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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競爭法對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及實務 

第一節 公平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理原則 

我國公平會鑒於近年來技術授權契約與相關案件不斷增加，此類案件重要

性日益增高，於是參考日本、歐盟有關技術授權協議之處理原則，188以及

美國 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行為指導原則，民國 90 年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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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技術授權處理原則），

作為公平會在處理類似案件之參考。其後在 94 年、96 年就文字及體例上

稍作修正，並未更動實質規範內容。本節將先介紹現行技術授權處理原則

之內容（包括立法說明），至於建議修正意見將留待第五章詳述。 

 

壹、前言 

在最初版的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中，本有一段前言，惟於最近次修正中，為

符合內部對於行政規則體例之要求，加以刪除。主要內容是闡明公平會對

於競爭法介入技術授權行為之立場： 

隨著科技進步，產業之交易型態除傳統有形商品之買賣及服務之提供

外，更有以智慧財產權之授權作為交易之內容者。透過智慧財產權之

授權實施，授權人藉由授權獲得一定之經濟利益，被授權人亦得藉此

利用授權技術開發新的商品市場。因此，以技術交易為代表之專利、

專門技術授權協議對於授權技術之充分利用，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

惟技術授權協議之授權人為增加其市場之影響力，或授權協議當事人

間為避免相互競爭，常於技術授權協議中附加某些限制約款，以提高

其市場地位，獲取較高的經濟利益。該等限制約款若不當運用，不僅

對於授權技術造成壟斷，甚或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而有違反

公平交易法之虞。公平會為使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更具體化，參考公

                                                
188 指日本 1999 年專利及專門技術執行準則、歐盟 1996 年 240/96 號技術授權協議集體豁免規

則，均分別在 2007 年及 2004 年加以修訂，詳參本文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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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會以往相關案例之經驗，及我國目前產業發展之現況，並參酌美國

、日本及歐盟有關技術授權之相關規定，期使執法標準更臻明確，俾

利業者遵循且利相關案件之處理，特訂定本原則。 

 

貳、適用範圍 

技術授權協議係指涉及專利授權、專門技術授權、或專利與專門技術

混合授權等協議類型。189係參考當時日本 1999 年專利及專門技術執行準

則及歐盟 1996 年 240/96 號技術授權協議集體豁免規則，定位在涉及專利

授權、專門技術授權協議、或專利與專門技術混合授權協議等類型，作為

本規範客體。另日本對於「交互授權」與「多邊協議」等技術授權型態並

無特別排除規定，原則上亦有其適用。 

 

所謂專利，依我國專利法取得之發明專利或新型專利；未於我國取得

專利所為之授權協議，而對我國特定市場產生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影

響者，準用該處理原則之規定。蓋因為本原則處理的重點之一，在於避免

授權人利用技術授權協議要求被授權人接受不當之授權約款，對於特定市

場之競爭產生不當影響，而非以授權之專利是否依我國專利法所取得之專

利為限。 

      

所謂專門技術，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

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而符合下列要件者： 

   １、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 

   ２、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 

   ３、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 

     

本項關於專門技術之定義則是參考我國營業秘密法之規定。 

 

                                                
189 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2 點及立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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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基本原則 

按智慧財產權與公平交易法基本上之立法意旨相同，都是在透過競爭機制

之維護，達到增進消費者福祉及提昇產業績效，當然亦包含技術之創新，

如對智慧財產權予以箝制或不予保護，將使其財產價值降低，減少事業從

事創新活動之誘因，影響經濟之正常發展。惟法定的獨占權（如專利、商

標、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賦予）並不當然即得認定授權人在特定市場上

具有市場力量（market power），仍需回歸市場分析，在相關的市場認定

其市場力量。此點亦為美國 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行為指導原則及日本

1999 年專利及專門技術執行準則所肯認，爰明訂處理此類案件之基本原

則：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並不因授權人擁有專利或專門技術即推定其

在特定市場具有市場力量。190 

 

肆、審查分析步驟 

公平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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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交易法及該原則處理。191 

 

伍、市場界定 

智慧財產權之授權行為，通常對消費者福祉具有正面的效果，惟技術

授權協議當事人間若藉由授權協議之安排，以遂行瓜分市場之意圖，減少

授權當事人間之競爭，或控制被授權人取得第三人之技術來源，則有限制

競爭之可能，因此公平會在檢視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適法性，多會考量授

權協議對特定市場（relevant market ）所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故特定市

場之界定，乃判斷授權協議適法性所不可或缺之要素。本原則所認定之特

                                                
190 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3 點及立法說明。 
191 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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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市場，除傳統商品市場（goods markets），針對智慧財產權之特性，亦

應考量技術授權協議對於技術市場（technology markets）與創新市場（

innovation markets）可能或真正所產生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影響。192 

（一）產品市場 

所謂「產品市場」，係指不僅包括功能相同、相似之各項產品，且包括

授權協議所涉及之商品的上、下游商品，及與各該商品有關之智慧財產

權。 

（二）技術市場 

所謂「技術市場」之範圍應包括被授權使用、予以轉讓或購買取得之智

慧財產，及與該種智慧財產密切相關之其他技術、知識。如果以某項製

程專利生產之某種產品，在考量技術市場之範圍，必須納入考量者包括

： 

１、其他生產同類產品、消費者認為功能相同之其他產品之智慧財產或技術

； 

２、與該項產品競爭之其他產品，以及用以生產該產品之智慧財產或技術。 

３、如因相關資訊不易取得以致無法界定技術市場之範圍，參考美國執行實

務將分析本項授權協議對於其他各項相關產品之影響，如本項相關技術

（可用以生產使消費者認為具有替代作用的產品）均具有相同之經濟效

益，則認為相關技術歸屬於同一個技術市場。 

（三）創新市場 

指可能從事商品之研究發展為界定範圍。所謂創新市場之概念，係參考

美國 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行為指導原則 Section 3.2.2 及 Section 3.2.3

之規定。授權協議之限制約款亦有可能阻礙特定範圍內之技術研發與創

新，此時即需以「創新市場」作為特定市場之界定標準。「創新市場」

係針對研究、發展之活動而規劃出來的一個特定市場，倘研究發展之資

源、能力有限，而有能力從事此種活動之事業數少，其研究發展之設備

、能力又易於確定，可就這些具競爭關係或潛在競爭關係之事業間所從

事之研發活動，另行界定為一個特定市場。如果可以正確、合理界定，

在判斷各個事業之競爭力，應依據下述之各項標準：從事研發所需要之

                                                
192 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2 項及立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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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特別資產或特性的比例、研發經費之比例、相關產品之比例、足以

反映研究相同度之比例；同時在評估相關授權協議可能帶來之競爭效果

時，亦會綜合評估因本項授權協議之限制，而取消替代性研究所造成之

損害，及因二個以上企業合併其研究所產生之經濟效益。 

 

陸、審酌事項 

任何二家以上事業所訂立之技術授權協議，不問其內容如何，對於商業

行為多少均會有所限制，就公平交易法而言，本法審查重點不在於某項

行為可能限制商業活動，而在於其是否因而對商業活動造成不合理之限

制，進而影響競爭或達到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在決定是否有此種不

合理限制時，參考美國司法實務，常利用「當然違法原則」（per se 

illegal）與「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二種不同之分析方法，此二種

分析方法之目的均在判斷決定某項限制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以便決定

其是否為反托拉斯法所禁止之限制行為。此二種分析方式亦將作為公平

會在判斷技術授權協議案件對於市場競爭所造成之影響。 

 

公平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案件，除考量相關授權協議內容之合理性，並

應審酌下列事項：193 

１、授權人就授權技術所具有之市場力量； 

２、授權協議當事人於特定市場之市場地位及市場狀況； 

３、授權協議所增加技術之利用機會與排除競爭效果之影響程度； 

４、特定市場進出之難易程度； 

 ５、授權協議限制期間之長短； 

  ６、特定授權技術市場之國際或產業慣例。 

 

柒、授權約款類型 

                                                
193 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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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之例示 

專利授權、專門技術授權或專利與專門技術混合授權協議，為激發當

事人之授權意願，促進技術擴散等積極作用，對於依專利法正當行使權利

之行為，或對市場競爭秩序影響較小之限制約款，例示不違反公平交易法

規定之情形：194 

（一）約定被授權人實施範圍限於製造、使用或銷售之限制約款。 

 

（二）在專利有效期間內，對於授權協議所為期間之限制。專門技術在非可歸

責於授權人之事由，致使授權之專門技術喪失營業秘密性而被公開前所

為契約期間之限制，亦同。 

 

（三）授權技術係製造過程之一部分或存在於零件，為計算上之方便，以使用

授權技術生產之最終商品之製造、銷售數量，或以製造授權技術商品之

必要原材料、零件之使用量或使用次數，作為計算授權實施費用之計算

基礎。 

 

（四）專利授權實施費用之支付係以分期付款或實施後以後付之方式支付時，

約定被授權人於專利期滿後仍應支付其已使用授權技術之實施費用。因

非可歸責於授權人之事由致專門技術被公開，被授權人仍須於一定期間

依一定方法繼續支付當事人基於自由意思所決定之實施費用，至授權協

議失效或終止者。 

 

（五）技術授權協議約定被授權人應將改良技術或新應用之方法以非專屬之方

式回饋授權予原授權人。 

 

（六）技術授權協議約定被授權人應盡其最大努力，製造、銷售授權之商品。 

 

（七）專門技術授權協議約定被授權人於授權期間或授權協議期滿後對於仍具

營業秘密性之專門技術負有保密義務。 
                                                
194 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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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為確保授權人授權實施費用之最低收入，授權人要求被授權人利用授權

技術製造商品之最低數量，要求授權技術之最低使用次數，或就銷售商

品要求最低數量之約款。 

 

（九）為使授權技術達到一定效用，維持授權商品一定品質之必要範圍內，授

權人要求被授權人就授權技術之商品、原材料、零件等應維持一定品質

之義務。 

 

（十）被授權人不得就授權技術為移轉或再為授權行為。但授權人與被授權人

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十一）在授權之專利仍為有效或授權之專門技術仍為營業秘密之前提下，被

授權人於授權協議期滿後不得繼續實施授權技術。 

 

二、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之例示 

立法理由特別指出，技術授權協議案件，參考美國 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

行為指導原則 Section 4 之規定，原則上依「合理原則」作為此類案件之

分析原則，由於「當然違法原則」之適用將使授權協議當事人之行為直接

被認定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之禁止行為，而本點所例示之事項對於特定

市場競爭具有特別不利之影響，足以影響市場之供需，或有限制競爭或妨

礙公平競爭之虞，又無其他合理正當理由解釋該種授權協議安排之目的及

意圖，公平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若有本點所例示之事項，例外地採行「當

然違法原則」，認定其將違反公平交易法之相關規定。具體行為類型有： 

 

（一）聯合行為 

有競爭關係之技術授權協議當事人間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共同決定授權商品之價格，或限制數量、交易對象、交易區域、研究開

發領域等，相互約束當事人間之事業活動，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功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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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規定。195 

（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行為 

技術授權協議之內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而對特定市場具有限制競爭或

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授權協議當事人不得為之，否則構成公平交易法

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之違反：196 

１、限制授權協議之當事人或其相關事業，就競爭商品之研發、製造、使用

、銷售等從事競爭之行為。 

 

２、為達區隔顧客之目的，規定其須使用特定行銷方式、限制契約相對人技

術使用範圍或交易對象。 

 

３、強制被授權人購買、接受或使用其不需要之專利或專門技術。 

 

４、強制被授權人應就授權之專利或專門技術所為之改良以專屬方式回饋予

授權人。 

 

５、授權之專利消滅後，或專門技術因非可歸責被授權人之事由被公開後，

授權人限制被授權人自由使用系爭技術或要求被授權人支付授權實施費

用。 

 

６、限制被授權人於技術授權協議屆滿後，製造、使用、銷售競爭商品或採

用競爭技術。 

 

７、限制被授權人就其製造、生產授權商品銷售與第三人之價格。 

 

８、專利授權協議限制被授權人爭執專利之有效性。 

 

９、授權人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專利之內容、範圍或專利有效期限等

                                                
195 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1 項。 
196 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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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之例示 

參照立法理由，以專利、專門技術或混合專利、專門技術授權實施為內容

之授權協議是否該當於公平交易法之各項規定，除審酌限制約款之內容外

，仍需斟酌授權人及被授權人在特定市場之地位、特定市場之狀況及課以

限制期間之長度等因素，依照「合理原則」綜合加以判斷是否該當公平交

易法之相關規定。 

（一）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行為197 

１、專利授權協議在專利有效期間內，於我國領域內區分授權區域之限制；

專門技術授權協議在非可歸責於授權人之事由，致使授權之專門技術喪

失營業秘密性而被公開前對專門技術所為區域之限制，亦同。 

 

２、限制之範圍與應用領域無關，而限制被授權人銷售範圍或交易對象。 

      約定被授權人所能實施授權技術之應用領域及範圍之限制約款。 

 

３、限制被授權人製造或銷售商品數量之上限，或限制其使用專利、專門技

術次數之上限。 

 

４、要求被授權人必須透過授權人或其指定之人銷售。 

 

５、不問被授權人是否使用授權技術，授權人逕依被授權人某一商品之製造

或銷售數量，要求被授權人支付授權實施費用。 
 

（二）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款或第 6 款之行為198 

技術授權協議授權人要求被授權人向授權人或其所指定之人購買原材料

、零件等，而非為使授權技術達到一定效用，維持授權商品之商標信譽

或維護專門技術秘密性之合理必要範圍內，如在特定市場具有限制競爭

                                                
197 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1 項。 
198 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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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 

 

（三）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之行為199 

技術授權協議無正當理由，就交易條件、授權實施費用等，對被授權人

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如在特定市場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者。 

 

                                                
199 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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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務案例 

我國公平會於 90 年訂定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前，已審理數件關於技術授權

之案件。這些案件所衍生的智慧財產權爭議，對於身處技術輸入之經濟結

構的我國而言，相當重要，而且類似問題亦常出現在授權雙方。於處理原

則訂定後，飛利浦案所產生的授權爭議，亦受到各界高度關注，故有必要

彙整公平會歷來執法實務案例，俾瞭解我國授權實務、競爭法主管機關執

法立場，以及可供未來修訂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參考之處。 

 

壹、美商英代爾微處理器權利金追索案 

一、事實概要 

    緣 82 年間美商英代爾公司（Intel）被檢舉濫用其於微處理器產品市場地

位 ，不當抬高價格、不當搭售、從事價格差別待遇、以 338 專利授權策

略排除競爭，並以訴訟手段懲罰且消滅競爭，壓迫國內 OEM 廠商違反公

平交易法行為。 

 

二、公平會見解－行政和解200 

      由於當時英代爾為全球最大半導體供應商，對我國個人電腦產業影響重

大，而本案案情複雜，兩造當事人在美國纏訟多年，部分法律爭點有待美

國司法機關獲得定論後，方足論斷。公平會調查後並發現，主要涉及英代

爾公司向國內廠商進行權利金追索，然對於專利範圍、內容及具體侵權事

由並未明示，且系爭專利權是否確被侵害，尚在爭訟階段，即函發警告信

函，或涉有權利濫用情事。除部分檢舉事項為域外行為、或事實發生時點

係於公平交易法實施前者，或所舉稱事實與實際訪查所得尚有出入，或涉

英代爾主觀意圖，對於檢舉事項尚無法進一步驗證有無違反公平交易法。

嗣經美商英代爾主動表示願接受公平會管轄及配合調查，亦承認其 338 專

利授權行為或有不當情事，自願提出自行改善執行方案。公平會基於我國

主機板與個人電腦產業發展及公共利益考量，並就該方案進行評估，亦獲

                                                
200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5 年 7 月 10 日第 247 次委員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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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人認同，爰同意接受英代爾專利授權行為準則建議方案及暫停調查程

序。舉其要者： 

（一）授權人在中華民國提出任何含有主張某一個人電腦製造廠商已侵害或正

侵害某一特定之專利之告知 (一般性之交互授權之討論或談判除外) 前

，授權人必須先進行合理之調查並可善意地相信有侵害之情事。 

（二）如授權人或專利權人在中華民國主張某個個人電腦製造廠商侵害專利之

告知，此授權人或專利權人將指明：１、產品之類型；２、當時已知有

關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３、專利取得或申請之國家；及４、各專利之

有效期限。 

（三）英代爾願意對其中華民國個人電腦製造廠商夥伴再證實英代爾有關產品

分配與價格及向競爭者購買產品方面之業務慣例。英代爾建議發函予北

縣電腦公會，由公會分發給會員，再證實：客戶向競爭者購買組件這件

事，對於產品之分配或產品之價格不會有不利之結果。同時：英代爾不

會僅以一中華民國公司是否向競爭者購買組件而決定是否與該公司分享

技術資訊。 

    

貳、美商 RCA 監視器專利技術授權案 

一、事實概要 

緣於 83 年間美商美國無線電湯姆笙授權公司（RCA）被檢舉對國內監視

器廠商進行專利技術授權時，涉有授權金收取之差別待遇、不當收取權利

金與專利回溯追索、拒絕被授權人加入如權利擔保等保護條款、以美國關

稅法第 337 條威脅作為談判籌碼等不公平競爭行為。 

 

二、公平會見解－行政和解201 

於公平會調查期間，被檢舉人美商 RCA 主動提出採行行政和解模式

解決相關爭議之可行性，並提出改正方案。而經我國監視器廠商組成之民

間團體表示，「業界對於 RCA 擬與公平會進行行政和解事宜，樂觀其成

，並敬表同意，公平會提供予業界參閱之行政和解方案內容，足以解決

                                                
201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7 年 8 月 19 日第 354 次委員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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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A 公司與國內監視器產業所生之爭議」等意見，公平會基於公益考量

，同意接受檢舉雙方之共同立場，接受行政和解方案之請求，俾儘速解決

兩造爭議。經公平會逐條檢視行政和解內容，提供相關修正意見，殊具參

考價值，要旨如次： 

（一）國際價格歧視行為 

     一般多認為如專利授權合約內附有最惠待遇條款等，權利金可能會被訂

在高價位，從而減少整體產量，造成與競爭法所欲達成之促進生產相反

之效果。惟美商 RCA 亦認知，如全球之國際權利金存有差異，而其差

異與產品之售價比對，如足以直接、實質減低某一國家的產業競爭力時

，則將可能會有影響競爭的問題。美商 RCA 無意對在全球彩色監視器

市場上競爭之各國的產業，包括中華民國的彩色監視器產業，造成這種

影響。 

（二）國內價格歧視行為 

    美商 RCA 長期以來所採行之政策，係對於情況類似之彩色監視器廠商

，不會任意議定不同之權利金費率，並再證實美商 RCA 之目標係與所

有生產類似產品之所有彩色監視器廠商以相同或類似之條件簽約。 

（三）概括授權方式暨不當收取權利金之爭議 

１、逐項專利授權之要約：美商 RCA 認為強制性包裹授權為不當之行為。 

２、美商 RCA 仍相信全部授權方式之專利授權，對彩色監視器廠商及美商

RCA 雙方都有利。作為一種選擇，在收到廠商之書面要求及廠商提供

適當合作時，美商 RCA 將同意提出逐項之專利授權之要約。在收到廠

商之書面要求，並在廠商提供關於廠商當時之彩色監視器系列產品之足

夠資料 (足供美商 RCA 進行那些美商 RCA 專利使用在這些採色監視器

之生產及／或銷售上之認定) 後，在一合理之期間內，美商 RCA 將同

意提出逐項之專利授權 (就各該項專利授予生產及／或銷售此等彩色監

視器之專利) 之要約。廠商所提供之所有此等技術資料，美商 RCA 會

以機密資料處理。 

３、到期專利：美商 RCA 長期以來所採行之政策係，不在專利已到期後，

對使用該已到期之專利收取權利金。對於全部授權方式之專利授權而言

，在雙方進行合約之協商而考慮諸多有關事項時，自會考慮(1)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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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A 已有之專利何時屆滿，及(2)在合約期間，美商 RCA 再取得其他

專利之可能性。美商 RCA 願在協商時對擬被授權人提供與其專利有關

之資訊。 

（四）專利權利金追索爭議 

對於美商 RCA 與擬被授權人間之問題，美商 RCA 較希望雙方能進行

非正式之討論、協商，在適當可行之情況下，由雙方洽商簽訂和解合約

，以解決與已發生之專利侵害有關之問題。 

（五）擔保條款等保護條款之載列 

美商 RCA 將同意在各專利授權合約列載聲明及擔保條款，由美商 RCA

聲明擔保渠有權提供該合約所提供之授權。 

（六）專利權屬地效力 

美商 RCA 將同意在逐項專利授權之合約內附入一條款，規定對於任何

一專利，僅在取得專利權之國家內有製造、使用或銷售之行為時，始須

給付權利金。對於全部授權之專利授權合約，在雙方洽商考慮與合約有

關之各事項時，自會考慮美商 RCA 在那些國家擁有專利，一經請求，

美商 RCA 將願意在洽商中告知擬被授權之彩色監視器廠商：(1)除中華

民國外是否在其他國家有相對之專利，及(2)此等外國專利之有效期間

。 

（七）專利侵害之主張 

除非美商 RCA 已進行調查，並以美商 RCA 內部律師或外聘律師之意

見為依據而善意相信有專利侵害之情事，否則美商 RCA 不會作專利侵

害之主張。在告知中華民國之彩色監視器廠商專利侵害時，美商 RCA

將指明(1)產品類型；(2) 美商 RCA 相信正被侵害之專利之申請專利範

圍；(3)此等專利有效期限；及(4)專利取得或申請之國家。 

（八）一般條款 

１、協商談判：美商 RCA 長期以來所採行之政策係，美商 RCA 會以善意

與各監視器廠商協商談判，以尊重各監視器廠商。倘一中華民國彩色監

視器廠商要求時，美商 RCA 將以合理的方式，提供其所提議的彩色監

視器專利授權合約之中譯本，供該廠商參考。 

２、透明性：美商 RCA 同意在與各監視器廠商開始專利授權之討論時，提



論我國技術授權與市場競爭之處理原則 

 112

供當時美商 RCA 認為較為重要之專利之說明，並解釋這些專利如何可

能使用在一典型之彩色監視器上。倘美商 RCA 對目前未曾授權之某一

類型之器材提出新的授權方案，如多數擬被授權人要求時，美商 RCA

將透過相關公會或協會所召開之會議，以合理方式說明及解釋該授權方

案。 

 

參、美商卡崔克電腦繪圖專利技術授權案 

一、事實概要 

緣 83 年間美商卡崔克公司於國內從事二項電腦繪圖專利技術授權活動時

，被檢舉限制被授權人僅得將系爭專利技術應用於繪圖卡之生產及銷售、

並特別排除將專利應用於個人電腦、工作站及電腦系統、不當收取權利金

、不當選擇權利金追索對象、以美國關稅法第 337 條威脅作為談判籌碼等

濫用專利權行為。 

 

二、公平會見解－不處分202 

（一）限制事業活動之授權契約 

美商卡崔克公司確有為「Board License」之被授權人不得產製「電腦系

統」產品之規定，然據工研院之專利鑑定報告指出，系爭專利範圍確實

涵蓋「電腦繪圖卡」及「電腦系統」產品，而美商卡崔克公司將授權契

約分為 Board License 及 System License 二類，且規定前者之被授權人

不得生產後者之授權範圍產品，尚屬權利正當行使。且事證顯示，美商

卡崔克公司應無妨礙原 Board License 被授權人取得 Board/Upgrade 

License，即與 System License 相同權利義務之意圖與作法。 

（二）不當收取權利金 

美商卡崔克公司雖未否認其權利金收取，計有「一次付清」及「固定百

分之二之計算率，每年繳交」二種方式，且以「授權產品」之「年度銷

售淨額」為計算標準，及計算率有逐年調升之情事，惟經查我國專利法

對授權之權利金計算未有明文，且權利金之收取是否定當採遞增或遞減

                                                
202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7 年 8 月 5 日第 352 次委員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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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稱合理，實務上尚無定論： 

１、美商卡崔克公司來台授權伊始，就當年度 Board License 規定幾個授權

簽約期間，且簽約期間越後者授權金越高。按專利授權案件中，專利權

人往往需花費相當時間、人力等成本，蒐集疑有使用專利之各別廠商的

技術資料，俾為專利授權談判之基礎，爰美商卡崔克公司為節省專利授

權之蒐證過程所生之成本，以酌減專利授權金之方式，將成本節省回饋

予擬被授權人，應尚無未妥之處。另尚無事證顯示美商卡崔克公司以交

叉運用授權期間及權利金高低為手段，意圖阻絕擬被授權人對系爭專利

內容等資訊之瞭解，繼而使擬被授權人無法對專利有效性予以評估。 

２、「權利金計算之基礎包括不含專利部分產品之銷售金額」乙節，據工研

院之專利範圍鑑定報告指出，系爭專利涵蓋「電腦系統」產品，爰美商

卡崔克公司以整套電腦系統為權利金計算基礎，尚難稱不合理。至於「

被授權人年營業額之一定百分比」是否包括未含專利產品之銷售額 (如

被授權人除電腦系統產品外，尚有其他營業項目) ，按前揭二項權利金

計算基礎係權利人提供予擬被授權人選擇之原則性規定，其間尚無特殊

之限制規定，擬被授權人自得依其營業屬性選擇最有利之被授權方式，

如營業項目眾多之被授權人得選擇「整套電腦系統」之權利金計算方式

，尚無前揭檢舉事由所稱之疑慮。 

（三）以美國關稅法第 337 條作為談判籌碼 

按美國關稅法為美國之內國法，另對於未獲授權即擅自運用美商卡崔克

公司技術之我國廠商，在我國內及輸出至美商卡崔克公司具有專利之國

家時，該等廠商均為權利侵害人，美商卡崔克公司以此為談判籌碼，似

尚無明顯可議之處。 

 

肆、荷蘭商飛利浦 CD-R 產品專利技術授權案(一) 

一、事實概要 

本案係巨擘等國內廠商於 88 年間向公平會提出檢舉，荷蘭商飛利浦公司

、日本新力公司及太陽誘電公司分別擁有數項與可錄式光碟產品規格相關

之專利，渠等為便於向世界各國之可錄式光碟製造商進行專利授權，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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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授權方式，即先由日本新力公司及太陽誘電公司對飛利浦公司授權，

再由飛利浦公司整合各項專利權，整批授權予被授權人，顯係將排除各專

利權人間之競爭行為，涉有聯合行為。且飛利浦公司以定型化專利授權契

約，要求被授權人接受其合併授權之安排（集中授權），然系爭專利權原

可分開授權，而屬兩種以上可分之商品，且該等搭售行為並非確保商譽或

服務品質所必需，顯屬違法搭售行為。又飛利浦公司等專利權人所擁有之

技術具有壓倒性優勢，應屬獨占事業，而授權契約訂有「以淨銷售價格 3

％或日幣 10 元中之較高者」為權利金之給付標準，由於訂約時，可錄式

光碟市價約日幣三百餘元，故以淨銷售價格 3％或日幣 10 元計價，差距

不甚顯著，惟現今可錄式光碟市價大幅下跌，倘以日幣 10 元計算，則權

利金比例高達百分之二、三十以上，按系爭授權契約既屬整批授權，且各

專利權之有效期限不同，故授權金自應採逐步遞減方式，以反映不同專利

之不同有效期間，故飛利浦公司前揭行為應已該當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獨占事業不得「對商品價格，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末按，飛利

浦公司與可錄式光碟製造商進行專利授權談判磋商過程中，給予各家廠商

近兩百個專利，而未提出逐項之專利授權要約，且僅載明系爭專利於美國

和日本之專利號碼及名稱，完全未告知在其他國家是否有相對之專利，及

該等外國專利之有效期間，又未明確說明各別廠商之產品可能使用其那一

項專利，以及該專利之申請範圍為何，其以前述方法要求國內廠商簽約及

支付鉅額之權利金，應屬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

平行為。 

 

二、公平會見解 

（一）第一次處分203 

１、聯合行為 

公平會認為飛利浦等事業各自擁有之專利技術，均為 CD-R 光碟產品製

造所必須使用到，則對於擬被授權人（即需求者）而言，必須一一尋求

渠等三家事業的各別授權，始可製造完成 CD-R 產品，缺一不可。另若

從系爭授權專利技術市場看，被授權廠商各別在爭取專利擁有人之授權

                                                
203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0 公處字第 021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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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專利擁有人間倘以勾結方式，迫使被授權廠商無法獲得完整的授權

，或共同決定各自或所有授權專利技術之價格或其他條件，損害被授權

人選擇交易的機會，恐將影響該等授權專利技術之交易及供需的市場功

能。是以，授權專利技術擁有者所供應之專利技術，縱均為製造某種商

品所必要，主張該等專利技術具有互補性，仍無礙渠等事業繫屬同一產

銷階段，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認定。且渠等對於系爭 CD-R 可錄式光碟

專利技術「聯合授權」行為，明顯存有包括權利金協議等對於系爭 CD-

R 可錄式光碟專利技術「聯合授權」行為之合意，並承諾今後除了範圍

廣泛之交互授權合約外，不再就此等專利訂立任何授權合約，及「約定

權利金數額」等協議，係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已足影響生產、

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聯合行

為之禁制規定。 

２、獨占行為－價格濫用 

飛利浦等事業因在 CD-R 可錄式光碟授權專利技術市場，因聯合行為而

取得獨占地位，在全球 CD-R 市場規模遠超出預期的大幅成長及市場供

需已改變之情況下，仍繼續維持其授權金之計價方式（按以「淨銷售價

格 3％或日幣十圓中，以較高者為準」），使被授權人實際繳納權利金占

出廠價格之比例遠高於授權人所預估者，未能做有效之變更，以因應市

場需求，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有關獨占事業禁制行為之規定

。 

３、獨占行為－其他濫用行為 

飛利浦公司在系爭授權協議索取權利金談判過程中，憑恃於系爭 CD-R

可錄式光碟授權專利技術市場之優勢地位，挾日本新力及太陽誘電之名

，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專利詳實的內容、範圍或專利有效期限等

重要交易資訊，即逕行要求被授權人簽訂系爭授權合約及進行權利金之

追索；並在系爭專利技術授權協議中要求被授權人必須撤回系爭專利無

效之舉發，始得簽署系爭授權合約，飛利浦公司顯係憑恃其市場優勢地

位，迫使被授權人接受授權協議，對於系爭授權專利技術市場及產品市

場，已有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4 款之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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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處分 

惟全案經行政院訴願決定撤銷，並由公平會於二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

，撤銷原處分之理由概略如下：204 

１、原處分似無與現階段市場上其他類似儲存媒介產品之比較，足以支持其

推論 CD-R 光碟產品與其他光學儲存產品間，在目前市場供需、價格及

技術功能上，為唯一具市場地位之可錄一次型光碟產品，並以 CD-R 可

錄式光碟授權技術市場界定為特定市場之資料。 

２、飛利浦等訴稱曾提供被授權人單獨授權之要約及條件供被授權人選擇，

被授權人有選擇聯合授權一次取得三專利權人授權或單獨取得個別授權

之自由，渠等聯合授權雖對市場供需造成影響，至於約定權利金縱使過

高亦屬契約自由，為應訴諸民事法院之問題云云，所稱曾提供被授權人

單獨授權之要約及條件供其選擇，是否實情？若本案檢舉人等係自行選

擇以聯合授權方式支付權利金，是否仍屬公平交易法規範之範疇？ 

３、CD-R 技術之所有重要專利為飛利浦等三家廠商所擁有，全球任何 CD-

R 之製造、銷售均須取得該等廠商對於 CD-R 擁有技術之授權，取得其

一專利權人之專利尚無法製造 CD-R，則渠等間是否具有水平競爭關係

？ 

４、飛利浦公司、日本新力及太陽誘電分別罰鍰 800 萬元、400 萬元及 200

萬元之依據。 

     

嗣公平會重為第二次處分，所補強之論證如次：205 

１、從競爭產品及競爭技術考慮技術市場之範圍，CD-R、CD-RW、DVD

光碟片，以及 MD、DCC 存在實際應用區隔與技術區隔，渠等非屬同

類產品，替代性相對較低，故用以生產該產品之智慧財產或技術可單獨

界定為一特定市場。然而飛利浦等辯稱應以「資料儲存媒體」或「光儲

存媒體」或「可錄式光儲存媒體」作為界定特定市場的考慮，是對「產

品使用上之相互取代性」及「產品與其替代品之交叉需求彈性」顯有所

誤解。 
                                                
204 行政院 90 年 11 月 16 日台 90 訴字第 067266 號，90 年 14 月 36 日台 90 訴字第 059443 號

及台 90 訴字第 067401 號訴願決定書。 
205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091069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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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飛利浦公司等雖曾對外宣稱，國內 CD-R 生產廠商可有單獨授權要約之

選擇，惟據相關業者回應飛利浦公司以全球採標準合約，不為個別廠商

更動，並一再主張簽單獨授權合約較聯合授權合約昂貴，根本無須考慮

，故其根本未備有單獨授權合約供被授權人選擇，已刻意排除單獨授權

之可能。 

３、飛利浦等對於系爭 CD-R 可錄式光碟專利技術，以「聯合授權」方式對

國內廠商進行授權行為，渠等各自擁有系爭 CD-R 可錄式光碟相關專利

，就有關 CD-R 之專利技術市場而言，係屬在同一產銷階段之事業。被

處分人等各自擁有之專利技術，均為 CD-R 光碟產品製造所必須使用到

，則對於擬被授權人（即需求者）而言，必須一一尋求渠等三家事業的

各別授權，始可製造完成 CD-R 產品，缺一不可。被處分人目前所提供

之專利技術縱使因共同制定規格而不具替代性，然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同

為 CD-R 之技術提供者及製造者，對於其他被處分人所擁有之專利技術

，仍然可以透過迴避專利範圍之方式，研發具有類似功能之替代性技術

，與其他被處分人就 CD-R 技術授權進行競爭。是以，專利權人所擁有

之專利，縱均為製造某種商品所必要，主張該等專利具有互補性，仍無

礙渠等事業繫屬同一產銷階段，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認定。聯合授權（

Patent pool）可非難之處不在其本身，而是當事人藉由聯合授權限制價

格、劃分市場或限制自由發展項目，而影響市場競爭機能的發揮，被處

分人等擁有之專利權國家並不相同，如檢舉人所稱，日本新力在我國及

歐洲並未擁有製造 CD-R 光碟片之必要專利，渠等聯合授權行為已造成

其不當擴充其專利版圖，並排除其他競爭者的加入，有違公平法之聯合

行為禁制規定。 

４、飛利浦公司為本案聯合授權合約之原創者及授權窗口，亦為橘皮書之總

其成者；日本新力為太陽誘電之 CD-R 專利權複代理人，代理該公司處

理相關專利授權事宜，故該二公司對本案應負較大責任，而分別課處不

同額度之罰鍰。 

 

三、高等行政法院206 
                                                
206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飛利浦)、92 年度訴字第 0113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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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案上訴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有關飛利浦等 3 家事業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及第 4 款規定部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予以維持；

至於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規定部分，判決認為本案公平會界定之市

場範圍係「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而依公平會定義之「 CD-R 」既

指符合飛利浦公司與新力公司共同制定之「橘皮書」標準規格所製造生

產之光碟產品，則所稱「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其市場範圍應指符

合「橘皮書」標準規格之技術市場，需同時使用飛利浦公司、新力公司

、太陽誘電公司等 3 家公司所擁有專利之技術市場，缺一不可，因此

，原告等 3 家公司所擁有符合「橘皮書」標準規格之專利技術，乃具

有互補性，渠等於公平會所界定之「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所提供

之專利技術，不具替代可能性，自不存在有競爭關係，不符聯合行為主

體要件，故本案原處分認事用法誠有違誤，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最高行政法院亦維持原判，207公平會提起再審之訴，尚在最高行政法院

審理中。 

 

五、本文意見 

（一）標準制定與專利聯盟之違法性 

          雖然公平會在本案處分書理由中，謂飛利浦等公司「制定規格書

本身並無可非難之處」，而綜觀處分要旨，似亦未將事業訂定 CD-R

規格「橘皮書」作為處分標的。然觀諸處分理由卻有論述本案標準制

定之可非難性，因而招致批評。208事實上，本件案關事實與標準制定

下的專利聯盟授權行為密切相關，而主要爭點「是否有水平競爭關係

」存在、是否為足以影響市場競爭秩序之聯合行為，亦須釐清技術標

準制定與標準形成後透過專利聯盟授權之過程，進一步論析標準制定

或專利聯盟之違法性。 

                                                                                                                                       
新力公司)、92 年度訴字第 01214 號判決(太陽誘電公司)。 
207 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00553 號判決(飛利浦)、96 年度判字第 00554 號判決(新力)， 
96 年度判字第 00555 號判決(太陽誘電)。 
208 黃銘傑，專利集管（patent pool）與公平交易法-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飛利浦等三家

事業技術授權行為之二次處分案，月旦法學雜誌，第 87 期，200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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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標準制定行為 

    透過標準的制定與形成，擴大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不管實體

或虛擬的（例如傳真機、數據機、電子郵件、網際網路等）網路都可

以連結的更加順暢。同時，可以增加產品或技術上的相容性，而對於

正在發展新技術的業者而言，標準化攸關產品的成敗，如果可以將新

技術順利形成標準的話，將有助於開拓新的市場。同時透過技術標準

化，業者可以節省不必要的營運成本，更進一步投入於產品研發，兼

有促進創新之效用。至於競爭事業共同研發產業標準所需的核心技術

，或是共同研發新產品而為其產品規格制定技術標準，基於制定標準

行為有助於產品相容性，及提升消費者便利性，並不當然認定妨礙競

爭，除非從事下述行為：209 

Ａ、限制產品（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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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限制替代性技術標準之發展，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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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無正當理由擴張技術標準的適用範圍，非出於產品相容性之考量，而

是為了限制新產品的研發；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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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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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言之，單純研發或制定技術標準之行為，並不會特別受到競爭

法的檢視。因為除了可能存在的潛在研發能力與技術外，事業所制定

的產業標準，尚須接受市場檢驗，能否成功尚須仰賴諸如創新能力、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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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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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第 2 點。Available at: http://www.jftc.go.jp/pressrelease/05.june/05062902tenp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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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能力、互補產品之優勢、搶占先機、商譽與品牌知名度等因素配

合，不必然具有壟斷或控制市場的力量。單純研發活動而尚未涉及將

來產品量化生產及市場行銷之協議，或尚不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

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並未合致聯合行為之要件。而當從事標準

制訂之參與者，係藉此機會從事限制彼此競爭，或排除他人參與競爭

，而足以影響特定市場之競爭秩序時，才有可能被認為違法。210 

 

另外，在標準制定過程中，可能產生限制競爭疑慮的行為是關於

掠奪標準（capture of standard）。一旦技術標準通過市場的檢驗，成

為事實上標準（de facto standard），贏者全拿（winner-take-all）的結

果，掌握技術標準必須使用到重要智慧財產權（尤其是專利權）的權

利人，將能獲得最大利益。例如 Qualcomm 公司，深耕 CDMA 標準

的主要專利，僅在美國就獲得超過 5700 件專利，而全球專利件數更

高達 35000 件以上，並且與 140 家以上電信業者簽訂授權契約，依據

其跟 Nokia 所簽署的專利授權協定，每年收到超過 5 億元的權利金。

211因此，若發生標準掠奪，即指事業在標準制定過程中消極不揭露自

身握有相關專利之資訊，嗣標準制定公布後，便開始向使用標準之人

收取權利金或提起專利侵權訴訟，對於整體產業與消費者都可能造成

十分不利的影響。如 Rambus 公司因為於標準組織 JEDEC 制定標準

過程中隱匿其專利申請，被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判定違反競

爭法。212 

２、專利聯盟之集中授權行為 

   按標準制定與專利聯盟（patent pool）越來越不可分，專利聯盟通常是

為了生產標準化產品的授權活動而出現，213通常由標準制定參與人共同

                                                
210 如 Allied Tube & Conduit Corp. v. Indian Head, 486 U.S. 492(1988) 乙案，鐵製導管業者為了

防止塑膠導管進入市場，利用標準組織的標準制定程序，以投票的優勢限制建築物所能採用

的導管只能為鐵製，因而有效的排除新的標準與產品。本案最後經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違

反反托拉斯法。轉引自馮震宇，標準掠奪與相關法律探討，全國律師，2007 年 1 月，頁 5，

附註 1。 
211 參見馮震宇，IP 戰爭新模式－投機型授權的發展與問題分析，全國律師，2008 年 1 月，

頁 13。 
212 詳參本文第三章第一節。 
213 See U.S. AT/IPR Report，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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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個獨立的組織，或者推派其中一事業對外統一負責涉及標準之專

利授權事宜，例如 MPEG-2 技術標準的專利聯盟專門的智慧財產公司

MPEG-LA 公司負責經營，而 DVD 技術標準下的 6C 專利聯盟則是由

專利權人之一的東芝公司負責。214而不同的專利聯盟亦有可能支持相互

競爭的標準。針對產業標準中必要性專利（essential patents）權利金的

計收與分配，透過專利聯盟亦是最有效率的方法。215專利聯盟亦可解決

專利叢林中套牢（hold up）216問題，且有助於整合互補性技術、降低

交易成本、清除封鎖專利的阻礙、避免高額的侵權訴訟，217美、歐、日

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均肯認專利聯盟具有上述正面促進競爭之效果。218然

而，事業若透過專利聯盟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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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限制競爭疑慮。尤其當聯盟專利是屬

於替代性專利時，較會產生價格僵固等高度限制競爭疑慮，因為被授權

人無法享受技術競爭帶來的價格利益。可能引發競爭考量的層面，尚包

括：專利聯盟的專利是否必要且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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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盟參與者會否取得具有競爭上敏感性、專門性的資訊等。惟美國競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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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３、因此，觀諸飛利浦案處分理由，雖未明確就 CD-R「橘皮書」標準制定

                                                
214 詳參本文第三章第一節。 
215 James J.Kulbaski, Comments on Patent Pools and Standards for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earings Regarding Competition & Intellectual Property,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opp/intellect/020417jamesjkulbaski.pdf 
216 「套牢」這一概念發韌於 1970 年代，並已經在經濟分析中獲得廣泛接受，成為由

Grossman、Hart、Moore 等學者建立著名的現代產權學派以及不完全契約理論的基礎，也成

為契約與組織結構的基礎決定因素。其主要思想為，如果一項交易活動，需要一方投資，而

一旦投資就不能回收，形成沉沒成本，而有關交易的價格條款卻不能事先確定，只能事後確

定，那麼就存在著這種問題。這是因為在先期投資者已經投入的情況下，後者會借機剝削前

者的利益，就會演變成一種套牢行為，或中文所說敲竹槓的情形。也就是說，套牢問題之所

以發生，乃存在於兩個必備的因素，第一、未來交易當事人一方必須在交易行為發生前就進

行非契約約定的投資；第二、交易的實際型態（例如交易的數量、品質與交貨時間）不能事

前確定。轉引自馮震宇，前揭註 211，頁 10，註 1。 
217 See R. Hewitt Pate, Antitrus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before 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ssociation 2003 Mid-Winter Institute Marco Island, Florida, January 24,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speeches/200701.htm 
218 詳參本文第三章。 
219 See U.S. AT/IPR Report，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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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加以非難，然「本案被處分人等在發展系爭產品技術之初，即存在

各自研究、生產、相互競爭的狀態…」「被處分人等擁有系爭技術，係

屬同一產銷階段之事業，其間具水平競爭關係實無庸置疑，惟因飛利浦

公司及日本新力共同制定橘皮書，三家公司並簽立『可錄式光磁碟片標

準授權合約』，始限制該三家公司各自發展系爭產品技術規格。」「故該

三家公司原本可以各自發展其相關技術，自成一系統，後因制定橘皮書

，復施行聯合授權，致使渠等不再從事市場競爭，被處分人等乃係透過

人為協議，消除其間技術重疊之競爭外觀，然其實質上仍然具有水平競

爭關係，無庸置疑。」等論述，似又認為飛利浦等三家公司相互限制研

發能力，導致現行 CD-R 標準規格出現。若系爭標準制定階段已有排除

競爭，具有限制競爭疑慮，則是否有分工研發之聯合行為、或系爭聯盟

技術外觀上為互補性技術，實質上是排除替代性技術，220藉由限制彼此

技術競爭以形成技術標準等情事，其實公平會已有提到「日本新力及飛

利浦公司擁有具有相同系統功能目的之替代性專利（我國專利之 46554

號及第 29646 號），而當事人所合意之規格書係採用飛利浦公司之技術

為規格專利，日本新力所發明之專利則成為非規格專利之情形」，惜未

就此深入論究及充分舉證。 

 

而「橘皮書的制定，非但並沒有改變渠等之水平競爭關係，反而限

制了其他廠商制定其他規格（因目前市面上所廣泛使用者為橘皮書所設

之規格），或排除符合同樣規格但不同專利技術進入市場之機會，並進

而影響消費者利益，故此種人為限制並非一定產生技術之不可替代性，

反而排除其他潛在競爭者的加入。」之論點，似又與前述公平會對於標

準制定採取中立之立場有所扞格。按單純制定技術標準尚無當然違法之

疑慮，若該標準進而形成事實上標準，適足顯示通過市場檢驗之成果，

除非另有積極事證顯示涉案事業有排除其他技術標準或替代性技術進入

市場之情事，否則，尚難逕依該技術標準因為取得市場地位，而認有違

法。 

                                                
220 參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00908 號判決(飛利浦)，參加人所呈吳秀明教授意

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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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標準形成後，透過專利聯盟進行集中授權，對於避免累積權利

金及授權便利性，均有正面效益，已如前述。除非專利聯盟以替代性技

術組成，或禁止授權人個別授權，較易產生限制競爭疑慮。故處分書謂

「聯合授權（patent pool）可非難之處不在其本身，而是當事人藉由聯

合授權限制價格、劃分市場或限制自由發展項目，而影響市場競爭機能

的發揮…」洵屬確當。至於專利聯盟若全由互補性專利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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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權利金亦較個別磋商授權所累積的

權利金較低，較不會產生限制競爭疑慮。是以，區分聯盟技術為互補性

或替代性技術，涉案事業是否具有水平競爭關係，為本案處分之核心。 

 

公平會對於系爭專利究屬互補或替代性，論點上似未見一致。雖「

依工研院光電所之建議，就技術實施之角度而言，被授權人依據規格要

求來產製產品之行為，只須向授權人間爭取其中一項專利授權即可。」

似認為被授權人不須取得三家涉案事業之集中授權，亦能夠產製系爭產

品。若能強化替代性專利之證據，適足以證明聯合行為之非難性，但公

平會第二次處分認為「系爭事業處於同一產銷階段且有同處於 CD-R 技

術市場上，因此飛利浦等三家事業所擁有之專利技術縱令有互補關係，

亦不妨礙渠等仍可各自以較有利之條件，爭取交易機會。」「被處分人

目前所提供之專利技術縱使因共同制定規格而不具替代性，然被處分人

同為 CD-R 之技術提供者及製造者，對於其他被處分人所擁有之專利技

術，仍然可以透過迴避專利範圍之方式，研發具有類似功能之替代性技

術，與其他被處分人就 CD-R 技術授權進行競爭。是以，專利權人所擁

有之專利，縱均為製造某種商品所必要，主張該等專利具有互補性，仍

無礙渠等事業繫屬同一產銷階段，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認定。」按，若

專利權人所擁有專利係屬於互補性專利，甚難因為渠等未去研發替代專

利或技術即認為違法，而強調彼此具有競爭關係之論證又嫌不足。承前

述，若發現在技術標準制訂過程中，已有排除競爭情事，應就此加以論

究與舉證，則所謂集中授權可謂是遂行限制競爭合意之具體作為。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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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標準形成後，僅論究專利聯盟整合互補性專利進行集中授權之行為

，似未盡周延，而有處分論點失焦之憾。 

 

（二）聯合後獨占 

         學理上，複數事業透過聯合行為獲得控制地位，並利用該優勢地

位為濫用行為，故屬獨占事業經濟力之濫用，亦不排除其為惡性聯合

行為之處罰221。或因為論理一貫，飛利浦案認定系爭事業從事聯合行

為進行集中授權後，因聯合行為所取得之獨占控制地位又有濫用情事

，故分別論處以違反聯合行為禁制規定與獨占濫用規定。因飛利浦案

經行政法院判決認定並未合致聯合行為之構成要件，論者有謂，倘獨

占力量係以聯合行為而得之，是為獨占形成之前提，若否認其括聯各

事業經濟力連結之網絡，則如何得出市場控制地位之結果。222從另個

角度思考，倘前階段聯合行為成立，經處分命渠等改正該違法行為，

而後階段利用該優勢地位所為之行為（例如獨占定價），縱經競爭法

主管機關查未達濫用程度，該獨占定價行為亦無法持續維持，因前階

段聯合行為所形成的控制地位，必須加以破除。故此時再論以獨占行

為似無太大實益，或可認為所謂獨占濫用行為已被前階段行為（聯合

行為）之不法性所吸收，僅論聯合行為已足。至於，聯合行為倘經申

請例外許可，取得合法控制地位後，倘有濫用市場地位情事，此時論

以獨占地位之違法，似較不會產生上述疑問。223且公平會以往實務，

亦未就聯合行為成立後，事業再為統一訂價或統一交易條件等行為，

再論以獨占濫用地位。且細繹判決內容，似未採公平會處分書所認定

「透過聯合授權方式取得獨占地位」之見解，而逕從市場結構及排除

競爭能力判斷，認為該等事業在「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因為掌握

主要專利技術，而該規格技術於特定市場又處於無競爭狀態，認定構

成獨占事業。縱使前階段行為並未合致聯合行為構成要件，亦不影響

                                                
221 何之邁，公平交易法專論，1993 年 10 月，411 頁以下。 
222 何之邁、陳怡君，荷蘭皇家飛利浦光碟案判決評析－以公平交易法對於「獨占」之規範為

中心，月旦民商法雜誌，95 年 3 月第 11 期，頁 97。 
223 公平會的事業聯合許可決定書中，許可內容多有附加「申請人等不得利用本許可而取得之

市場地位，為不正當之限制他事業活動之行為，或有礙他事業之公平競爭，及其他濫用市場

地位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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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階段行為適法性論斷。 

 

（三）權利金爭議 

            有關權利金爭議問題，一方面是授權雙方最常發生爭議的事項，

也是競爭法主管機關最為難解的問題之一。尤其關於專利聯盟權利金

爭議問題，雖然相關討論並未停歇，有主張競爭法主管機關應定期審

視權利金費率，依據下游之售價設定一個合理的權利金比率，或設定

上限以確保權利金合理性。亦有論述主張，在專利聯盟內部因為交互

授權結果，彼此所收取的權利金，較對外授權時所收取為低，將可能

限制下游市場之競爭。但是，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目前仍對於權利金

爭議持保留態度，通常不會介入評估專利聯盟權利金合理性（

reasonable）與否之問題，224較為關注聯盟的組成架構及聯盟成員間

的協議是否會造成相關市場之價格或產出受到限制。225至於歐盟及日

本法例則視權利金之設定方式是否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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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均不會違法，除非是以該技術實施無關

之基準來核計權利金時，倘其他無正當理由，較可能有妨礙競爭之疑

慮。226 

             

飛利浦案中，公平會認定涉案事業於 CD-R 光碟片產品技術市場

處於獨占地位，而獨占事業倘有獲取超額利潤，對於價格為不當之決

定、維持或變更者，係屬於獨占濫用行為。處分理由強調「在全球

CD-R 市場規模遠超出預期的大幅成長之市場顯著情事變更情況下，

仍不予被授權人談判之機會，及繼續維持其原授權金之計價方式，未

能做有效之變更，以因應市場需求」，係屬於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

之行為。公平會並強調，有關權利金之計算，基於尊重市場價格競爭

                                                
224 See R. Hewitt Pate, Assistant Attorney Gen., U.S. Dep’t of Justice, Competi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U.S.: Licensing Freedom and the Limits of Antitrust, Address Before the 2005 EU 
Competition Workshop 9 (June 3,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speeches/209359.pdf (“Bringing a complaint to the Antitrust 
Division about ‘excessive’ royalties, without more, is a losing strategy.”). 
225 See U.S. AT/IPR Report chapter 3,p82. 
226 參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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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公平會並不會介入，227故處分重點應是在於權利人未重開啟談

判之門。然而，依據處分理由分析，公平會進一步認為因為整體市場

變化超出預期，CD-R 出貨量大增，而 CD-R 光碟片價格大幅下跌的

情況下，「其權利金金額倘仍「維持」每片 10 日圓計算，如以目前平

均出廠價格每片美金 0.5 元（折算約 56 日圓）為準，將達到出廠價

格的 17.8%，遠超過被授權人可以負擔的範圍，而被授權人履次向被

處分人等反映亦均未能獲得善意回應，使授權金金額無法做即時有效

之變更並反映正常之市場需求。」雖然當事人係依約按銷售價格之一

定比例計算權利金，且行之有年，則公平會之處分除對權利人未重起

談判之門外，似乎隱含在某些情況下「權利金達到出廠價格 17.8%」

、「權利金無法反映市場需求」時，亦有違法之虞，可謂對於價格機

能已有某種程度之介入，是否妥適，鑒於後續行政法院判決亦支持公

平會對於飛利浦案權利金之認定，公平會未來執法立場仍值得關注。 

 

伍、荷蘭商飛利浦 CD-R 產品專利技術授權案(二) 

一、事實概要 

本案係巨擘及達緻等國內廠商再於 90 年間向公平會提出檢舉，飛利浦公

司於 90 年 3 月間推出新的 CD-R 專利技術授權合約，單一授權 CD-R 專

利技術予被授權人，惟其授權行為包括權利金訂定、回饋授權、及要求提

供製造設備清冊及書面銷售報告等授權限制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 

 

二、公平會見解-處分228 

（一）市場界定 

  飛利浦就其所有之專利單獨授權，而被授權人倘欲產製 CD-R，仍須向

飛利浦公司外之其他廠商取得授權，且相關廠商為取得授權，業已紛向

其餘授權人洽談權利金事宜，故飛利浦並無排除該特定市場競爭之力量

                                                
227 於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審理 CD-R 專利強制授權案過程中，公平會之函覆意見。 
228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095045 號處分書。目前檢舉雙方均就本件處分起訴至台

北高等行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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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非公平交易法所稱之獨占事業。 

（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飛利浦公司要求被授權人應提供「製造設備清冊」及「書面銷售報告」

之行為：按「製造設備清冊」該等訊息涉及被授權人公司經營成本等與

市場競爭有關之重要資訊，亦難達成飛利浦公司所主張出於防止不遵守

契約之廠商利用成立不同公司主體之方式，逃避給付權利金義務之目的

。又「書面銷售報告」要求載明個別購買者之身份、購買數量及所使用

之商標等資料，涉及被授權人公司之客戶名單及個別客戶交易量等與市

場競爭有關之重要資訊，且與權利金總數額之計算並無密切相關，亦尚

難認定出於確保權利金收取之合理商業目的。故前開行為，均尚難逕認

屬確保權利金收取之合理商業目的，且有濫用其於專利授權締約過程之

相對優勢地位，對被授權人等有造成不公平競爭之虞，為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定。 

（三）關於訂定權利金之行為並未違法 

  公平會認為，專利權人於決定權利金數額時，實應考量最終產品市場價

格及隨時間經過所衍生專利本身價值之變化，並衡酌被授權人在實現專

利價值過程中之協力，合理地決定權利金額度。惟專利之授權金難有一

定之認定標準，專利授權人欲以產品售價之一定比例收取權利金或收取

定額權利金，倘非基於聯合行為或獨占事業不當決定，競爭法主管機關

尚不宜過度介入。雖然檢舉人所認定之「一般業界水準」之授權金，係

以產品售價之 1％至 2％間計算，然高科技產業之產品類型眾多，其所

需專利之數目及重要性各不相同，且個別專利研發活動之投入成本及回

收投資之速度亦不盡相同，再者最終產品售價亦常隨市場供需狀況而變

動，故授權金占最終產品售價之比例應如何為宜，尚難以比例數字作機

械式的比較，從而尚難以授權金占最終產品售價之比例逕認專利權人有

獲取巨額利潤之情事。 

（四）關於要求回饋授權之行為並未違法 

  查本案回饋授權之約定係屬非專屬性且有償，其標的限於被授權人簽約

當時或未來，於授權技術上擁有或取得授權權利之相關專利，且「於授

權契約有效期間內」已向任一國家「提出專利申請」，並為製造、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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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其他形式處分授權產品(即符合授權產品定義之改良品)所需使用之

「必要專利」。衡酌該回饋授權對 CD-R 技術市場應可達技術互相交流

並避免專利相互箝制之效果，且對被授權人創新意願之影響效果尚不顯

著，應可認該回饋授權之正面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故應無違反

公平交易法。 

 

 

第三節 小結 

經整理我國現行技術授權規範及實務面，尚有幾點值得關注並檢討之處： 

 

壹、法規範面 

一、關於適用範圍 

現行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僅適用於專門技術（know-how）、發明專利、新型

專利，以及外國專利所為之授權協議對於我國市場產生限制競爭者得準用

外，解釋上應不包括新式樣專利、申請中專利以及其他智慧財產權，諸如

著作權、商標權、植物種苗授權等。然於技術授權實務觀點，授權標的可

能同時包括其他智慧財產權標的，如何切割適用實有疑問。229且參諸外國

法例，歐盟及日本新修正技術授權原則均擴大適用範圍，230故我國技術授

權處理原則宜檢討有無擴大適用必要。 

 

二、關於界定安全區 

參考美國、歐盟及日本立法，均訂有「安全區」，如產品市場占有率不超

過 20%，或有 4 家以上替代性技術或從事研發廠商等，即可免於競爭法

主管機關之審查。除可供事業進行授權行為時判斷有無違法之依據，亦可

節省行政資源，對於交易安定與確定性，應有貢獻。231故我國技術授權處

                                                
229 參閱李素華，專利及專門技術授權與公平法規範－研析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理原則，

智慧財產權月刊，90 年 7 月，頁 27-31。 
230 參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三節。 
231 參閱王偉霖、張俊宏，競爭法規範對技術授權之限制－以美國及台灣法律為中心，法令月

刊第 58 卷第 12 期，頁 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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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原則可檢討採取訂定安全區規範模式之可行性。 

 

三、構成違法事項與可能違法事項區分不明顯 

雖然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參照外國法例，區分「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事

項」及「可能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亦即區分授權約款屬當然違法

或合理原則適用之類型。所謂當然違法係指行為該當，將直接認定違法，

而不需再評價行為內容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惟實質上「構成違反公平交

易法事項」仍需審視「是否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等要件，則

與當然違法精神並不相同，立法技術上不無疑義。232 

 

四、關於標準制定與專利聯盟 

現行技術授權原則，並未針對標準制定與專利聯盟可能對於市場競爭之影

響加以明訂。然而從產業標準的形成、確定，到專利聯盟授權條件或權利

金的決定，通常都須經過處於同一產銷階段的競爭廠商協力完成，是否構

成聯合行為，評斷標準為何，在目前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中並未有較為

明確的規範，似有必要考量詳細規範產業標準的制定與發展、專利聯盟組

成專利的決定、授權條件審查等問題，俾提供產業界遵循參考。233 

 

貳、產業實務面 

一、授權型態轉變 

從案例中不難發現，我國廠商均處於被授權人地位，較早的英代爾案、

RCA 案與卡崔克案，均屬單一授權人與被授權人間授權爭議。在部分爭

點仍無法確定，而授權當事人雙方能取得共識情形下，基於公共利益考量

，公平會選擇透過行政和解方式處理。不過，行政和解方案並非全盤接受

授權人所提出，或授權雙方所妥協出的方案內容，公平會仍須逐項審視是

否符合權利正當行使、有無妨礙市場競爭，以及國際規範慣例等。而至飛

                                                
232 參閱李素華，前揭註 229；王偉霖、張俊宏，前揭註 231。 
233 參閱范曉玲，獨占與兼容：產業標準與專利池之反壟斷審查－從飛利浦案所涉聯合行為談

起，萬國法律第 145 期，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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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浦案，除單一授權人與被授權人之授權條件爭議外，公平會必須面對專

利聯盟集中授權的發展趨勢，授權型態越來越複雜。此種轉變亦呈現在歐

盟的評估報告，234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也意識到競爭者間的合作，在智慧

財產領域亦會產生一定程度之影響，尤其一個產品或製程通常需要多項專

利或技術共同組成，而共同集中授權被認為是最有效率的方式。公平會現

行技術授權處利原則對此部分未有太多琢墨，或可在未來修法研議規範。 

 

二、權利金問題 

權利金的談判，一直以來是授權雙方最在意的問題，是否有價格歧視問題

、是否收取過高權利金等。英代爾案，權利人係以發動侵權指控或訴訟，

作為追索權利金之手段；卡崔克案及飛利浦案均針對權利金之計算基礎是

否有濫用權利情事，主張公平會應介入審查。原則上，公平會係尊重市場

價格機制，故當權利人提出合理化事由，證明權利金收取之依據，如卡崔

克案，縱權利人依照「被授權人年營業額之一定百分比」核計權利金，其

中可能涵蓋未含專利產品之銷售額，而有不當行使權利之虞，公平會認為

若有提供其他授權方式加以選擇，即屬合理。而於飛利浦案，公平會則較

為大膽去論析，當權利人在市場上居於獨占地位時，權利金之計算基礎亦

可能因為情事變更而須受到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審查。另有學者論述，此時

可從關鍵設施理論（essential facility doctrine）作為規制權利金濫用行為

之基礎。235 

 

三、智慧財產權爭訟的本質 

我國高科技產業尚高度仰賴技術輸入，透過技術授權契約以取得先進技術

從事製造及研發，是我國產業技術水準提昇之重要管道。而為衡平處於弱

勢之被授權人的締約地位，競爭法亦須適當介入，調和可能對於市場競爭

產生負面影響的智慧財產權濫用行為。我國公平會執法已 16 年，與技術

授權有關的案件並不多見，但是，每件個案都與特定產業發展密不可分，

涉及專利技術、域外市場，動輒牽涉上百億的權利金，更遑論可能對商業

                                                
234 本文第三章第二節。 
235 參黃銘傑，前揭註 208，頁 136-139。劉孔中，公平法與智慧財產權法的衝突與調和，月

旦法學雜誌，第 104 期，2004 年 1 月，頁 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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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籌碼、商譽、以及後續可能衍生國內外的智慧財產權爭訟之影響。236

授權人或以美國關稅法第 337 條威脅作為談判籌碼，但同樣地被授權人以

提起反托拉斯訴訟以資抗衡，訴訟儼然成為商業競爭之一環。因此，公平

會的執法立場與手段不可不慎。        

                                                
236 公平會對於飛利浦等公司進行處分後(本節第 4 案)，當事人雙方對於系爭專利權利金費率

仍無法達成協議。因系爭(91 年)時 CD-R 光碟片全球產量 70.92 億片，國內產量 55.57 億片，

92 年全球產量 78.22 億片，國內產量 62.35 億片，我國產品在全球市場之占有率高達八成左右

，居世界第一位，是系爭產品專利之授權爭議，攸關國內相關廠商生存發展至鉅。國碩公司

爰於 91 年 7 月 30 日依據修正前專利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主張 CD-R 光碟片市場價額已大

幅滑落情形下，無法認同荷商飛利浦公司仍堅持每片 CD-R 收取 6 美分(相當於每片光碟片售

價之 40%)權利金，雙方經過 1 年以上多次談判仍未獲決議，合致「曾以合理之商業條件在相

當期間內仍不能協議授權」之要件，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並於 93 年 7 月 26 日獲准得據

以實施荷商飛利浦公司所擁有 CD-R 光碟片產品 5 項相關專利(但以供應國內市場需要為限)。
荷商飛利浦公司不服，循行政爭訟途徑，全案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7 年 3 月 13 日以 95 年度

訴字第 2783 號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決定不上訴。 
復因我國進一步准予被授權人強制授權之申請，剝奪荷商飛利浦公司之專利權能，該公司爰

訴求透過 WTO 爭端解決機制處理。歐盟於 96 年 5 月間派員至我國就相關程序及法規之內容

進行瞭解，97 年 1 月公告調查報告，主要係針對我國專利法中特許實施相關規範是否與

TRIPS 規定相符，以及於該個案中就相關要件之認定未能確實反應市場實際狀況等情事，提

出質疑，並要求我國在二個月內採取積極的行動，修改專利法及撤銷特許實施處分，否則將

建請歐盟執委會全體委員會決議訴諸 WTO 爭端解決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