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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檢討 

第一節 規範架構 

本章係參酌各國競爭法對於技術授權行為之規範（本文第三章），以及我

國公平會執法實務現況（本文第四章），對於我國現行技術授權處理原則

，分就規範架構及規範內容提出具體建議如下： 

壹、建立安全區（safe zone） 

一、各國執法經驗 

歐盟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與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均新修

訂以市場占有率劃定安全區。依據歐盟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第 3 條規定

，當授權協議存在競爭者間，除訂有惡性競爭條款外，授權事業在特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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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歐盟此次修正強調基於經濟分析觀點（

economics-based approach），規範重點在於進行授權協議事業之市場力量

及界定無法享有豁免利益的惡性競爭條款；同時對於非競爭者間與競爭者

間協議予以寬嚴不同之對待。安全區門檻之設定標準。非競爭事業的

30%門檻係參採 「2790/1999 號垂直協議集體豁免規則」，競爭事業的

20%豁免門檻係參採「2658/2000 號專業化協議集體豁免規則」。至於修正

後的「2659/2000 號研發協議集體豁免規則」同樣刪除白色及灰色條款，

以市場占有率 25%作為門檻標準。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亦增訂，當事人於產品市場占有率合計

未超過 20%者，原則上認定該技術授權行為對於競爭減損效果應屬輕微

。惟若對於銷售價格、數量、區域或銷售對象之限制情形，附加限制研發

                                                
237 2004 年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 Artic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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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或改良技術專屬授權時，則不適用之。若無從計算產品市場占有率或

不宜利用產品市場占有率來評估對於技術市場競爭影響程度時，執行準則

規定倘尚有其他 4 個以上替代技術時，因此得以避免系爭技術授權限制行

為造成其他事業經營之困難，得認定對於競爭減損效果輕微。238 

 

日本前揭規定，應是參考美國 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行為指導原則而

來。239按除非有特殊情況，美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將不會對下述授權行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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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估授權限制對於技術市場及創新市

場之影響時，若有 4 個以上替代技術或創新研發活動替代者時，亦屬於安

全區範圍。240 

 

    安全區之立法設計，在於提供一個較為明確的執法標準，俾供事業得

以評估自身行為的適法性，對於執法機關而言亦可適度降低執法成本。而

超出安全區，不必然代表違法，事實上，多數不在安全區範圍內之技術授

權行為，仍是合法並具有促進競爭效果。241競爭法主管機關將進一步審視

系爭行為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程度，包括授權當事人的競爭關係、授權協

議對於促進技術擴散與創新誘因之影響及協議授權時間長短等因素。 

 

二、我國法制現況 

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技術授權行為，有無必要界定一個執法安全區，

殊值得探討。現行規定中，公平會訂定類似安全區，並以市場占有率作為

指標者，如結合案件申報門檻及「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國內個體加

油站業者申請聯合購油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加油站聯合購油處理原

                                                
238 日本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第 2 章第 5 點。 
239 See U.S. IP Guidelines § 4.3. 
240 雖然歐盟 2004 年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未將 4 家以上替代技術(技術門檻)明文納入安全區

的評估項目內，惟在指導原則中，對於落在集體豁免範圍外之行為(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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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市場競爭影響程度評估時，當市場占有率資料不可

得或不適當時，若市場上有 4 個以上獨立替代技術時，歐盟認為此時不太可能違反歐體條約

第 81 條規定，換言之，對於市場競爭影響程度尚屬輕微。See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131 
241 See U.S. IP Guidelines §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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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事業結合時，倘市

場占有率因而達到三分之一或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市場占有率已達四分之一

，另，或超過公告銷售金額門檻者，242始須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報。換言

之，對於市場力量未達一定程度之結合案件，參與結合事業並無申報義務

，競爭法主管機關並不會介入審理，某種程度上亦可認為透過市場占有率

門檻進行初步篩選，產生類似豁免之效果。然結合管制係為防制事業形成

壟斷或控制地位，我國法並透過「事前監督」制度，加以規範，尚與技術

授權行為可能合致聯合行為或其他限制競爭行為之構成要件，主管機關係

於事後予以監督之規範模式有異。 

 

而依據「加油站聯合購油處理原則」，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個體

加油站（非屬任何連鎖加盟體系）欲進行聯合購油時，個體加油站站數「

市占率在 5%以上」之聯合購油案件，須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

第 7 款規定向公平會申請聯合行為例外許可。243若市場占有率合計在 5%

以下之聯合購油案件，依據同原則第 8 點規定，宜事先函知公平會，由公

平會審查是否涉有同法第 7 條第 2 項「為足以影響特定區域市場功能」之

聯合行為禁制規定。從前開規定似可推論，公平會對於市場占有率未達

5%之聯合購油行為，原則上認定尚不足以影響特定市場功能，而排除於

聯合行為之規範，是謂相當明確之指標。然「市場占有率 5%」之門檻，

是否僅針對個體加油站之市場結構而有特殊考量，或普遍為公平會對於聯

合行為是否足以影響特定市場功能之認定指標之一，尚未可知。 

 

                                                
242 事業結合應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之銷售金額標準，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1
年 2 月 25 日公企字第 0910001699 號函：「一、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報：(一) 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非金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

金額超過新台幣一百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台幣十億

元者。(二)參與結合之事業為金融機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台幣二百億元

，且與其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台幣十億元者。二、金融控股公司

或其他控股公司之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之認定，應以併計其全部具控制性持股之子公司之

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核認。金融控股公司或其他控股公司或其具控制性之子公司參與事業

結合時，倘符合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情形者，應由金融控股公司或其他控股

公司向本會提出申報。」 
243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國內個體加油站業者申請聯合購油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1
款規定。 



第五章 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檢討 

 135 

三、本文見解 

        關於是否將市場占有率導入作為技術授權行為集體豁免的門檻，歐盟

一直存在相當多的討論。244從公平會執法經驗評估，欲界定一市場占有率

門檻首須面對如何界定市場範圍。尤其技術授權行為所涉及的相關市場，

包括產品市場、技術市場與創新市場等，涵蓋的高科技產品變化快速，不

易準確掌握市場範圍。而所謂技術或創新市場，不管技術應用層面或潛在

創新者之界定，確實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倘無法明確界定市場範圍，更

遑論市場占有率之估算。此外，倘安全區門檻設定過低，亦失去規範意義

。然而，市場界定問題，本即是競爭法之重要課題及難題，不啻技術授權

行為，所有限制競爭案件，獨占地位之認定、結合效益評估等，均無可避

免必須面臨如何界定相關市場範圍。倘市場占有率不可得或不適宜時，尚

可參考前述外國執法經驗，兼採技術門檻，即若有 4 個以上獨立替代技術

者，原則上認為對於市場競爭影響程度輕微。本文認為，技術授權行為係

透過技術擴散、提高授權技術利用機會，以提昇授權人創新誘因，具有促

進競爭之正面效果，故於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中建立一安全區，適度將

對於市場競爭程度影響輕微之案件排除，不但增加執法透明度與明確性，

同時避免行政資源錯置，應屬可行。 

然市場占有率應界定多少方屬合理。固然歐、日、美似皆採至少

20%之占有率指標作為門檻，惟值得注意的是，歐、日、美等均屬於技術

輸出國，而我國在高科技產業領域，尚處於技術輸入階段，事業多立於被

授權人地位。衡諸國情及促進產業發展之考量，本文建議立法初期，針對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行為（尤其是第 1、2、6 款

之行為），界定授權人市場占有率 10%以下者，較無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

競爭疑慮，執法機關毋須審視該授權行為適法性，亦即 10%以下為安全

區，理由如下： 

（一）雖然實務上適用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之案件有限，尚無法累積相當案例進

行實證分析，惟針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2、6 款屬於「市場不法

」之行為類型，於衡量是否足以影響市場競爭機能，公平會實務上係以

事業其市場占有率是否超過 10%，或交易相對人對其有依賴性，認定

                                                
244 參陳信宏，前揭註 68，頁 114-118。 



論我國技術授權與市場競爭之處理原則 

 136 

具有相對市場力之門檻要件，作為進入實質違法要件審查之前提。245倘

事業市場占有率未達 10%或彼此間不具依賴關係時，可認定對於市場

競爭影響程度輕微，不須進入實質違法要件審查。因此，或可考量將此

門檻指標明定於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中，俾利業者遵循。 

（二）至於聯合行為，雖然外國立法例亦訂有微小不罰之市場占有率門檻。如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與司法部 2000 年 4 月所共同發布「競爭事業合作

之反托拉斯準則」，246對於競爭事業間的合作行為，除當然違法行為外

，亦設定市場占有率 20%以下之反托拉斯安全區（antitrust safety zones

）；歐盟針對如何判斷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聯合行為是否足以影響會

員國間交易之虞，亦於 2001 年頒布微小不罰指令，247當競爭事業市場

占有率合計不超過 10%，或非競爭事業之一市場占有率不超過 15% 者

，該聯合行為對於市場競爭不具實質影響性。 

 

然而，參諸我國公平交易法除前揭「加油站聯合購油處理原則」，

對於聯合行為足以影響特定市場功能之市場力指標，尚未明訂共通門檻

。至於既有實務個案中亦未見一致標準，多依個案特性、產業別而有不

同之認定。復考量各界對於事業聯合行為多抱持較為謹慎嚴格之態度，

故於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中暫不考慮増訂聯合行為之安全區門檻，留待個

案審視，嗣累積相當執法經驗後再為修訂，較為妥適。 

 

貳、不區分黑、灰條款 

一、各國執法經驗 

                                                
245 我國公平交易法垂直限制行為執法實務之檢討，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7 年度自行研究

發展報告，頁 103-105。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第 18 條至第 24 條，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 93 年度委託研究報告二，頁 161。公處字第 096117 號處分書，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授權出租影片交易行為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乙案，處分理由第三點關於第 19 條之論

析意見。 
246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os/2000/04/ftcdojguidelines.pdf. 
247 Commission Notice on agreements of minor importance which do not appreciably restrict 
competition under Article 81(1) of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de minimis) 
available at http://ec.europa.eu/comm/competition/antitrust/legislation/deminim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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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之集體豁免規則舊制係區分不同法律效果而界定所謂黑名單、灰

名單及白名單條款，包括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所參照之「1996 年歐盟

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在內。然自 1999 年起垂直限制競爭集體豁免規

則開始進行變革，廢除白名單，繼之 2004 年歐體條約第 81 條改為法定例

外制度，廢除原個別豁免的申報制度，所謂灰名單（須經申報才得以豁免

之條款）亦失其附麗。248故歐盟現行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僅明訂黑名單

（hardcore restrictions），另於指導原則249中尚可略見白名單之蹤跡。除基

於規範架構之變革外，歐盟亦關切黑、灰、白名單之規範方式，實務上導

致授權協議約款趨於僵化之弊端。 

 

日本原於專利及專門技術授權契約執行準則中明訂黑、灰、白條款而

異其法律效果，相關規定亦為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立法參考之依據。惟

現行智慧財產權利用執行準則中，前言部分已刪除有關黑、灰、白條款之

說明，在各類型授權行為評價上，仍略有區分構成違法、原則上構成違法

、以及不構成違法。在執行準則中，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各款授權態

樣之限制競爭與促進競爭情狀，均有詳盡說明，諸如改良技術專屬回饋授

權與不爭執條款，亦從高度限制競爭疑慮轉變為仍有合理促進競爭之空間

。250 

 

美國在 1970 年代，法院對於智慧財產授權行為是採取嚴格的立場，

認為智慧財產權也必須受到反托拉斯法的檢視，尤其是權利人若超出專利

權授與範圍以外時，即應受反托拉斯法和專利權濫用的規範。司法部即提

出以「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為論處依據的「九不原則」（Nine No-

Nos），認為下述 9 種授權限制，將對競爭秩序產生不利影響，應被視為

當然違法：（一）搭售；（二）專屬性回饋授權；（三）授權產品的轉售限

制；（四）限制被授權人生產或銷售與授權使用之專利無關的產品或服務

；（五）約定被授權人在未取得許可前，不得再授權其他第三人；（六）強

制性包裹授權；（七）強制權利金的收取係依與專利製品無合理關連性之

                                                
248 詳參本文第三章第二節。 
249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 
250 詳參本文第三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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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總額決定；（八）方法專利權人企圖於授權契約中限制使用其專利方

法所製造之產品銷售者；（九）限制被授權人之轉售價格。251 

 

然目前，美國法院及競爭法主管機關已逐漸肯認技術授權行為有助於

市場競爭，體現在執法標準上，依據 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行為指導原則

，以及去（2007）年 AT/IPR 研究報告，均將前揭原本認定當然違法的行

為類型逐漸朝向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判斷，須論究該項授權限制是

否為達成促進競爭利益所必須的合理方式，而與限制競爭所產生之不利益

加以權衡，執法機關亦須承擔較高的舉證責任。 

 

二、我國法制現況 

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5 至第 7 點分別就「不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

」、「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及「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加以例示規定

。參照立法說明，252所謂「不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係考量專利授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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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

對於授權期間之限制、改良技術非專屬回饋授權義務、應盡最大努力條款

等。而於第 6 點及第 7 點例示「違反公平交易法」及「可能違反公平交易

法」事項，立法說明指出，前者主要係考量「技術授權協議案件，參考美

國反托拉斯法執行準則 section 4 之規定（本文按：即 1995 年智慧財產授

權行為指導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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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平交易法

規之禁止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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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公平會對於技術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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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陳家駿、羅怡德，公平交易法與智慧財產權－以專利追索為中心，五南圖書，1999 年 11
月初版，頁 164-165。 
252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0 年 1 月 18 日第 481 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理原則(草案)修正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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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平交易法之相關規定。」後者則係考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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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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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立法說明得知，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6 點及第 7 點係參採美國

法制，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兩類技術授權限制約款之非難程度有所差異，

而分別透過「當然違法原則」或「合理原則」檢視，即有意區分黑條款及

灰條款，俾讓業者有所遵循。不過，此種區分「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及

「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之規範架構，為公平交易法相關行政規則包

括處理原則或規範說明中所僅見。 

 

三、本文見解 

惟實際上我國技術授權原則第 6 點規定採行「當然違法原則」判斷之

空間十分有限。從條文用語觀之，第 6 點第 1 項對於聯合行為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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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功能』者，授權協議當事人不得為之。

」否則構成第 14 條之違反（同法第 8 點參照）。第 6 點第 2 項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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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當事人不得為之...」否則構成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之違反。故第 6 點所規定之授權行為態樣，依照構成要件描述，均

須再審究系爭行為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程度，如聯合行為固屬競爭法非難

重點，亦須考量合意共謀行為是否足以對相關市場造成影響，253而有微小

                                                
253 依據 1890 年休曼法之規定，所有足以產生不當限制(unreasonable restraint)之聯合行為均屬

違法，換言之，美國法是依據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來處理聯合行為是否具有不當限制之效

果而違法的問題。當然違法是指該協議之內容幾乎或常常造成價格之上漲或產出之減少之情

況而言。例如，固定價格或產出、圍標(rig bid)、或約定顧客、供給者、區域或營業項目等以

劃分市場者，均屬於當然違法之範疇。但若此一協議對於經濟活動效率之提昇具有合理之關

聯性時，或其為促進競爭力所必須者，則須適用合理原則進一步加以檢視。而合理原則之分

析模式著重於比較相關協議存在與否對市場競爭之差別為斷，其概念近似於假想原因協議不

存在時，對於現有競爭狀態有何影響輔之以協議存在之現實狀態來加以判斷。合理原則本身

即是一個具彈性及靈活度的論理方式，須以協議本質、市場狀況等洵依個案判斷之。參閱公

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2 年度合作研究報告，頁 27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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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罰之論。則於執法實務上第 6 點與第 7 點「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

定」者，並無太大差異，欲提供業者明確遵循標準之美意，亦有所折扣。 

 

此外，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6 點規定之行為態樣，包括搭售行為

、改良技術專屬回饋授權、不爭執條款等，若參照外國立法例，均尚有其

他合理正當理由以評估此種授權協議對於促進市場競爭之效果（詳後述）

，而非僅有當然違法之判斷。故本文建議，現行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6 點

及第 7 點規定若從法律效果來看，應無區分必要，亦即無區分黑、灰條款

之必要。若競爭法主管機關有意區別兩類行為之非難程度，則可在立法說

明或處理原則中對於個別行為之競爭評價，詳為敘明，俾讓業者遵循。倘

公平會對於特定行為欲採取較為嚴格的執法立場，採取當然違法之判斷者

，條文用語應修改為「授權協議當事人○○行為時，即得認定該行為對特

定市場供需功能產生影響…」，亦即不須判斷該行為對於市場競爭實質影

響程度，只要當事人行為合致構成要件，即屬違法，如此始有區分規範之

必要。 

 

第二節 規範內容 

壹、適用範圍 

依據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2 點規定，該原則所稱技術授權協議，

係指涉及「專利授權、專門技術授權、或專利與專門技術混合授權」；所

稱專利，限指「依我國專利法取得之發明專利與新型專利」，至於未於我

國取得專利之授權協議，倘「對我國特定市場產生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

之影響者」，可準用該處理原則相關規定。 

 

關於適用客體範圍是否要擴大及於其他智慧財產權乙節，於草案階段

，曾舉辦座談會廣邀產、官、學各界進行討論。與會業者及公會代表多贊

成該處理原則應擴及適用至其他智慧財產權，因在授權過程中很多不是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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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或專門技術，而只是一個規格或著作權，建議參考日本執行準則作法，

如有類似情形可以準用到該處理原則，俾對於交易秩序有更完整的規範。

另有建議指出，將法律保護要件與性質上不太一樣的東西放在同一個處理

原則，可能造成將來執行或遵行上問題，該原則既然是為了審理技術授權

案件，可以在實務上驗證一段時間，讓它更完整，再來決定是否適用到其

他智慧財產權。公平會最後考量對於這類案件處理經驗有限，採取較為謹

慎的執法態度，暫不擴及適用至其他智慧財產權之保護，故通過現行的處

理原則。254 

 

承前章，歐盟及日本於新修訂的技術授權處理規範中，均將適用客體

進一步擴大適用至新式樣專利與軟體著作權255。誠然，外國立法例不必然

為我國法採行，應視我國國情及執法實務加以考量，公平會目前相關案件

量甚少，故是否要隨外國立法例擴大適用範圍，仍有斟酌餘地。 

 

本文認為，各智慧財產權所保護的目的及標的並不相同，如著作權係

爲保障著作人投入精神創作之權益，並調和社會公益，商標權則是表彰商

品來源以促進商業活動，寓有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之目的。而技術授權處理

原則雖從競爭法角度，避免智慧財產權權利人濫用權利為出發點，然最終

目的仍以促進技術擴散，增進市場競爭爲核心，此方有規範意義。因此，

該處理原則適用客體之範圍，除應考量國情及執法實務之需求外，尤應考

量是否與技術擴散有所關聯之權利為主。歐盟集體豁免規則雖然擴充適用

範圍，仍強調其他種類智慧財產權能否享有集體豁免，重點在於是否為授

權契約的主要標的或附屬（若為契約主要標的，則與技術授權關聯性較少

，例如商標授權契約），且是否透過被授權人來促進技術擴散。256因此，

從授權實務角度，若所謂軟體著作權與新式樣專利之授權，亦伴隨技術授

權協議，或將促進技術擴散明訂為適用之要件者，則修法擴大適用範圍亦

無不可；反之，現階段亦不必然須依循外國立法例而作修正。 

                                                
254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0 年 1 月 18 日第 481 次委員會議決議。 
255 美國 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行為指導原則適用範圍最廣，明訂除商標外，其他智慧財產權

之授權行為均受該準則之規範。 
256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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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審酌事項 

第 4 點第 3 項規定：「本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案件，除考量相關授權協議

內容之合理性，並應審酌下列事項： 

1、授權人就授權技術所具有之市場力量； 

2、授權協議當事人於特定市場之市場地位及市場狀況； 

3、授權協議所增加技術之利用機會與排除競爭效果之影響程度； 

4、特定市場進出之難易程度； 

5、授權協議限制期間之長短 

6、特定授權技術市場之國際或產業慣例。 

 

建議修正立法說明。立法說明中強調本處理原則係參考美國司法實務

，常利用當然違法原則與合理原則二種不同分析方法判斷某項限制對於市

場競爭之影響。此二種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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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我國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是否有如美國法「當

然違法」之效果，尚待斟酌；且所規範技術授權相關限制多數均尚存有合

理性之空間，外國執法經驗亦朝向「合理原則」模式加以分析，相關論點

前已敘明，不再詳述。是本文建議公平會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執法立

場，應略為修正，方符實際。 

 

建議新增：「授權協議當事人處於競爭或非競爭關係」。歐盟技術授權

集體豁免規則修正重點之一，在於區分競爭事業與非競爭事業間的授權，

而有不同的規範密度，主要表現在安全區的市場占有率門檻及惡性競爭條

款之規範上。其所謂「競爭關係」尚須分別就產品市場及技術市場加以認

定，競爭關係存在時點如何認定亦有爭論。257美國 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

行為指導原則，已分別就技術授權當事人處於水平或垂直關係，所為的授

權限制可能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提出競爭法主管機關應關切的重點。258

                                                
257 詳參本文第四章第二節。 
258 詳參本文第四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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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是否要就競爭者與非競爭者採取不同的規範密度，純屬立法政策

的選擇，而在我國執法經驗有限情形下，現階段尚無必要採取歐盟作如此

細膩的立法。 

 

競爭者間所為得授權協議，很可能形成聯合行為，而有較高限制競爭

之疑慮。而相較之下，非競爭者間所為的授權協議限制，對於市場競爭的

影響程度，非難性較低。但不能忽略的是，對於非競爭者間的授權協議，

除亦要檢視授權協議本身之合理性，是否不當限制被授權人事業活動自由

、增加成本負擔、阻礙研發創新或技術擴散，另外，亦可能產生限制水平

競爭之效果，如阻斷競爭者取得生產要素或增加其取得成本，或事實上導

致水平價格或產出限制之影響，此均為競爭法執法機關對於非競爭者間授

權協議之限制競爭效果應加以分析注意的事項。雖於第 2 款應審酌「授權

協議當事人於特定市場之市場地位及市場狀況」，似應包括授權協議當事

人之競爭關係，惟立法說明並未就此加以說明，若為增加適用明確性，建

議補充立法說明或就授權協議當事人處於競爭或非競爭關係，明訂亦為公

平會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案件應審酌事項之一。 

 

參、不違反公平交易法之例示 

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5 點明訂不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態樣，俾提供

事業較為明確的執法標準，針對部分內容提供建議修正意見，分述如次： 

 

一、專利權消滅後之限制 

第 5 點第 4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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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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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修正條文內容。按本條與後述第 6 點第 2 項第 5 款規定，可以合

併來看。原則上，於專利期滿後或專門技術被公開後，任何人均得使用該

等技術，惟有關技術授權實施費用之支付方式係以分期付款或是以使用後

再支付授權實施費用，縱其給付授權實施費用時專利有效期限業已屆滿，

或非可歸責於授權人之事由致專門技術被公開，被授權人不得即以此項理

由拒絕支付授權實施費用。 

 

然條文後段關於被授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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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屬贅詞，建議刪除。 

 

二、改良技術之非專屬回饋授權義務 

第 5 點第 5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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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款無修正意見。回饋授權可以使授權人與被授權人雙方共同分擔研

究開發之風險，且使授權協議當事人間於日後獲得研發之各項資訊，有助

於授權協議當事人進一步利用授權標的之改良，提昇經濟效益。而非專屬

回饋授權，不致影響被授權人自由使用其開發改良之技術，對於被授權人

事業活動拘束程度較低，尚無影響市場競爭之疑慮。目前公平會實務上亦

是視回饋授權條款是否屬於專屬性、是否有償等因素，審酌該授權約款之

適法性。259 

 

惟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4 點第(9)項新增但書規定，雖然課以被授

權人非專屬授權義務，惟倘同時限制該改良技術的授權對象，例如限制被

授權人不得將改良技術授權予授權人之競爭者或其他被授權人時，仍可能

導致減損被授權人從事研究開發意願，強化授權人市場地位之效果，而有

限制競爭疑慮。公平會可進一步了解我國授權實務上，此類約款限制情形

如何，俾評估有無修正必要。 

 
                                                
259 參本文第四章第二節案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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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持一定品質之義務 

第 5 點第 9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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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款無修正意見。從促進技術實施及順利達成技術交易的觀點，應具

有其合理性。惟授權人倘進一步限制被授權人選擇有關原料、零件之購買

對象，而有排除其他事業供應替代性原料、零件之交易機會時，或有限制

競爭疑慮（參考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4 點第(1)項規定）。此點另可能合

致杯葛行為之要件，故另規定在第 7 點第 2 項：「技術授權協議授權人要

求被授權人向授權人或其所指定之人購買原材料、零件等，而非為使授權

技術達到一定效用，維持授權商品之商標信譽或維護專門技術秘密性之合

理必要範圍內，如在特定市場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授權

協議當事人不得為之。」 

 

四、限制再授權 

    第 5 點第 10 款規定：「被授權人不得就授權技術為移轉或再為授權之行為

。但授權人與被授權人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建議刪除但書規定。參前章所述，歐盟集體豁免規則亦增訂對於被授

權人禁止再授權之約定，屬於白條款，260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3 點第

(4)項亦有相同規定。故本文較無疑義，惟但書規定，究「另有約定」所

指為何，是指授權人同意被授權人再授權之約定或其他？而所謂「不在此

限」，因本款法律效果是不違反公平交易法，則不在此限意指違法或另有

涵義，實難判斷。參諸立法說明，本款係參考營業秘密法第 7 條及著作權

法第 37 條，亦指被授權人非經營業秘密所有人或著作權人同意，不得將

其被授與之權利再授權予第三人使用。故該處理原則對於授權人為此再授

權之限制，肯定其適法性；倘無此限制，則無特別規範之必要，爲免爭議

，建議刪除但書規定。 

                                                
260 Licensing Guidelines, para.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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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規定之例示 

承前，本文建議將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6 點及第 7 點合併規定，

即不區分灰、黑條款。針對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之行

為態樣，內容並略予修正，分述如次： 

 

一、排他性約款-禁止競爭約款 

第 6 點第 2 項第 1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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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條第 6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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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修正條文內容。此種禁止競爭約款，不問在授權協議期間或協議

期間屆滿後，可能妨礙被授權人研發、改進授權技術之意願，亦可能排除

競爭者交易機會，對於第三人技術形成封鎖效果，然而另方面，可避免被

授權人不當使用授權技術（尤其是專門技術），並助於提高授權人之授權

誘因。因此審酌排他性約款是否產生排除競爭之效果，尚須考量相關市場

進出難易程度、市場集中度與排他協議期間長短等因素；尤其是專門技術

授權情形，若出於防止專門技術機密洩漏之唯一方法，且未逾越保密必要

範圍者，本條限制則屬合理。另併就授權標的因此約款所增加的利用機會

與排除競爭效果程度加以審酌（參考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4 點第(4)項

規定、歐盟豁免規則之指導原則第 201-203 段）。建議修正文字為： 

「限制被授權人於技術授權協議期間或期滿後，從事競爭商品之研發、製

造、使用、銷售或採用競爭技術。」 

 

二、技術使用範圍之限制 

第 6 點第 2 項第 2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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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 點第 1 項第 2 款規定：「限制之範圍與應用領域無關，而限制被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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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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修正條文內容。按此二款分別規定在「違反公平交易法例示事項

」及「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例示事項」，惟實際上並無區分二種法律效果

之必要，前已敘明。觀諸立法說明，前者認為「為達區隔顧客之目的，技

術授權協議規定須使用特定行銷方式、限制授權協議相對人技術使用範圍

或交易對象之限制約款，基本上對市場競爭程度有相當的限制或不利影響

，其不僅為歐盟競爭法所禁止，且此種限制競爭之行為參考（1996 年）

歐盟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第 3 條第 4 項之規定，授權協議人所為此種限

制對特定市場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競爭之虞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至於後者，公平會認為該條規範與授權範圍限制無

關之使用範圍之限制，「所謂使用範圍限制，即授權人對於被授權人依其

授權之專利所製造之商品、範圍或交易對象予以限制，或限於某特定市場

或使用領域內，或對不同的被授權人限制其各自製造不同的商品，讓授權

人擴大其權利金之收取。『使用範圍之限制』在技術授權協議中經常被援

用，此種限制使得授權人能加授權實施費用、控制其對授權技術的利用，

測試其技術在新領域的適用，或是維持其獨占性利益，在判斷使用範圍限

制是否合法，按照合理原則分析，如果此項限制應用領域無關，而限制被

授權人銷售範圍或交易對象，會達到另外一種不同的效果，參考（1999

年）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2 點第(5)項有關技術領域之限制，如對特定

市場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仍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

第 6 款規定之虞。」 

 

按 1996 年歐盟技術授權集體豁免規則第 3 條第 4 項規定，實際上係

針對競爭者相互就共同的技術使用領域或交易對象加以限制，認為屬於無

法享有豁免利益之惡性條款，261與我國技術授權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第

                                                
261 Reg. 240/96 Article 3: 
Article 1 and Article 2 (2) shall not apply where:  
(4) the parties were already competing manufacturers before the grant of the licence and one of them 
is restricted, within the same technical field of use or within the same product market, as to the 
customers he may serve, in particular by being prohibited from supplying certain classes of user, 



論我國技術授權與市場競爭之處理原則 

 148 

2 款規定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之情形，略有差異。且

第 6 點第 2 項第 2 款與第 7 點第 1 項第 2 款後段規定，均是對被授權人技

術使用範圍及交易對象之限制，似有重複規定，故建議合併規定。 

 

至於第 7 點第 1 項第 2 款前段規定，就條文用語觀之，似與限制授權

技術使用範圍無關，而是授權人利用授權協議機會與授權技術應用領域全

無關之事項加以限制，此種情形是否授權實務常見，不無可議，且縱有發

生，其違法性不言可喻，似無再加以明文規範之必要，為免混淆，建議刪

除。建議修正文字為： 

「限制被授權人實施授權技術之範圍或交易對象之約款。」 

 

三、搭售 

第 6 點第 2 項第 3 款規定：「強制被授權人購買、接受或使用不需要之專

利或專門技術。」 

 

此款無修正意見。按「搭售」一般係指在一項授權協議中，被授權人

除授權標的外，尚需購買或接受與授權標的無關之其他產品或服務；或至

少承諾不向特定相對人取得其他商品或服務。包裹授權（Package 

Licensing）亦為搭售協議之型態之一，亦即在整組專利中，被授權人只需

使用其中部分之專利，而授權人則要求被授權人必需接受整組專利，被授

權人不得不接受其原本不需要之授權專利。包裹授權是否違反反托拉斯法

需視其是否具有選擇性或強制性，例如授權標的之對象為數個專利，在外

觀型式上類似一個 group ，一次購買數個專利授權享有折扣，此種情形

並不當然即被認為是搭售。又在使用智慧財產權必須得到多重授權時，此

時包裹授權亦有可能被認為具有促進整合之效益，惟被授權人只需使用其

中部分之專利，而授權人則強制被授權人必需接受整組專利，被授權人不

得不接受其原本不需要之授權專利，符合前述搭售之要件時，參考美國

1995 年智慧財產授權行為指導原則§ 5.3 之規定，此時包裹授權之限制約

                                                                                                                                       
employing certain forms of distribution or, with the aim of sharing customers, using certain types of 
packaging for the products, save as provided in Article 1 (1) (7) and Article 2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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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即有限制競爭之效果。 

 

四、改良技術專屬回饋授權 

第 6 點第 2 項第 4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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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修正立法說明。此種禁止競爭約款，可能強化授權人在技術市場

或產品市場之地位，並減損被授權人從事研發、創新工作之意願。然而若

被授權人之改良技術須與授權技術相結合始得發揮效用者，授權人提供相

當對價，則課以被授權人專屬回饋授權義務，將有助於達成技術交易之正

面效益，同時不至於減損被授權人從事研發之意願，對於市場限制競爭程

度影響有限。（參考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5 點第(8)項規定、歐盟豁免規

則之指導原則第 110 段） 

 

五、專利權消滅後之限制 

第 6 點第 2 項第 5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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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修正立法說明。按授權之專利權消滅後或授權之專門技術因非可

歸責於被授權人之事由公開後，任何人均可自由使用該技術，倘授權人就

該技術之使用加以限制或要求支付授權實施費用，將可能阻礙技術自由利

用，而產生限制競爭疑慮。（參考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5 點第(3)項規定

） 

 

六、銷售價格限制 

第 6 點第 2 項第 7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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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款無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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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爭執條款 

第 6 點第 2 項第 8 款規定：「技術授權協議限制被授權人爭執專利之有效

性。」 

 

建議修正立法說明。按不爭執條款亦即所謂有效性異議之禁止，係指

在專利授權協議中授權人要求被授權人不得提出該授權專利係屬無效。現

行立法說明中提到，在技術授權協議中，授權人明文規定無論在任何時間

或任何情況下，被授權人不得爭執授權技術之有效性，此種規定是否合理

，值得探究？按一項技術是否應給予專利，屬於公共政策的問題，原本一

項不應獲得專利，如因審查單位一時不察而誤予專利，法律上將來皆可能

被撤銷，不應獲得專利之技術而獲得專利，對社會公益必形成極大的負面

影響，又被授權人給付權利金，當然要以取得合法有效之專利為目的，既

然專利已有瑕疵，即不應強求被授權人接受此種限制約款之拘束。惟另方

面，不爭執條款有可能是為了避免授權協議當事人間因使用智慧財產權所

產生的高額訴訟成本，且促進技術資訊分享，授權人不須擔憂提供被授權

人發展封鎖性專利所需的資訊與細節。故日本執行準則認為不爭執條款將

有助於順利達成技術交易，對於市場競爭影響程度有限。除非授權協議係

欲透過此約款促使無效專利繼續存續，而較可能產生限制競爭疑慮。（參

考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4 點第(7)項規定、美國 2007 年 AT/IPR 研究報

告第 4 章第 2 節） 

 

二、拒絕提供專利權重要內容 

第 6 點第 2 項第 9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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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款無修正意見。技術授權協議授權人基於授權協議契約之本旨，對

於其所為授權協議標的之內容、範圍或其所有之專利有效期限等基本資料

，應即主動提供給被授權人，以踐行契約履行之主要義務，惟參考公平會

以往處理案例，部分授權之事業在授權協議索取權利金談判過程中，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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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專利之內容、範圍或專利有效期限等基本資料即逕

行專利權之追索，即有利用其智財權所有市場之優勢地位，迫使被授權人

接受授權協議，授權人所為此種限制對特定市場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

競爭之虞。 

 

三、授權地理區域之限制 

第 7 點第 1 項第 1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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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本款刪除或修正。按本款主要是參採日本法相關規定，若專利授

權協議在專利有效期間內，在日本國內區分授權區域限制約款之規定，原

則上尚不違法，惟仍應視其對特定市場競爭秩序所造成之影響，判斷是否

具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惟就我國授權實務與地理幅員，於我

國領域內限定授權範圍之情形應屬少見，主要仍是國際地理區域之限制，

故建議本款參酌產業實務運作情形，倘無訂定實益，建議刪除。至於授權

協議涉及域外地理區域之限制者，倘有規範必要，亦須針對可能涉及我國

競爭法域外效力問題，一併考量。 

 

四、數量限制 

第 7 點第 1 項第 3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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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款無修正意見。本款係參考日本法相關規定，若對於被授權人製造

或銷售商品數量之下限，較無違法疑慮，屬於白條款，如我國技術授權處

理原則第 5 點第 8 款規定（歐盟集體豁免規則亦有類似規定）。至於限制

最高製造或銷售數量，將產生限制市場整體供給量之效果，而具有限制競

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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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交易對象之限制 

      第 7 點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要求被授權人必須透過授權人或其指定之

人銷售。」 

          

          建議修正立法說明。本款應屬於對於交易對象之限制，授權人透過

授權契約要求被授權人應透過指定之人進行銷售，或禁止與特定對象進

行交易，係屬不當限制被授權人選擇交易對象之自由，具有限制競爭或

妨礙公平競爭之疑慮（參考日本執行準則第 4 章第 4 點第(2)項規定）。 

 

十二、計量權利金 

      第 7 點第 1 項第 5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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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修正立法說明。授權人透過收取權利金，得以獲取投資授權技

術所產生之經濟利益，並無不合理之處。惟若授權人企圖將權利擴張，

不問被授權人是否使用授權技術，逕依據被授權人某一商品之製造或銷

售數量，要求被授權人支付權利金者，將增加被授權人使用自己技術之

成本，妨礙被授權人生產競爭性商品或使用競爭技術，而有限制競爭疑

慮。惟若此種授權協議是因為很難計算或監控被授權人應支付權利金數

額，當事人間為了商業上便利之考量，則此種權利金計算方式尚具有合

理性，較不致產生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疑慮。（參考日本執行準則

第 4 章第 5 點第(2)項規定、歐盟豁免規則之指導原則第 81 段） 

 

伍、專利聯盟之規範 

一、聯合行為管制模式 

第 6 點第 1 項規定：「有競爭關係之技術授權協議當事人間以契約、協議

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授權商品之價格，或限制數量、交易對象、

交易區域、研究開發領域等，相互約束當事人間之事業活動，足以影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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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市場之功能者，授權協議當事人不得為之。」否則將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之違反。 

 

故標準化過程或專利聯盟集中授權，本質上即具有共同形成營業活動

或決定授權條件之性質，即有可能違反我國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之禁制規

定。亦即只有在相互約束事業活動而未構成聯合行為之「非真正例外」情

形或「輕微卡特爾」，才有可能排除公平交易法之規範。至基於整體經濟

利益及其他公共利益之考量，授權公平會權衡交易秩序因限制競爭所生不

利益，個案就事業所申請之聯合行為例外予以許可。262依照現行規定，較

可能符合的「規格化之聯合」、「共同研發之聯合」，未來修法考慮增訂第

8 款概括事由：「其他為促進產業發展、改善事業生產或銷售所為之共同

行為，且事業無法以其他方式達成相同目的」，以避免原先列舉 7 款事由

無法窮盡所有行為態樣。263 

 

按聯合行為原則禁止、例外許可之管制，可謂光譜的一端（最高度的

管制），所以不論產業標準制定或專利聯盟集中授權行為，只要合致聯合

行為要件，即構成違法，若具有提升整體經濟利益或公共利益，必須事先

向公平會提出許可申請。光譜另一端則是競爭者間的合作行為（

competitor collaboration），隨著市場全球化及資訊迅速普及的趨勢，合資

或策略聯盟或其他形式的競爭者合作現象，越來越頻繁與必要。尤其高科

技產業的市場競爭非常激烈，科技產業的技術越趨複雜、專業，在研發階

段更是投入高成本、高風險，事實上掌握創新技術的廠商，即是市場上的

優勝者，大幅提前市場競爭的時點，使廠商不得不以聯盟的方式，獲得創

新能力，並降低風險以提升競爭力。而所謂策略聯盟基本上是以增進聯盟

成員之競爭力為目的，除非明顯具有限制競爭情形，否則似應與傳統企業

合作之共謀行為予以分離看待。264專利權的目的在於鼓勵創新，而創新必

                                                
262 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2 年度合作研究報告，頁 506-
507。 
263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第 843 次委員會議審查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 
264 張向昕，競爭法對策略聯盟之規範－從科技產業之「競爭且合作」思維論競爭者合作在競

爭法上之規範，台大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89 年 6 月，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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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結合許多技術與資源才能使其計畫成果付諸實現，因此，競爭事業在形

成標準、透過專利聯盟集中授權，除有當然違法之協議類型，例如限制價

格、生產數量、圍標等，美、日、歐等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均肯定該等競爭

者合作之行為所能產生的正面效益與競爭效果，透過合理原則去論析。然

則，相較於美、日、歐等國家，我國產業尚處於技術輸入情形，居於被授

權人之弱勢地位，面對權利人諸多限制及要求，尤其，集中授權亦有可能

是競爭事業相互協議排除替代性技術或專利之結果，對於權利人可能濫用

智慧財產權之行為，亦不能豁免於公平交易法之規範。 

 

如何在天平兩端取得平衡，並不容易。以飛利浦案為例，雖因公平會

對於水平競爭關係無法積極舉證，然亦非如法院判決所示，因為所提供之

專利技術已不具替代性，故不存在市場競爭關係。按專利聯盟可能牽涉數

百項技術或專利，極可能部分屬於互補性、部分屬於替代性技術，或標準

形成過程中先將替代性專利排除在外，如同前述，競爭者間的合作技術研

發活動或集中授權，亦有其降低風險，獲得創新能力之誘因，是以，免除

於聯合行為之管制，並不容易。然未免動輒落入如飛利浦案的執法困境，

公平會對於技術授權行為，長期而言，或有必要重新檢討聯合行為之執法

模式，例如對於專利聯盟案件訂定明確的審查標準，或評估有無採取集體

豁免或事後報備制之必要性（較低度的管制），既須仍保有競爭法主管機

關的介入空間，同時亦不致於讓產業承擔較高法律風險，動輒得咎，以致

產生寒蟬效果，而不利整體經濟發展。 

 

二、增訂審理專利聯盟（集中授權）之專章 

鑒於現行技術授權處理原則中，與專利聯盟有關僅前述第 6 點第 1 項聯合

行為禁制規定，未盡周延，建議可增訂「專利聯盟（集中授權行為）」專

章。考量我國公平會對於專利聯盟案件之執法經驗有限，可參考美國、歐

盟及日本等關於專利聯盟之立法例及實務，具體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專利聯盟（集中授權）之定義 

      專利集中授權（patent pool）係指一群專利權人交互授權（cross-

licensing），再透過其中一個專利權人或其他組織平台（例如新設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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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事業），將多數專利權授權予被授權人。 

      至於包裹授權（package licensing）雖然亦涉及多數專利權，然而，包

裹授權不一定涉及多數專利權人，故包裹授權與專利聯盟並不相同。265 

（二）從定義可知，專利聯盟基本上包括對內及對外關係，對內涉及彼此交互

授權及透過專利聯盟共同決定授權條件之協議，對外則涉及統一個體（

聯盟內其中一個專利權人或其他組織平台）對第三人進行授權。針對聯

盟內部行為可能涉及聯合行為及獨占濫用，對於第三人授權部分，如授

權條件限制等，可能涉及獨占濫用（不當決定權利金或資訊不透明）、

第 19 條第 2 款（差別待遇）及第 6 款（搭售、回饋授權）規定、第 24

條規定（濫用專利授權締約之相對優勢地位）等。 

（三）於審理專利聯盟是否具有促進競爭效果，應審酌下列事項： 

１、聯盟技術（專利）的性質 

（１）聯盟技術由替代性技術所組成，限制技術間的競爭（inter-technology）

，被授權人無法享受技術競爭所帶來的利益，並可能導致價格僵固，

限制競爭疑慮較高。 

（２）聯盟技術由互補且必要性技術所組成，必要性技術是指為生產符合技

術標準之功能或效用所必須採用的技術，聯盟內外都無其他替代性技

術存在。因為具有整合互補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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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促進技術散佈等效益，較無限制競

爭疑慮。 

（３）聯盟技術由互補但非必要性技術所組成，倘專利聯盟具有一定市場力

量，可能因此封鎖第三人技術，且包裹授權很可能涵蓋被授權人並不

需要的技術，形成違法搭售。故須進一步審酌： 

Ａ、專利聯盟是否有促進競爭之目的； 

Ｂ、權利人是否可以單獨授權； 

Ｃ、且被授權人是否可選擇部分而非包裹授權者； 

倘符合上述情形，較能降低限制競爭疑慮。 

２、專利聯盟倘無正當理由不得限制參與者進行替代性標準或產品之研發。 

                                                
265 蔡宜芯，專利集中授權(patent pool)之法律規範-以競爭法為中心，台大法研所碩士論文，

92 年 6 月，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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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專利聯盟對被授權人之限制 

專利聯盟對外授權時，對於被授權人之限制，應依據公平會技術授權處

理原則相關規定處理，而未有不同之對待。舉其要者，倘有限制競爭或

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將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規定： 

（１）排他性約款-禁止競爭約款 

第 6 點第 2 項第 1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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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條第 6 款

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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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專屬回饋授權 

第 6 點第 2 項第 4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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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搭售 

第 6 點第 2 項第 3 款規定：「強制被授權人購買、接受或使用不需要之

專利或專門技術。」 

（４）專利聯盟拒絕提供專利權重要內容 

第 6 點第 2 項第 9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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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差別待遇 

第 7 點第 3 項規定：「技術授權協議無正當理由，就交易條件、授權實

施費用等，對被授權人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如在特定市場具有限制競

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授權協議當事人不得為之。」 

４、專利聯盟的管理架構 

倘專利聯盟組織的設立、運作及管理，能降低對競爭的限制，並確保其

效益者，則可以認為該專利聯盟是有助於競爭： 

（１）是否屬於開放性聯盟； 

（２）是否雇用獨立專家以審查聯盟專利之性質； 

（３）是否對於涉及授權雙方的營業秘密採取保密措施。 

５、與其他專利聯盟之關係 

此外，若專利聯盟涉有阻礙其他替代性聯盟參與競爭，或與其進行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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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或相互不為競爭之協議時，將有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