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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分析 

第一節 美國 

近幾十年來，美國競爭法執法機關與法院對於智慧財產權法與反托拉斯法

（競爭法）間的互動關係十分關注。從早期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當然

是認為專利授權不受反托拉斯法限制。但從 20 世紀至 1970 年代左右，則

基於發現專利權會有濫用情形，而且多用反托拉斯法的方法遂行其濫用，

故發展出 patent misuse 之理論實務，來逐漸強化反托拉斯法對於專利授

權的規制。多數的見解是認為兩者具有共同的目標在於加強消費者福利並

促進創新，並非互斥而是互補的關係。而這些觀念也具體體現在執法實務

及指導原則中，包括 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反托拉斯法指導原則（

下稱「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行為指導原則」）、2007 年「反托拉斯執法與

智慧財產權：促進創新與競爭」報告（下稱「2007 年 AT/IPR 研究報告」）

。 

 

壹、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行為指導原則23 

一、適用範圍 

本指導原則闡明美國司法部（DOJ）與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針對

智慧財產權與技術授權涉及反托拉斯法的執行政策。適用範圍包括專利、

著作權、營業秘密及專門技術授權。按本指導原則係為處理技術移轉及與

創新發明相關的問題，因此用以表彰商品來源的商標，則不在本指導原則

規範範圍內。24 
 

二、基本立場 

                                                
23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U.S. IP Guidelines”）,available 
at:http://www.usdoj.gov/atr/public/guidelines/0558.htm （2008/5/1 瀏覽） 
24 See U.S. IP Guidelines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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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托拉斯一般原則亦適用於智慧財產權之分析25 

儘管在規範目的、範圍及保護期間等方面，專利權、著作權及營業秘密

等智慧財產權制度間大不相同，然反托拉斯的規範原則則都相同，智慧

財產權法制授與權利人特定權利以排除他人侵害，類似於其他形式私有

財產權，因此智慧財產權既不特別免除於反托拉斯法的監督，亦不特別

受到關注。 

（二）擁有智慧財產權並不當然推定在特定市場具有市場力量26 

儘管智慧財產權係對於特定的產品或製程（的權利人）賦予排除他人侵

害的權利，然市場上仍會有實質上或潛在的替代品存在，以抑制其市場

力量之行使。不過，市場力量可能係非法取得或維持，或者雖然合法取

得或維持，但權利人透過不合理的行為而損害市場競爭。 

（三）智慧財產授權行為基本上具有促進競爭效果 

          智慧財產權的典型特色在於，是生產過程中眾多要素之一，透過與

其他互補性要素結合而衍生利益與價值。所謂互補性要素包括，製造或

經銷的設備、人力、以及其他智慧財產權等。智慧財產權人必須與結合

其他互補性要素，以獲取商業利益，而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透過交易、

買賣、或訂定合資契約方式，而非自行提供這些要素。是以，授權、交

互授權、或移轉智慧財產權（統稱授權行為）等方式，可以促進上述生

產要素相結合，讓智慧財產更有效利用，並經由成本降低及製造新產品

，為消費者創造福利。透過上述安排增進智慧財產對於消費者及從事創

新發展者之價值，增進授權者創新誘因，其對於研發的投資並獲得重大

鼓勵。 

          基於讓授權人更有效率地利用其智慧財產之目的，授權行為中有關

技術使用領域、地琙範圍及其他限制，可能合乎競爭之考量。按這些不

同形式的排他權，賦予被授權人投資誘因，亦即將授權權利予以商品化

及經銷的投資，以及研發其他應用方式之投資。如授權條款之限制係為

保護被授權人，避免被其他被授權人或授權人搭便車。同時，授權限制

亦可能出於增進授權人對他人授權之誘因，例如經由保護授權人自身技

                                                
25 See U.S. IP Guidelines § 2.1. 
26 See U.S. IP Guidelines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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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在一定市場範圍內免於競爭，該特定市場係授權人為自己保留者。 

 

三、反托拉斯法對於技術授權行為的關切重點27 

授權契約（行為）中引起反托拉斯法關切的重點在於，倘在無授權契約關

係下，可能互為實質或潛在競爭者，是否因為授權契約之存在而損害其間

的競爭關係。 

（一）產品/技術/創新市場 

      為評估授權契約約款所產生的競爭效果，受授權契約影響的產品市場，

以及可能受影響的技術市場及創新市場，均須加以分析。 

１、產品市場（good markets）28 

關於產品市場之界定及市場占有率計算，可參照美國 1992 年水平結合

指導原則（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中相關規定。此不再贅述。 

２、技術市場（technology markets）29 

技術市場係指，授權技術與其替代技術（即足以影響該授權技術行

使其市場力量），所形成的市場範圍。按當授權技術與利用該技術產出

的產品，係在不同市場中分別行銷時，30可能即有必要從技術市場觀點

分析授權契約所產生的競爭效果。技術市場之界定，理論上可參照產品

市場的劃分方式，亦即透過在一技術市場內假設性獨占者在不減損利潤

下-微幅但顯著且非短暫性的價格條漲，若利潤減少，則市場範圍須再

擴大。然而，實務上，一技術的授權常常無具體的授權金額（例如免收

權利金、包裹授權），此時，將從需求者觀點，比較使用授權技術之成

本，選定替代性技術之範圍。 

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行為指導原則特別指出，當市場占有率資料

或其他市場力量指標無法取得時，若相關資料顯示，替代技術間具有得

以相比的成本時，則可認為具有相同的市場占有率，至於針對新科技，

競爭法主管機關將利用最方便取得的資料，評估其產品商品化後「兩年

                                                
27 See U.S. IP Guidelines § 3.1.  
28 See U.S. IP Guidelines § 3.2.1. 
29 See U.S. IP Guidelines § 3.2.2. 
30 例如生產特定產品甲之製程專利 a 的權利人，可能面臨的競爭，除來自於同樣製造甲產品

之其他製程專利 b，也面臨與甲產品相競爭之乙產品，以及用以生產乙產品之製程 c 及 d 等之

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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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市場接受度。 

３、創新市場（innovation markets：research and development）31 

    倘授權契約對於可能發展新的或改良的產品（或製程）之競爭產生

影響，競爭法主管機關須分析改競爭影響是針對相關產品市場或技術市

場，抑或發生在一個別的創新市場。創新市場係指包含從事特定新的或

改良的產品（或製程）之研究發展，以及具有替代該研究發展能力的近

似研發。詳言之，近似研發，指對於特定研究發展能力得以顯著地限制

其市場力量行使之研發心血、科技水準、設備等。競爭法主管機關只有

在上述研發能力得以與特定資產或事業體相結合時，才會界定創新市場

。（按：應係指研發能力應得以附麗在特定資產或事業營業特徵上，如

研發費用等，否則創新市場的概念將過於抽象）又如果無法合理地區別

事業的研發能力與動機者，主管機關亦不會界定創新市場。其他如市場

界定與市占率概念均與前述產品市場、技術市場相同，茲不贅述。 

（二）水平/垂直關係32 

          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行為指導原則強調，區分水平關係與垂直關

係，旨在於協助評估授權契約之限制競爭效果，然水平關係不必然引起

限制競爭效果，而垂直關係也不保證當然不會產生限制競爭效果。如何

認定一個授權人與其被授權人間，或數被授權人係處於水平關係，競爭

法主管機關將會檢視倘在缺乏授權協議情形下，該等事業是否具有實質

或潛在的競爭關係，倘是，則可以認定具有水平競爭關係。 

          當技術授權當事人處於水平競爭關係時，授權協議可能對於競爭的

妨礙表現在共謀價格或產出之限制，或當事人不當取得或維持市場地位

，以及不當限制創新（或改良）產品或製程之研發活動。而在判斷對於

市場之影響，應考量特定市場之集中度、進入市場之困難度、以及供給

及需求對價格變動的反應情況而定。 

          至於當技術授權人處於垂直關係時，競爭法主管機關關切的重點在

於該授權協議是否可能對於授權人或被授權人所處的水平競爭產生限制

，或對特定市場之競爭產生影響。如可能阻斷（foreclosure）競爭者取

                                                
31 See U.S. IP Guidelines § 3.2.3. 
32 See U.S. IP Guidelines § 3.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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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生產要素或增加其取得成本，抑或導致水平競爭事業共謀（

coordination）提高價格或限制產出之效果。而在判斷對於市場之影響

，前者亦須考量特定市場集中度、進入市場之困難度、供給及需求對價

格變動的反應情況，以及授權協議期間長短。然而，當在產業中部分或

全部潛在的被授權人均使用同一個授權技術，而排除其他授權技術，此

種排他性使用並不一定是阻斷競爭，按有可能是出於該特定授權技術具

有較低成本或較高價值之效率安排。至於判斷在垂直關係中，授權協議

是否會導致共謀之效果，例如具有競爭關係之授權人，對於各自的被授

權人均提供類似的授權限制，則會發現授權人很容易對價格形成合意，

故此時須考量特定市場集中度及進入難易度，以評估該行為是否確實對

市場競爭造成妨害。 

 

四、評估原則：合理原則33 

除部份惡性既爭條款（ ”nature and necessary effect are so plainly 

anticompetitive”）外，原則上，多數授權行為均依循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進行評估。先評估該授權限制倘具有限制競爭之可能性（倘不會

產生限制競爭效果時，則毋須進行下述分析），如果肯定，再行審視該項

限制是否為達成促進競爭利益所必須的合理方式，且該項競爭利益須大於

可能產生的限制競爭不利益。前揭所謂惡性競爭條款，包括價格限制、產

出限制、競爭者間市場劃分等。而於實際評估一授權限制是否合理且必須

時，競爭法主管機關主要參考依據來自於是否有其他限制較為寬鬆的替代

方案可供選擇，如果另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可以達到事業所主張的相同

效果時，即不會採信當事人對於授權限制效率的說詞。 

    

五、安全區（antitrust safety zone）34 

基於技術授權行為之安排通常具有促進創新與提升競爭的效果，因此

競爭法主管機關認為設定一個反托拉斯的安全區以提供法律適用確定性，

是促進授權活動的有效作法。按除非有特殊情況，競爭法主管機關將不會

                                                
33 See U.S. IP Guidelines § 3.4、4.2. 
34 See U.S. IP Guidelines §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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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下述授權行為進行調查： 1、該項授權行為非屬顯然限制競爭者（指會

受到「當然違法」評估的授權行為）；且 2、授權人和被授權人在受到授

權安排影響的相關市場中市占率合計不超過 20%。原則上以產品市場為

判斷依據，若仍不足以反應該授權行為對於市場的影響時，則有必要檢視

授權行為對於技術或研發競爭的影響。除非有特殊情形，競爭法主管機關

將不會質疑該授權限制對於「技術市場」之影響：1、該項授權行為非屬

顯然限制競爭者；2、除從事授權安排的當事人所控制之技術外，另有 4

家以上獨立替代技術來源存在。同理，除非有特殊情形，競爭法主管機關

將不會質疑該授權限制對於「創新市場」之影響：1、該項授權行為非屬

顯然限制競爭者；2、除技術授權當事人外，另有 4 家以上獨立機構擁有

相關的資產、特性及誘因而願意投入進行可替代授權契約當事人所從事的

研究發展相關活動者。 

    競爭法主管機關強調，不在安全區內的授權行為並不當然就是具有限

制競爭效果，事實上，絕大多數不在安全區內的授權行為仍都是合法且具

有促進競爭的效果。設立安全區的目的主要是提供法律適用確定性，將不

太可能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授權行為排除，而不再進一步探究其個別產業

之特性。 

    至於判斷特定授權行為是否屬於反托拉斯安全範圍係依據系爭行為發

生時的實際狀況而定。 

 

六、授權實務 

（一）水平限制（horizontal restrains）35 

在授權安排中，影響到水平關係當事人的限制並不當然產生限制競爭效

果，如果從經濟規模的達成、開發、生產及行銷能力的互補等方面得以

提升效率時，則此種授權限制即具有促進競爭的效果。承前述，原則上

依照合理原則進行評估。然而，例外如價格限制、產出限制、劃分市場

或客戶等行為，則會受到當然違法的待遇。 

 

（二）維持轉售價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36 
                                                
35 See U.S. IP Guidelines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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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 Dr. Miles Medical Co.v. John D. Park & Sons Co., 220 U.S. 373, 

408(1911) 判決以來的見解，垂直的價格限制仍屬於當然違法之行為，

因此在智慧財產權的授權交易安排中，倘授權人限制被授權人銷售產品

之價格，即會受到當然違法之對待。37 

 

（三）搭售（tying arrangement）38 

對於智慧財產權的被授權人附帶限制必須購買其他智慧財產或產品之行

為，在某些案例中已被認為是違法的搭售行為。39但是搭售仍有可能產

生提升競爭效率或促進競爭的好處，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將就搭售行為

所引起的限制競爭與促進競爭效果加以權衡，倘 1、賣方在搭售產品（

tying product）市場具有市場力；2、對被搭售產品（tied product）之市

場競爭有負面影響；3、且提升競爭效率之貢獻未超過限制競爭之影響

時，此搭售行為可能被認定違法。至於包裹授權（package licensing）

倘授權是以接受其他不同產品之授權為條件時，評估原則與上述搭售行

為相同。 

 

（四）排他性交易（exclusive dealing）40 

與排他性有關的授權限制，可分兩類，一種是限制授權人只能專屬

授權給一個或多個被授權人，有時甚至限制授權人都不能使用該技術（

按：授權對象的排他性）。若授權人與被授權人係處於水平關係時，較

會產生限制競爭疑慮。第二種是排他性交易係指在限制被授權人就競爭

技術之使用、經銷、販售或授權（授權內容的排他性），依照合理原則

加以評估。主要考量可能產生限制競爭影響之層面在於阻絕其他競爭技

術運用及開發之程度、排他性交易之存續期間、市場集中度、進入市場

困難度等。若可能具有限制競爭效果，將會評估對於促進被授權人對授

                                                                                                                                       
36 See U.S. IP Guidelines § 5.2. 
37 惟時至今日，美國法院實務對於垂直價格限制之判斷，逐漸從當然違法轉向合理原則。如

Khan v. State Oil Co.522 U.S.3. (1997)乙案，美國聯邦最高法院藉此判例，認為最高轉售價格限

制適用合理原則，而把過去當然違法之見解推翻。 
38 See U.S. IP Guidelines § 5.3. 
39 See, e.g., United States v. Paramount Pictures, Inc., 334 U.S. 131, 156-58 (1948) (copyrights); 
International Salt Co. v. United States, 332 U.S. 392 (1947) (patent and related product). 
40 See U.S. IP Guidelines § 4.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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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技術開發、行銷或運用之程度、增進被授權人開發及改進授權技術意

願之程度、或其他增進相關市場之競爭、提高產出之程度。 

是否屬於排他性的限制，應視其實際產生的效果而定，非不是看書

面文字內容。例如一個非排他性交易如果實際約定內容足以使授權人不

太可能再授權給其他人或無法自行使用時，即於排他性交易有相同的效

果。或雖然沒有明顯的排他性限制，但致使被授權人使用競爭技術的成

本大幅增加時，也會產生與排他性交易相同的效果。 

 

（六）交互授權及集中授權（cross-licensing and pooling arrangement）41 

交互授權與集中授權係指兩個或兩個以上擁有不同智慧財產權者相互授

權，或共同授權給第三人，此種授權模式可以整合互補性技術、降低交

易成本、去除專利障礙及避免侵權訴訟，而有促進競爭效果。藉著促進

技術擴散，交互授權及集中授權通常是有促進競爭之功能。若透過授權

安排共同限制價格或產出，而對於經濟活動之提升效率並無幫助時，將

被視為違法行為。將競爭技術排除在交互授權或集中授權之外，並不一

定會產生限制競爭影響，除非 1、被排除者無法就授權技術之產品在相

關市場進行有效的競爭，且 2、交互授權或集中授權之參與者在相關市

場擁有市場力量時，競爭法主管機關將會考量該排除行為與授權技術的

利用與開發是否有合理關聯，評估其在相關市場上的淨效果。 

 

（七）回饋授權（grantbacks）42 

      回饋授權係約定被授權人將其對授權技術的改良成果提供給授權人使用

。回饋授權具有促進競爭效果，提供授權人與被授權人共同分攤風險的

機制。特別是非專屬回饋授權，被授權人能夠運用其技術同時又能授權

給其他人使用，相較於專屬回饋授權，較不可能產生限制競爭疑慮。競

爭法主管機關亦將依據合理原則審查回饋授權，主要會考量授權人在相

                                                
41 See U.S. IP Guidelines § 5.5. 此外，美國 USPTO 於 2000 年針對「專利聯盟(patent pool)」
在生物科技產業之應用提出白皮書，除重申 U.S. IP Guidelines 相關規定，並詳盡說明專利聯

盟所帶來的效益、若干限制競爭疑慮及案例，PATENT POOLS: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ACCESS IN BIOTECHNOLOGY PATENTS? Available at: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dapp/opla/patpoolcover.html (last visited at 2008/5/19) 
42 See U.S. IP Guidelines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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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技術市場、創新市場是否具有市場力，若明顯降低被授權人透入改良

技術的意願，將會檢討其減損市場競爭之程度。 

 

貳、2007 年 AT/IPR 研究報告43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與司法部於 2002 年舉辦一系列「知識經濟時代-競爭

與智慧財產權之法律與政策」聽證會，就智慧財產權行為所起反托拉斯法

問題加以分析探究。雖不是以指導原則方式呈現，然而本篇報告內容基本

上仍遵循並延續 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行為指導原則，針對近 10 年來智慧

財產權授權實務上所發生的新興議題，例如與專利聯盟（patent pool）、技

術標準（standard）有關的授權態樣，反托拉斯原理該如何適用及進行競

爭效益評估，進行分析並提出結論。 

 

一、概述 

智慧財產權法對於「提供創新且有效用的產品、更有效率實施程序或

原創表達」的權利人，藉由賦予一個專屬且排他的權利，來鼓勵創新。而

智慧財產權亦能促進發明或表達的商業化，鼓勵公開揭露，因而使其他人

由此受保護的智慧財產學得知識。至於反托拉斯法則在確保專利科技、產

品與服務能在具競爭性的環境買賣、交易與授權。當事業處於動態而競爭

的市場環境中，必須改良其既有產品或引進新產品方能維持市場占有率，

因此新科技改良得以不斷取代過去科技。而反托拉斯法亦透過禁止具有限

制競爭效果的合併、聯合與濫用獨占地位行為，來促進競爭。至於透過合

法方式取得獨占地位並執行獨占力（包括收取獨占價格在內），並不會對

反托拉斯法造成衝擊。因此，反托拉斯法與智慧財產法可視為彼此互補的

法律，兩者共同合作可為消費者帶來創新：反托拉斯法保護市場的健全競

爭，而智慧財產權法保護從創新必要投資賺得報酬率的能力。兩者均在對

手廠商之間激起競爭，希望挾著顧客渴望的科技、產品或服務搶先進入市

                                                
43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U.S. AT/IPR Report”）,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hearings/ip/222655.htm (last 
visited at 2008/5/19)。中文內容部分參採自行政院公平會「反托拉斯執法與智慧財產權：促進

創新與競爭」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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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儘管反托拉斯法與智慧財產權法的基本目標一致，但當反托拉斯法應

用在智慧財產權特定活動時，仍可能引起相當難解的問題。競爭法主管機

關及法院必須將反托拉斯原則應用在辨識非法結盟或排他行為，同時，要

鼓勵智慧財產權所保護的創新動機。困難之處主要在於智慧財產權與其他

形式財產權之差異。智慧財產權比其他形式財產權更容易遭到侵佔、更容

易複製，而且其使用可不損及其他人同時使用的能力。創造智慧財產權的

固定成本可能非常高，而使用智慧財產權的邊際成本通常相當低。不僅如

此，智慧財產權的界限通常難以界定，所以智慧財產權所有人或競爭對手

，在缺乏法院判決或約束性制裁下，不易精確掌握智慧財產權所提供的保

護範圍。智慧財產權與其他生產因素（如製造與經銷設施、勞動力或其他

互補的智慧財產）相結合的依賴程度，勝於其他有形財產。此外，部分（

但並非全部）智慧財產權的存續期間有其限制，反托拉斯法應用在智慧財

產時必須謹慎注意這些差異。主要仍依循「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行為指

導原則」，本報告討論這些原理如何應用在涉及智慧財產權的特定活動。 

 

二、授權實務 

（一）單方拒絕授權44 

      簡言之，針對專利權人拒絕授權之行為，究竟在何種條件（情形）下負

有反托拉斯法之責任，亦即該拒絕授權行為可能產生限制競爭影響。研

究報告指出，在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Inc. v. Eastman Kodak Co., 125 

F.3d 1195（9th Cir.1997）及 Independent Service Organizations Antitrust 

Litigation, 203 F.3d 1322（Fed.Cir.2000）兩案中，法院對於專利權人單

方拒絕授權之適法性採取相反的立場，但對於專利權人合法的排他權利

與反托拉斯責任之間，並未劃出具體明確的適用界線，反而徒增許多爭

議問題，諸如專利權人主觀意圖、如何界定（正當）行使專利權之範圍

等。最終，報告結論認為，美國專利法第 271(d)(4)條並未就專利拒絕

                                                
44 限於題旨，關於單方授權問題，尚非本文所要探討重點，可詳參 U.S. AT/IPR Report chapter 
1,p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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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行為提供得以豁免反托拉斯法之依據，然而從最高法院過去案例中

了解，拒絕授權本來就是專利權行使的核心範圍，因此僅單方、無條件

拒絕授與專利權，可能引發的反托拉斯法責任十分有限，若因此要求專

利權人應授權給競爭者，更與反托拉斯法的基本目的相違背，且不當限

制專利權人所享有的排他權能。反托拉斯法關切重點應在足以影響市場

競爭的有條件授權行為。 

 

（二）技術標準設定 

１、標準設定所產生的套牢（hold-up）問題 

產業標準的設定程序與組織大不相同。一般而言，事業透過標準設定組

織（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SSOs）建立標準（不論它們是否參

與過程），然後用以製造產品。不過，標準設定亦可能發生在市場中，

事業在贏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標準戰中激烈競爭，希望自身技

術能夠成為事實上標準（de facto standard）。若透過 SSO 建立標準，參

與事業在特定產業內可能為競爭對手，因此，透過競爭者間協議決定最

適當的標準，取代市場上的標準競爭與消費者選擇。從許多層面分析，

此種標準產生方式具有重大利益，企業因此避免標準戰爭所需的成本與

延遲，近而降低消費者與公司的交易成本。然而，事前（或稱 ex ante）

，指在標準決定之前，必須許多相互競爭技術列入考量。事後（或稱

ex post），指當標準選定之後，被選定技術很可能並無有效的替代性技

術存在，對其他技術所有人而言，發生沉沒成本，轉換成本亦高出轉換

標準所帶來的利益，即套牢問題。因此，該標準專利技術的權利人得以

收取較高權利金，或可提出缺乏競爭性替代技術的其他授權條款。如果

這些較高的權利金以較高價格的形式轉嫁，則終端消費者亦將受害。為

解決套牢問題，部分 SSO 的專利政策要求採取揭露原則與授權原則，

及可能產生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以下分述之。 

２、揭露原則（disclosure rules） 

揭露原則係指在標準設定過程中，參與者有義務將持有智慧財產權情形

告知標準設定組織成員，再共同決定是否將該專利技術整合至標準內，

有助於避免套牢問題發生。有些 SSO 沒有採取揭露政策，而各 SSO 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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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政策亦不盡相同。部份 SSO 在其智慧財產政策中（IP Policy）明訂揭

露義務，部分則採取默示義務；揭露範圍可能涵蓋專利權、申請中專利

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並可能同時要求成員負責尋找自己既有的專利權。

過去 10 年，FTC 針對未履行揭露義務的事業，認定違反聯邦交易委員

會法第 5 條規定：45 

案例一：Dell 案46 

Dell 公司為影像電子標準協會（Video Electrics Standard Association；

VESA）成員，該協會是非營利的技術標準設定組織，該協會於發展一

項業界共同標準 VL-bus（一種用於電腦中央處理器與硬碟機二組件間

以傳達訊息之轉換機制）時，要求參與之業者若擁有採用該項技術標準

即必須使用到的 IP 時，必須誠實揭露。Dell 公司當時宣稱，並未擁有

任何相關的智慧財產權。後來市場上使用 VL-bus 標準之產品被廣泛使

用，發展十分成功。於 VL-bus 標準為業界廣泛使用，且使用該項技術

標準之產品已於市場上大量銷售之後，Dell 公司開始向其他影像電子標

準協會成員之電腦製造商主張該項產品侵害其專利權。然其曾於該項技

術標準發展過程中，二度向影像電子標準協會宣稱並確認並未擁有相關

之智慧財產權。FTC 認為此一專利爭議將阻礙業界接受 VL-bus 標準，

並致使實施 VL-bus 標準設計之成本增加，影響業界參予建立產業標準

之意願。最後，為平息此項指控，Dell 公司與美國 FTC 取的和解，同

意不向採用 VL-bus 標準而使用到其專利的電腦製造商主張其專利權。 

案例二：Rambus 案47 

Rambus 為美國記憶體晶片大廠，其於 1990 年提出有關同步動態

隨機存取記憶體（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SDRAM

）以及雙倍資料速度 SDRAM （ double-data-rate SDRAM ； DDR-

SDRAM）晶片之申請專利。其於提出前開申請專利案後，於 1991 年

                                                
45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第 5 條已編入美國法典(United States Code)第 15 編(Title 15)第
45 條，禁止「以不公平競爭方法，以及不公平或欺罔之行為或慣行從事或影響商業」（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nd 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re hereby declared unlawful） 
46 Complaint, Dell Computer Corporation, 121 F.T.C.616 (1996),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os/decisions/vol121.shtm (last visited at 2008/5/19) 
47 Rambus, Inc., No. 9302(F.T.C. July 31,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os/adjpro/d9302/060802commissionopinion.pdf. (last visited at 200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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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電子裝置工程聯合協會（Joint Electron Device Engineering Council

；JEDEC）的成員之ㄧ。該組織係針對半導體產業及電子業建立技術標

準之獨立組織，至 2002 年已有 200 多名會員，包括世界上最頂尖的半

導體設計和製造廠商、以及購買者等。JEDEC 對於涉及技術標準的 IP

政策是，基本上避免將受專利保護的技術標準放入所公布的標準中，若

無法避免，則至少確保不必支付權利金（royalty-free），或是要求專利

權人必須以合理且無歧視（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的條件授

權。因此，該組織規定其會員，在參與建立標準之產商於規格制定過程

中，須向 JEDEC 揭露其擁有之專利權或專利申請案（pending patent 

application）。如果會員拒絕上述要求，則 JEDEC 會拒絕將這項技術納

入產業標準中。在 JEDEC 召開有關記憶體規格的會議中，Rambus 均

曾參加，最後 JEDEC 決定將 SDRAM 及 DDR-SDRAM 作為半導體業

關於電腦記憶體新規格。Rambus 則於 1996 年中，JEDEC 作出前開決

定前不久，退出 JEDEC。而 Rambus 前開專利申請案，經過數次修改

，於 1999 年獲准，之後便開始向各大晶片廠商索取權利金，並於 2000

年 8 月向 Infineon 提出專利侵權訴訟。Infineon 主張 Rambus 不但未遵

循 JEDEC 之規定，應於制定標準過程中，誠實揭露其擁有之專利權或

專利申請案，而且還數度修改其專利申請範圍使其能涵蓋 JEDEC 所採

取之標準。FTC 於 2002 年 6 月決定對於 Rambus 提出違法控告（

complaint），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於有關設計及製造

SDRAM 之技術市場中非法獨占、意圖獨占或為不公平競爭之行為」。

命 Rambus 不得主張其專利權，且不得對擬進口至美國或自美國出口之

記憶體製造商主張其外國專利權。 

不過，本案於 2008 年 4 月經美國聯邦上訴巡迴法院審理，法院認

為 FTC 無法證明 Rambus 在 1990 年代與產業標準設定組織的協商過程

，有影響標準設定之意圖獨占行為，而且 JEDEC 揭露政策並不是十分

清楚，因此判決駁回（dismissal）FTC 的處分。48 

案例三：Unocal 案49 

                                                
48 Rambus Inc. v. F.T.C.522 F.3d 456(C.A.D.C., 2008.) 
49 Commission Opinion, Union Oil Company of California, No. 9305 (F.T.C. July7,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os/adjpro/d9305/040706commissionopinion.pdf (last visited at 200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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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ocal 州立法會議上，提供有關低排放量汽油標準的資訊，並指出該

公司不具任何專利權，因此州立法委員會在設定標準時採用這些研究結

果。同時，Unocal 尋求涵蓋這些研究結果的專利權。FTC 認為 Unocal

在標準設定過程中，未正確揭露相關權利，直到煉油產業成員為遵守新

標準而挹注數十億美元修改煉油設備始揭露。Unocal 宣稱該新標準侵

害其專利權，得收取龐大權利金，每年耗費消費者數億美元。最後，是

在 Unocal 承諾將不會行使其與州委員會設定更新汽油標準有關的專利

權，而達成和解。 

 

３、授權原則（licensing rules） 

即使 SSO 成員在標準設定程序，透過揭露政策得以獲悉相關專利權的

存在，但授權條款仍可能導致套牢問題。因此，部分 SSO 採用授權原

則，常見如要求智慧財產權權力人承諾以 RAND（reasonable and non-

discriminatory）條款授權，以便降低套牢機會。其他 SSO 尤其是以網

路為基礎的產業，則積極鼓吹以免收權利金（royalty-free）為基礎進行

授權。 

 

   不過，研究報告結論認為，競爭法主管機關既未倡議 SSO 須採取任何

特定的揭露或授權政策，亦未建議何項揭露或授權原則是必須的。50 

     

４、事前協議授權條款（ex ante licensing negotiations） 

某些情況，市場力、智慧財產權揭露與依 RAND 條款授權承諾，

可能無法充分降低套牢的可能性。故部分 SSO 建議，應可以要求智慧

財產權權利人提出比 RAND 條款更完整的特定授權條款。這些授權條

款可能是透過智慧財產權權利人的事前單方宣布，或藉由智慧財產權權

利人與 SSO 成員之間的事前多方授權協議達成。不過，競爭者在事前

聯合協議授權條款，可能引發限制競爭疑慮，「推斷當競爭者共同進入

一間房間時，如亞當斯密所言，不會產生什麼好結果」。倘利用多方授

權協議作為掩護，實際上進行價格協議，即當然構成違法。 

                                                
50 See U.S. AT/IPR Report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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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真正的多方事前授權協議，有可能導致價格競爭。專利權人加

入標準設定程序，以技術優勢、價格及其他授權條件與其他專利權人及

公開領域技術競爭，務使其技術得以涵蓋在標準內。透過事前授權協議

，SSO 在標準決定前，可以獲得授權條款相關的競爭資訊，例如價格

或技術條件等，而能夠作出最有效率的決定。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並

未預設當然違法立場，而將依據合理原則來檢視事前授權協議之行為。 

 

（三）交互授權（cross licenses）及專利聯盟（patent pool） 

在許多產業內，使某項產品商品化的專利權通常掌控在不同權利人

手中。為了協商多項授權因而產生的交易成本，以及累積出的高額權利

金，都會導致產品問世的成本提高不少。交互授權與專利聯盟，藉由免

除個別取得授權，進而減少被授權人的交易成本。此外，專利共同授權

合約亦可適度減輕當專利權人個別要求權利金時，引起的龐大權利金問

題。另方面，交互授權與專利聯盟亦保有促使發明人將專利商品化的財

務動機，得以繼續從事研發工作。 

然而，儘管交互授權與專利聯盟可能顯著提高效率，但如果導致價

格固定、在競爭者之間形成協調產出限制或限制創新，則可能造成限制

競爭影響。例如：專利聯盟授權人間的水平合作可能降低技術或下游產

品市場間的價格競爭。不僅如此，要求參與者針對目前與未來技術以最

低成本彼此授權的專利聯盟，亦可能降低參與者繼續從事研發之動機，

因為聯盟成員必須共享研發成果，導致搭便車效應。專利聯盟通常比交

互授權協議引起更大的限制競爭疑慮，因為前者針對聯盟專利權的聯合

定價、共謀的可能性較高，以及通常涉及較多的市場參與者，故會占較

多篇幅討論。 

１、交互授權（cross licenses） 

研究報告指出，交互授權通常是契約雙方出於避免侵權訴訟而簽訂

。尤其是半導體及電腦產業，因為這些產業具有大量重疊專利權（

overlapping patent right），交互授權的最顯著潛在利益在於使用彼此的

專利權技術，毋須負擔訴訟風險，包括法院下令停止生產的禁制令在內

。同時，交互授權亦助於改善累積權利金的問題。當權利人協議交互權



第三章 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分析-美國 

 29 

授權，即可以較低權利金費率（相較於個別授權獨立定價）取得生產所

需的整批技術。因此，執法機關認為多數非排他（nonexclusive）交互

授權協議，通常不會引起太多限制競爭之考量，按當智慧財產之授權是

有助於整合互補性生產因素時，該授權通常有利競爭。 

故交互授權（與專利聯盟）協議通常依據合理原則加以分析，檢視

授權限制是否損害「在無該授權存在時，實際或潛在競爭對手之間已經

存在的競爭」，以及該限制是否出於促進競爭利益之考量。如果交互授

權成為固定價格或分割市場之協議，或成為下游製造商價格或產量共謀

的工具，自然會受到反托拉斯法的關切。當然，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

行為指導原則所提出的安全港仍然有其適用，如該交互授權當事人在受

該限制顯著影響的各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總合未超過 20%，且該限

制並未顯著限制競爭者。 

 

２、專利聯盟（patent pool） 

（１）競爭考量 

專利聯盟係一群專利權人共同決定相互授權或授權給第三人，通

常發生在生產標準化產品，同時需要多項專利技術時。如同交互授權

，專利聯盟亦有減少訴訟風險、減輕累積權利金及降低授權成本之利

益。 

然而，純粹由替代性專利（pure substitute patents）所組成的專利

聯盟（亦即涵蓋相互競爭的專利技術，被授權人可從中選擇），較互

補性專利（complementary patents）所組成的專利聯盟（亦即涵蓋非

彼此競爭的專利技術），損害社會福利的可能性來得高，亦即較會引

起限制競爭之疑慮。後者較能增加效率，提供消費者較低的價格。除

了專利聯盟所組成的專利是替代性或互補性外，其他可能引發競爭考

量的層面，包括：專利聯盟的專利是否重要且有效（essential and 

valid）、聯盟參與者是否保有對聯盟外第三人授權之權利、回饋授權

會否降低創新動機、聯盟參與者取得具有競爭上敏感性、專門性的資

訊是否應受限、執法機關是否應審查專利聯盟授權權利金費率。 

（２）案例 



論我國技術授權與市場競爭之處理原則 

 30 

美國司法部（DOJ）與聯邦交易委員會（FTC）依循 1995 年智

慧財產授權行為指導原則，曾針對幾件專利聯盟具體案件表示過立場

，分述之： 

   Ａ、美國司法部商業審查覆函 

        MPEG-2 專利聯盟（1997 年）51 

MPEG-2 是種數位影像壓縮技術，使用在許多不同產品與服務上，包

括 DVD、通訊產業及有線、衛星與廣播電視等。製造符合 MPEG-2

技術標準之產品，可能會侵犯許多不同權利人的專利權。因此，對於

採用 MPEG-2 技術標準感興趣的公司，開始聘僱獨立專利專家搜尋

對於實施該技術「必要（essential）」的專利。共 9 家公司持有 27 項

必要專利，連同其他公司成立 MPEG LA，扮演專利共同授權管理角

色，亦即 MPEG-2 專利聯盟。MPEG LA 雇用獨立技術專家，確定是

否有其他涉及 MPEG-2 標準之必要專利。MPEG LA 將與 MPEG-2 技

術標準不可或缺的必要專利加以整合並包裹授權予聯盟成員，同時依

個別專利權基礎分配權利金。專利聯盟成員與第三人均可挑戰聯盟專

利的「必要性」與否，亦即製造符合 MPEG-2 技術標準的產品時，

聯盟內的專利是否確實需要。專利聯盟授權契約也要求被授權人必須

將所有可能擁有或發展的 MPEG-2 相關專利回饋授權給專利聯盟成

員。 

        DVD 專利聯盟（1998-1999 年）52 

3C DVD 專利聯盟由 3 家公司成立，共授權 210 項專利。授權人之一

的飛利浦公司取代獨立管理人角色，透過簽約，代表其他聯盟成員扮

演共同授權人角色。聯盟成員採取非獨家授權方式授與必要性專利（

essential patents 定義為「遵守 DVD（DVD-Video 或 DVD-ROM）技

術標準所必須（實際可行）」）。至於哪些是必要性專利，亦交由專利

權人雇用的獨立專家來決定。權利金則是透過協商決定而不是依據貢

                                                
51 See U.S. AT/IPR Report chapter 3,p68-69. MPEG-2 business review letter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busreview/215742.pdf (last visited at 2008/5/19) 
52 See U.S. AT/IPR Report chapter 3,p69-70. 3C DVD business review letter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busreview/2121.pdf (last visited at 2008/5/19)；6C DVD business 
review letter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busreview/2485.pdf (last visited at 
200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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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聯盟專利數目來分配。 

6C DVD 專利聯盟由 6 家公司組成，其中東芝公司扮演共同授權人角

色。聯盟成員採取非獨家授權方式授與必要性專利（essential patents

定義為「實施 DVD 技術標準」「必定侵權”necessary infringed”」或「

無實際替代品”no realistic alternative”」的專利）。至於哪些專利對於

該技術標準而言是屬於必要的，由獨立專家決定，授權計畫同時要求

獨立專利專家每 4 年進行評估，檢視聯盟專利對於實施 DVD 技術標

準而言，是否仍具有必要性。權利金依照個別專利權基礎分配，有時

會再根據專利年限予以調整。 

上述兩各 DVD 專利聯盟均要求被授權人應回饋授權給權利人，且依

合理與不歧視方式（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進行授權。 

3G 專利平台架構（2002 年）53 

第三代行動通訊系統（「3G」）為數位無線通訊技術。當司法部發出

3G 商業審查覆函時，共有 5 種不同的 3G 技術標準，而非單一標準

，多達 45 家公司聲稱至少擁有一項 3G 技術標準不可或缺的專利。

3G 專利平台架構是由 19 家企業合組所謂「專利平台授權協議（

patent platform licensing program）」，提議發展 5 種不同且彼此獨立的

授權「平台公司」，每一家負責一種 3G 技術，各自擁有獨立的授權

管理人及董事會。這些平台公司獨立作出授權與權利金決策，但透過

單一管理公司進行協調，負責推廣 3G 平台概念與評估專利（以排除

對於任何與 3G 技術標準不具重要性的專利）。 

雖然各 3G 平台公司與前述專利聯盟有許多相似之處，不過，平台公

司並未將與特定 3G 技術相關的重要專利權整合至單一授權，反而各

專利個別獨立授權。被授權人可選擇使用相關平台公司建立的「預設

標準授權」，或者選擇使用「與標準授權條款相似的臨時授權，再與

必要性專利之權利人就最終條款進行雙方協商，可能最終結果會與標

準授權有所不同。」3G 平台架構考量 3G 技術間的可替代性，成立

獨立平台公司處理與個別 3G 技術有關的所有授權事務，包括實際權

                                                
53 See U.S. AT/IPR Report chapter 3,p70-71. 3G business review letter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busreview/200455.pdf (last visited at 200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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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金費率設定在內。經過一段時間，各平台公司可針對其所管理的技

術修改授權條款，且各平台公司獨立決定計算權利金使用的關鍵價值

。 

 

司法部認為，上述專利聯盟均可透過減少尋找被授權人所花費的時間

與費用、清除封鎖專利及整合互補性技術，創造龐大的整合效率。司

法部預期 3G 專利平台架構所能提供的效率稍微偏低，因為其並未將

專利整合成單一包裹。為解決司法部對於專利聯盟可能減少授權人間

水平價格競爭，導致使用該專利技術之產品價格增加，或下游市場參

與者間價格競爭減少等疑慮，各專利聯盟透過聘僱獨立專家檢視專利

，將替代技術排除在專利聯盟之外，僅准許對於製造標準產品而言至

為重要的互補性專利權入聯盟。並且，專利聯盟參與者訂定明確的條

款，以確保授權代理人不會取得具競爭敏感性的專利資訊，諸如成本

資料；同時避免該資訊分享給任何授權人或被授權人。 

 

司法部依據下述要件評估專利聯盟是否可能有害於創新： 

第一、藉由專利聯盟與平台提案人建立的機制，確保聯盟內均為有效

專利，將無效專利權排除在授權聯盟以外； 

第二、同時依據提案人的陳述，確保授權人將保留個別授權的權利、

回饋授權之範圍有限、被授權人取得授權之機會均等，以及專

利聯盟將提供清楚的授權內容資訊等。 

 

Ｂ、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指控 Summit-VISX 專利聯盟違法（1998 年）54 

Summit Technology, Inc.與 VISX, Inc.共組專利聯盟，涵蓋的專利係應

用在雷射屈光角膜切削術（「PRK」）領域（一種視力矯正的眼睛手術

）中關於雷射製造與使用的技術。當時，Summit 與 VISX 執行 PRK

手術的雷射設備是唯一兩家公司獲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銷

售認可。透過該專利聯盟，Summit 與 VISX 放棄單方授權的權利，

                                                
54 See FTC Summit-VISX Complaint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os/1998/03/summit.cmp.htm 
(last visited at 200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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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享有禁止專利聯盟授權給第三人的權利，是以該專利聯盟存續的 6

年內並未授予專利給任何第三人。此外，該專利聯盟要求設備公司每

次使用其雷射設備執行 PRK 手術時，須支付 250 美元費用。該費用

遂形成設備公司向眼科收取使用其設備的底價。所以醫生每次執行

PRK 手術時，Summit 與 VISX 均收取 250 美元費用。 

聯邦交易委員會認為該專利聯盟消除 Summit 與 VISX 兩家公司在銷

售或租賃 PRK 雷射設備，以及授權與 PRK 有關技術領域間的競爭。

兩公司辯稱透過專利聯盟以降低專利訴訟的不確定性與訴訟費用，因

其間包含潛在封鎖性專利在內。聯邦交易委員會則否決兩公司的的說

詞，如 Aid Public Comment 之分析，Summit 與 VISX 可以透過減少

限制競爭的方法達成這些效率，例如逕行授權或是交互授權，而不至

於減少價格競爭或限制他人進入市場。55 

    

（３）針對專利聯盟的競爭評估因素 

Ａ、聯盟專利之替代性 

    儘管有許多不同意見，研究報告指出，依據 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行

為         指導原則，56認為事業間互補性生產要素之組合，是有

助於競爭，因此評估專利聯盟之競爭效益，基本上仍著重於聯盟內的

專利組成是否具互補性而定。前述案例，即是採取相同的基本立場，

美國競爭法執法機關認為，專利聯盟若涵蓋互補性專利（即專利技術

之功能不同），可以產生降低被授權人總權利金之效益，進而降低消

費者支付的最終產品成本。 

    至於如何判定聯盟內究係互補性或替代性專利（哪些專利得以在    

patent pool 內 swim?），欲排除替代性專利的方法之一，就是判定該

等專利是否為實施該特定技術標準所不可或缺之專利，亦即必要（

essential）專利。研究報告特別指出，在前揭 MPEG-2 專利聯盟案，

所謂具必要性專利是指（為製造符合標準規格產品）「技術上不可或

                                                
55 See U.S. IP Guidelines § 4.2，競爭法執法機關在評估一項授權限制條款是否合理時，會考

量是否有其他最低限制的替代方案可供選擇，即該替代方案限制較少、較不易產生限制競爭

疑慮，倘同樣能達到當事人所主張的效果時，執法機關就不會採信當事人的效率說詞。 
56 See U.S. IP Guidelines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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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的專利，而 DVD 專利聯盟案，則採「部分（或經濟上）不可或

缺」的專利，儘管略有差異，但兩案均係依據當時的合理事實基礎作

判斷，原則上，只要能購判定係屬於符合技術標準所不可或缺之專利

，就可以確保聯盟專利為互補性專利。雖然多數意見認為聯盟專利若

由替代性專利組成，可能引起較高的限制競爭疑慮，如價格僵固等，

然而，競爭法主管機關並不完全排除倘聯盟專利為替代性專利時，仍

可能存有若干合理性，故仍將依據合理原則就具體個案審視專利聯盟

之適法性。 

Ｂ、專屬或非專屬授權（exclusive and nonexclusive licensing） 

    司法部所評估的專利聯盟案中，各授權人提議授予非專屬授權，並可

以對專利聯盟外第三人授權。反之，Summit-VISX 乙案，則授予聯

盟專屬授權，且兩公司享有否決對方進行聯盟外授權之權利。專屬授

權一方面極可能促進競爭，按因此提供被授權人投資互補性資產的重

大誘因（如果互補性資產缺乏獨家授權時可能成為搭便車對象）。不

過，若非專屬授權，即得以對聯盟外第三人授權，則讓創新者得以繞

過聯盟專利從事發明，進而與聯盟相互競爭。因此，專屬授權之競爭

評估，將視具體個案事實而定。然而能夠對外提供獨立授權機會並不

保證一定會授權，聯盟內權利人通常可自由選擇是否授權，並設定相

關權利金費率。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若聯盟外授權之決策，出於為

阻礙他人（聯盟外）提供競爭性產品或製程之目的，則會引起限制競

爭之疑慮。 

  Ｃ、回饋授權（grantbacks） 

回饋授權可促進專利聯盟內競爭，使授權人得以使用被授權人對於授

權技術的改良。回饋授權可適當限制被授權人拒絕授予改良專利之能

力，因此，聯盟內權利人（及其他被授權人）得以繼續生產使用該聯

盟專利的產品。回饋授權透過獎勵最初創新者及鼓勵後續創新者，因

而提高創新誘因。不過，司法部之前所檢視的專利聯盟提案，多數涵

蓋範圍較為狹隘的回饋授權機制，使得專利聯盟更具促進競爭的可能

性。亦即回饋授權範圍僅限於聯盟內既有專利，甚至進一步限制僅涉

及必要性專利，因此僅在聯盟內增加互補性專利。此外，回饋授權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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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非專屬性質，被授權人可自由使用自身創新之成果，並授權他人。

上述回饋授權範圍較為限縮，不致引起限制競爭疑慮。57 

  Ｄ、競爭性、敏感性資訊之取得 

管理專利聯盟可能會要求聯盟授權代理人取得授權人與被授權人的競

爭敏感性專有資訊，其中許多廠商可能在下游市場彼此競爭。以

DVD 專利聯盟為例，許多授權人與被授權人均為 DVD 光碟片與播

放器製造市場的競爭對手。若專利聯盟在授權人間傳遞另一授權人所

使用的聯盟專利技術，則聯盟可能成為促使下游價格一致的平台。此

外，若聯盟內有盜用他人專利資訊之顧慮，亦會導致聯盟內競爭對手

減少該領域的投資，因此降低創新動機。因此，專利聯盟透過限制授

權人取得彼此競爭敏感性專有資訊（諸如最終產品的成本資料、產出

水準與價格），降低授權人在最終產品市場協調活動能力的風險，亦

降低聯盟內競爭對手擔憂其他人盜用其資訊的可能性。在 MPEG-2

專利聯盟，該聯盟雇用獨立授權管理人，因此授權人不會知道其他參

與者的資訊。DVD 專利聯盟中，一聯盟授權人亦擔任管理人角色，

但該組織建置所謂的「防火牆」充分限制取得彼此的敏感性資訊。 

  Ｅ、（聯盟專利）權利金 

儘管有學者專家建議應檢視權利金費率設定是否合理，不過研究報告

指出，競爭法主管機關通常不評估專利聯盟權利金的合理性，反而著

重在專利聯盟的組成與結構（包括聯盟成員間的合約條款）是否可能

賦予聯盟成員在相關市場提高價格或限制產出之能力。在 MPEG-2

與 DVD 商業審查覆函中，司法部指出，當權利金比率僅占（下游）

市場價格之小部分時，不太可能將權利金作為協調下游市場價格的工

具。不過，縱使權利金占有高比率，亦不一定會引起限制競爭疑慮，

須視有無存在其他下游市場協調價格的徵兆。事實上，經濟理論模型

指出，如果是互補性專利聯盟，聯盟收取的權利金應低於未組成聯盟

時的水準。主管機關並不因被授權人支付不同的權利金，即認為有限

制競爭，均將視具體個案事實而定。 

  Ｆ、聯盟專利之部分授權 
                                                
57 此節分析同於 U.S. IP Guidelines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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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聯盟若僅提供包裹式授權，而未提供部分授權，且相應支付較低

權利金方式，是否有限制競爭疑慮。一說認為，專利聯盟成立之初，

均係為符合特定標準的必要性專利，所以採取包裹授權，然隨時間經

過，部分專利可能不再具有必要性，則應該允許部分授權，避免讓被

授權人付費取得不需要之專利。然而，另說則主張，若讓專利聯盟必

須依照被授權人挑選所要的專利組合，然後依此變更權利金，可能無

法產生專利聯盟降低交易成本之效率。研究結論認為，一般而言，若

授權人保留個別授權的能力，而且聯盟的運作機制得以促進競爭，則

拒絕部分授權並不會引起限制競爭疑慮。以此方式，被授權人不必購

買其不需要的技術，不過，個別授權的總價格可能高過聯盟權利金（

因為交易成本較低）。此外，儘管透過部分授權可用來篩減隨時間經

過而成為非必要的專利，但部分授權仍會損及專利聯盟所具有的效率

，亦即盡可能提供「一次購足」特定技術的能力。欲達成上揭目的還

有其他更有效率的方法，諸如持續檢視專利組合，將隨時間經過而成

為非必要性的專利排除在外。 

 

３、小結 

交互授權與專利聯盟均以分享專利權的協議為基礎，因此可達到類似的

效率，包括整合互補技術、降低交易成本、清除封鎖專利、減少侵權訴

訟及其相關不確定性，以及促進技術散佈。儘管交互授權與專利聯盟透

過不同方法達到上述利益，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行為指導原則的競爭

性分析已足以考量這些差異性。簡言之，交互授權與專利聯盟雖可產生

顯著效率，但亦會產生競爭風險。例如：交互授權可能導致價格固定，

引起反托拉斯疑慮，競爭法主管機關通常依據「合理原則」加以檢視。

同理，亦依據「合理原則」檢視專利聯盟。例如，替代性專利所組成的

專利聯盟可能存在較高限制競爭風險，解決方案之一為透過確定該專利

對標準而言是否具有必要性，而將替代性專利權排除在外。此外，專利

聯盟的排他性可提供投資動機，促進競爭，但也可能引起降低創新的限

制競爭考量。而專利聯盟要求廣泛的回饋授權條款可能讓授權人享有下

游市場之創新成果而促進競爭，但也可能壓抑未來創新動機。儘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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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聯盟內「高」權利金費率的限制競爭可能性，但競爭法主管機關通

常不會調查聯盟權利金的「合理性」。至於要求包裹式（而非部分）授

權的專利聯盟，如果授權人保留個別授權的權利，且聯盟機制設計具促

進競爭，則通常不會引起限制競爭疑慮。 

 

（四）不主張條款（non-assertion clauses） 

   依循合理原則，評估不主張條款可能產生限制競爭與促進競爭之影響。

不主張條款係指當事人協議不向另方主張專利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不

主張條款可能出現在多邊或雙邊合約，而且涵蓋既有或未來可能專利，

或兩者皆有。不主張條款的存在原因不盡相同，但實際上，不主張條款

與授權行為或交互授權扮演相同角色，亦即允許協議當事人免於因使用

智慧財產權而遭致高成本訴訟。是以，不主張條款與非專屬授權、零權

利金授權類似，分擔風險並以合約方式避免訴訟。此外，不主張條款亦

可促進資訊分享，因為授權人毋須擔憂「提供被授權人或許用來發展封

鎖專利地位所需的資訊與細節」，不主張條款避免雙方隱藏封鎖專利。

最後，不主張條款亦可能替授權人的其他被授權人去除專利障礙，因為

該條款適用於授權人及「被授權人再授權的任何人」。然而，若不主張

條款廣泛使用在諸如適用範圍，或持續期間未受限制，或延伸至單一授

權行為之外，即可能產生限制競爭疑慮。此外，藉由限制被授權人就自

身身智慧財產權收取權利金，亦可能阻礙創新。另一方面，為當市場上

僅兩名參與者，彼此間訂定廣泛的不主張條款，同意不對他方可疑的專

利權提出挑戰，則該合約可能有助於維持非法的寡占或獨占。況且，競

爭法主管機關一再強調，無效專利有損競爭，就專利政策而言，挑戰其

有效性的行為是值得鼓勵。58 

 

（五）回饋授權（grantbacks） 

   依循合理原則，評估回饋授權條款可能產生限制競爭與促進競爭之影響

。 

                                                
58 Se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Proper Balance of Competition 
and Patent Law and Policy, Executive Summary,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os/2003/10/innovationrpt.pdf (last visited at 200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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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饋授權的範圍、條款與持續期間各不相同。回饋授權可能提供授權人

單獨使用未來改良的專屬權利，被授權人並不適用，或允許雙方彼此共

享而排除他人。回饋授權亦可能是非專屬授權，因此允許協議之一方或

雙方授予他人有關改良的權利。此外，回饋授權亦可透過地理區域或使

用領域加以限制。回饋授權的正面效率與不主張條款類似，亦可促進議

價、鼓勵資訊交換，消除授權人擔憂被授權人將在未來主張封鎖專利。

競爭法主管機關亦發現，回饋授權，特別是非專屬回饋授權，可提高被

授權人與授權人效率。回饋授權亦可促進下游授權，因為透過回饋授權

，授權人得以有效評估原始專利之具體價值。至於負面效果，亦如同不

主張條款，若回饋授權比先前授權的範圍來得大，或持續期間更長，則

可能降低創新動機。回饋授權也有可能不當擴大授權人的市場力，因為

不同被授權人執行的無數改良均回饋到原始授權人。然而，前述負面效

果的評估，建立在「若無該授權限制存在，可能對於創新數量的影響」

；59則如前述，回饋授權反使得後續創新成為可能，少了回饋授權條款

的保證，授權人擔憂無法取得並受益於其本身專利技術的後續改良，而

吝於分享其智慧財產權。 

 

（六）延展性授權協議（reach-through licensing agreement） 

    依循合理原則，評估延展性授權協議可能產生限制競爭與促進競爭

之影響。所謂延展性授權協議，係就「研究工具專利（patented research 

tools）」，指用以涵蓋所有用來發現藥物或候選藥物技術的專利，60賦予

專利權人得依據使用該專利所製造下游產品的使用或銷售來考量（權利

金），通常發生在製藥或生技產業。如延展性授權協議允許製藥公司使

用研究工具專利去篩選藥物，而在產品商品化之前，不須先支付權利金

。研究工具專利權人可能選擇「延展」至產品銷售，再依其銷售額比率

收取權利金。延展性授權協議可能包括使用來發明專利的權利，或選擇

授權最終產品。當授權技術存在高度不確定性時，延展性授權協議可促

                                                
59 此節分析同於 U.S. IP Guidelines § 3.1,3.3. 即倘在無授權契約關係下，可能互為實質或潛在

競爭者，是否因為授權契約之存在而損害其間的競爭關係。 
60 參閱余華，研究工具的可專利性及其權利執行範圍，IPO 專利商品化網站，

http://pcm.tipo.gov.tw/pcm/pro_show.asp?sn=147(2008/5/15 瀏覽 ) 



第三章 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分析-美國 

 39 

進風險的有效分配。至於延展性授權協議倘以專利權未涵蓋的產品銷售

為權利金基礎、或延展權利金支付至專利權期間屆滿之後，是否認為違

反反托拉斯法或構成專利濫用，在 Bayer AG v. Housey Pharms., Inc., 

228 F. Supp. 2d 467, 471-72 (D. Del. 2002).乙案中，聯邦法院判決當延展

性授權協議專利權未涵蓋的產品銷售為權利金計算基礎，並且在專利權

期間屆滿後繼續收取權利金之約定，並不構成專利權濫用，因為該協議

架構是為了雙方當事人的便利性，以專利的實質價值為評價基礎。 

 

針對前述「不主張條款」、「回饋授權」、「延展性授權協議」，原則

上不太可能引起限制競爭之考量，實務上關切的重點在於專利權人是否

在相關市場具有市場力、是否實質上有促使競爭者間從事聯合行為、是

否透過授權機制排除他人進入市場、以及是否降低未來創新之動機。雖

然有認為主管機關在相關個案中，並未明確指出促進競爭利益與反競爭

影響，或提供一個固定規則。然研究結論認為，儘管「紅旗」與「綠燈

」之標示可能容易應用，但目前所採用的經濟學原理基礎方法更為適合

，將繼續採用 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行為指導原則的彈性架構，個案評

估授權實務之適法性。 

 

（七）搭售（tying and bundling） 

涉及智慧財產的搭售類型很多，諸如提供多項專利或著作權產品的授權

，或將兩樣專利商品搭售，或無專利產品與專利產品搭售。典型的「合

約性」專利搭售，例如搭售產品本身為專利產品（如油印機），被搭售

產品是作為搭售產品輸入用途的商品（如墨水或紙張）；以及專利產品

的銷售以購買非專利產品為條件。「技術性」專利搭售可定義為「搭售

與被搭售產品在實質上相互連結，或僅能以彼此相容的方式製造。」關

於微軟公司的搭售訴訟涉及 Internet Explorer 網路瀏覽器（被搭售產品

）以及 Windows 作業系統（搭售產品）在合約與技術上的搭售。 

 

研究報告指出，目前法院對於涉及智慧財產權的搭售問題尚未提出

一致的分析方法，MCA Television Ltd. v. Pub. Interest Corp.,171 F.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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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5(11th Cir. 1999)案中，法院對於電視節目的包裹授權採取「當然違

法」之見解。然而，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253 F.3d 34（

D.C.Cir.2001）乙案中，上訴法院則不認為搭售行為係當然違法，對於

創新性強的平台軟體（platform software）產業，若採取傳統上當然違

法的分析方法，很可能招致質疑，因為忽略了搭售行為可能產生增進福

利與促進競爭之效果。儘管最高法院在 Illinois Tool Works Inc. v. 

Independent Ink, Inc., 126 S. Ct. 1281（2006）乙案中，已經認知到許多

搭售行為，即使包含專利在內，仍有可能促進競爭，惟該案尚不足以推

翻過去視搭售行為當然違法之見解。至於競爭法主管機關，將依循

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行為指導原則之分析架構，61對於搭售行為之競爭

評估，採用合理原則（詳如前述）。基本上，當較不具市場力的事業所

進行的搭售安排，通常亦能促進效率，因此不具限制競爭性。 

 

（八）擴張市場力至專利權期間屆滿後（相關競爭議題） 

   諸如專利期滿後支付權利金之義務、長期專屬授權協議等，研究報告最

終結論認為，引起反托拉斯法關注的案例很少，因為實務上極少市場力

得以擴張至專利期滿，且前述機制證實是具有效率存在的。例如：專屬

授權協議可鼓勵被授權人進一步發展授權技術，長期分攤權利金可降低

與專利權獨占有關的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允許專利權人回收專

利價值，因此保有創新動機。儘管部分協議可能具限制競爭影響，但專

利授權通常可「預期對經濟活動帶來效率增加的貢獻」，因此競爭法主

管機關通常依循合理原則分析。當然，若具體個案中，發現授權協議實

質上為競爭者瓜分市場之協議，則依當然違法原則處理。 

 

參、小結 

  美國早期將授權協議中限制競爭之條款均以「當然違法」原則加以嚴格認

定 ，然於 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行為指導原則中，除了惡性的水平限制

                                                
61 See U.S. IP Guidelines §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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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維持轉售價格仍維持當然違法之見解外，對於其他搭售協定、排他性交

易、交互授權及集中授權、回饋授權等行為，均採取「合理原則」加以判

斷。尤其揭示三項基本原則：（1）慧財產與其他財產權同，均受到反托拉

斯原則的審查；（2）擁有智慧財產權不當然推定具有市場力量；（3）智慧

財產權之授權行為基本上是具有促進競爭效果，有效調和智慧財產權與競

爭法兩者之衝突與競合。著重經濟分析方法，倘在無授權關係下，可能互

為實質或潛在之競爭者，是否因授權關係存在而損害其競爭關係。而於

2007 年新公佈的 AT/IPR 研究報告，面對一些新興或持續受到關注的授

權態樣，重申 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行為指導原則之立場。換言之，仍以

「合理原則」為判斷基礎，並未對於智慧財產權訂立更為嚴格的審查標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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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分析 

第二節 歐盟 

壹、 概述 

在分析歐盟現行技術授權協議集體豁免規則前，尚有必要就歐盟的整體競

爭法規範架構及適用情形，以及近期針對集體豁免規則之變革概為說明： 

一、歐體條約第 81 條 

歐盟並無一部統一完整的競爭法典，歐盟競爭法的架構，如同歐盟其

他政策領域，是由「基礎法」與「派生法」共同構成。基礎要是指歐洲共

同體條約本身所規定之內容，主要是以第 81 條至第 89 條為主，派生法則

包括各種規則（regulation）、指令（directive）、歐洲法院判決、通告（

notice）、指導原則（guideline）及一般法律原則等，甚至包括直接對個別

產業部門（sector）的競爭規範。事業在歐體內從事競爭行為直接相關的

競爭規範係以歐體條約第 81 條及第 82 條為主，第 81 條主要限制事業間

水平或垂直的聯合行為，第 82 條則是禁止具有市場控制地位事業濫用市

場力之行為。至於結合行為限制競爭態樣，歐盟則是透過派生的結合規則

（the EC Merger Regulation）62來加以規範。63與歐盟技術授權協議集體豁

免規則相關者，即為歐體條約第 81 條規定，8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間

之約定、事業團體之決議，以及一致性之行為，足以影響會員國間交易，

並以阻礙、限制或扭曲共同市場內競爭為目的，或有此效果者，與共同市

場不相容，應禁止之。」同條第 3 項規定：「事業之聯合行為有助於改進

商品之製造或銷售、促進技術或經濟進步，且消費者得以分享其利益者，

而其限制係達成上述目標之必要手段、不致於使該商品之主要部分因而處

                                                
62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39/2004 of 20 January 2004 on the control of concentrations 
between undertakings (the EC Merger Regulation) 
63 劉華美，歐盟競爭法之研發（R&D）豁免程序－對我國研發聯合管制的啟示，公平交易季

刊第 15 卷第 4 期，2007 年 10 月，頁 98-99。 



第三章 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分析-歐盟 

 43 

於無競爭狀態者，得例外不適用同條第 1 項之一般禁止規定。」64此規定

包括水平與垂直之限制競爭協議，均在原則禁止範圍內，然符合第 3 項例

外情形之要件者，得享有豁免。 

 

二、集體豁免規則之變革 

豁免原包括個別豁免及集體豁免兩類。個別豁免係針對個別協議若欲

引用第 81 條第 3 項規定，須向執委會提出申報（notification），取得執委

會的豁免決定，否則不能主張排除第 81 條第 1 項之適用。65可以想見，

自實施以來，企業為確認協議內容並未違反歐盟競爭法規範，或係屬於第

81 條第 3 項規定之範圍，紛向執委會提出申報，對於每一件申報，執委

會須花費數年時間加以處理並作成決定，造成龐大工作負擔。加上第 81

條對於可豁免之情況並不是十分明確，業者在擬訂契約條款時往往無所依

循，延誤商機，對於貿易流通亦有不良影響。66因此於累積相當具體個案

之執法經驗後，理事會爰立法授權執委會得訂定集體豁免規則。67所謂集

體豁免，不須向執委會提出申報，只要事業間的雙邊協議符合集體授權規

則之要件，68即自動不適用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各集體豁免規則多是植

基於歐洲法院判決、理事會規則及執委會規則或決定，基本上是在執委會

處理類似協議之個別豁免，累積足夠經驗確立處理該等協議之重要原則後

，方得依經濟活動之實際需要制定相關集體豁免規則，69可謂是長期執法

經驗之累積，對於業者而言，執法明確性大為提升，亦有助於執委會執法

效能。 

 

這時期的集體豁免規則架構上大致相同，通常區分三種不同效果之協

                                                
64 譯文參照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頁 498。 
65  理 事會 17/62 號規 則（ 1962 年 ）， EEC Council Regulation No 17 ： First Regulation 
implementing Article 85 and 86（現行歐體條約第 81 及 82 條） of the Treaty. 
66 王泰銓，歐體事業法(二)-歐爭競爭規範，五南出版，2000 年 7 月，頁 67-68。 
67 理事會 19/65 規則（1965 年），Council Regulation No 19/65/EEC of the Council of 2 March 
1965 on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5(3) of the Treaty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agreement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68 依據 19/65 規則第 1 條第 1 項，授權執委會得制定集體豁免規則，但僅限於雙方當事人的

協議態樣，協議事業超過雙邊者，例如三方當事人或多方協議則不屬之，參閱陳信宏，論歐

盟競爭法對技術授權協議集體除外制度之改革，政大法研所碩士論文，93 年，頁 20。 
69 參閱王泰銓，前揭註 66，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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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內容，包括可適用集體豁免、不適用集體豁免以及不屬於前兩者而適用

申報異議程序（opposition procedure）的協議，70又稱為白名單、黑名單

及灰名單。白名單內容會隨不同的集體豁免規則而有不同，黑名單通常內

容較為相似，例如轉售價格的維持、搭售、不競爭條款、絕對的地域保護

限制等，至於灰名單則並非所有的集體豁免規則均有之。71 

 

然而，現行 2004 年歐盟技術授權豁免規則之規範架構迥異於以往模

式，實與歐盟集體豁免規則（指 1999 年垂直限制競爭集體豁免規則暨指

導原則72）之變革及 2003 年歐體條約第 81、82 條執法架構之改變密切相

關。原本黑、灰、白條款之規範架構，雖然能讓事業清楚明白何種行為能

或不能排除，然實務運作上逐漸發現具有若干重大缺點，稱做集體豁免規

則的「緊身衣效果」（straight-jacket effect）。如豁免類型有限，黑、白名

單的強大引導作用，以及歐洲法院對於豁免條款嚴格解釋的立場等，限縮

原本應該多樣化的合約約款，實務上此類協議變得越來越一致、僵化，契

約自由與市場經濟之動態、多樣性被不當限制。73執委會遂在 1997 年提

出綠皮書，廣徵各方意見後，於 1999 年提出新版本的垂直限制競爭集體

豁免規則，主要重點：74 

（一）2790/1999 號規則取代了原有的獨家經銷、獨家購買及連鎖加盟三項集

體豁免規則，而將屬於垂直限制競爭協議之集體豁免予以統一規定。 

（二）重視以經濟分析觀點處理垂直限制競爭問題。此處所強調的經濟分析觀

點（economics-based approach），在於執委會認為凡可以適用 2790/1999

號集體豁免規則之協議，係因為其促進參與協議之事業間有更佳的協調

（coordination），提升生產與銷售流程中的經濟效率，尤其導致當事人

                                                
70 如 1996 年歐盟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第 4 條規定，不屬於黑名單或白名單之協議，事業向

執 委會 提出申 報，4 個月 後執委 會未表 示異 議者 ， 該協 議即可 適用集 體豁 免規定 。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240/96 of 31 January 1996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5 (3) of 
the Treaty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 Available at:// http://eur-
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31996R0240:EN:HTML 
71 參閱陳信宏，前揭註 68，頁 22。 
72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2790/1999 of 22 December 1999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to categories of vertical agreement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and Commission 
notice - Guidelines on Vertical Restraints Official Journal C 291, 13.10.2000 
73 參考吳秀明教授於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第 19 條撰寫關於歐盟法之研究，頁

111-115。 
7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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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與銷售成本之降低，而最佳化其銷售與投資活動。執委會並認

為，垂直協議提昇經濟效率之效果能否大於限制競爭之效果，端視行為

人之市場地位，以及事業所面臨替代性產品之競爭強度而定。 

（三）以 30%市場占有率作為認定行為人市場地位之門檻。承前述，為體現

經濟分析觀點，執委會提出具體的市場占有率標準，即若供應商市場占

有率未超過 30%，而其垂直協議並未包括特別嚴重限制競爭內容（即

黑名單）時，應可推定此等協議在一般情形下可改善生產或銷售，並使

消費者適度分享其所產生之利益，得享有集體豁免之利益。 

（四）維持黑名單，廢除白名單。 

（五）在「垂直限制競爭指導原則」中，執委會並明訂事業市場率若未超過

10%，適用微小不罰原則（de minimis），不構成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1

款之違反。 

（六）以指導原則詳細解釋集體豁免規則的適用範圍。75執委會並於 2000 年 5

月通過垂直限制競爭集體豁免規則之指導原則（guideline），對於規則

具體適用情形提出更為詳盡之說明，以增加法律適用明確性。 

 

從 1999 年垂直限制競爭集體豁免規則暨指導原則之變革，廢除白

名單、建立市場占有率門檻的經濟分析觀點等，改變歐盟近 40 年來集

體豁免規則之架構及執法重點。隨之，2004 年 5 月 20 日生效的 1/2003

號規則，76亦大幅改變過去歐體條約第 81 條及 82 條的執法架構。與第

81 條第 3 項規定密切相關者，為廢除個別豁免的申報許可制度，改為

法定例外制度，即業者不須事前取得執委會的許可，77而要自行評估協

議是否有違反第 81 條第 1 項之情形，自行審查是否具備豁免的法定例

外要件以減少違法風險。1/2003 號規則同時將執法權限「去集中化」，

78不再由執委會所獨攬，歐盟成員國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及法院都亦能直

接適用第 81 條第 3 項規定，使得歐盟競爭法適用範圍更加寬廣。本文

限於題旨，雖非深入探討歐爭競爭法整體變革，然歐體條約 81 條執法

                                                
75 參閱陳信宏，前揭註 68，頁 30。 
76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of 16 December 2002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s on 
competition laid down in Articles 81 and 82 of the Treaty.(Reg.1/2003) 
77 Reg.1/2003,Article 1 (2). 
78 Reg.1/2003,Article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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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之變革，不但「個別豁免」失其附麗，原集體豁免規則中的灰名單

（申報異議制度）似乎也無存在必要。 

 

是以，原 1996 年 歐盟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在規範架構上，勢必

受到前述影響而予修正。而就規範內容，執委會在 2001 年提出評估報

告，作為修正之基礎（詳後述），而產生 2004 年歐盟技術授權集體豁免

規則。 

 

貳、1996 年歐盟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之評估報告 

根據 1996 年歐盟技術授權豁免規則第 12 條規定，執委會須檢討該規則的

適用情形，尤其是同規則第 4 條的申報異議程序（opposition procedure），

並在執法 4 年後提出評估報告。執委會爰在 2001 年提出評估報告，79進

而影響後來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之修正，限於篇幅，僅述其主要內容如

下： 

一、對於現行技術授權活動之評估80 

（一）技術授權活動（尤其電子、醫療技術、醫學資訊、奈米科技等領域）近

十年來不管在質或量上，均有大幅變化。 

（二）量的方面，技術的輸出或輸入活動都十分頻繁，同樣的，企業在研發活

動（R&D）的投資也有增加趨勢。尤其，傳統上，專利用作避免競爭

者使用創新發明之工具，現在越來越多企業將專利策略視為一種商業策

略，可以用作封鎖（block）競爭或進而形成產業標準。 

（三）質的方面，由於技術層次越來越複雜，需要廠商間的相互合作，跨領域

、跨組織的知識與技能相配合。因此包裹授權、技術聯盟，以及交互授

權情形越來越多。 

（四）技術授權協議中，仍以專利與專門技術（know-how）為主，著作權也

越來越重要，尤其是軟體著作權及與電腦裝備有關者。 

（五）授權人透過授權得以進入新的產品市場、整合互補性生產技術，更重要

                                                
79 Commission evaluation report on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 No 
240/96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 under article 81.(“Evaluation Report”) 
80 Evaluation Report para. (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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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可以建立規格，形成專利聯盟或包裹授權，以清除封鎖性專利或避

免訴訟紛爭。經由授權亦能達到規模經濟或範疇經濟，確保其在技術上

的市場地位，或分攤利用技術的風險。 

（六）被授權人透過授權可以取得進入新產品市場之機會、整合互補性技術、

清除封鎖專利、降低研發成本、以及避免侵權訴訟，或建立產業標準，

並透過專利聯盟達到規模或範疇經濟之目的。 

 

二、對於 1996 年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之評估81 

（一）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過於制式與僵化。 

（二）黑灰白條款的設計，產生緊身衣（straitjacket）效果，限縮原本應該多

樣化的合約約款，無助於技術的擴散與交易自由。 

（三）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規範太細瑣，反有無從適用之感。例如對於專門

技術及競爭之定義，與其他集體豁免規則，如「2790/1999 號垂直協議

集體豁免規則」，「2658/2000 號專業化協議集體豁免規則」、「2659/2000

號研發協議集體豁免規則」，規範並不一致。 

（四）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範圍太窄，不包含授權實務常見的多數人（二個

以上）集中授權或包裹授權情形。 

（五）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太著重於區域性（territorial）的排他性條款。且

大多數約款均推定具有限制競爭效果或高度可疑性，卻忽略當事人可能

不具市場力量或彼此間具有垂直關係，而非水平競爭關係。 

（六）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不鼓勵新的授權型態（多數授權人的授權或授權

予合資事業），亦不鼓勵新的技術移轉方法（協議不競爭條款以保護專

門技術，結合智慧財產權之授權與無專利保護的產品），將會降低授權

的誘因。 

（七）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並未考慮當事人的市場力量、當事人間的競爭關

係以及品牌內（inter-brand）的競爭，應朝向經濟導向方面進行修正。 

（八）多數意見認為應將條文精簡，並循新制集體豁免規則模式，刪除灰色及

白色條款，並精簡黑色條款，同時訂定指導原則（guideline）補充規範

。 

                                                
81 Evaluation Report para. (7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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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應針對智慧財產權形成傘狀（umbrella）的架構

，將專利及專門技術以外的智慧財產權，例如軟體著作權，新式樣設計

及商標權，將有助於法律穩定性；但亦有反對意見認為，軟體著作權以

外的著作權、商標權、資料庫保護等，均與技術授權本質有所差異，不

宜併放入規範。 

 

參、2004 年歐盟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82 

2004 年歐盟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共計 11 條，重點在於建立市場占有

率門檻、廢除白名單及灰名單，僅留黑名單、區分競爭者與非競爭者間協

議，以及互惠授權與非互惠授權而為寬嚴不同之對待，以下併參照指導原

則之內容，83分述如下： 

一、適用範圍 

本規則所指技術授權協議，係專利、專門技術（know-how）、軟體著作權

（software copyright），或三者之混合授權協議。所謂「專利」包括專利

（patent）、專利申請（patent applications）、新式樣（design rights）、新型

專利（utility models）、新型專利申請註冊、積體電路布局（semiconductor 

products）及植物品種保護（plant breeders certificates ）。84相較 1996 年技

術授權規則，新規則適用範圍擴張至新式樣專利及軟體著作權，按軟體著

作權之授權通常伴隨技術授權，且通常並非構成授權契約的主要部分，故

能享有集體除外。指導原則並進一步說明，一般著作權（指軟體著作權以

外）與商標權之授權性質上雖與技術授權有別，但可能衍生之爭議並無太

大不同，仍可以參考或類推適用該豁免規則。85 

 

二、市場占有率門檻-安全區（safe harbour） 

依照技術授權豁免規則第 3 條規定，當授權協議存在競爭者間，而授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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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772/2004) 
83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 
(“Licensing Guidelines”) 
84 Reg.772/2004, Article 1(1)(h) 
85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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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事業在特定技術市場或產品市場之市場占有率合計未超過 20%時，享

有豁免之利益；若是在非競爭者間，則各授權事業在特定技術或產品市場

（分別）未超過 30%時，得適用豁免之規定。至於市場該如何界定，可

參照執委會所訂定相關市場界定通告，86豁免規則第 3 條及指導原則中則

特別就技術授權領域內的市場界定問題加以說明。87所謂技術市場指被授

權人依據技術的特色、權利金及目標用途，認為可與授權技術可交換或替

代之技術；產品市場則指買方依據產品的特色，價格與目標用途，認為可

與契約產品交換或替代之產品。基本上，技術市場之界定方法與產品市場

相同，就授權人所行銷的技術而言，若小幅度且持續的提高授權技術之價

格（如提高權利金），而被授權人可選擇其他替代技術時，這些技術就構

成了所謂的技術市場。雖然部分技術授權協議亦有可能影響所謂「創新市

場（innovation markets）」之競爭，但執委會仍著重於對於技術或產品市

場之影響。 

 

技術市場市占率之計算，理論上可從該權利金占全部技術授權市場之

比例估算，然而權利金實際資料很難取得，這個方式在實務上無法操作。

故技術授權規則第 3 條第 3 項明訂，技術市場之市場占有率係加總授權人

與被授權人在下游產品市場之市占率，即以該技術在產品市場之占有率為

基礎。以授權人及被授權人利用授權技術所生產之產品為分子，該特定產

品市場為分母，且不以使用授權技術生產之產品為限。執委會認為此種評

估方式足以顯示技術的市場力量，已考量到使用自己技術生產的潛在競爭

者，在權利金上漲時，可能會開始對外授權。至於權利人享有高額的權利

金不必然代表在技術市場具有市場力，按如下游產品市場是處於十分競爭

情況，權利人提高權利金將導致被授權人成本提高，缺乏競爭力進而銷售

下降，是以，一技術在產品市場的市占率是具代表性的指標。 

 

至於超出安全區的授權協議效力問題，原則上在安全區以內的授權協

議縱使有限制競爭疑慮，也被認定符合第 81 條第 3 項之要件，有助於產

                                                
86 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relevant market for the purposes of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 
87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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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且消費者能因此獲利，故得享有集體豁免。若超出安全區的授權協議，

亦不當然推定違反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也不認定無法滿足第 81

條第 3 項豁免之要件，需進入個案審查（individual assessment），進一步

評估其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88個案審查時，可考量市場上存在有多少替

代技術，若除了授權技術外，尚有 4 個以上得以替代之獨立技術時，通常

不會認定違反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89 

 

透過市場占有率門檻劃出安全區是此次技術授權規則，也是歐盟集體

豁免規則規範架構之重大變革。技術授權規則在前言部分特別強調，該豁

免規則之目的是為確保競爭，同時滿足事業對於法律正當性、明確性之要

求。基本上，歐盟是肯定技術授權的效益，認為技術授權協議通常有助於

提高經濟效率，促進市場競爭（pro-competitive），因為透過技術授權，得

以避免重複投入研發、強化基礎研發的誘因、刺激加值的創新，並且增進

產品市場競爭。而授權協議是否具有高度的反競爭性（anti-competitive）

，端須視該事業的市場力（market power）。市場力之高低，則由事業面

對其他擁有替代技術或替代產品事業之競爭強度而定。並基於經濟分析觀

點（economics-based approach），故規範重點在於進行授權協議事業之市

場力量及哪些惡性競爭條款是無法享有豁免，同時應就競爭間協議與非競

爭者間協議加以區分。然而，到底建立市場占有率之門檻是否妥適，在歐

盟經過一番激烈的討論，誠值得我國修法之參考，將於後述。 

 

三、競爭關係 

技術授權規則對於何謂競爭關係亦加以定義，「技術市場的競爭者」係指

「事業對外授權競爭技術（license out），而不會侵害到彼此智慧財產權時

」，即屬技術市場的實質競爭者。「產品市場的競爭者」係指「在缺乏技術

授權情形下，事業都活躍在契約產品所銷售的特定產品和地理市場，而不

會侵害到彼此的智慧財產權時」，即屬產品市場的實質競爭者；或事業投

入必要的投資或轉換成本得以及時進入價格小幅持續上揚之特定產品或地

                                                
88 Reg.772/2004, Recital (12)、Licensing Guidelines , para.37&65. 
89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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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市場，而不會侵害彼此的智慧財產權時，屬於產品市場的潛在競爭者。

90指導原則補充指出，判斷是否具有競爭關係重點在於欠缺授權協議時，

事業是否仍屬於潛在或實質的競爭者，若非，即可認定彼此非屬競爭者。

91承前，技術授權規則僅定義技術市場的實質競爭關係，在適用集體豁免

規則時，不須考慮技術市場的潛在競爭關係，92因為許多事業都有發展新

技術的可能性，歐盟認為倘界定技術市場的潛在競爭關係將會帶來法律適

用上之不確定性。93 

 

四、惡性競爭條款（hardcore restrictions）-黑名單 

當授權協議包含惡性競爭條款時，不論市場占有率高低，都無法享有

集體豁免利益，蓋因為此類條款，例如轉售價格之限制，將會嚴重限制市

場競爭。技術授權規則就授權協議存在競爭者間或非競爭者間臚列嚴重限

制市場競爭之條款， 94而競爭間的授權協議又視是否屬於 reciprocal 

agreement 互惠授權或 non-reciprocal agreement 非互惠授權95而有寬嚴不同

之評價，分述如下： 

（一）競爭者間 

１、銷售價格限制（price fixing） 

價格限制是典型惡性競爭約款，不論對被授權人限制固定、最高、

最低或建議價格均屬之。也不限以直接方式限制價格，若透過間接方式

，例如約定被授權人售價低於一定水平時將會提高權利金，基本上亦是

將價格限制保持在一定水平，而有限制競爭效果。 

然而，指導原則亦指出，若是僅要求被授權人支付最低額權利金時

                                                
90 Reg.772/2004, Article 1(1)(j)款 
91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27. 此處對於競爭關係之判斷與美國法相同 See U.S. IP Guidelines 
§3.1. 
92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66. 
93 參閱陳信宏，前揭註 68，頁 108。 
94 至於在訂定授權協議階段屬於非競爭關係，嗣後變為競爭者時，除非該授權協議嗣後有任

何實質上的修正，否則均適用非競爭者間的相關規定。See Reg.772/2004, Article 4(3)。 
95 Reg.772/2004, Article 1(1)(c)(d)款，互惠授權（reciprocal agreement）是指兩事業交互授權（

cross-licensing）競爭技術或得用於競爭產品之生產者；非互惠授權則是兩事業交互授權非競

爭技術或無法用於競爭產品之生產，或僅一方授權他方非競爭技術或無法用於競爭產品之生

產者。不採用「交互授權」之譯文，是因為依據本技術授權規則定義，非互惠授權亦可能有

交互授權情形存在，只是授權標的非屬競爭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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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屬於價格限制類型。96至於權利金採取依被授權人產品銷售數量

來計收時（running royalties，計量權利金），蓋因為可能形成產品的邊

際成本進而影響產品的價格，而有限制競爭疑慮，然歐盟認為只有在互

惠授權係缺乏任何促進競爭目的，且不是一個真誠的（bona fide）授權

協議時，依照產品銷售量核計權利金始有可能被認定為價格限制。97惟

若權利金計算基礎不以使用授權技術產品為限，而是包括所有產品時，

則屬於價格限制情形，且不區分互惠授權或非互惠授權。此時亦同時合

致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第 4 條（d）款研發或使用自己技術之限制。

按因為授權協議增加被授權人使用自己技術之成本，顯有限制競爭疑慮

。惟如果此種限制是出於無法或很難去計算或監控被授權人應支付權利

金數額時，則不在此限。98 

２、產出限制（output） 

競爭者間對於產出之限制，亦屬於惡性競爭條款。惟依據指導原則

第 4 條第 1 項（b）款，有兩種例外情形，其一是在非互惠授權時限制

被授權人契約產品之生產，其二是在互惠授權時，只限制當事人一方關

於契約產品的生產。按歐盟認為產出限制最主要限制競爭效果表現在互

惠授權時，雙方當事人交互限制（reciprocal output restrictions）產品之

生產與銷售。這是因為單方限制產出（one-way restriction），縱使不是

出於一個真誠的授權協議，也不必然降低市場上的整體產出。被授權人

願意接受單方產出限制時，通常是因為該授權技術對其而言是具有相當

價值，而可認定有助於市場競爭。99 

３、劃分市場或顧客（allocation of markets or customers） 

當競爭者間授權協議劃分產、銷區域或顧客，通常是惡性限制市場

競爭。但競爭者間協議劃分市場或顧客尚存有許多例外規定，主要係區

分屬於互惠授權或非互惠授權而有不同，且若被授權人無法自由使用自

身的技術，通常認為具有限制競爭效果，而無法加以排除： 

例外１：技術使用領域之限制。被授權人利用授權技術時，只限於一

                                                
96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79. 
97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80. 
98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81. 
99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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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或數個技術使用領域，或一個或數個產品市場時。 

例外２：在非互惠授權情形下專屬授權之限制（exclusive license）。專

屬授權是限制授權人在授權領域內（指特定技術使用領域、產

品市場、地區等）自己從事生產或授權他人，亦即只有被授權

人是唯一使用授權技術從事生產者。100得以例外的原因在於，

授權目的並不在於劃分市場，而是提高被授權人進一歩投資及

發展授權技術之誘因。101歐盟認為在互惠授權情形下專屬授權

限制，被授權人基於成本考量可能會降低另開發生產線之誘因

，該限制尚難認為是促進競爭所無法或缺的。 

例外３：獨家授權（sole license）。限制授權人在授權領域內不得再授

權給他人。並不區分互惠授權或非互惠授權，102主要是授權雙

方未被限制不得使用自己擁有的技術。103 

例外４：在非互惠授權情形下主/被動銷售至對方專屬區域（或顧客群

）之限制（sale restrictions）。 

例外５：在非互惠授權情形下主動銷售至其他被授權人專屬區域（或顧

客群）之限制，惟以該受保護之被授權人在授權契約成立時非

授權人之競爭者為限（sale restrictions）。 

換言之，授權人在互惠授權情形下，限制主/被動銷售至對方專屬區域

（或顧客群）或其他被授權人專屬區域（或顧客群），均屬惡性競爭條

款。 

 

例外６：專用限制（captive use restrictions）。限制被授權人之契約產

品僅能供被授權人自己使用。因為競爭者間的專用限制，有助

於技術擴散，惟被授權人仍可主/被動銷售為其產品之零件部

分，並且提供售後服務。104 

例外７：在非互惠授權情形下，限制被授權人生產契約產品給特定顧客

（替代性來源），蓋因為授權目的即是為了替特定顧客提供其

                                                
100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162. 
101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86. 
102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88. 
103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85. 
104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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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供應源。 

４、使用自己技術或研發之限制，亦屬於惡性競爭條款，除非該限制的目的

是為了避免揭露專門技術。 

 

（二）非競爭者間 

１、轉售價格限制。僅約定最高或建議售價，而不會導致固定價格或最低價

格情形者，不在此限。 

２、劃分區域或顧客，僅限於限制被授權人「被動銷售」至一定區域或顧客

者，為惡性競爭條款。換言之，在非競爭者間，對於被授權人「主動銷

售」之限制原則上均可以享有集體豁免之利益，主要是考量被授權人為

建立生產線與開發市場通常必須支付龐大的沒入成本，而為了解決被授

權人免於搭便車、套牢問題，鼓勵投資、非價格競爭及促進服務品質等

有益於競爭效果，賦予投資人一定程度之保障。105至於對於授權人的銷

售限制，則非屬惡性競爭條款，只要事業在安全區範圍內（市場占有率

<30%者），即得集體除外。 

例外１：限制被授權人向授權人專屬地區或顧客為被動銷售。 

例外２：限制被授權人向其他被授權人專屬地區或顧客為被動銷售，惟

限於該其他被授權人初次銷售契約產品 2 年內。 

例外３：專用限制（captive use restrictions）。惟以被授權人仍可主/被動

銷售為其產品之零件部分，並且提供售後服務。 

例外４：替代性來源。 

例外５：限制處於批發商階段的被授權人向終端消費者進行銷售。蓋係

出於保護經銷商利益。 

例外６：限制選擇性經銷體系下的被授權人向未獲得授權之經銷商為銷

售。106 

３、限制選擇性經銷體系下的被授權人向終端消費者為主/被動銷售。 

                                                
105 參閱陳信宏，前揭註 68，頁 142。 
106 選擇性經銷體系（selective distribution system）指針對某些高價位的高級產品（如香水、

手錶、汽車等），製造商偏好選擇受有良好訓練的員工及能夠提供較好的消費者服務等條件的

批發商或零售商來從事銷售，故此種供應商與經銷商間的契約關係是一群被選定的經銷商擁

有銷售某一品牌產品的特權，通常限制不得將產品銷售到其他不屬於此一網路的經銷商。參

閱王泰銓，前揭註 66，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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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排除於集體豁免的個別審查 

在 2004 年技術授權指導原則中，另將 4 種約款視為排除於集體豁免的個

別條款，而須進行個別審查（individual assessment）限制競爭與否。107與

惡性競爭條款不同，這類條款不必然違反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也不

會影響授權協議其他部分條款適用集體豁免的可能性。108雖然歐盟集體豁

免規則之制度設計與法律效果與我國的公平交易法不盡相同，然對於各類

授權條款競爭效果之評價，仍有相當參考價值，故摘述如次： 

（一）回饋授權（grand back licensing） 

限制被授權人將自己就授權技術提供可分離的（severable）改良或新應

用，專屬回饋授權給授權人或其指定第三人時，不適用集體豁免規則，

須進行個別審查。所謂可分離的改良或應用，是指實施而不致侵害授權

技術之謂，可能是發展出與授權技術為相同的技術，或是就授權技術發

展出新的應用。蓋因為此種約款阻礙被授權人實施改良成果或授權第三

人，導致被授權人降低進行研發創新之誘因。換言之，若是針對可分離

部分要求「非專屬回饋授權」，則可以適用集體豁免規定，因為若完全

禁止回饋授權，可能降低授權人提供授權之誘因。同理，若回饋授權發

生在非互惠授權（non-reciprocal）時，例如要求被授權人回饋授權，或

要求授權人應將可非離部份授權給其他被授權人。按非互惠性的技術改

良授權，權利人可以自由決定是否授權及授權範圍，基本上是有助於促

進創新與新技術擴散。109至於個別審查專屬回饋授權條款時，授權人是

否支付對價、授權人之市場地位及平行網路效應等均是考量限制競爭或

促進競爭與否之重要因素。110 

 

（二）改良技術權利轉讓 

限制被授權人將自己就授權技術提供可分離的（severable）改良或應用

，全部或部分轉讓給授權人或其指定第三人時，不適用集體豁免規則，

                                                
107 Reg.772/2004, Article 5. 
108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107. 
109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109. 
110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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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進行個別審查。分析與上同。 

 

（三）不爭執條款（non-challenge clause） 

限制被授權人不能爭執授權人智慧財產權之有效性者，不適用集體豁免

規則，須進行個別審查，惟不影響被授權人因爭執智慧財產權之效力時

的授權協議終止權。按被授權人對於確認授權技術之有效性，通常居於

最有利的地位，為了維護競爭秩序與遵循智慧財產權制度之原則，無效

的專利應被排除。故不爭執條款有可能落入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且不

易滿足同條第 3 項規定。然而，基於專門技術之秘密性，對於專門技術

訂有不爭執條款者，得享有集體豁免利益。 

 

（四）在非競爭者間就使用自己技術或研發之限制，惟若限制的目的是為了避

免揭露專門技術者，不在此限。按在競爭者間限制被授權人使用自己技

術或研發活動，係屬於黑名單，而在非競爭者間，則屬於個別審查條款

。在個別審查中，亦須就是否降低被授權人創新研發之誘因，以及另方

面是否減少授權人之授權誘因加以衡酌。基本上視被授權人是否擁有相

競爭技術（指授權人雖有競爭技術卻未授權之情形），若有，則此限制

約款可能阻礙被授權人之使用技術或研發，可能違反歐體條約第 81 條

第 3 款。若無，則再視市場上有無其他可資運用的技術，若在有其他技

術可取得，而事業亦未擁有特殊資產或技術時，限制被授權人之研發活

動並不構成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3 款規定。 

 

六、個別審查之考量重點 

承前述，在申報制度廢除後，事業須自行審查（self assessment）授

權條款之合法性，故除前揭排除於集體豁免之個別條款外，執委會另於指

導原則第 4 部分就其他不受集體豁免的授權協議，包括超出市場占有率門

檻或涉及二家以上事業間之授權協議等，此類授權協議不當然推定違反第

81 條第 1 款，或無法滿足同條第 3 款之要件，如何評價該等授權協議之

適法性，並建立明確的執法標準，執委會爰在指導規則中訂定個別審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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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重點，111以下舉其要者說明。 

（一）一般性考量重點 

執委會認為在適用歐體條約第 81 條時，必須考量市場競爭狀況，包括

授權協議的性質、當事人的市場力量、競爭者的市場力量、授權商品買

方市場的力量、進入障礙、市場成熟度等。至於前揭因素的重要性，視

個案而異，例如事業具有高市場占有率，通常會被認定擁有市場力量，

然而如果該特定市場進入障礙甚低，則高市場占有率不必然具有市場力

量。112 

 

（二）白名單 

雖然 2004 年技術授權規則中已刪除白名單，惟在指導原則中仍有

例示不會構成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限制競爭之授權條款，包括如（

但不以此為限）：113 

１、保密義務； 

２、禁止再授權； 

３、禁止授權期間過後使用授權技術； 

４、協助授權人實施授權技術之智慧財產權； 

５、支付最低權利金或約定最低生產數量之義務； 

６、在授權產品上標示授權人商標或名稱之義務。 
 

（三）權利金之計算 

前有述及，在競爭者間互惠授權情形，約定以產品銷售數量計算權

利金，倘缺乏任何促進競爭目的，且不是一個真誠的授權協議時，依照

產品銷售量核計權利金始有可能被認定為價格限制，114屬於惡性競爭條

款。執委會進一步說明，事業可以自行決定權利金支付方式，如一次支

付（lump sum）、依據銷售價格之一定比例、或依據產品銷售數量計算

，原則上並不會違反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執委會的考量原則

                                                
111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130. 
112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132. 
113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155. 
114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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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授權技術若涉及生產的投入，亦即投入該技術產生終端產品時，則依

據終端產品來計算權利金時，並不會產生限制競爭之疑慮。若軟體授權

是依據使用者數量或使用的設備數目來計算權利金者，亦不違反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115 

 

事業約定在智慧財產權失效後一段期間，仍繼續支付權利金者，並

不會合致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執委會認為，一但權利失效，

第三人可以合法使用技術並參與競爭，因此授權事業要面對實質或潛在

的競爭壓力，足以確保此種約定不會產生顯著的限制競爭效果。116 

 

此外，就前揭競爭者間交互授權（cross licensing），倘市場占有率

超過 20%，而權利金之計算係與授權技術的市場價值顯不相當，或權

利金對於市場價格有重大（significant）影響時，則有可能違反歐體條

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至於如何判權利金的市場價值，執委會認為可

以參考市場上其他被授權人對於相同或替代性技術所支付的權利金來比

照判斷。117 

 

若權利金之計算是加計使用授權技術所生產之產品，以及使用第三

人技術所生產之產品為基準來計算者，原則上仍是有助於權利金的計算

方式，因此有可能適用集體豁免。惟如果超出安全區門檻，則要考量是

否對於第三人技術造成封鎖效應，降低被授權人使用意願，而無法滿足

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3 項之要件。118 

 

（四）搭售（tying and bundling） 

指導原則中指出，搭售可能是授權人要求被授權人接受另個技術授權或

購買另個產品為授權條件，或是逕將兩個技術或一個技術與一個產品組

合在一起銷售，重點是搭售產品與被搭售產品兩者在需求上必須是可分

                                                
115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156. 
116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159. 
117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158. 
118 參閱陳信宏，前揭註 68，頁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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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搭售可能引起限制競爭疑慮之處在於造成被搭售產品市場封鎖效果

、不當維持授權人在搭售產品上的市場力量、或是授權人不當提高權利

金等。然而，授權人搭售行為欲造成前述限制競爭效果，前提是授權人

在搭售產品擁有一定市場力量，進而可能限制被搭售產品之市場競爭。

119是以，若超出安全區市場占有率門檻，無法享有集體豁免時，即有必

要進一步分析搭售行為可能產生限制競爭與促進競爭之影響。120 

 

（五）不競爭條款（non-compete） 

不競爭條款是指限制被授權人不得使用第三人所有的與授權技術相競爭

之技術。若超出安全區市場占有率門檻，即無法享有集體豁免時，評估

不競爭條款對於競爭之影響，與搭售行為類似，主要在對於第三人技術

所形成的封鎖效應，以及在技術須累積使用情況下，引發授權人間的勾

結。前者封鎖效應可能表現在降低授權人收取權利金的競爭壓力，或被

授權人選擇替代性技術的可能性（蓋因為競爭技術被排除）。尤其，當

不競爭條款出現在競爭者間交互授權協議中，很有可能助長其在產品市

場的勾結，故授權協議存在競爭間得享有集體豁免的安全區門檻較低，

是為必然。121至於不競爭條款可能產生有益競爭效果，其一是在於避免

被授權人不當使用授權技術（尤其是專門技術），進而促進技術擴散。

其次，不競爭條款可能搭配其他限制競爭性較小的專屬授權約款，目的

在促使被授權人有投資及創新授權技術的誘因。而當授權人爲滿足被授

權人個別需求，在授權技術上投入重大、特殊的投資時，訂定不競爭條

款或要求最低產出限制、最低額權利金，有助於提高授權人投資意願及

避免套牢（hold-up）問題出現。122 

 

（六）和解與不主張協議（settlement and non-assertion agreement） 

      所謂和解與不主張協議是為了避免一方當事人主張智慧財產權來阻止他

方實施智慧財產權之協議。對於此種授權協議規範態度與其他一般授權

                                                
119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193. 
120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192. 
121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198. 
122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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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相同，諸如競爭關係之判定，有無惡性限制競爭條款等。123執委會

指出，分析此種授權協議應注重對於創新誘因之影響。若授權一方具有

市場力量，而該授權協議將避免事業取得領導地位時，且減少創新誘因

時，有可能落入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而且通常無法滿足同條第 3 款要

件。此外，通常在和解與不主張協議中，訂定不爭執條款（non-

challenge clauses），該不爭執條款是列為不受集體豁免之個別審查條款

。基於在和解與不主張協議中，避免侵權糾紛即是此種協議最主要目的

，其中訂定不爭執條款亦是為達到相同目的，故不落入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124 

 

（七）技術聯盟（technology pools）  

１、定義 

所謂技術聯盟，是指二個或二個以上授權人將技術（專利）集合起

來集中授權，不限於聯盟內授權，也包括授權給聯盟外第三人。125技術

聯盟的型態可能當事人間是較為簡單的授權協議，亦可能成立一個專門

、獨立的組織運作，不管哪種型態，技術聯盟都使被授權人在市場上得

以單一授權方式運作。執委會並認為，技術聯盟與產業標準不必然有關

聯，但有時聯盟技術可能會成為事實上或法律上的產業標準。而技術聯

盟可能支持一個或數個產業標準，不同技術聯盟可能支持具有競爭性的

標準。126 

 

技術聯盟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如減少交易成本、避免權利金累積

收取、將聯盟技術得以一次性（one-stop）授權等。然而技術聯盟係將

各權利人間的專利集合起來集中授權，當權利人間原本具有競爭關係時

，可能產生價格限制、封鎖替代性技術等負面影響，尤其當技術聯盟形

成事實上產業標準時，很可能會阻礙技術創新，增加創新或改良技術進

                                                
123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204-205. 
124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208-209. 
125 此處的 technology pool 技術聯盟應與 patent pool 專利聯盟同義，按在指導原則內文中亦多

次使用 patent pool 一詞，參如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229. 
126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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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市場障礙。127 

 

２、技術聯盟之競爭評估：概述 

在指導原則中，執委會認為要評估技術聯盟的競爭風險，重點在於

聯盟技術間彼此的關係，以及與聯盟外技術的關係。須進一步區分互補

性（complement）技術與替代性（substitute）技術、必要性（essential）

技術與非必要性（non-essential）技術。互補性技術是指相對於替代性技

術，該等技術是在產品製造或該技術所涉及的製程中所需要的；替代性

技術是指該等技術個別都可以完成產品製造或實施該等技術所涉及的製

程。必要性技術是指該技術在技術聯盟內、外都沒有替代技術，而且為

了完成產品製造或實施該等技術所涉及製程的技術群中，必要技術佔有

重要部分。128但有時互補性技術與替代性技術不易區分，可能該等技術

部分具有互補性，部分具有替代性，執委會指出，此時應從被授權人的

需求角度來判斷，若鑒於兩種技術整合所帶來的效率，被授權人傾向同

時需求兩個技術時，就如同互補性技術，儘管該技術可能部分具有替代

性。129 

（１）聯盟技術為替代性技術130 

當聯盟技術為替代性技術時，權利金通常會較高，因為被授權人無法享

受技術競爭帶來的價格利益。131執委會並指出，替代性技術所組成的技

術聯盟，引發限制競爭疑慮較大，蓋不但限制技術間的競爭（inter-

technology），而且可能形成集體搭售（collective bundling）。此外，技

術間競爭的限制，有可能導致價格約束（price fixing），是以執委會認

為技術聯盟如果是由替代性技術所組成，通常會構成歐體條約第 81 條

第 1 項規定，若該技術聯盟中有相當部分是有替代性技術所組成，則該

授權亦不易滿足同條第 3 項之要件。132 

（２）聯盟技術為互補性技術 

                                                
127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213-214. 
128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216. 
129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218. 
130 參閱陳信宏，前揭註 68，頁 168-170。 
131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217. 
132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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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若聯盟中以互補性技術為主，限制競爭疑慮較小。按該等

技術均是產品製造或該技術所涉及的製程中所需，集中授權不但可以減

少個別磋商所產生的交易成本，另方面權利金較低，因為個別授權人訂

定權利金時可能不會考慮其他人訂定的水準，所得出的權利金總額，可

能比技術聯盟共同訂定的權利金水準更高。133 

 

          然而，互補性技術在競爭法上之評價，尚須視該等技術為必要性或

非必要性技術而定。若屬於互補且必要性技術者，即該等技術不但是產

品製造或該技術所涉及的製程中所需，在技術群中佔有重要部分，且在

技術聯盟內、外都沒有替代技術者，此時不論當事人市場力量高低，此

種技術聯盟通常不會認為合致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134蓋具有

減少交易成本之正面效應。 

 

若聯盟技術是屬於互補且非必要性技術（專利）時，執委會認為限

制競爭疑慮在於可能封鎖第三人技術，按當技術聯盟對於互補且非必要

性技術採取集中授權時，被授權人較無誘因去尋求聯盟外與該技術相競

爭之技術。此外，包裹授權很可能涵蓋被授權人並不需要的技術，構成

集體搭售(collective bundling)，當技術聯盟具有市場力量時，有可能構

成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135 

（３）在評估含有非必要性技術的聯盟時，執委會提出幾個分析重點：136  

a. 技術聯盟包含非必要技術是否有促進競爭之目的； 

b. 權利人得否自主獨立授權，被授權人得否自由從聯盟內及聯盟外取得

所需技術； 

c. 若聯盟技術有不同的應用（application），有些應用並不需要使用到全

部 的聯盟技術時，聯盟是否只有提供一組集中授權，還是會視不同應

用情形提供不同的包裹組合。後者可避免非必要技術與必要性重要技術

搭售； 

                                                
133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217. 
134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220. 
135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221. 
136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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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被授權人是否只能選擇集中授權，還是可以只取得包裹授權的部分技

術，並得以減少權利金。案若能選擇取得部分技術授權，可以避免聯盟

外的第三人技術受到排擠，尤其是權利金可以相應減少時； 

e. 當技術聯盟與授權人間協議相對而言存續時間較長，且聯盟技術成為

事實上產業標準時，必須要注意聯盟是否會阻礙新的替代技術進入市場

，此時應考量被授權人可否終止部分授權且合理調降權利金而定。 

 

３、技術聯盟之競爭評估：針對聯盟運作或其他具體授權情形 

（１）執委會指出，當技術聯盟市場力量越大，限制競爭疑慮越高。而具有市

場力量的技術聯盟，對於權利金及授權條件必須採取開放（open）、公

平（fair）、非歧視（non-discriminatory）且非專屬授權（non-exclusive

）的方式。技術聯盟亦不得無正當理由阻礙第三人技術或限制其他替代

性聯盟之成立，亦即確保聯盟的開放性，降低聯盟的封鎖效應及對於下

游市場的限制競爭效果。137執委會並強調，權利人對於不同的使用要求

不同的權利金是可以接受的，例如對於不同的產品市場給與不同的權利

金水準，並不視為限制競爭。此外，對於被授權人的待遇，不應其是否

為授權人而有不同，執委會亦會考量是否授權人也同時有接受權利金之

義務。138 

（２）技術聯盟權利金之決定 

     當技術聯盟成立並支持一個產業標準時，不管是在技術標準選定前或選

定後，原則上參與者應該有決定或商定權利金在各個技術間分配比例之

自由。這類協議不必然認為限制競爭，不過，若是在產業標準選定前即

有此協議者，通常認為較有促進效率之效果，避免技術標準所導致的強

大市場力量。139 

（３）授權人與被授權人發展競爭產品或標準之自由 

為避免技術聯盟產生封鎖第三人技術、限制創新、及阻礙競爭技術發展

之風險，授權人與被授權人應有發展競爭產品或標準之自由，並享有授

權或取得聯盟外授權的自由。當聯盟支持一個事實上產業標準，而聯盟

                                                
137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224-225. 
138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226. 
139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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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彼此簽訂不競爭條款（non-compete）時，很可能導致阻礙新的

或改良技術及產業標準之發展。140 

（４）回饋授權 

   回饋授權條款必須是非專屬性（non-exclusive），並且必須與使用聯盟

技術具有必要性或重要性之發展為限。因此基本上是允許聯盟從改良聯

盟技術中獲得利益，且確保聯盟技術的實施不會被掌握或取得重要專利

的被授權人所套牢（hold up）之行為是合法的。 

（５）無效專利 

技術聯盟尚有一個問題是關於無效專利的掩護。按聯盟對於無效專利的

掩護可能迫使被授權人支付較高的權利金，並且阻礙該無效專利所涵蓋

範圍的創新。因此，為降低上述風險，被授權人基於無效專利之舉發，

所主張的授權協議終止權，必須限於與該問題專利有關的授權人，而不

能及於聯盟中其他授權人所擁有的技術。141 

 

４、技術聯盟組織架構之管理142 

技術聯盟組織的設立、運作及管理，執委會認為若能降低對競爭的

限制，並確保其效益者，則可以認為該技術聯盟是有助於競爭的。例如

關於標準或聯盟的設立是開放讓代表不同利益的團體加入，相較於少數

技術擁有者所掌控的標準或聯盟，更能期待授權條件及權利金之決定是

出於公開、非歧視及反應授權技術的真正價值。 

 

此外，是否有獨立專家參與聯盟的立與運作，例如評估一技術對於

聯盟所支持的標準而言是否重要等專業事項，亦能顯現聯盟運作是否有

助於促進競爭。執委會並會進一步審視獨立專家的選任過程，及是否確

實發揮功能。值得關注的是，技術聯盟參與者間就價格、產出資料等敏

感性資訊進行交換，尤其在寡占市場，此類敏感性資訊交換，有可能形

成勾結行為。執委會將審視聯盟是否建立安全機制以避免資訊交換，而

獨立專家或授權單位亦扮演重要角色，即使利用這類價格或產出資料來

                                                
140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227. 
141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229. 
142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23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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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權利金水準，亦不會洩露給相關市場上的競爭者。 

 

最後，建立一個獨立於聯盟或參與者的爭端解決機制，較能確保紛

爭解決之中立立場。 

 

肆、小結 

從歐盟現行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可看出，競爭法執法機關對於技術授權

行為，開始朝向較為開放、正面的態度，原則上肯認透過技術授權行為可

以加速技術的散佈、鼓勵創新，因此對於技術授權行為是採取較以往寬鬆

的態度，除了惡性限制競爭約款外，市場力量是評估約款內容是否合法的

重要因素。如同美國「1995 年智慧財產權授權行為反托拉斯法執行準則

」一再強調，智慧財產權與其他財產權適用相同的反托拉斯(法)原理，並

無不同，智慧財產權不一定創造市場力。因此，技術授權行為對於市場的

影響，如同其他財產權，當事人市場力量高低，對於市場競爭影響程度有

別，在競爭法評價上亦不相同。所以歐盟新的技術授權規則，最主要變革

之一，即在於建立以市場占有率為基礎的安全區門檻。以下將歐盟技術授

權集體豁免規則整理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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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間  
互惠授權 非互惠授權 

非競爭者間 

價格限制（price fixing） 
 

惡性競爭條款(Art. 4(1) a) 惡性競爭條款 
但僅約定最高或建議售價，而不會導致

固定價格或最低價格情形者，不在此限

。(Art. 4(2) a) 
產出限制（output） 惡性競爭條款(Art. 4(1) b) 但在非互惠授權之產出限制，或

互惠授權時只限制當事人一方關

於契約產品的生產者，在安全區

範圍內(市占率<20%)，仍得享有

集體除外。 
(Art. 4(1) b) 

 

劃 分 市 場 或 顧 客 （ allocation of 
markets or customers） 

惡性競爭條款 
但有下述 7 種例外情形，非屬惡性競爭條款，若在安全區範

圍內(市占率<20%)，得享有集體除外(Art. 4(1) c) 

 

[製造] 
例外 1：技術使用領域之限制 

非惡性競爭條款 

被授權人利用授權技術時，只限於一個或數個技術使用領域

，或一個或數個產品市場時。(Art. 4(1) c (i)) 

 

[製造] 
例 外 2 ： 專 屬 授 權 （ exclusive 
license） 
 

惡性競爭條款 
限制授權人在授權領域內

（指特定技術使用領域、

產品市場、地區等）自己

非惡性競爭條款 (Art. 4(1) c (ii)) 
限制授權人在授權領域內（指特

定技術使用領域、產品市場、地

區等）自己生產或授權他人，亦

☆ 非競爭者間的專屬授權 
原則：屬於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範圍

，然因為具有增加被授權人投資

誘因，並且讓產品及時進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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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間  
互惠授權 非互惠授權 

非競爭者間 

生產或授權他人，亦即只

有被授權人是唯一使用授

權技術從事生產者 

即只有被授權人是唯一使用授權

技術從事生產者 
之促進競爭效果，故原則上會滿

足第 81 條第 3 項之要件。 
例外：如果造成市場封閉效果，阻礙第

三人進入市場競爭，則不易符合

第 3 項之要件。 
[製造] 
例外 3：獨家授權（sole license） 

非惡性競爭條款 
限制授權人在授權領域內不得再授權給他人(Art. 4(1) c (iii)) 

 

[銷售] 
例外 4：銷售地區或顧客群之限制

（sale restrictions） 

惡性競爭條款  

 

 

 

 

 

 

 

 

 

 

非惡性競爭條款 

▲ 在非互惠授權情形下主/被動

☆對於授權人之銷售限制，並非惡性競

爭條款，只要在安全區範圍內（市占

率<30%，享有集體豁免） 
☆對於被授權人主動銷售之限制，只要

在安全區範圍內（市占率<30%，享有

集體豁免） 

 
惡性競爭條款 

僅限於限制被授權人被動銷售至一定區

域或顧客者，並有下列例外(Art. 4(2) b)
： 

非惡性競爭條款 

▲ 限制被授權人向授權人專屬地區或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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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間  
互惠授權 非互惠授權 

非競爭者間 

銷售至對方專屬區域（或顧客

群）之限制(Art. 4(1) c (iv)) 
 

▲ 在非互惠授權情形下主動銷售

至其他被授權人專屬區域（或

顧客群）之限制，惟以該受保

護之被授權人在授權契約成立

時非授權人之競爭者為限(Art. 
4(1) c (v)) 

客為被動銷售(Art. 4(2) b (i)) 
 
▲ 限制被授權人向其他被授權人專屬地

區或顧客為被動銷售，惟限於該其他

被授權人初次銷售契約產品 2 年內

(Art. 4(2) b (ii)) 
 

[製造] 
例外 6：專用限制（captive use 
restrictions） 
 

非惡性競爭條款(Art. 4(1) c (vi)) 
 

非惡性競爭條款(Art. 4(1) b (iii)) 
 

[製造] 
例外 7：替代性來源（alternative 

source of supply） 
 

惡性競爭條款 非惡性競爭條款(Art. 4(1) c (vii)) 非惡性競爭條款(Art. 4(2) b (iv)) 

[銷售] 
限制批發商銷售給終端消費者 

? ? 非惡性競爭條款(Art. 4(2) b (v)) 

[銷售] ? ? 惡性競爭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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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間  
互惠授權 非互惠授權 

非競爭者間 

選擇性經銷體系 限制選擇性經銷體系下的被授權人向終

端使用者為主/被動銷售(Art. 4(2) c) 
 
非惡性競爭條款 
限制選擇性經銷體系下的被授權人向未

獲得授權之經銷商為銷售(Art. 4(2) b (vi)) 
 

限制使用自己技術或研發 惡性競爭條款（Art. 4(1) d)） 
除非限制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揭露專門技術 

個別審查條款（Art. 5(2)） 
惟若限制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揭露專門技

術者，不在此限。 
回饋授權（grand back licensing） ▲ 限制被授權人將自己就授權技術提供可分離的（severable）改良或新應用，專屬回饋授權給授權人

或其指定第三人時，不適用集體豁免規則，須進行個別審查。（Art. 5(1) a） 
▲ 限制被授權人將自己就授權技術提供可分離的（severable）改良或應用，全部或部分轉讓給授權人

或其指定第三人時，不適用集體豁免規則，須進行個別審查。（Art. 5(1) b） 
 

不爭執義務 限制被授權人不能爭執授權人智慧財產權之有效性者，不適用集體豁免規則，須進行個別審查，惟不

影響被授權人因爭執智慧財產權之效力時的授權協議終止權。（Art. 5(1) c） 
☆ 至於專門技術則排除在該條外，故對於專門技術訂有不爭執條款，得享有集體豁免。 
☆ 在和解與不主張協議（settlement and non-assertion agreement）中，訂定不爭執條款（non-challenge 

clauses），通常不落入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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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間  
互惠授權 非互惠授權 

非競爭者間 

計量權利金（running royalties） ▲倘缺乏任何促進競爭目

的，且不是一個真誠的授

權協議時，依照產品銷售

量核計權利金始有可能被

認定為價格限制，屬於惡

性競爭條款 
（Art. 4(1) a） 
▲若權利金是以被授權人

所有產品銷售量計算，而

不論是否使用授權技術者

，屬於惡性競爭條款（Art. 
4(1) a & 4(1) d） 

 

 

 

 

 

 

▲若權利金是以被授權人所有產

品銷售量計算，而不論是否使用

授權技術者，屬於惡性競爭條款

（Art. 4(1) a & 4(1) d） 

若權利金之計算是加計使用授權技術所

生產之產品，以及使用第三人技術所生

產之產品為基準來計算者，原則上仍是

有助於權利金的計算方式，因此有可能

適用集體豁免。惟如果超出安全區門檻

，則要考量是否對於第三人技術造成封

鎖效應，降低被授權人使用意願，而無

法滿足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3 項之要件。 

最低權利金 ☆未合致歐體條約第 81條第 1項規定 
權利金支付期間 ☆事業約定在智慧財產權失效後一段期間，仍繼續支付權利金者，未合致歐體條約第 81條第 1項規定 
搭售（tying and bundling） ☆若在安全區範圍內（競爭者間 20%；非競爭者間 30% ），得集體豁免 
不競爭義務（non-compete） ☆若在安全區範圍內（競爭者間 20%；非競爭者間 30% ），得集體豁免 
和 解 與 不 主 張 協 議（ settlement 
and non-assertion agreement） 
 

☆若授權一方具有市場力量，而該授權協議將避免事業取得

領導地位時，且減少創新誘因時，有可能落入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而且通常無法滿足同條第 3 款要件。 

－ 

保密義務 ☆未合致歐體條約第 81條第 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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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間  
互惠授權 非互惠授權 

非競爭者間 

禁止再授權 ☆未合致歐體條約第 81條第 1項規定 
禁止授權期間過後使用授權技術 ☆未合致歐體條約第 81條第 1項規定 
協助授權人實施授權技術之智慧

財產權 
☆未合致歐體條約第 81條第 1項規定 

支付最低權利金或約定最低生產

數量之義務 
☆未合致歐體條約第 81條第 1項規定 

在授權產品上標示授權人商標或

名稱之義務 
☆未合致歐體條約第 81條第 1項規定 

註：參考マルティパーティー・ライセンスと競争政策，公正取引委員会競争政策研究センター，2006 年 12 月，附表一，頁159-
168，並略為修改。<http://www.jftc.go.jp/cprc/reports/cr-0706abstrac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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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分析 

第三節 日本 

日本公平會在平成 11（1999）年 7 月公告「獨占禁止法上有關專利‧專

門技術授權契約之執行準則」（下稱「專利及專門技術執行準則」），揭

示獨占禁止法143對於專利及專門技術授權契約附加限制條款之處理原則。

近年來，鑑於智慧財產之保護及利用成為各方熱烈討論之議題，是以獨占

禁止法對於利用智慧財產相關之限制行為，為更加明確其處理原則起見，

乃決定全面修改專利及專門技術指針，於平成 19（2007）年 9 月 28 日重

新制定「獨占禁止法上有關智慧財產權利用之執行準則」（下稱智慧財產

權利用執行準則）。144鑒於日本科技產業深具技術發展與製造能力，同時

從美國、歐洲引進技術，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技術授權規範相當重視

，多有可供參考研究之處。且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即參考日本 1999 年

專利及專門技術執行準則部分規定而訂，爰有必要了解現行規範架構及修

正重點。另，標準化及專利聯盟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日本公平會於

2005 年制定「標準化與專聯盟指導原則」，亦有若干規範可供參照，以

下併說明之。 

 

壹、獨占禁止法上有關智慧財產權利用之執行準則 

一、適用範圍145 

以智慧財產之相關技術為適用對象，針對有關技術實施之限制行為，一體

                                                
143 獨占禁止法相當於我國的公平交易法，第 3 條規定：「事業不得為私的獨占及不當交易限

制之行為。」第 19 條規定：「事業不得實施不公平交易方法。」「私的獨占」指事業單獨或與

他事業結合、通謀或以其他方法，排除或支配他事業之事業活動，致違反公共利益，實質的

限制特定市場之競爭。「不當交易限制」指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名義，與他事業共同決定

、維持或調漲價格，或相互約束或實施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或交易對象等，致違反

公共利益，實質的限制特定市場之競爭者。前者相當於我國公平交易法所規範的獨占及聯合

行為，後者禁止實施不公平交易方法則同於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各款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

行為。 
144 「知的財産の利用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Available at: 
http://hrsk.jftc.go.jp/dk/03.asp?process=0&filename=dk004010.xml&key，中文內容參見公平會「

有關利用智慧財產之獨占禁止法指針」資料。 
145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前言第 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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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獨占禁止法之處理原則。該執行準則所稱之技術，係指依據發明專利

法、新型專利法、有關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法、種苗法、著作權法及新式樣

專利法等法律保護之技術或專門技術（Know-How）。包含著作權法保護

之程式著作物及新式樣專利法保護之物品形狀相關新式樣技術。一般所謂

智慧財產，雖不以技術事項為限，新執行準則強調僅以智慧財產中有關技

術事項為適用對象。 

 

二、基本原則146 

（一）獨占禁止法與智慧財產法 

獨占禁止法第 21 條規定：「依照著作權法、發明專利法、新型專利法、

新式樣專利法或商標法行使權利之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據此規

定，對於技術實施之相關限制行為，倘經認定非屬智慧財產之權利行使

行為，則仍有獨占禁止法規定之適用。此外，擁有技術權利之人，對於

他人有拒絕技術實施授權或於授權契約限制技術實施範圍等行為者，形

式上雖屬權利行使之行為；惟實質上經評價為非屬權利行使之行為者，

仍有獨占禁止法規定之適用。換言之，對於形式上屬於權利行使之行為

，惟審酌其行為之目的、態樣及對競爭有重大影響等因素，倘經認定已

經逾越智慧財產制度保護事業發揮創意、充分利用技術之目的者，即非

屬獨占禁止法第 21 條所稱「權利行使行為」，從而仍須受到獨占禁止法

之規範。 

（二）市場界定 

拒絕技術實施授權或於授權契約限制技術實施範圍等行為，將影響

相關技術市場或使用該技術所生產之產品（包含勞務）市場之競爭。此

外，在技術實施授權契約中，課加被授權人事業活動限制之行為，除該

技術及使用該技術所生產產品之交易外，對於其下游接受供给之技術或

相關產品之交易，或其上游提供供給之其他必要技術及零件、原料等交

易，均有影響。因此，判斷技術實施之相關限制行為有無違反獨占禁止

規定，即應依據相關限制行為影響之交易層面，界定該交易技術之市場

、使用該技術所生產產品或其他相關之技術或產品之市場，檢討其對該

                                                
146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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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市場競爭之影響。 

技術市場及使用該技術所生產產品之市場（產品市場）界定方法，

與一般產品或勞務市場並無差異，基本上亦係從需求者替代性之觀點，

界定相關技術市場或產品市場。一般而言，在從事技術交易之場合，其

技術轉移之難度不高，或該技術得由原用途運用於其他領域，則界定該

技術市場之範圍，除該技術本身之交易層面外，亦應考慮是否涵蓋及於

其他相關領域。相對之下，倘該技術於特定領域為多數事業所普遍使用

，惟對於使用者而言，其難以針對該技術為迂迴技術之開發，或該技術

不存在其他替代性技術者，即應單獨的將該技術界定為一特定市場。 

          此外，技術實施之相關限制行為，亦有可能影響從事技術開發之競

爭；惟因研究開發活動之本身，並不存在所謂交易或市場之概念，是以

相關限制行為對於技術開發競爭之影響，應以其將來對於研究開發成果

之技術或利用該技術生產產品之交易所生競爭之影響，加以評估。147 

（三）競爭減損效果之分析方法 

      技術實施之相關限制行為，有無減損市場競爭之效果，除審酌該限制之

內容及態樣、該技術之用途及重要性等因素外，尚應依據相關市場之特

性，綜合考量相關限制之當事人間有無競爭關係、148當事人之市場地位

（市場占有率、149排名順位等）、所屬市場之全體狀況（競爭者之數目

、市場集中度、交易產品之特性、差別化之程度、行銷通路、新進業者

參進市場之難易性等）、課加限制有無正當理由及對從事研究開發或取

得授權之意願有無影響等因素，據以判斷。此外，若有他事業提供其他

可替代性技術之情形，另應檢討該他事業有無平行的實施相同之限制行

為。 

（四）對於競爭有重大影響之例示 

１、競爭者間之行為：相較於對非競爭者課加限制之情形，其對競爭者課加

技術實施之相關限制行為，易於達到迴避競爭或排除競爭者之目的，因

                                                
147 因此在日本智慧財產利用執行準則中，並未界定所謂「創新市場」。 
148 當事人間有無競爭關係，包含在限制行為前已有競爭關係、實施技術授權後始有競爭關係

、實施技術授權後仍無競爭關係等情形。 
149 有關技術市場之市場占有率計算方法，通常係以使用該技術之產品市場的市場占有率替代

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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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將認定其對競爭相對具有重大影響。 

２、重要技術：所謂重要技術，係指相對於其他技術，該技術實施之相關限

制行為，將對競爭相對具有重大影響之效果。一般而言，某項技術是否

重要，非指該技術之優劣與否，而係應依產品市場上該技術之實施狀況

、迂迴（迴避）技術之開發或轉換使用替代技術之困難度、該技術權利

人在技術市場或產品市場之地位等因素，綜合判斷之。例如，某項技術

，在技術市場或產品市場上，擁有事實上標準之地位者，通常該技術將

被認定為重要技術。 

（五）對競爭減損效果輕微之例示 

技術實施之相關限制行為，若係對於使用該技術生產之產品，課加銷售

價格、銷售數量、銷售市場占有率、銷售區域或銷售對象等限制，並未

附加研究開發活動之限制或改良技術之讓與義務、專屬授權義務之情形

，且該受限制技術生產產品之市場占有率合計在 20%以下者，原則上

認定其對競爭減損之效果輕微。但是，在檢討一定限制行為對於技術市

場競爭影響之情形，若其產品市場占有率合計在 20%以下者，原則上

認定其對競爭減損之效果輕微；惟於無從計算產品市場占有率，或不宜

以產品市場占有率判斷其對技術市場競爭影響之情形，必須在該受限制

之技術以外，尚有 4 名以上擁有可替代技術之權利人，因此得以避免相

關限制行為嚴重的造成他事業營業活動之困難，始得認定其對競爭減損

之效果輕微。 

 

三、從獨占及聯合行為觀點之違法判斷原則 

（一）從獨占觀點 

１、組成專利聯盟（patent pool）之事業，無正當理由拒絕對新加入事業或

特定事業為技術實施之授權，即有可能構成對他事業營業活動之排除行

為。150 

    【具體例示】 

    製造柏青哥機台之 X 等 10 家公司與 Y 聯盟，分別擁有製造柏青哥機台

之數項發明專利權，該 10 家公司並將其擁有之專利權委託 Y 聯盟管理

                                                
150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3 章第 1 點第(1)項第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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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況下，若未取得該等專利權之授權，即難以製造生產柏青哥機

台；惟 X 等 10 家公司與 Y 聯盟，拒絕對新業者技術實施授權，以阻礙

其加入市場，因此構成獨占禁止法第 3 條規定之違法（1997 年 8 月 6

日審決（平成 9 年勸告審決第 5 號） 

２、某項技術於特定之產品市場屬於重要之技術，且該技術為多數事業活動

所普遍使用之情況下，其中若有部分事業從技術權利人取得權利後，拒

絕對他事業為技術實施之授權，即有可能構成對他事業營業活動之排除

（奪取行為）。151 

      例如，多數事業為生產產品，必須加入專利聯盟，始得從管理人獲

得必要技術實施授權之情況下，其中部分事業未通知其他事業，並經由

管理人收購取得該專利聯盟之技術後，拒絕對他事業為技術實施之授權

，即屬對他事業營業活動之排除行為。 

３、在特定技術市場或產品市場從事營業活動之事業，對於競爭者（包含潛

在競爭者）所可能使用技術之相關權利，加以網羅收購後，其本身並不

使用該等技術，卻拒絕對競爭者為技術實施之授權，即可能構成對他事

業營業活動之排除行為（收購行為）。152 

   例如，產品市場上存在有替代關係之 A 技術及 B 技術，擁有各該

技術之權利人，相互處於使其技術成為事實標準之競爭關係下，A 技術

之權利人收購對其技術實施並非必要之 B 技術權利後，拒絕對產品市

場上使用 B 技術之事業為技術實施授權，即屬對他事業營業活動之排

除行為。 

４、在多數事業共同訂定產品規格時，若有事業以不當之手段，對於其擁有

權利之技術，偽裝該技術之授權條件作為產品規格項目，並且在該規格

項目被採用後，拒絕對他事業為該技術實施之授權，致使他事業難以進

行符合該規格產品之開發或製造，即屬對他事業營業活動之排除行為。 

      此外，在公家機關招標採購，並訂定採購商品規格之情形，擁有某

項技術權利之人，以不當之方法，使招標機關誤認必須使用該技術始得

符合採購商品規格，因此將其訂為參標資格之條件後，拒絕對他事業為

                                                
151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3 章第 1 點第(1)項第Ⅱ款。 
152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3 章第 1 點第(1)項第Ⅲ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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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技術實施之授權，致使他事業無從參與招標，亦屬對他事業營業活動

之排除行為。153 

５、在多數事業共同訂定產品規格時，若有事業以不當之手段，對於其擁有

權利之技術，偽裝該技術之授權條件作為產品規格項目，並且在該規格

項目被採用後，拒絕對他事業為該技術實施之授權，致使他事業難以進

行符合該規格產品之開發或製造，即屬對他事業營業活動之排除行為。          

此外，在公家機關招標採購，並訂定採購商品規格之情形，擁有某項技

術權利之人，以不當之方法，使招標機關誤認必須使用該技術始得符合

採購商品規格，因此將其訂為參標資格之條件後，拒絕對他事業為該技

術實施之授權，致使他事業無從參與招標，亦屬對他事業營業活動之排

除行為。154 

６、在技術或產品市場上，擁有產品規格相關必要不可欠缺技術（必要技術

）之權利人，若限制被授權人不得從事替代技術之開發，原則上構成對

被授權人事業營業活動之支配行為；若係限制被授權人事業不得採用替

代技術，原則上構成對他事業營業活動之排除行為。在技術或產品市場

上，擁有產品規格相關必要不可欠缺技術（必要技術）之權利人，若無

正當理由，限制被授權人事業不得接受其他技術之授權，或指定被授權

人事業必須購買一定之產品，即可能構成對被授權人事業營業活動之支

配或對他事業營業活動之排除行為。155 

（二）從聯合行為觀點 

１、專利聯盟156 

所謂專利聯盟，係指對於某項技術擁有權利之數人，各自將其所有

之權利或該技術實施授權之權利，集中於特定之企業或組織（該組織之

型態具有多樣性，其可能為新設之組織體，亦可能為既存之組織體），

並經由該企業或組織，對聯盟構成員等事業為必要之技術實施授權。如

此之專利聯盟，有助於事業經營活動使用技術之效率，其聯盟本身並不

當然構成聯合行為之違法（有關實施標準化成立專利聯盟之違法判斷，

                                                
153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3 章第 1 點第(1)項第Ⅳ款。 
154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3 章第 1 點第(1)項第Ⅳ款。 
155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3 章第 1 點第(3)項第Ⅱ款、第Ⅲ款。 
156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3 章第 2 點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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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照「有關實施標準化成立專利聯盟等之獨占禁止法指針」平成

17(2005)年 6 月 29 日公布）。 

（１）然而，在特定之技術市場上，擁有替代關係技術權利之競爭者，各自將

其所有之權利，經由專利聯盟為技術實施授權之情形，若有共同決定授

權條件（包含技術實施之範圍）之行為，因此有實質的限制該技術市場

競爭之效果者，即構成聯合行為之違法。此外，該等事業若有藉由專利

聯盟，相互限制技術改良或授權對象之行為，因此有實質的限制該技術

市場競爭之效果者，即構成聯合行為之違法。 

（２）在特定之產品市場上，具有競爭關係之數事業，為相互使用供應產品所

需之必要技術而成立專利聯盟，並經由該聯盟獲得必要技術實施授權之

情形，若有共同決定使用該技術所供應產品之價格、數量或交易對象等

行為，因此有實質的限制該產品市場競爭之效果者，即構成聯合行為之

違法。 

（３）在特定之產品市場上，具有競爭關係之數事業，對於供應產品所需之必

要技術成立專利聯盟，其他事業必須經由該聯盟始得獲取技術實施授權

之情形，若無正當理由，拒絕對新進業者或特定既存業者為技術實施之

授權，共同阻礙新進業者加入市場或促使特定既存業者之經營活動困難

，因此有實質的限制該產品市場競爭之效果者，即構成聯合行為之違法

。 

２、複式授權（multiple license）157 

所謂複式授權，係指對複數事業為技術實施之授權。在此複式授權

之情況下，授權人與被授權人基於共同受限制之認識，對於該技術之使

用範圍、使用該技術生產產品之銷售價格、銷售數量或銷售對象實施相

關限制行為，即為該等事業相互約束營業活動，倘因此實質的限制該產

品市場之競爭，即構成聯合行為之違法。此外，同樣基於共同受限制之

認識，對於有關該技術之改良、應用研究及其成果之技術（下稱「改良

技術」），若有限制被授權人不得採用替代技術等行為，因此有實質的限

制該技術市場競爭之效果者，即構成聯合行為之違法。 

【具體例示】  
                                                
157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3 章第 2 點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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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地方機關辦理公共下水道用鐵蓋採購案，決定採用 X 公司所屬新型

專利為採購商品之規格，惟附加 X 公司須將該新型專利授權予其他供

應廠商之條件。X 公司藉此機會，在對其他 6 家供應廠商授予實施權之

同時，約定該等 6 家供應廠商提出估價價格不得低於 X 公司提出之價

格、給予下游施工業者之工程價格及利潤、X 公司之產品佔全體供應量

之 20%，其餘由 6 家供應廠商均分等事項，因此被公正取引委員會認

定違反獨占禁止法第 3 條規定（平成 5(1993)年 9 月 10 日審決）。 

３、交互授權158 

所謂交互授權，係指擁有技術權利之複數權利人，將其各自所有之

權利，相互為技術實施之授權。一般而言，相對於專利聯盟或複式授

權，參與交互授權之事業較為少數。 

雖然參與交互授權之事業較為少數，惟於該等事業在特定產品市

場上，合計擁有高度市場占有率之情況下，若有共同決定該產品之價

格、數量、供應對象，或共同決定拒絕對其他事業為技術實施授權等

行為，將導致與上述專利聯盟同樣之效果。因此，如同前述，相關共

同決定行為，若有實質的限制該產品市場競爭之效果者，即構成聯合

行為之違法。該等權利人藉由授權實施之範圍，共同決定使用各該技

術為事業營業活動之範圍，因此有實質的限制技術或產品市場競爭之

效果者，即構成聯合行為之違法。 

 

四、從不公平交易方法觀點之違法判斷原則 

包括拒絕技術實施授權行為、限制技術實施範圍之行為、有關技術實施之

限制及其他限制行為等，舉其要者： 

（一）限制技術實施範圍之行為 

１、權利的部分授權159 

例如，區分授權情形，發明專利之授權人在授權契約上限定授權範圍為

生產、使用、讓與、出口等部分事項，因而限定被授權人實施該技術之

事業活動，該行為通常被視為權利行使之行為，原則上不構成不公平交

                                                
158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3 章第 2 點第(3)項。 
159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3 點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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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法之違法。此外，對於限制被瘦權人技術實施期間、技術實施用途

（特定商品之製造等），原則上亦不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法。 

２、有關製造之限制 

    授權人限制被授權人技術實施之製造區域，與上揭１相同，原則上不構

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法。至於若限制製造數量或製造使用技術次數者

，要區分是最低或最高製造數量之限制： 

若授權人限制被授權人技術實施之產品最低製造數量或最少使用技術次

數，倘未有排除其他技術實施之情形，原則上不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

違法。若限制產品最高製造數量或最多使用技術次數，致有限制市場全

體供給量之效果者，將不被視為權利行使之行為。其因而具有公平競爭

阻礙性之情形，將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法。 

３、再授權之限制 

  授權人限制被授權人再授權之對象，原則上不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

法。 

（二）有關技術實施之附加限制行為 

１、原料、零件之限制160 

授權人限制被授權人實施技術所需之原料、零件或其他物件（含勞務或

其他技術，下稱「原料、零件」），必須符合一定之品質或指定購買對象

，從促進效率的技術實施及順利達成技術交易之觀點，可能認定該等限

制行為有其合理性。然而，限制被授權人實施技術所需之原料、零件之

品質或購買對象，乃拘束被授權人選擇有關原料、零件之競爭手段，並

且具有排除其他事業供應替代性原料、零件交易機會之效果。因此，基

於上述觀點，該等限制行為逾越必要範圍，進而有公平競爭阻礙性之情

形，將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法。 

２、銷售之限制161 

限制被授權人實施技術生產產品之銷售區域、銷售數量，基本上依據前

述是否造成公平競爭阻礙性之原則加以判斷。但該權利已在國內耗盡或

在專門技術授權所為相關限制行為，而有公平競爭阻礙性之情形，將構

                                                
160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4 點第(1)項。 
161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4 點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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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法。至於限制被授權人實施技術生產產品之銷售

對象（限制須經由授權人指定之經銷商銷售、分別指定被授權人之專屬

經銷商、禁止與特定經銷商交易），不同於上揭銷售區域、銷售數量之

限制形態，在有公平競爭阻礙性之情形，將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法

。 

３、銷售價格、轉售價格之限制162 

授權人對於被授權人實施技術生產之產品，限制其銷售價格或轉售價格

之行為，乃係對於被授權人或相關經銷商重要競爭手段之拘束，顯然有

減損競爭之效果，原則上將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法。 

４、有關競爭商品之製造、銷售與競爭者交易之限制163 

授權人對於被授權人，限制其不得生產銷售與授權人相競爭之產品，或

限制其不得與授權人之競爭者締結有競爭關係技術之授權契約，該等限

制行為妨礙被授權人有效的實施技術及順利的達成技術交易，並且有排

除競爭者交易機會之效果。因此，該等限制行為若有公平競爭阻礙性之

情形，將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法。 

５、盡最大實施努力之限制164 

授權人對於被授權人之技術實施，課以必須盡最大實施努力之義務，將

有促進該技術有效被使用之效果，且在該義務範圍內不至於過度拘束被

授權人之事業活動，減損競爭之虞的程度較低，原則上不構成不公平交

易方法之違法。 

６、不爭執義務165 

授權人對於被授權人，課以其不得爭執該技術有關權利有效性之義務，

將有助於順利達成技術交易，並促進競爭之正面效果，其直接減損競爭

之虞的程度較低。然而，對於應歸屬無效之權利，藉此限制方法促使該

權利存續，進而有公平競爭阻礙性之情形，仍有可能構成不公平交易方

法之違法。 

        此外，授權契約約定被授權人若有爭執該技術有關權利有效性時，

                                                
162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4 點第(3)項。 
163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4 點第(4)項。 
164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4 點第(5)項。 
165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4 點第(7)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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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人得以解除該授權契約者，原則上不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法。 

（三）其他附加限制 

１、設定與技術實施無相關之權利金166 

授權人依據與技術實施無關之基準設定授權金，例如依據未使用該技術

之產品的生產量或銷售量計算授權金，將有妨礙被授權人生產競爭性產

品或使用競爭性技術之效果。因此，該設定授權金之行為，進而有公平

競爭阻礙性之情形，將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法。至於授權之技術僅

用於生產過程之一部分或僅用於零件部分，為計算方便起見，以該最終

產品之生產數量或銷售金額或使用原料零件之數量計算授權金之基礎者

，倘認該授權金之計算方式有其合理性，將不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

法。 

２、權利消滅後之限制167 

授權之技術權利消滅後，授權人仍對被授權人課加實施技術之限制行為

，或仍要求被授權人支付授權金之行為，通常將會阻礙技術的自由利用

，若進而有公平競爭阻礙性之情形，將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法。但

該授權金之支付，若係在分期支付或延期支付的範圍內，將不構成對被

授權人事業活動之不當拘束。 

３、包裹授權168 

授權人對被授權人實施包裹授權，要求被授權人接受所需技術以外技術

之授權169，該包裹授權若係為達成被授權人所需技術有效使用之必要方

式，因而具有一定合理性之情形者，適用上揭有關原料零件限制行為相

同之判斷原則。若該包裹授權並非發揮技術之效用，或逾越必要程度之

範圍，將限制被授權人技術選擇之自由，並有排除競爭技術之效果，進

而有公平競爭阻礙性之情形者，將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法。 

４、對於技術功能之追加授權170 

授權人對被授權人為技術實施授權後，若有追加技術功能而為新授權行

                                                
166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5 點第(2)項。 
167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5 點第(3)項。 
168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5 點第(4)項。 
169 有無存在該包裹授權之限制，應以被授權人對於授權人指定技術以外之技術，實質上得否

自由選擇接受授權之觀點加以判斷。 
170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5 點第(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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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通常為改良技術之授權，該授權行為本身並不存在限制之情形。    

    然而，某項技術具有生產產品或提供勞務之技術方法或規格的功能（下

稱「平台功能（platform）」），在此平台功能下開發出多項互有競爭關係

的應用技術，擁有該平台功能技術之授權人，結合某項應用技術而為新

的技術實施授權，在被授權人必須仰賴該新技術授權的情況下，若有妨

礙該被授權人取得其他應用技術之授權，並有排除其他事業提供應用技

術之交易機會的效果，進而有公平競爭阻礙性之情形者，將構成不公平

交易方法之違法。 

５、研發活動之限制171 

授權人對於授權之技術或其他有競爭關係之技術，禁止被授權人自己或

與第三人共同從事研究開發之限制行為，將會減損藉由研究開發所得促

進技術市場或產品市場之競爭效果，進而有公平競爭阻礙性者，即構成

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法。 

但該技術屬於專門技術而受到保護管理，在防止該專門技術遭受洩

漏或流為他用之必要範圍內，限制被授權人與第三人共同從事研究開發

之行為，通常不認為其有公平競爭阻礙性，即無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

違法性問題。 

６、改良技術之讓與、專屬授權義務172 

（１）授權人限制被授權人，須將開發改良技術之權利歸屬於授權人或其指定

之事業，或對授權人為專屬授權之行為，173將強化授權人在技術市場或

產品市場之地位，或減損被授權人從事研究開發之意願，通常不認為該

限制行為具有合理性，原則上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法。 

（２）授權契約課以被授權人須將開發改良技術之權利與授權人共有之義務，

相較於上揭Ⅰ之限制行為，其減損被授權人從事研究開發意願之程度較

低，惟該限制行為仍屬妨礙被授權人自由使用及處分其改良研究成果之

行為，倘因此具有公平競爭阻礙性之情形，將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

                                                
171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5 點第(7)項。 
172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5 點第(8)項。 
173 所謂之專屬授權，係指發明專利權法規定之授予專屬實施權，即權利人自己亦不得在授權

區域實施權利。若權利人有保留得以實施技術權利之授權型態，則適用非專屬授權之處理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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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３）被授權人開發改良之技術，須與授權之技術相結合始得發揮效用之情形

，授權人提供相當之對價，課以被授權人讓與該改良技術之義務，將有

順利達成技術交易之正面功效，同時不至於減損被授權人從事研究開發

之意願，通常不認為其有公平競爭阻礙性。 

７、改良技術之非專屬授權義務174 

授權契約課以被授權人須將開發改良技術非專屬的授權予授權人之

義務，尚不至於影響被授權人自由使用其開發改良之技術，對於被授權

人事業活動之拘束程度相對較低，並無減損被授權人從事研究開發意願

之虞，原則上不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法。 

授權契約除課以被授權人非專屬授權之義務，並限制該改良技術之

授權對象（例如，限制被授權人不得將該改良技術授權予授權人之競爭

者或其他被授權人），可能減損被授權人從事研究開發之意願，並有強

化授權人在技術市場或產品市場地位之效果，進而公平競爭阻礙性之情

形，將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法。惟被授權人開發改良之技術，倘未

結合授權人之技術即未能使用之情形，課以被授權人對他事業授權須獲

得授權人同意之義務者，原則上不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法。 

８、取得知識、經驗之報告義務175 

授權契約課以被授權人須將實施授權技術過程所取得之知識及經驗報告

予授權人之義務，得以提高授權人許可授權之意願，且不至於減損被授

權人從事研究開發之意願，原則上不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法。但是

，該報告義務實質上得視為被授權人須將其取得之專門技術授權予授權

人之義務者，倘有公平競爭阻礙性之情形，將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

法 

 

貳、標準化與專利聯盟指導原則176 

                                                
174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5 點第(9)項。 
175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5 點第(10)項。 
176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会「標準化に伴うパテントプールの形成等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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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標準化過程 

基於規格或標準化，將促成新產品的相容性（compatibility），得以迅

速商品化、擴張需求並提供消費者便利性，故通常不會被認定違反獨占禁

止法，除非從事下述行為：177 

（一）限制（應用技術標準之新）產品訂價，例如共同固定價格、分配數量及

限制促銷活動等不合理限制交易行為； 

（二）競爭事業無正當理由限制替代性技術標準之研發，或限制使用替代性標

準進行生產或銷售；但若少數競爭事業從事非公開的共同研發技術標準

活動，目的是為了與既存產品相互競爭，藉以成為事實上標準的話，前

開限制可被認為是有正當理由。 

（三）競爭事業無正當理由擴張技術標準的適用範圍，並非出於產品相容性之

考量，而是為了限制新產品的研發； 

（四）無正當理由排除特定競爭者的技術替代方案（獨占濫用或差別待遇）； 

（五）故意排除特定競爭者參與制定過程或標準化產品的研發與銷售，若無法

參與前揭過程將提高被市場排除的風險（獨占濫用）。 

 

二、標準化過程中涉及專利權實施178 

基本分析原則與「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一致。按若專利權人拒絕授

權，而該專利權人並未參與標準化或規格發展之過程者，該拒絕授權並不

違法；若該專利權人有參與標準化過程並促使該專利技術於標準中採用時

，則該拒絕授權行為可能會違反獨占禁止法。若專利權人只是形式上未參

與標準化過程，但實際上有積極促使其專利納入標準，例如與其他參與者

共謀者，則該拒絕授權行為仍可能構成違法。 

 

三、為實施標準化之專利聯盟 

（一）安全區179 

                                                                                                                                       
え方」，有關實施標準化成立專利聯盟等之獨占禁止法指針，2005 年 6 月 29 日公布，
http://www.jftc.go.jp/pressrelease/05.june/05062902tenpu.pdf 
177 同前註，第 2 章第 2 點。 
178 同前註，第 2 章第 3 點。 
179 同前註，第 3 章第 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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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施標準化而透過專利聯盟進行授權時，有時標準化過程的參與者，

與其後專利聯盟的參與者並一定相同，而且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也未必

相同，故即使前階段標準化過程並未違反獨占禁止法，但仍要分析後階

段專利聯盟集中授權之合法性： 

１、當專利聯盟包含多數專利及專利權人時（亦即為符合技術標準需要多數

專利權人之授權時），將實施標準所必要之專利透過專利聯盟進行集中

授權，是有效率的方式，使用者可以一次取得所有授權，且把累積的權

利金費用降到合理程度，因而提高新產品的製造與銷售，助於市場競爭

。但如果專利聯盟是由競爭者所組成，相互限制權利行使或被授權人在

下游市場的事業活動等，以限制市場競爭。此時專利權人的行為即非屬

獨占禁止法第 21 條所稱「權利行使行為」，從而仍須受到獨占禁止法之

規範。 

２、個案中，競爭法主管機關將視該標準化的產品在相關市場占有率，以及

專利聯盟的市場地位，全面性評估促進市場競爭與限制競爭之效果。一

般而言，當標準化之產品市場占有率不高，或者有其他替定性標準可供

選擇，或者符合標準之必要性專利不必然透過專利聯盟才能取得授權時

，該由競爭者所組成之專利聯盟即屬合法。 

    安全區－若專利聯盟的市場占有率未超過 20%，或在無法評估市

場占有率時，尚有其他至少 4 個以上替代標準存在時，除非有明顯限制

價格或數量之情形，否則屬於不受獨占禁止法審查之安全區範圍。所謂

專利聯盟的市場占有率，是指透過獲得該專利聯盟授權所製造的產品，

占符合技術標準及具有類似功能或效果之其他產品之比例。此外，考慮

國際貿易實務，日本境外的競爭性技術或標準，亦應一併納入考量。 

         

不符合安全區－亦不當然違法，須視個案具體情形檢視： 

（二）聯盟專利的性質－是否屬於必要性專利（essential patents）180 

１、專利聯盟中的專利只限必要性專利 

    所謂必要性專利係指為生產符合技術標準之功能或效用所必須採用的專

利，即採用技術標準時必然會侵害到該專利。因為必要性專利通常彼此

                                                
180 同前註，第 3 章第 2 點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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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互補性，當專利聯盟中的專利僅限於必要性專利時，所為的授權限

制，較不會產生限制競爭疑慮。專利必要性與否的判斷應交由獨立專家

來進行審查。 

２、專利聯盟中的專利不限必要性專利 

  當聯盟專利不以必要性專利為限時，替代性技術集中授權且固定授權條

件，將會限制替代性技術間之競爭。又非必要專利與必要專利透過專利

聯盟共同包裹授權時，則不屬於聯盟內的專利，將很難被被授權人採用

。鑒於聯盟內含有非必要專利足以引起限制競爭疑慮，應審酌該專利聯

盟是否有其必要性，或具有哪些促進競爭效果？權利人是否可以獨立授

權？被授權人可否僅選擇所需要的專利來獲得授權？若可，則較無限制

競爭疑慮。 

（三）對於專利聯盟參與者的限制181 

若對於參與聯盟之資格條件課以一定限制，只要該限制是為管理聯盟上

所合理且必要的，將不會被認為限制競爭。而對於聯盟內參與者課以一

定限制，只要該限制是為管理聯盟上所合理且必要的，並非無正當理由

對特定參與者予以差別待遇者，亦不會有限制競爭疑慮；例如，根據個

別專利對於標準之功能及重要性為基礎，或以聯盟參與者自身是否生產

或銷售標準化產品，來決定權利金分配。但是，若限制參與者對於自身

專利權的使用，例如限制只能透過聯盟來授權，將會被認定逾越必要合

理範圍，而有違法之虞。 

（四）專利聯盟之管理182 

通常專利聯盟組織要負責授權、收取權利金、審核被授權人是否符合授

權條件等事務，因此會接觸到被授權人關逾產量、銷售價格等營業秘密

。若參與者或北授權人接觸或使用到這些資訊，將產生限制彼此事業活

動如固定價格或限制產量等限制競爭疑慮。為降低此種疑慮，專利聯盟

內部應限制他人有機會接觸這些營業秘密，同時，將聯盟委由參與者以

外第三人管理，且與參與者沒有人事或資金關係的第三人負責。 

（五）專利聯盟對於被授權人之限制183 
                                                
181 同前註，第 3 章第 2 點第(2)項。 
182 同前註，第 3 章第 2 點第(3)項。 
183 同前註，第 3 章第 3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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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設定不同授權條件 

    例如限制授權技術使用的範圍（諸如技術使用領域、地理區域）、或要

求不同的權利金、例如對於權利金的計收是依據下游市場的供需情形或

產品的數量等為基礎，均將視個案審查該限制有無正當理由，不當然認

定違法。通常採取不歧視原則進行授權，較不會引起限制競爭疑慮。若

無正當理由，對於特定事業拒絕授權，或要求過高權利金、或其他不合

理限制授權條件時，即有可能違法。 

２、限制研發活動 

    限制被授權人獨立或與第三人合作研發與技術標準有關之技術或競爭技

術，將有高度限制競爭疑慮，限制技術市場與產品市場之競爭。但是，

如果該標準仍在少數競爭者私下發展核心技術而共同形成標準的階段，

限制參與者獨立或與第三人共同發展競爭標準，應屬合理；但是，一旦

標準形成後，透過專利聯盟之授權契約限制被授權人的研發活動，即屬

不當。 

３、回饋授權義務 

    強制要求被授權人對於授權技術的研發或改良應回饋授權，將對技術市

場競爭產生限制競爭影響，一方面強化專利聯盟的市場地位，一方面被

授權人亦無意願從事替代性技術或替代性標準之研發。然而，若是非專

屬的回饋授權義務，且沒有附帶其他不合理限制時，則屬合法。 

４、不爭執條款（禁止挑戰有效性條款） 

    若專利聯盟的授權契約約定，當被授權人挑戰任一授權專利的有效性時

，全部授權契約都將終止，將對於被授權人事業活動產生影響，此時將

有限制競爭疑慮。但是，若僅終止該被挑戰的特定專利，將移除對於該

專利之授權，但不影響其他聯盟專利時，較無違法疑慮。 

５、不主張條款（non-assertion of patent, NAP） 

    禁止被授權人對於專利聯盟中的權利人或其他被授權人主張任何專利權

（包括現在及未來可能取得），將鞏固專利權人地位，限制被授權人提

供替代性技術從事競爭之能力，將有害於技術市場競爭。但是，若被授

權人享有的是與技術標準有關的必要性專利時，NAP 是要求被授權人

也透過該專利聯盟非專屬授權給他人使用，較無限制競爭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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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言之，前揭專利聯盟對於被授權人的授權限制，也就是專利聯盟

的對外行為，與個別授權人對於被授權人之限制類似，諸如回饋授權、

不爭執條款等，採取與前揭「智慧財產利用執行準則」相同的規範標準

。 

 

參、新舊規範比較 

一、保護客體範圍擴大 

舊執行準則限於專利及專門技術，1842007 年新執行準則擴大適用於其他

智慧財產權領域。該執行準則所稱「技術」，包括發明專利法、實用新案

法（新型專利）、積體電路布局法、種苗法、以及著作權法、意匠法（新

式樣）等法律所保護之技術或專門技術。著作權法所保護的技術標的，主

要是指電腦軟體程式之保護。 

 

二、適用行為類型擴大 

舊執行準則限於專利及專門技術授權協議在獨占禁止法上之評價，2007

年新執行準則適用行為類型，包括「拒絕技術實施權」、「授權契約限制技

術實施範圍」及「授權契約附加限制事業活動條件」等，特別針對「拒絕

技術實施」類型（要求過高授權金亦形同拒絕授權），新增相關說明。按

權利人決定授權與否或主張侵權與否，原則上屬於行使智慧財產權之正當

行為，惟： 

（一）下列拒絕授權情形可能合致排除他事業之事業活動，實質限制特定市場

競爭之行為（獨占或聯合行為） 

１、專利聯盟（patent pool）無正當理由對於新進或特定事業拒絕授權。 

２、享有關鍵專利技術者無正當理由拒絕授權。 

３、惡意取得競爭者所須技術之相關權利後拒絕授權。 

４、權利人以不當方式促使所持有技術成為產業標準後拒絕授權。 

                                                
184 參日本 1999 年專利及專門技術執行準則第 1 章前言第 3 點。Available at: 
http://www.meti.go.jp/policy/kyoso_funso/pdf/tokky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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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列拒絕授權情形可能合致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實質限制特定市

場競爭之行為： 

１、拒絕授權係出於排除競爭者使用關鍵技術之目的。 

２、當技術成為產業標準後，權利人違背先前約定而拒絕授權。 

３、產業中多數事業已取得授權並從事生產活動，授權人對於特定事業無正

當理由拒絕授權之行為。 

 

三、減損市場競爭效果之分析方法 

（一）安全區 

舊執行準則係針對個別技術授權條款本身影響程度，2007 年新執行準

則併就行為對於市場競爭影響程度加以分析，詳參該執行準則第 2 章第

3 點規定。簡言之，競爭法主管機關除評估授權條款本身之內容外，尚

須考量當事人間的競爭關係、市場地位，以及對於授權意願及未來研發

創新誘因之影響等因素，本次修正內容係將此等考量因素再與以明確化

。此外，較為特殊之處，如同美國、歐盟關於技術授權之規範，日本新

修訂的執行準則亦認為對於市場競爭影響程度可從市場市場占有率來加

以排除，即當事人若市場占有率低於 20%時（或有 4 家以上替代技術

者），原則上可逕認定對於市場競爭影響程度輕微，此種安全區之設計

，或可供我國修法之參考。 

（二）刪除黑、灰、白條款之界定方式 

雖然新執行準則中並未如舊版中明確提出無黑（違法）、灰（可能違法）

、白（不違法）條款之分類方式，185然在各類型授權行為評價上，仍延

續黑、灰、白條款之評價方式，詳如附表之整理。 

 

四、個別授權行為類型之修訂情形 

（一）不爭執義務 

      舊執行準則針對授權人要求被授權人不得爭執系爭技術之專利權有效性

之行為，係屬於灰色條款。186然於新執行準則中，則認為原則合法，有

                                                
185 參日本 1999 年專利及專門技術執行準則第 1 章第 2 點第(1)項。 
186 參日本 1999 年專利及專門技術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3 點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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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順利達成技術交易，促進競爭之正面效果。除非授權人欲藉此約款

來促使延續無效專利之效力，而有阻礙競爭情形，才有可能被視為違法

。 

（二）新增對於技術功能之追加授權行為（灰色條款） 

（三）對於改良技術之專屬回饋授權行為 

原則上仍認為是違法行為，187惟在 2007 年新執行準則新增合法性考量

因素，按當「被授權人開發改良之技術，須與授權之技術相結合使得發

揮效用之情形，授權人提供相當之對價，課以被授權人讓與該改良技術

之義務，將有順利達成技術交易之正面功效，同時不至於減損被授權人

從事開發研究之意願，通常不認為其有公平競爭阻礙性」。 

（四）新增再授權之限制（白色條款） 

將現行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相關規定整理如下表： 

                                                
187 參日本 1999 年專利及專門技術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3 點第(5)項イ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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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條款（原則違法） 

1、限制售價、限制轉售價格、限制出口價格 

2、就改良技術專屬回饋授權之義務【新增正面效益之說明】 

灰色條款（可能違法） 

1、無正當理由拒絕授權 【新增】 

2、限制最高生產數量 

3、限制出口地區 

4、限制商品原材料、零件之使用 

5、限制交易對象 

6、限制製造、銷售與授權標的相競爭之技術或與限制不可與競爭者交

易（排他性交易條款） 

7、片面解約條款（藉以執行其他交易限制約款） 

8、決定授權金額考量與使用技術無關之因素（如須達到ㄧ定製造或銷

售數量） 

9、權利消滅後仍附加使用或支付授權金之限制 

10、包裹授權 

11、對於技術功能之追加授權 【新增】 

12、限制被授權人權利（不限授權技術）之使用範圍 

13、限制從事相關研發活動 

白色條款（原則不違法之行為） 

1、限制技術實施領域（如用於生產、銷售或出口） 

2、限制技術實施期間 

3、限制技術實施範圍（如用於生產特定商品） 

4、限制生產地區 

5、限制最低生產數量 

6、商品出口之限制 

7、限制再授權 【新增】 

8、使用特定商標 

9、努力製造、銷售授權商品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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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專門技術之保密義務 

11、限制被授權人爭訟授權技術之有效性【灰變白】 

12、就改良技術非專屬回饋授權之義務 

13、於實施技術過程中獲得知識經驗之報告義務 

14、對於技術功能的追加授權【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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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各國技術授權行為規範之比較 

基本上，各主要國家競爭法對於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朝向逐漸融合之趨勢，

包括適用範圍、安全區，以及對於具體授權類型（例如：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

執行準則對於不爭執條款，由灰條款修正為白條款）之評價。以歐盟為例，新

2004 年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已修正如美國法制，區分競爭者與非競爭者

間為寬嚴不同之對待，亦訂定以市場占有率為門檻之安全區。然而，基於歐盟

會員國體制，對於授權契約之地域限制仍保有一定的管制，此為歐盟法的特色

。另方面，歐盟雖強調修法重點之一，是要朝向經濟面的規範架構，惟實際上

與日本法制均仍偏向法律條文面，而美國法比較偏向原則性、經濟面的論析。 

 

主要規範異同情形整理如下表： 

 美國 歐盟 日本 

適用範圍 （除商標以外）專利、著

作權、營業秘密、專門技

術 

專利（指包括專利、專利

申請、新型專利、新型專

利申請、積體電路布局、

植物品種權）、新式樣設計

、專門技術、軟體著作權 

專利、新型專利、積體電

路電路布局、種苗法、著

作權（指軟體著作權）、新

式樣專利 

市場界定 創新市場 

技術市場 

產品市場 

創新市場? 

技術市場 

產品市場 

創新市場? 

技術市場 

產品市場 

安全區 除顯然限制競爭之當然違

法行為外： 

1.授權人和被授權人在特

定市場占有率合計未超過

20%； 

2.存在 4個以上替代性技

術或研發活動 

除惡性限制競爭條款（

hardcore restrictions）

外： 

競爭者間，在特定市場占

有率合計未超過 20%； 

非競爭者間，各授權當事

人在特定市場（分別）占

有率未超過 30%； 

若有 4個以上獨立的替代

除附加研究開發活動之限

制或改良技術之讓與義務

、專屬授權義務外： 

產品市場占有率合計未超

過 20% 

若有 4個以上獨立的替代

性技術存在時，亦認為對

市場競爭影響程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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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技術存在時，亦認為對

市場競爭影響程度有限 

競爭影響評

估 

合理原則及當然違法原則 

評估該授權限制倘具有限

制競爭之可能性（倘不會

產生限制競爭效果時，則

毋須進行下述分析），如果

肯定，再行審視該項限制

是否為達成促進競爭利益

所必須的合理方式，且該

項競爭利益須大於可能產

生的限制競爭不利益 

黑、白條款 

（區分競爭者/非競爭者） 

個別審查重點：必須考量

市場競爭狀況，包括授權

協議的性質、當事人的市

場力量、競爭者的市場力

量、授權商品買方市場的

力量、進入障礙、市場成

熟度等。至於前揭因素的

重要性，視個案而異 

黑、灰、白條款 

除審酌授權限制之內容及

態樣、該技術之用途及重

要性等因素外，尚應依據

相關市場之特性，綜合考

量相關限制之當事人間有

無競爭關係、當事人之市

場地位、所屬市場之全體

狀況（競爭者之數目、市

場集中度、交易產品之特

性、差別化之程度、行銷

通路、新進業者參進市場

之難易性等）、課加限制有

無正當理由及對從事研究

開發或取得授權之意願有

無影響等因素 

白條款 － ˙保密義務 

˙禁止再授權 

˙禁止授權期間過後使用

授權技術 

˙協助授權人實施授權技

術之智慧財產權 

˙支付最低權利金或約定

最低生產數量之義務 

˙在授權產品上標示授權

人商標或名稱之義務 

˙限制技術實施領域、期

間、實施範圍 

˙限制生產地區 

˙限制最低生產數量 

˙限制商品出口 

˙限制再授權 

˙使用特定商標 

˙努力製造、銷售授權商

品之義務 

˙專門技術之保密義務 

˙不爭執條款 

˙就改良技術非專屬回饋

授權之義務 

˙於實施技術過程中獲得

知識經驗之報告義務 

˙對於技術功能的追加授

權 

黑條款 

 

˙水平限制行為諸如：價 

格、產出、劃分市場或

客戶等行為  

（區分競爭者/非競爭者） 

以競爭者間的授權限制為

例： 

˙限制售價、限制轉售價

格、限制出口價格 

˙就改良技術專屬回饋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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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轉售價格 ˙價格限制 

˙互惠授權時之產出限制 

˙劃分市場或顧客（尚有

7種例外情形） 

˙限制使用自己的技術或

研發 

權之義務（惟當被授權

人開發改良之技術，須

與授權之技術相結合使

得發揮效用之情形，授

權人提供相當之對價，

課以被授權人讓與該改

良技術之義務，將有順

利達成技術交易之正面

功效，同時不至於減損

被授權人從事開發研究

之意願，通常不認為其

有公平競爭阻礙性） 

*權利金之

計算－加計

與授權技術

實施無關部

分 

合理原則 

將共同使用到專利與非專

利項目之產品總數量作為

計算權利金基礎時，並不

當然違法，實務見解認為

須視是否出於權利人之強

迫或是雙方協議後基於計

算上之便利。 

若權利金之計算是加計使

用授權技術所生產之產品

，以及使用第三人技術所

生產之產品為基準來計算

者，原則上仍是有助於權

利金的計算方式，因此有

可能適用集體豁免。 

惟如果超出安全區門檻，

則要考量是否對於第三人

技術造成封鎖效應，降低

被授權人使用意願，而無

法滿足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3項規定 

原則上將產生妨礙被授權

人生產競爭性產品或使用

競爭性技術之效果，將構

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法

。 

但是，若授權之技術僅用

於生產過程之一部分或僅

用於零件部分，為計算方

便起見，以該最終產品之

生產數量或銷售金額或使

用原料零件之數量計算授

權金之基礎者，倘認該授

權金之計算方式有其合理

性，將不構成不公平交易

方法之違法 

回饋授權 合理原則 

禁止專屬回饋授權 

允許非專屬回饋授權 

（並未考慮有償與否） 

專屬回饋授權排除於集體

豁免，須受個別審查；例

如是否支付對價、授權人

之市場地位等。 

非專屬回饋授權則享有集

體豁免 

專屬回饋授權屬於黑條款

（承前，若改良技術與授

權技術須相結合，且授權

人支付對價，則或具有正

面效益） 

非專屬回饋授權屬於白條

款 

不爭執條款 合理原則 

可降低訴訟成本，但若過

於擴張適用範圍，或持續

期間，或延伸至單一授權

行為之外，即可能產生限

針對專利的不爭執條款排

除於集體豁免，須受個別

審查 

為了維護競爭秩序與遵循

智慧財產權制度之原則，

白條款 

將有助於順利達成技術交

易，並促進競爭之正面效

果，其直接減損競爭之虞

的程度較低。然而，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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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競爭疑慮 無效的專利應被排除。故

不爭執條款有可能落入第

81條第 1 項規定，且不易

滿足同條第 3項規定 

（針對專門技術的不爭執

條款則享有集體豁免） 

應歸屬無效之權利，藉此

限制方法促使該權利存續

，進而有公平競爭阻礙性

之情形，仍有可能構成不

公平交易方法之違法 

不競爭條款 

(排他性約

款） 

合理原則 

 

在安全區範圍內得享有集

體豁免利益 

灰條款 

搭售條款 合理原則 

重點在於權利人是否具有

市場支配力 

在安全區範圍內得享有集

體豁免利益 

灰條款 

交互授權與 

集中授權 

合理原則 

視聯盟專利之互補或替代

性、必要或非必要、回饋

授權條款、競爭敏感性資

訊之交流、包裹或個別授

權等情形 

不適用集體豁免規則 

合理原則分析，視聯盟技

術屬於替代或互補性技術

、必要或非要技術，以及

聯盟的市場力量、對於參

與者研發之限制、回饋授

權條款、無效專利及聯盟

之管理等情形 

合理原則 

若超出安全區門檻，再視

聯盟技術屬於必要或非必

要技術、對於參與者之限

制、聯盟之管理、及對於

被授權人之限制等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