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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競爭法與技術授權行為之關係 

第一節  技術授權行為概說 

壹、技術授權之意義 

所謂「技術（technology）」，是指系統性的知識與技能，用於商品、

製程或服務上的製造、理解及改良，而以發明、工業設計、新型、植物品

種、專門技術等型態呈現。4因此，技術在法律上的性質，可說是屬於無

體財產權的一種，5包括法律明定的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積體電路

布局、營業秘密及植物種苗等廣義的智慧財產權。 

 

技術授權（license），指智慧財產權人保留其權利，與權利「讓與」

不同，是在一定的情況之下，經智慧財產權人同意（約定實施）或在符合

法律規定（強制授權或特許實施，如我國專利法第 76 條與第 78 條）的情

況下，被授權人（licensee）於支付一定的對價（權利金 royalty）之後，

得以在授權範圍之內合法的利用或實施該智慧財產權。6至於本文所討論

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各國立法例對於適用範圍或有寬窄不一的規定，7

然均以「專利權」為核心，是本文為行文必要，有時「技術」與「專利」

兩詞交互使用。 

         

        技術授權與技術移轉（technology transfer）亦略有不同。後者較為廣

義，係指由技術提供者（技術擁有者）透過簽訂技術移轉合約或其他契約

的方式，對技術需用者或技術接受者根據約定提供技術、機器設備、技術

資料、製程資料或其他資訊與服務，使技術需用者或技術接受者能夠據以

                                                
4 Noel Byrne& Amanda McBratney, Licensing Technology-Negotiating and drafting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 3rd edition, (2005), p.3. 
5 張俊宏，台美競爭法對技術授權規範之研究，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碩士論文，97 年

，頁 11。 
6 何謂「授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http://pcm.tipo.gov.tw/pcm/01_classroom/class_auth_1.asp（2008/5/22 瀏覽） 
7 例如我國公平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理原則」第 2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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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並不包括其他種類智慧財

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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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該等技術。8技術移轉的類型包括：購買機械設備或整廠輸出（turn-

key）購買專門技術或 know-how、合資（Joint Venture）利用創投公司投

資具有前利的科技公司、策略聯盟、購併、產學合作等，授權行為亦屬於

技術移轉類型之一。故歐盟 2004 年技術授權協議集體豁免規則，雖以”技

術移轉協議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為名，但規則的實質意義仍指” 

技術授權協議 technology license”。 9  

 

貳、技術授權之效益 

專利授權的原因之一是要解決專利侵權或反托拉斯訴訟，尤其當訴訟成本

高、專利權人勝訴機會高、退出市場損害高、可能賠償金額高、以及迴避

設計可能性低、專利權人自行利用專利相對獲利低時，通常就容易進入專

利授權。然而，另有許多經濟層面的動機與考量，而非單純法律行為：10 

 

一、從市場面 

（一）藉由授權擴大市場-包括地區與產品種類 

      對於較難進入的外國市場（不論是由於法規限制或成本考量），授權都

可能比直接銷售或代理銷售來得容易，被授權人更能滿足市場需求。尤

其在消費者保護較嚴格的區域，單純授權比逕行銷售產品，更有機會隔

絕掉消費者的潛在求償。此外，透過授權給不同領域的企業，不僅不會

對自身利益造成任何影響，更可能增加授權金收入。 

（二）造成事實上的標準以擴大需求 

      能夠成為業界標準的專利是最強的專利，要達成這個目標，除參與標準

制定程序外，也可藉由廣泛授權，使得某些技術成為事實上標準。例如

微軟的 windows 作業系統在數十年廣泛授權，已成為撰寫軟體時難以

                                                
8 同前揭註 6。 
9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772/2004 of 27 April 2004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to categorie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 Recital (5). 
10 以下內容引用自林鴻達，專利授權契約－我國與美國授權實務之比較觀察，月旦法學雜誌

，2007 年 10 月，頁 8-9；楊崇森，專利法理論與應用，三民書局，修訂二版，2007 年 1 月，

頁 42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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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避的技術標準。相反的，許多較先進的專利技術也可晚點授權，而由

事實上獨占地位獲取較高獲利。 

（三）對其他專利或產品帶來附隨利益 

      透過專利授權增加專利權人其他產品的銷售、或其他專利的利用價值。

例如被授權的專利必須使用到某些原料或器材，而這些器材又掌握在專

利權人手中時，該授權將會增加專利權人許多額外獲利。 

 

二、從生產面 

被授權人得以解決製程瓶頸或縮短學習曲線、降低生產成本或藉此升級產

業。我國產業對於較先進的核心技術，仍有向先進技術企業學習的空間，

例如 DRAM 業者從日本廠商獲取技術（甚至整廠輸入）就是著例。 

 

三、從競爭面 

（一）將其他競爭者逐出市場 

      專利權人可以藉由在技術上扶助善意的競爭對手，向主要的其他競爭對

手施加壓力。我國企業由於善於控制成本，又多屬代工業者，常被選擇

為善意的授權對象。例如 GPS 的專利戰爭中，美國 Global Locate 與

SiRF 兩家主要競爭對手，即藉由與台灣廠商結盟生產方式來擴大市場

，以壓縮對手獲利。 

（二）彼此合作以增進技術 

      我國業者通常有堅強的「改良專利」的能力，因此經由妥適的回饋授權

（grand back）條款設計，專利權人通常可以取得更為先進的技術，且

可以藉此發展出類似策略聯盟的商業關係，或以交互授權達到技術交換

或增加競爭力之目的。 

 

四、從財務面 

（一）回收研發成本 

      許多研究通常耗時甚久，商品化更曠日費時，因此企業選擇在研發有所

成果，但尚未商品化階段，即將專利授權與較能承擔風險的其他企業，

並取得資金以進行新的研究，台灣製藥產業極為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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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務安排之考量 

      一般而言，專利轉讓所取得的收入是資本利得，授權契約的收入是權利

金，兩者計算稅率與認列方式的規定均有不同，因此如何選擇適當的授

權模式及權利金計算方式，亦應加以重視。 

（三）提高獲利 

被授權人可能原本只負責轉售產品，透過授權來製造產品銷售，可提高

利潤收入。 

  

 

第二節  專利法觀點 

壹、專利權權能 

欲釐清競爭法與技術授權行為之關係，先要了解專利權的基本性質。專利

權最重要的權能，在於一定期間內排除他人為特定行為的權利，即專利權

人就其所獲之專利請求範圍，係處於一種法定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

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出於上述目的而進口物品之權能。11

專利法原則上並未課以專利權人必須實施專利發明之義務（除非符合法律

規定強制授權情形），專利權人應可依照自由意志決定是否實施專利發明

，例如讓與或授權，以及具體實施之內容。是以，專利權人授權與否原則

上受到契約自由原則之保障，包括是否締約之自由、選擇締約對象之自由

、決定契約內容之自由，可否變更或廢棄原契約之自由以及締約方式之自

由等。但也如民法第 148 條第 1 項規定之要求，權利的行使不得違反公共

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當專利權人的授權行為有對公共利益造成

損害時，其授權行為即不再受到契約自由之保護。12 

 

貳、專利法第 60 條 

                                                
11 專利法第 56 條第 1 項規定。 
12 賴淑青，由公平交易法觀點探討專利授權行為之管制界限－以飛利浦等 CD-R 光碟授權案

為中心，台大法研所碩士論文，94 年，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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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專利法中對於專利權行使之限制，專利法第 60 條規定：「發明

專利權之讓與或授權，契約約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致生不公平競爭者，其

約定無效：一、禁止或限制受讓人使用某項物品或非出讓人、授權人所

供給之方法者。二、要求受讓人向出讓人購取未受專利保障之出品或原

料者。」本條規定準用於新型及新式樣專利。 

 

  第 1 款情形係指專利權人在讓與或授權契約中，限制受讓人不得使

用專利物品或方法以外的物品或方法，已超出專利權人權利範圍，對於

交易相對人課以過當的義務；第 2 款情形應屬「搭售」情形，要求受讓

人必須一同購買其他產品，亦有可能不當限制市場競爭。契約具有上述

情形之一，倘致「生不公平競爭」者，其約定無效，故須就當事人市場

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對於特定市場影響程度等情形判斷之。 

 

  故專利法第 60 條規定，已從維持競爭秩序之觀點出發，對於專利交

易中較易造成不公平競爭之約款加以規範，可見立法者已認識到專利權

的排他性格及對競爭秩序之影響。惟該條規定尚欠周延，其一，在於條

文第一句明訂「讓與或授權」契約，惟所述兩款適用要件均以「讓與」

契約為主，忽略實務上係以專利授權契約所附加授權條件限制最為普遍

，顯有失當。其次，授權約款可能產生不公平競爭影響者，尚有回饋授

權、技術使用範圍之限制、地理區域限制、不爭執條款等類型，該條規

範顯有不足。然或由於「專利法」於民國 33 年制訂公布時，即訂有前開

條文，有其立法時空背景因素，而民國 82 年公平交易法制定施行後，智

慧財產權人濫用權利之行為，均將透過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來加以審視

。 

 
 

第三節  競爭法觀點 

壹、TRIPs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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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專利法第 60 條規定隱約顯示專利權人行使專利權之若干行為，若

致生不公平競爭時，其效力會受到影響。於保護智慧財產權國際協定

TRIPs（WTO 下「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中，明文指出，會員國處理智慧財產權授權

中所發生之限制競爭行為（ control of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s in 

contractual licenses），可透過會員國之競爭政策加以調和。TRIPs 第 8 條

第 2 項規定：「會員國承認，為防止權利人濫用智慧財產權，或為防止權

利人採取措施以對貿易造成不合理之限制或對科技之國際移轉造成負面之

影響，有可能需要採取必要且不違背本協定之適當措施。」13是以，會員

國將有相當大空間對於智慧財產權之權利人實施競爭政策。 

 

至於第 40 條規定更為具體，第 1 項：「會員國同意，若干限制競爭之

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或條件，可能對貿易造成負面影響，而且可以阻礙技

術之移轉或散佈。」14第 2 項規定：「本協定不應阻礙會員國在其國內立

法中，對於可能造成智慧財產權濫用，且對相關市場之競爭可能造成負面

影響之特定情形之授權行為或條件，予以列舉。依上述之規定，會員國在

符合本協定其他規定之前提下，可以依照其相關之法條，採取適當之措施

，以防止或控制包括諸如專屬性之回饋授權條款、禁止質疑專利有效性之

條件、及強迫性之包裹授權等在內之行為。」15立法目的在於例示若干內

國競爭法得以限制智慧財產權行使之情形，而不致於違反 TRIPs 協定16 17

                                                
13  Article 8,para.2of the TRIPs Agreement： “Appropriate measures, provided that they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greement, may be needed to prevent the ab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y right holders or the resort to practices which unreasonably restrain trade or 
adversely affect the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technology.” 
14 Article 40,para.1of the TRIPs Agreement：”Members agree that some licensing practices or 
conditions pertaining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hich restrain competition may have adverse 
effects on trade and may impede the transfer and dissemination of technology.” 
15 Article 40,para.2 of the TRIPs Agreement：” Nothing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prevent Members 
from specifying in their legislation licensing practices or conditions that may in particular cases 
constitute an ab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aving an adverse effect on competition in the 
relevant market.  As provided above, a Member may adopt, consistently with the other provisions of 
this Agreement,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prevent or control such practices, which may include for 
example exclusive grantback conditions, conditions preventing challenges to validity and coercive 
package licensing, in the light of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at Member.” 
16 羅昌發，WTO 架構下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法之關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合作研究計畫，

86 年 3 月，頁 137-141。 

17 另於第 31 條並規定特定情形下，允許會員國可以實施強制授權（我國專利法稱「特許實施

」），以處理違反競爭法之行為，因限於題旨，未在本文探討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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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承前述，專利權本質上即具有排他效力，只有特定權利人可以使用

，他人除非經過權利人同意，否則無法使用，因而限制或排除他人進入該

權利所涉及之商品市場與權利人自由競爭，而形成限制競爭之效果。此種

結果是賦予具有排他效力之智慧財產權所必然產生者，其規範目的在於，

透過賦予具有排他效力之專屬使用權，提供創造誘因，權利人可藉此權利

而獲取經濟利益，例如技術授權行為，以鼓勵創作或發明，促進產業發展

。如果因而被認定違反競爭法，恐將導致智慧財產權之規範目的無法達成

。論述均認為，專利法與競爭法具有相同的目標，二者均在促進創新及增

進消費者福祉，只是採取的手段不同，前者是透過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促進創新及科技的改變，並由於此種創新或科技進步，使得產業提升經濟

效益；後者則係透過增加競爭的方式，增進效益。但實質上如何在「智慧

財產權法對於智慧財產權利人之保護」與「公平交易法對於公平交易秩序

之維護」兩者間權衡，毋寧是競爭法主管機關在新經濟時代須面臨的最重

要課題。 

         

貳、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規定 

欲在我國競爭法中，取得對於智慧財產權行為介入之規範基礎，係第 45

條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

本法之規定。」關於本條的法律定位，學說上有若干爭議：18 

 

一、例外排除說 

此說認為，本條規定係屬於例外不適用公平交易法之除外規定，係對於智

慧財產權之行使，提供一個豁免於公平交易法之基礎。按此說認為，基本

上一切經濟活動均應受公平交易法規範，只有在例外情形始得被排除適用

。至於如何決定排除適用的界限，須視「是否為依照著作權法…行使權利

                                                
18 邱詩茜，從專利獨占之制度目的設計角度定義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之專利權正當行使行為－

以美國法制為借鏡，政大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95 年 6 月，頁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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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正當行為」來加以決定，且應「從嚴」解釋認定，以求盡量維持公平交

易法之適用範圍。 

 

二、訓示規定或確認規定說 

此說認為，智慧財產權法於競爭法上並無特殊地位，其權利行使與其他一

般財產權之權利行使行為，於競爭法上應受同樣的評價，故本條規定僅是

一種訓示或確認規定，並無太大意義。因為行使智慧財產權之正當行為不

適用公平交易法之法律依據，已可從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中求得，例如獨

占事業的「濫用市場行為」、聯合事業的「例外許可規定」等。 

 

三、阻卻違法說 

此說主要係以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為討論基礎而立論，認為僅當公平交易

法對於系爭行為禁止，而其他法律不禁止之情形下，始排除適用公平交易

法規定。亦即，本條與第 46 條規定皆在排除公平交易法禁止規定（阻卻

違法），而優先適用其他法律之強制或許可規定。如專利權為法定獨占權

，前提上已屬排除競爭而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透過本條可使此一違反

公平交易法之行為，在考量智財權特性、權利範圍等因素後，予以阻卻違

法。 

 

四、違法考量說 

此說認為，本條並未給予智慧財產權特殊地位，而是將是否構成智慧財產

權正當行使之事實，納入個別競爭法規範之解釋適用過程，作為各該行為

是否違法之考量因素。故對於授權行為之審查，係將智慧財產權易受侵害

之特性，與授權行為之促進競爭效果，於評估限制競爭及促進競爭與提升

經濟效率之程度時，將之納為衡量因素。 

 

五、權利濫用說 

此說認為，依美國法上「專利濫用（patent misuse）」之法理，認為若相關

智慧財產權之權利行使行為，已達可將之歸為權利濫用行為，則不受公平

交易法第 45 條之限制，其權利濫用行為可受公平交易法相關實體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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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規範。 

 

六、違背立法意旨說 

此說認為，所謂權利行使之正當行為，乃是該當權利行使符合各該智慧財

產法之立法規範意旨，從而當其權利行使跳脫相關智慧財產法保護智慧財

產之旨趣時，就不再是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之正當行使權利之行為，而屬

不當競爭行為，應受公平交易法規範。 

 

本文認為，各學說均有其立論基礎，亦存有若干爭議。第一說似偏重

於智慧財產權之特殊性，而所謂排除適用之界限又欠明確；第三說似過嚴

認定於公平交易法與智慧財產權法之本質上互斥，而忽略彼此具有促進競

爭之共同規範目的；第五說與第六說相似，而權利濫用或超出智慧財產權

規範意旨之行為，即會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之立論，似有待商榷。至於第

四說可視為第二說的補充論述，而更加完整，亦即智慧財產權在公平交易

法的「地位」係與其他一般財產權一致，並無特殊地位，然而智慧財產權

與其他財產權之權利「性質」確有其特殊性，諸如無體財產權之範圍不易

確定、使用智慧財產權的邊際成本甚低、較容易遭到侵占、較容易受到複

製、且智慧財產權的價值須與其他生產要素（製造或經銷設施、或其他互

補性智慧財產權）之結合依賴程度，迥異於其他財產權。19因此，競爭法

主管機關在評估涉及行使智慧財產權權利之行為，是否構成違反公平交易

法時，會考慮前述智慧財產權之特殊性，將該行為所產生促進競爭之效果

併納入違法考量因素之一。 

 

公平會就政策立場，似未明確指出採取上述何種觀點。觀諸法規面，

與智慧財產權行使有關之行政規則，包括「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

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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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尚非本文所要探

                                                
19  See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p.3-4,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hearings/ip/222655.htm（last visited 
at 200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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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主題，暫且不論。20於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中，公平會指出「審理技

術授權協議案件，將先依公平交易法第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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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似採上述「違背立法意旨說」。則理論上，應先判斷系爭行

為倘有違背專利法等智慧財產權法之立法意旨後，再論以公平交易法之違

反。惟實務上，似未如此明顯區分兩階段分析方式，而就授權行為態樣，

參照處理原則揭示之基準，判斷是否合致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之構成要件

；於判斷過程中，將併予考量該授權限制行為是否產生助於促進競爭之效

果。例如，包裹授權（package licensing）行為，屬於搭售協議之型態之

一，是否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之違反，視包裹授權是否具

有選擇性或強制性，若被授權人只需要使用其中部分專利，而授權人強制

被授權人必須接受整組專利時，即有限制競爭疑慮。若在使用智慧財產權

必須取得多重授權時，此時包裹授權可能被認為具有促進整合之效益。22

故似採「違法考量說」較符實際。 

 

 

第四節、小結 

  雖然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法具有促進創新及增進消費者福祉之共同目標，

且透過技術授權，授權技術得以充分利用，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但若授

權協議當事人為提高市場地位、獲取更高經濟利益，而不當運用授權限制

約款時，此時應有競爭法之介入空間。競爭法主管機關於審理技術授權行

為時，分際亦不斷在調整，在鼓勵權利人創新發明獲得獨占利益，與確保

被授權人得以享受技術擴散之利益間相互權衡。本文將在下章探討各國競

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技術授權行為之基本管制立場，以汲取相關執法經驗。 
                                                
20 關於該處理原則之論述，可參黃銘傑，專利授權與公平交易法－以拒絕授權與強制授權為

中心，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元照出版，95 年 9 月。黃惠敏，智慧

財產權利之行使與公平交易法之界線，全國律師 96 年 1 月，頁 79-9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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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1 項規定。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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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點第 2 項第 3 款規定及立法

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