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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 

90.1.18.第 481 次委員會議訂定 

90.1.20.(90)公法字第 00222 號函分行 

94.1.13.第 688 次委員會議修正名稱、前言、第 1 點、第 2 點、第 4 點及第 8 點 

94.2.24.公法字第 0940001290 號令發布 

94.8.26.公法字第 0940006979 號令發布修正第 6 點 

  96.4.26 第 807 次委員會議修正全文 

96.5.8 公法字第 0960003850 號令發布 
條文 說明 
一、（目的）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為處理技術授

權案件，使公平交易法相關

規範更具體化，期使執法標

準更臻明確，俾利業者遵循

且利相關案件之處理，特訂

定本處理原則。 

明定本原則之制定目的。 

二、（名詞定義） 
（一）本處理原則所稱技術授權

協議係指涉及專利授權、

專門技術授權、或專利與

專門技術混合授權等授權

協議類型。 
 
 
 
 
 
 
 
 
（二）本處理原則所稱專利，係

指依我國專利法取得之發

明專利或新型專利；未於

我國取得專利所為之授權

協議，而對我國特定市場

產生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

爭之影響者，準用本處理

原則之規定。 
（三）本處理原則所稱專門技術

（K n o w - H o w ）

，係指方法、技術、製程

、配方、程式、設計或其

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

營之資訊，而符合下列要

件者： 
１、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

一、 就本原則中之名詞予以定義，避免未來在處理此類案件時適

用之疑義。 
二、本處理原則草案之目的主要是解決本會在處理涉及技術交易

案件，授權人是否有利用其授權地位上之優勢，透過權利之

行使及安排，要求被授權人接受一些限制營業活動或其他不

利益條款，以獲取更多利益以增強其市場地位，爰採取一九

九六年二四ｏ/九六號歐盟「技術移轉協定集體豁免規則」（

以下簡稱歐盟豁免規則）及一九九九年日本「獨占禁止法上

有關專利、專門技術授權協議之執行準則」（以下簡稱日本執

行準則）之相關規定，將本原則所稱「技術授權協議」定位

於涉及專利授權、專門技術授權協議或專利與專門技術混合

授權協議等類型，作為本原則草案所規範之客體。另本處理

原則對於「交互授權」與「多邊協議」等技術授權型態並無

特別排除規定，原則上亦有其適用。 
一、參考日本執行準則第 1 之 5 之規定，確立本原則所適用專利

授權協議中「專利」之範圍。 
二、 按本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理原則草案處理的重點之一

，在於避免授權人利用技術授權協議要求被授權接不當之授

權約款，對於特定市場之競爭產生不當影響，而非以授權之

專利是否依我國專利法所取得之專利為限。 
 
 
參考我國營業秘密法、歐盟豁免規則第十條及日本執行準則第 1’
章第 5 點之規定，就所謂專門技術加以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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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 
２、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

潛在之經濟價值； 
３、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

措施。 
（四）本處理原則所稱「商品」

之用語亦包括服務。 

 
 
 
 
 
參考我國相關技術授權實務及美國反托拉斯法執行準則 Section3.2
之規定，本原則所稱「商品」之用語亦包括服務在內 

三、（基本原則） 
  本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案件

，並不因授權人擁有專利或

專門技術即推定其在特定市

場 具 有 市 場 力 量 （ market 
power）。 

按智慧財產權與公平交易法基本上之立法意旨相同，都是在透過

競爭機制之維護，達到增進消費者福祉及提昇產業績效，當然亦

包含技術之創新，如對智慧財產權予以箝制或不予保護，將使其

財產價值降低，減少事業從事創新活動之誘因，影響經濟之正常

發展。惟法定的獨占權（如專利、商標、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

賦予）並不當然即得認定授權人在特定市場上具有市場力量（

Market power），仍需回歸市場分析，在相關的市場認定其市場力

量，此一見解分別為美國反托拉斯法執行準則 Section2.2 及日本執

行準則第 1 章第 3 點第（1）項所肯認，爰於本原則第三點宣示本

會在處理此類案件之基本原則。 
四、（本處理原則審查分析之步驟

） 
（一）本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案

件，將先依公平交易法第

四十五條規定檢視之；形

式上雖為依照專利法等行

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惟實

質上逾越專利權等正當權

利之行使範圍，違反專利

法等保障發明創作之立法

意旨時，仍應依公平交易

法及本原則處理。 
（二）本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案

件，不受授權協議之形式

或用語所拘束，而將著重

技術授權協議對下列特定

市場（relevant markets）
可能或真正所產生限制競

爭或不公平競爭之影響： 
１、利用授權技術而製造或提

供之商品所歸屬之「商品

市 場 」

（ good s  m ar ket s）； 
２、與該特定技術具有替代性

而界定之「技術市場」

（ technology markets）； 
３、以可能從事商品之研究發

展為界定範圍之「創新市

場」

（ innovation markets）。 
 
 
 
 
 
 

一、參考日本執行準則第 2 章有關獨占禁止法第二十三條對專利

授權契約基本原則之規定，本會在處理專利、專門技術授權協

議案件時，應先行檢視授權協議之限制約款，是否為專利法上

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如為專利法上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則

依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規定處理之；授權協議之限制約款形式

上雖為依照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惟實際上已經逾越行

使權利正當行為之範圍，違反保護授權技術制度之意旨時，仍

應依公平交易法及本原則之規定處理之，爰就本會審理專利、

專門技術授權協議案件明訂分析之步驟及審查時應注意考量之

事項。 
二、（一）智慧財產權之授權行為，通常對消費者福祉具有正面的

效果，惟技術授權協議當事人間若藉由授權協議之安排

，以遂行瓜分市場之意圖，減少授權當事人間之競爭，

或控制被授權人取得第三人之技術來源，則有限制競爭

之可能，因此本會在檢視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適法性，

多會考量授權協議對特定市場（relevant market ）所產

生限制競爭之效果，故特定市場之界定，乃判斷授權協

議適法性所不可或缺之要素。本原則所認定之特定市場

，除傳統商品市場（goods markets），針對智慧財產權

之特性，亦應考量技術授權協議對於技術市場（

technology markets）與創新市場（innovation markets）
可能或真正所產生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影響。 

 （二）所謂「商品市場」，係指不僅包括功能相同、相似之各項

產品，且包括授權協議所涉及之商品的上、下游商品，

及與各該商品有關之智慧財產權。「技術市場」之範圍

應包括被授權使用、予以轉讓或購買取得之智慧財產，

及與該種智慧財產密切相之其他技術、知識。如果以某

項製程專利生產之某種產品，在考量「技術市場」之範

圍，必須納入考量者包括：（１）其他生產同類產品、

消費者認為功能相同之其他產品之智慧財產或技術；（

２）與該項產品競爭之其他產品，以及用以生產該產品

之智慧財產或技術。（３）如因相關資訊不易取得以致

無法界定「技術市場」之範圍，參考美國執行實務將分

析本項授權協議對於其他各項相關產品之影響，如本項

相關技術（可用以生產使消費者認為具有替代作用的產

品）均具有相同之經濟效益，則認為相關技術歸屬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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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案

件，除考量相關授權協議

內容之合理性，並應審酌

下列事項： 
１、授權人就授權技術所具有

之市場力量； 
２、授權協議當事人於特定市

場之市場地位及市場狀況

； 
３、授權協議所增加技術之利

用機會與排除競爭效果之

影響程度； 
４、特定市場進出之難易程度

； 
５、授權協議限制期間之長短

； 
６、特定授權技術市場之國際

或產業慣例。 

一個「技術市場」。 
 （三）另參考美國反托拉斯法執行準則 Section3.2.2 及 

Section3.2.3,之規定。按授權協議之限制約款亦有可能

阻礙特定範圍內之技術研發與創新，此時即需以「創新

市場」作為特定市場之界定標準，此概念乃一九九五年

美國智財權執行準則所新增，亦為一九九九年日本執行

準則所採行。「創新市場」係針對研究、發展之活動而

規劃出來的一個特定市場，倘研究發展之資源、能力有

限，而有能力從事此種活動之事業數少，其研究發展之

設備、能力又易於確定，可就這些具競爭關係或潛在競

爭關係之事業間所從事之研發活動，另行界定為一個特

定市場。如果可以正確、合理界定，在判斷各個事業之

競爭力，應依據下述之各項標準：從事研發所需要之各

項特別資產或特性的比例、研發經費之比例、相關產品

之比例、足以反映研究相同度之比例；同時在評估相關

授權協議可能帶來之競爭效果時，亦會綜合評估因本項

授權協議之限制，而取消替代性研究所造成之損害，及

因二以上企業合併其研究所產生之經濟效益。 
三、任何二家以上事業所訂立之技術授權協議，不問其內容如何

，對於商業行為多少均會有所限制，就公平交易法而言，本

法審查重點不在於某項行為可能限制商業活動，而在於其是

否因而對商業活動造成不合理之限制，進而影響競爭或達到

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在決定是否有此種不合理限制時，

參考美國司法實務，常利用「當然違法原則」（per se illegal
）與「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二種不同之分析方法，此

二種分析方法之目的均在判斷決定某項限制對於市場競爭之

影響，以便決定其是否為反托拉斯法所禁止之限制行為。此

二種分析方式亦將作為本會在判斷技術授權協議案件對於市

場競爭所造成之影響。針對技術授權協議案件，參考美國反

托拉斯法執行準則 Section4 之規定，原則上依「合理原則」

作為此類案件之分析原則，由於「當然違法原則」之適用將

使授權協議當事人之行為直接被認定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之禁止行為，因此除非在某種行為證明其對特定市場競爭具

有特別不利之影響，足以影響市場之供需，或有限制競爭或

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又無其他合理正當理由解釋該種授權協

議安排之目的及意圖，本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中涉及價格、

產量、各個競爭者間企圖分割市場或限制轉售價格之行為，

例外地採行「當然違法原則」加以判斷。惟「當然違法原則

」分析方式之採行，仍應審慎為之。當授權協議當事人間為

水平競爭關係時，若授權協議之限制對於商品或生產過程之

改進或更新造成限制或壓抑時，在判斷其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應考量此種限制對特定市場之集中度、進入市場的困難程

度、供給及需求對價格變動的反應情況而定。當授權協議當

事人間為垂直競爭關係時，本會在分析此種授權協議之限制

，對於水平競爭關係事業間之競爭所可能產生之限制，或對

特定市場之競爭所產生的限制，因為授權協議之限制可能斷

絕競爭相對人取得重要生產因素或增加其取得重要生產因素

成本、或形成促成價格提升之授權協議、限制相關商品之生

產等不利市場競爭之情形發生；因此，在考量授權協議對於

特定市場競爭所產生之影響，應就授權人就授權標的所具有

之市場力量、授權協議當事人於特定市場之市場地位及市場

狀況（市場之集中度）、授權協議所增加技術之利用機會與排

除競爭效果之影響程度、特定市場進出之難易程度、授權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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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限制期間之長短以及特定授權技術市場之國際或產業慣例

等因素進行分析判斷。 
五、（不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之例

示） 
技術授權協議就下列事項所

為之約定，尚不違反公平交

易法有關限制競爭或不公平

競爭之規定，如依第三點、

第四點審酌後有不當情事者

，則不在此限： 
（一）約定被授權人實施範圍限

於製造、使用或銷售之限

制約款。 
 
 
 
 
 
 
 
 
 
 
（二）在專利有效期間內，對於

授權協議所為期間之限制

。專門技術在非可歸責於

授權人之事由，致使授權

之專門技術喪失營業秘密

性而被公開前所為授權協

議期間之限制，亦同。 
 
（三）授權技術係製造過程之一

部分或存在於零件，為計

算上之方便，以使用授權

技術生產之最終商品之製

造、銷售數量，或以製造

授權技術商品之必要原材

料、零件之使用量或使用

次數，作為計算授權實施

費用之計算基礎。 
（四）專利授權實施費用之支付

係以分期付款或實施後以

後付之方式支付時，約定

被授權人於專利期滿後仍

應支付其已使用授權技術

之實施費用。因非可歸責

於授權人之事由致專門技

術被公開，被授權人仍須

於一定期間依一定方法繼

續支付當事人基於自由意

思所決定之實施費用，至

授權協議失效或終止者。 
（五）技術授權協議約定被授權 

 
 
 
 
專利授權、專門技術授權或專利與專門技術混合授權協議，為激

發當事人之授權意願，促進技術擴散等積極作用，對於依專利法

正當行使權利之行為，或對市場競爭秩序影響較小之限制約款，

例示不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之情形： 
一、對授權實施範圍所為之限制 
  按技術授權協議授權人從事授權行為時，可使生產要素結合

，加強該智慧財產權對事業及消費者的價值，及創造鼓勵從

事研究發展更大的誘因，對被授權人就授權範圍劃分製造、

使用、銷售之授權約款，亦有使智慧財產權更有效應用其創

新、發明的作用，此種排他性的約定，一般對市場競爭影響

不太，對被授權人而言，不啻為某種保障，促使其對此智慧

財產權之商業化，及加強製造、促銷，願意投注更大的心力

，亦可避免搭便車之外部不經濟效果，同時亦會使授權人願

意從事授權行為之誘因，提升技術之擴散，參考日本執行準

則第 4 章第 4 點第（4）項及美國反托拉斯法執行準則

Section2.3 之規定，明定有關授權範圍之限制尚不違反公平

法之規定。 
二、授權期間之限制 

按一般技術授權協議有關授權期間之限制，參考日本執行準

則第 4 章第 2 點第（3）項之規定，專利授權協議在專利之有

效期間內，或專門技術授權協議在非可歸責於授權人之事由

，致使授權之專門技術喪失營業秘密性而被公開前，所為授

權協議合理期間之限制，另參酌著作權法第三十七條、營業

秘密法第七條亦有類此之規定，屬智慧財產權行使之合理範

圍，尚不違反公平法之規定。 
三、依一定商品之製造數量支付授權實施費用之義務 
  有關技術授權實施費用之計算方式，如授權技術係製造過程

之一部分或存在於零件，為計算上之方便，在無其他更合理

之計算方法存在時，以使用授權技術生產之最終商品之製造

、銷售數量，或以製造授權技術商品之必要原材料、零件之

使用量或使用次數，作為其計算授權實施費用之基礎，參考

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3 點第（2）項ㄅ款有關依一定商品之

製造數量支付授權實施費用之規定，屬智慧財產權行使之合

理範圍，尚不違反公平法之規定。 
四、專利權消滅後使用之限制及授權實施費用支付之義務 
  依一般法理，專利期滿後或專門技術被公開後，任何人均得

使用該等技術，惟有關技術授權實施費用之支付方式係以分

期付款或是以使用後再支付授權實施費用，縱其給付授權實

施費用時專利有效期限業已屆滿，或非可歸責於授權人之事

由致專門技術被公開，被授權人不得即以此項理由拒絕支付

授權實施費用，參考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3 點第（2）項ㄆ

款有關專利權消滅後使用之限制及授權實施費用支付之義務

，授權人要求被授權人支付授權實施費用，屬智慧財產權行

使之合理範圍，尚不違反公平法之規定。 
 
 
五、改良發明等非專屬授權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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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將改良技術或新應用   

之方法以非專屬之方式回

饋授權予原授權人。 
 
 
 
 
 
 
（六）技術授權協議約定被授權

人應盡其最大努力，製造

、銷售授權之商品。 
 
 
 
 
（七）專門技術授權協議約定被

授權人於授權期間或授權

協議期滿後對於仍具營業

秘密性之專門技術負有保

密義務。 
 
 
 
 
（八）為確保授權人授權實施費

用之最低收入，授權人要

求被授權人利用授權技術

製造商品之最低數量，要

求授權技術之最低使用次

數，或就銷售商品要求最

低數量之約款。 
 
 
 
（九）為使授權技術達到一定效

用，維持授權商品一定品

質之必要範圍內，授權人

要求被授權人就授權技術

之商品、原材料、零件等

應維持一定品質之義務。 
（十）被授權人不得就授權技術

為移轉或再為授權行為。

但授權人與被授權人另有

約定者，不在此限。 
 
（十一）在授權之專利仍為有效

或授權之專門技術仍為

營業秘密之前提下，被

授權人於授權協議期滿

後不得繼續實施授權技

術。 

  所謂回饋授權係要求被授權人就授權專利所為之改良或新開

發之技術回返授權給授權人之授權行為態樣。回饋授權可以

使授權人與被授權人雙方共同分擔研究開發之風險，且使授

權協議當事人間於日後獲得研發之各項資訊，有助於授權協

議當事人進一步利用授權標的之改良，提昇經濟效益，參考

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3 點第（5）項ㄆ款（ㄆ）目有關改良

發明等非專屬授權義務及歐盟豁免規則第二條第一款第 4 目

之規定，認為以非專屬之方式回饋授權予原授權人，尚無違

反公平法規定之虞。 
六、最大努力條款 
  技術授權協議約定被授權人應盡其最大努力，製造、銷售授

權之商品，屬智慧財產權行使之正當行為，乃專利或專門技

術授權所必需者，原則上並無限制競爭作用，參考日本執行

準則第 4 章第 3 點第（4）項有關最大努力條款及歐盟豁免規

則第二條第一款第 17 目之規定，此種限制約款尚無違反公平

法規定之虞。 
七、保密義務 
  按專門技術之保護不若專利權得依專利法規定申請取得專利

，惟專門技術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且

為授權人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有關專門技術授權協議要求

被授權人負有保密義務為一般技術授權協議常見者，屬智慧

財產權行使之合理範圍，此項限制雖會產生若干限制競爭效

果，參考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3 點第（4）項有關保密義務

及歐盟豁免規則第二條第一款第１目之規定，其對市場競爭

秩序影響不大，尚無違反公平法規定之虞。 
八、製造數量或使用次數最低數量之限制 
  所謂數量限制，係指被授權人被要求在生產某些商品時，被

限制必須生產多少數量。一般數量之限制可分為最低產量限

制與最高產量限制，一般最低產量之限制尚不構成違法之理

由，係因為專利權人之所以願意授權，就是希望被授權人能

善加利用授權技術，如果產量太少，可能不符合授權人經濟

利益之要求，而不願意將授權技術予以擴散，有礙保護授權

技術之本旨，參考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4 點第（2）項有關

製造數量或使用次數限制及歐盟豁免規則第二條第一款第 9
目之規定，尚無違反公平法規定之虞。 

九、對專利商品、原材料、零件等品質之限制（為保證授權技術

之效用、保持商標信譽之情形） 
  參考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4 點第（5）項有關對購買專利商

品原材料、零件等品質之限制及歐盟豁免規則第二條第一款

第 5 目之規定 
 
十、禁止讓與或再授權 
  被授權人不得就授權之專利或專門技術為移轉或再為授權行

為，參酌著作權法第三十七條、營業秘密法第七條亦有類此

之規定，屬智慧財產權行使之合理範圍，尚不違反公平法之

規定。 
十一、授權協議期滿後不得再使用之限制 
  專門技術於授權協議期滿後不得再使用之限制，屬智慧財產

權行使之正當行為，原則上並無限制競爭作用，參考歐盟豁

免規則第二條第一款第 3 目適法條款之規定，認為其尚不違

反公平法之規定。 

六、（技術授權協議禁制事項例示  技術授權協議案件，參考美國反托拉斯法執行準則 Section4 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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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有競爭關係之技術授權協議

當事人間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

式之合意，共同決定授權商品之

價格，或限制數量、交易對象、

交易區域、研究開發領域等，相

互約束當事人間之事業活動，足

以影響特定市場之功能者，授權

協議當事人不得為之。 
 
 
 
 
技術授權協議之內容，有下

列情形之一，而對特定市場具有

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

，授權協議當事人不得為之： 
（一）限制授權協議之當事人或

其相關事業，就競爭商品

之研發、製造、使用、銷

售等從事競爭之行為。 
 
 
 
 
 
 
 
 
 
 
 
 
 
 
 
 
（二）為達區隔顧客之目的，規

定其須使用特定行銷方式

、限制授權協議相對人技

術使用範圍或交易對象。 
 
 
 
 

（三）強制被授權人購買、接受

或使用其不需要之專利或

專門技術。 
 
 
 
 
 

定，原則上依「合理原則」作為此類案件之分析原則，由於「當

然違法原則」之適用將使授權協議當事人之行為直接被認定為違

反公平交易法規定之禁止行為，而本點所例示之事項對於特定市

場競爭具有特別不利之影響，足以影響市場之供需，或有限制競

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又無其他合理正當理由解釋該種授權協

議安排之目的及意圖，本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若有本點所例示之

事項，例外地採行「當然違法原則」，認定其將違反公平交易法之

相關規定。 
一、聯合行為之禁止 

當授權協議當事人間為水平競爭關係時，若技術授權協議當事

人間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授權商品之價

格，或限制數量、交易對象、交易區域、研究開發領域等，相

互約束當事人間之事業活動，此等授權協議之限制，足以影響

特定市場之功能者，參考日本執行準則第 3 章第 2 點有關不當

交易限制之基本見解、歐盟豁免規則第五條第一款及美國反托

拉斯法執行準則 Section5.1,p22-23 之規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十四條規定。 
二、禁止競爭約款 
（一）授權協議之限制約款以排除被授權人利用或銷售與授權標

的相競爭之技術為目的者，即為所謂排他性交易約款（或另

有獨家供應或獨家銷售約款型態）。此種排他性交易約款在授

權協議案件可能的二種型態為為專屬授權協議（不得再授權

給其他人）與“tied-out”（限制被授權人不可購買、行銷、

使用其他人的商品或技術）。 
（二）在判斷排他性之授權協議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時，本會將

斟酌授權標的因為此一排他性約款所增加之利用機會與排除

競爭效果之影響程度，又排他性約款是否排除競爭之效果，

仍需考量此項限制對於相關市場進出之難易程度、市場集中

度與排他協議期間之長短等因素後，如認其有反競爭之效果

時，進一步評估該限制對被授權人對授權技術之研發及其改

進授權技術意願之程度，不問在授權協議期間或協議期間屆

滿後，參考歐盟豁免規則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及日本執行準

則第 4 章第 4 點第（3）項及第 4 章第 5 點第（3）項ㄆ款（

ㄅ）目有關競爭品之製造、採用競爭技術或販賣競爭品限制

之規定，授權協議人所為此種限制對特定市場具有限制競爭

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

規定。 
三、使用範圍或限制交易相對人約款 

為達區隔顧客之目的，技術授權協議規定須使用特定行銷方

式、限制授權協議相對人技術使用範圍或交易對象之限制約

款，基本上對市場競爭有相當的限制或不利影響，其不僅為

歐盟競爭法所禁止，且此種限制競爭之行為參考歐盟豁免規

則第三條第四項之規定，授權協議人所為此種限制對特定市

場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將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十九條第六款規定。 
四、強制接受授權、物品、勞務條款 

所謂「搭售」一般係指在一項授權協議中，被授權人除授權

標的外，尚需購買或接受與授權標的無關之其他產品或服務

；或至少承諾不向特定相對人取得其他商品或服務。包裹授

權（Package Licensing）亦為搭售協議之型態之一，亦即在整

組專利中，被授權人只需使用其中部分之專利，而授權人則

要求被授權人必需接受整組專利，被授權人不得不接受其原

本不需要之授權專利。包裹授權是否違反反托拉斯法需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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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制被授權人應就授權之

專利或專門技術所為之改

良以專屬方式回饋予授權

人。 
 
 
 
 
（五）授權之專利消滅後，或專

門技術因非可歸責被授權

人之事由被公開後，授權

人限制被授權人自由使用

系爭技術或要求被授權人

支付授權實施費用。 
 
 

（六）限制被授權人於技術授權

協議屆滿後，製造、使用

、銷售競爭商品或採用競

爭技術。 
（七）限制被授權人就其製造、

生產授權商品銷售與第三

人之價格。 
 
（八）技術授權協議限制被授權

人爭執授權技術之有效性

。 
 
 
 
 
 
 
 
 
 
 
 
 
 
 
 
（九）授權人拒絕提供被授權人

有關授權專利之內容、範

是否具有選擇性或強制性，例如授權標的之對象為數個專利

，在外觀型式上類似一個 group ，一次購買數個專利授權享

有折扣，此種情形並不當然即被認為是搭售。又在使用智慧

財產權必須得到多重授權時，此時包裹授權亦有可能被認為

具有促進整合之效益，惟被授權人只需使用其中部分之專利

，而授權人則強制被授權人必需接受整組專利，被授權人不

得不接受其原本不需要之授權專利，符合前述搭售之要件時

，參考美國反托拉斯法執行準則 Section5.3 之規定，此時包

裹授權之限制約款即有限制競爭之效果。 
五、強制回饋授權約款 

技術授權協議之授權人對被授權人以強制性專屬回饋授權方

式，可能降低當事人的技術創新意願，無意從事研發工作，

參考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3 點第（5）項ㄆ款有關改良發明

之讓與及獨占授權之義務、歐盟豁免規則第三條第六款及美

國反托拉斯法執行準則 Section5.6 之規定，此種限制對特定

市場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將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十九條第六款規定。 
六、專利權消滅後使用之限制及支付授權實施費用之義務 

按授權之專利權消滅後或授權之專門技術因非可歸責於被授

權人之事由公開後，任何人均可自由使用該技術，然授權人

就該技術並無限制使用或要求支付授權實施費用之權限，如

其對被授權人為前述之限制，參考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3
點第（2）項，對系爭技術之商品市場或技術市場之競爭秩序

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情形，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十九條第六款規定。 
七、授權協議期滿後競爭商品之製造、使用及販賣競爭商品或是

採用競爭技術之限制 
參考本項第一款之說明。 
 

八、價格限制約款 
  參考日本執行準則第 3 章第 2 點有關不當交易限制之基本見

解、歐盟豁免規則第三條第一項及美國反托拉斯法執行準則

Section5.2 之規定。 
九、有效性異議之禁止 

所謂有效性異議之禁止係指在專利授權協議中授權人要求被

授權人不得提出該授權專利係屬無效。在技術授權協議中，

常可見到授權人明文規定無論在任何時間或任何情況下，被

授權人不得爭執授權技術之有效性，此種規定是否合理，值

得探究？技術授權協議中規定被授權不得爭執授權技術之有

效性，按一項技術是否應給予專利，屬於公共政策的問題，

原本一項不應獲得專利，如因審查單位一時不察而誤予專利

，法律上將來皆可能被撤銷，不應獲得專利之技術而獲得專

利，對社會公益必形成極大的負面影響，又被授權人給付權

利金，當然要以取得合法有效之專利為目的，既然專利已有

瑕疵，即不應強求被授權人接受此種限制約款之拘束，另外

在專門技術權協議中授權人課予被授權人不得爭執專門技術

之是否為外界所周知者，亦同，參考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3 點第（4）項有關禁止對有效性異議之規定及ＴＲＩＰＳ第

四十條第二項之規定，認為授權人所為此種限制對特定市場

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十九條第六款規定。 
十、拒絕提供授權協議重要交易資訊 
  按技術授權協議授權人基於授權協議契約之本旨，對於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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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或專利有效期限等。 為授權協議標的之內容、範圍或其所有之專利有效期限等基

本資料，應即主動提供給被授權人，以踐行契約履行之主要

義務，惟參考本會以往處理案例，部分授權之事業在授權協

議索取權利金談判過程中，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專利

之內容、範圍或專利有效期限等基本資料即逕行專利權之追

索，即有利用其智財權所有市場之優勢地位，迫使被授權人

接受授權協議，授權人所為此種限制對特定市場具有限制競

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

規定。 
 

七、（技術授權協議禁制事項例示

之二） 
技術授權協議之內容，有下

列情形之一，而在特定市場具有

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

，授權協議當事人不得為之： 
（一）專利授權協議在專利有效

期間內，於我國領域內區

分授權區域之限制；專門

技術授權協議在非可歸責

於授權人之事由，致使授

權之專門技術喪失營業秘

密性而被公開前對專門技

術所為區域之限制，亦同

。 
 
 

（二）限制之範圍與應用領域無

關，而限制被授權人銷售

範圍或交易對象。約定被

授權人所能實施授權技術

之應用領域及範圍之限制

約款。 
 
 
 
 
 
 
 

（三）限制被授權人製造或銷售

商品數量之上限，或限制

其使用專利、專門技術次

數之上限。 
 
 
 
 
 

（四）要求被授權人必須透過授

權人或其指定之人銷售。 
 
 

  按以專利、專門技術或混合專利、專門技術授權實施為內容之

授權協議是否該當於公平交易法之各項規定，除審酌限制約款之

內容外，仍需斟酌授權人及被授權人在特定市場之地位、特定市

場之狀況及課以限制期間之長度等因素，依照「合理原則」綜合

加以判斷是否該當公平交易法之相關規定。 
 
一、授權區域之限制 

所謂區域限制係指專利授權時，限制或分配被授權人只能在

某些特定地區使用授權之專利。單純限制授權專利使用區域

，亦即指定專利使用的地理範圍，在美國專利案例法中依合

理原則認為是合法的。另參照日本執行準則第４章第２點第

（４）項有關區域限制之規定，若專利授權協議在專利有效

期間內，在日本國內區分授權區域限制約款之規定，尚不違

反日本不公平交易方法之規定。參照美、日立法例，授權協

議就授權區域所為之限制，仍需依合理原則加以判斷，如對

特定市場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仍有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規定之虞。 
二、與授權範圍限制無關之使用範圍之限制 

所謂使用範圍限制，即授權人對於被授權人依其授權之專利

所製造之商品、範圍或交易對象予以限制，或限於某特定市

場或使用領域內，或對不同的被授權人限制其各自製造不同

的商品，讓授權人擴大其權利金之收取。「使用範圍之限制」

在技術授權協議中經常被援用，此種限制使得授權人能加授

權實施費用、控制其對授權技術的利用，測試其技術在新領

域的適用，或是維持其獨占性利益，在判斷使用範圍限制是

否合法，按照合理原則分析，如果此項限制應用領域無關，

而限制被授權人銷售範圍或交易對象，會達到另外一種不同

的效果，參考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2 點第（5）項有關技術

領域之限制，如對特定市場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者，仍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六款規定之虞。 
三、就製造數量、使用次數或銷售數量採取上限之限制 

所謂數量限制，係指被授權人被要求在生產某些商品時，被

限制必須生產多少數量。一般數量之限制可分為最低產量限

制與最高產量限制，最高產量之限制，則不無限制競爭之嫌

，參考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4 點第（2）項及第 4 章第 5 點

第（3）項ㄅ款有關就製造數量、使用次數或販賣數量限制之

規定，技術授權協議授權人要求被授權人製造或銷售商品數

量之上限，或限制其使用專利、專門技術次數之上限，是否

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應依合理原則加以判斷。 
四、交易相對人之限制 
  本款亦為「搭售」型態行為之一，按搭售可能會產生反競爭

效果，但是有時搭售也會有提昇競爭之效率或是具有促進競

爭之效果，仍需以合理原則加以判斷之。另參考美國反托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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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問被授權人是否使用授

權技術，授權人逕依被授

權人某一商品之製造或銷

售數量，要求被授權人支

付授權實施費用。 
 
 
 
 
 
 
 
 
 
技術授權協議授權人要求被

授權人向授權人或其所指定之人

購買原材料、零件等，而非為使

授權技術達到一定效用，維持授

權商品之商標信譽或維護專門技

術秘密性之合理必要範圍內，如

在特定市場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

公平競爭之虞者，授權協議當事

人不得為之。 
技術授權協議無正當理由，

就交易條件、授權實施費用等，

對被授權人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如在特定市場具有限制競爭或

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授權協議

當事人不得為之。 
 

斯法執行準則 Section5.3 認為此種授權約款符合（一）授權

人就授權標的具有市場力；（二）搭售協議對搭售標的之特定

市場產生不利的競爭影響；（三）搭售協議所衍生之經濟效益

低於其所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等要件，對特定市場具有限制

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將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

條第六款規定。 
五、依照一定商品之製造數量要求支付授權實施費用 

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授權人而言，其自授權技術中之經濟回收

可分為自行利用與授權他人使用，在後者之情形之下，授權

人自得向被授權中收取授權實施費用。惟授權人企圖將其權

利擴張，延申至原來法定保護範圍之外來行使，即可能構成

「權利濫用」之情形，倘於技術授權協議中不問被授權人是

否使用授權技術，授權人逕依被授權人某一商品之製造或銷

售數量，要求被授權人支付授權實施費用，如對特定市場具

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參考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3 點第（2）項之規定，將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

第六款規定，惟授權協議當事人間為了商業上的便利，非因

授權人強力指示，此種依照一定商品之製造數量要求支付授

權實施費用之限制約款並非當然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仍

應依合理原則加以判斷。 
六、對購買原材料、零件等交易對象之限制 
  本款亦為「搭售」型態行為之一，按搭售可能會產生反競爭

效果，但是有時搭售也會有提昇競爭之效率或是具有促進競

爭之效果，仍需以合理原則加以判斷之。惟有時技術授權協

議當事人間藉由對購買原材料、零件等交易對象限制之規定

，構成杯葛或搭售等限制事業活動之情形，如在特定市場具

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將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十九條第一款或第六款規定。 
 
七、無正當理由對授權實施費用或其他交易條件所為之差別待遇 
（一）為維護市場交易秩序，事業不得對於交易地位相同之其他

事業給予不同之待遇，所謂差別待遇係指事業就相同之商品

或勞務，以不同之價格或以價格以外之任何交易條件，銷售

給在行銷體系中處於相同位階或地位之不同購買者，故公平

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禁止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

差別待遇之行為。 
（二）然在技術授權協議以往本會所處理的英代爾、ＲＣＡ、卡

崔克等不當收取權利金之案例中，即曾有國際價格歧視涉嫌

違反公平法之行為。按價格歧視之一般定義係指一個廠商就

同一品質的產品在不同的市場中有不同的售價。就事業單位

而言，相同的商品以不同的價格出售，或因購買數量之不同

而以不同的價格計算，為市場上常見的經營策略。因為透過

市場區隔（market segment）的手段，一方面藉此增加商品銷

售的收益，另一方面則達成拓展市場的目的，因此，此種價

各歧視的方式出售商品乃為市場上經營之常態，惟並非所有

的價格歧視的情形皆是如此，有時價格歧視會構成不公平競

爭之行為，成為立法管制之對象。企業經營者實施價格歧視

之動機不一，從國際行銷之觀點而言，因各國之所得水準不

同或消費者需求程度不同而就相同商品採不同的定價策略，

亦可能為其利用在Ａ市場所獲得之高利潤來補貼Ｂ市場之低

價，以打擊在Ｂ市場之其他競爭者，其之所以能實施價格歧

視乃肇因於其在某特定市場具有相當的壟斷能力，且該市場

與其他市場間有障礙存在；而智慧財產權之排他性，正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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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經濟上分割市場、控制價格之強有力手段。蓋現代國家

為鼓勵創作、　勵發明，通常會賦予智慧財產權人一個絕對

、排他之權利，智慧財產權人透過智慧財產權的利用，實現

其經濟價值，使得權利人在市場上取得類似「獨占」之地位

。然近年來，若干智慧財產權人藉由冗長、繁複的法律手段

來獲取利益或限制競爭，以達其獨占技術市場之目的，類此

行為，和智財權保護創作精神之目的相悖，而有違反公平交

易法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情形。因此，專利權人如利用

其在技術市場之獨占地位，對我國廠商實施國際價格歧視之

行為，即有可能構成不公平競爭之情形。此外，專利權人對

於國內同一市場上具有競爭關係之廠商差別收取權利金或設

定交易條件，其計算或認定方式毫無任何經濟分析之支持或

缺乏其他正當理由，全憑談判過程中無正當理由之任意設定

，亦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不公平競爭之虞。惟事業所為差別待

遇行為並非然違法，如其行為具有公平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四

條所列市場供需情形、成本差異、交易數額、信用風險或其

他合理之事由存在時，難謂其無正當理由，仍應於個案中依

「合理原則」加以判斷。 
八、（法律效果） 
   技術授權協議之當事人為

獨占事業而違反第六點所例示

之態樣者，可能構成公平交易

法第十條之違反。 
事業違反第六點第一項者

，構成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之

違反。 
   事業違反第六點第二項者

，構成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

六款之違反。 
   事業違反第七點第一項者

，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第十九

條第六款之違反。 
   事業違反第七點第二項者

，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第十九

條第一款或第六款之違反。 
   事業違反第七點第三項者

，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第十九

條第二款之違反。 

當授權協議當事人之一為獨占事業，授權協議內容有本點所例示

之行為態樣，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條規定，仍應於具體個案

加以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