記於該公簿上，不能生不動產物權得喪變更之

效力也。 (非但不能對抗第三人，即當事人之間，亦不能發生效力。) 地券交付主義辦法，失於

繁雜，登記公示主義，有已成物權不得對抗第三人之弊，與物權之本質不合，理論上亦不當，本

條均不採用。登記要件主義辦法，既簡捷易行，亦不至有不得對抗第三人之物權，就實際理論言

之，均臻妥協，此為本法所採用也。…』。 
305 有論者建議參考日本立法例，將專利權之讓與及專屬授權改採登記生效要件。其理由有三：

一、專利權讓與或專屬授權價值不低於不動產，而不動產採登記生效要件；二、可使當事人慎重

考慮交易；三、可使登記制度達成保護交易安全之目的。參考賴文智，同註 828，第 163頁。 

此外，亦有論者從保護智財權證券化投資人之觀點，建議將智財權設定擔保改採登記生效主

義。參考闕光威、陳月秀，智慧財產證券化可能的經營模式與法制面的探討，月旦法學，第 111

期，2004 年 8月，第 7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