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個案描述 

 

本章主要分為八節，各描述本研究所訪問的八個個案。個案描述內容

的順序如下：首先描述個案背景，其次描述每位受訪者認為會影響授權價

格之因素與理由，接下來則為受訪者不認為會影響授權價格與理由，最後

整理各可能影響授權價格因素是如何影響或反映於授權契約中的各項條

款。 

 

第一節、個案一：台灣技術經理人協會—蔡熙文秘書長 

蔡秘書長有將近二十年技術授權的相關經驗，不但本身具有美國奧勒

岡大學毒理學博士的背景，也曾在美國知名大藥廠 Johnson & Johnson 參與

研發與技術授權的業務，目前亦擔任陽明大學、中興等多所大學，以及進

階、微晶等數家生物科技公司的智財權管理顧問，截至目前為止處理過的

案例有九百多件，關於生技製藥產業技術授權方面的經驗非常豐富。 

 

蔡秘書長認為影響授權價格的主要因素包括：技術提供者的競爭程

度，因為當提供相似技術的潛在授權者較多時，表示此技術可被取代的程

度高，因此技術的價格相對就會偏低；法律環境及保險制度，例如我國的

健保制度因為限制了最終產品(藥品)的價格，因此會連帶影響到前端的技

術/產品的授權價格；獨家授權也會使授權權利金相對提高，尤其是在生技

製藥產業風險已經偏高的情況下，多數被授權人都不希望再多負擔一個未

來潛在競爭者的風險，因此要求獨家授權視相當常見的情況；至於交易與

使用限制與預估上市後剩下的專利期間方面，前者因為對市場的範圍有所

限制，後者因為對回收期間有所影響，兩者皆會影響到被授權者預估未來

可能收益的金額，因此會影響授權權利金的高低，也就是說專利期間長短



是以間接的方式影響到授權權利金；當授權雙方有交互授權的情形時，由

於彼此是屬於一個交換互利的情況，因此權利金的比例也會降低。 

 

在其他市場環境因素中，蔡秘書長認為因為生技產業是跟人類生命息

息相關的產業，因此人們希望活得久活得好，生技產業就會持續蓬勃發

展，因此大的產業環境環境對技術的價格影響相當有限；而市場競爭程度

是否會影響到技術價格，則必需看市場中是否還有未被滿足的需求，若市

場上的競爭者眾，但只要是能夠提供消費者更多便利性、或治療效果更佳

的藥品，就還是有一定的市場存在，因此市場競爭程度對技術價格的影響

並不是那麼明顯。根據蔡秘書長在處理國外廠商將技術授權至國內經驗顯

示，由於目前我國生技製藥的領導廠商不多，一般而言國外廠商並不會太

在意新技術在國內市場的擴散能力，因此此點也不太會影響到技術的價

格；授權雙方是否會參考產業中，特定藥物在特定臨床階段授權權利金的

比例，則要視此市場中產業的成熟度而定，一般而言產業成熟度越高的市

場越會去參考這樣的比例。目前台灣的製藥產業多半還是生產學名藥為

主，雖然在學名藥的生產製造上可以算是很成熟，但若要包含前端研發新

藥的技術，則台灣製藥產業整體而言還處於不成熟的狀況，因此有些廠商

的確是會參考這些產業中的行情，但有更多的廠商是依據本身主觀的判

斷。關於在被授權國家之政治與商業風險方面，則不會直接影響到技術的

價格，但會影響到授權者進行授權的「意願」，這點在對大陸的廠商進行

授權時特別明顯。 

 

在其他智財權應用因素方面，由於在生技製藥中搭售的情況並不常

見，因此對產業中授權價格的影響不大；回饋授權條款對台灣生技製藥產

業的影響並不大；蔡秘書長表示所經手過的案子中，只有 20%的案子有列

此條款，且多數都是由國外授權至國內廠商的情形，因為國內的授權者一



般是學術機構，一方面學術機構最主要的目的是商品化，較不在意是否能

再度取得衍生技術，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學術機構對國內廠商的技術能力缺

乏信心，認為產生有價值衍生技術的機會不高的緣故。合約期間對技術權

利金的影響也不大，並不會因為合約期間較長而使權利金的比例有所波

動。 

 

有關上述可能影響授權價格因素是否會影響或反映於授權契約中的

各項條款，蔡秘書長亦提供如下的見解： 

1. 在授權標的條款的部分，原則上專利的期限、是否獨家授權、是否交互

授權的內容都會寫在這個條款中，市場競爭策略可能也會加入，但比例

不高。 

2. 在權利金計算與支付條款部分，蔡秘書長表示這與產業特性有關。某些

變動較快的產業比較會傾向一次買斷，而製藥產業由於產品生命週期較

長、風險相對較高，較多人會選擇以「前金+里程金(milestone payment)+

權利金(loyalty)」的方式來支付。但產業內對於授權金支付方式變化還

是很大，一般而言較傳統的廠商比較傾向以買斷的方式(不一定是一次

付清，但最終價格是立即決定)購買。另外與技術/產品的成熟度也有

關，通常成熟度越高，前金占支付額的比例相對會越高。 

3. 技術移轉與實施條款方面，蔡秘書長表示在其所經手生技製藥產業的授

權案中，有 80%以上的以上都會需要授權人提供技術幫助，這在合約

中大多會附帶，至於需要協助的程度則與被授權人的技術與承接能力相

關。 

4. 在技術移轉成效認定的部分，蔡秘書長表示在台灣市場中，此類的條款

多半相當制式，一般實務界也不會很重視，因此少有因素會影響之。 

5. 技術使用限制條款方面，在交易使用限制方面的考量會直接反映此條文

上。 



6. 對改良技術處理的約定方面，基本上是一定會要求被授權人盡到告知改

良技術的義務，若不告知，則可能因為雙方都在進行相關的研究而有侵

權的問題，且一定會在合約中界定衍生技術所有權的歸屬，萬一需要回

饋授權，則回饋授權的考量也會反應於此，可參見前面對於回饋授權因

素之討論。 

7. 對於瑕疵責任歸屬的部分，一般在合約會說明授權人會善盡告知的責

任，但無法為可能侵害第三者智慧財產權的風險負責。生技產業中大約

有 80~90%都有此類的無擔保條款，但這不一定是產業造成此特殊的情

況，而可能與政府法令的鬆緊、使用不同的準據法有關，一般而言如果

罰得嚴的就會敘述得較嚴謹。 

8. 糾紛爭議解決方面，若與國外廠商(多半是美國)進行技術授權，國內廠

商還是會盡量爭取在台灣進行訴訟，但由於台灣的議價力較弱，因此大

概有一半以上都會依照美國法律在美國處理，這也是對方評估被授權者

所處國家的商業風險(智財權保護)後的抉擇。但被授權方還是會選擇與

台灣較相近、或對本身較有利的美國特定州州法來依循，因此與法令制

度有關。 

9. 契約期間與終止條款則與專利期限與合約期間的配合有關，一般來說合

約期間不一定等於專利期限，因為授權人會希望先將合約期間簽得較短

來觀察被授權人的表現；另外若被授權方希望終止合約，授權方通常會

要求其在三十天前告知。若終止合約，保密義務不因契約終止而停止，

並且其已支付的授權金將不歸還，但被授權方可隨時終止合約卻不見得

是此產業中才有的特性。 

10. 保密條款與誠信原則條款是相當制式的條款，唯保密條款會受到技術範

圍的不同而在各合約中有些微的變化。 

 

 



第二節、個案二：生物技術開發中心法務暨智財權管理組—楊康律師 

    楊律師從事授權相關的業務大約有 5~6 年的時間，目前處理生物技術

開發中心的授權相關業務中，第一項是由國外將技術/產品引進，生技中心

只擔任仲介的角色，代國內廠商進行各方面的技術評估、並協助將技術順

利移轉給廠商後，再收取諮詢與服務費用；其次則是將由國外將引進的技

術/產品於生技中心做進一步的開後，再授權給國內廠商，因此生物技術中

心同時有擔任授權者與被授權者的經驗，且業務量相差不大。生物技術開

發中心是屬於財團法人機構，成立之宗旨是為了協助國內廠商並進行技術

之推廣，為一非營利性組織。 

 

    楊律師認為，在影響授權價格的因素中，技術/產品成熟度可說是相當

重要的因素，成熟度越高、越接近可以商品化時期者，其權利金比例明顯

越高；技術的功能與廣度越廣(例如像一個能夠將其應用到很多領域平台技

術，若能將其切割販售，則所得的授權總金額也將較高)；其次，授權雙方

會根據預估被授權者運用此授權技術/產品所能產生的價值，來調整權利金

的比例；專利的質量也是影響技術權利金相當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專利的

穩固與否，會影響到其他人是否容易設計一組替代性的技術繞過此專利；

被授權者的技術能力也是影響因素之一，因為目前生技製藥產業是採取一

棒接著一棒的方式進行研發，因此後續研發者(也就是被授權者)能力的好

壞會影響之後的績效。 

 

    在其餘的技術因素中，楊律師認為技術創新程度對於權利金的影響不

是絕對的，因為較創新的技術/產品未來的獲利潛力雖較可觀，但風險相對

也較高，因此技術成熟度會較技術創新程度對價格的影響大；在技術支援

能力的部分，由於目前業界大多數的技術移轉多半會伴隨著由授權者提供



的技術支援，若授權者不提供此支援，可能根本沒有人願意承接此技術，

因此不會影響到後續權利金之比例。 

 

其餘在授權者與被授權者特性因素中，楊律師表示通常生技中心在進

行授權時多半是針對技術作個別分析，授權者聲譽好壞對授權價格的判斷

影響不大，但當某些廠商本身對技術的掌握不夠清楚時，就比較會依賴授

權者的聲譽做價格方面的評判，在選擇的情況下，還是會考慮與溝通配合

程度較佳的授權人合作；授權者的財務狀況一般不會直接影響技術的價

格，但被授權者會去評估對方未來是否有能力不斷開發技術繼續授權給本

身，或是會不會有破產的情況，但這其實對被授權者的影響不大；在被授

權者的聲譽、信用、財務狀況與管理能力方面，一般而言很少去評估，雖

然理論上應該要注意被授權方的管理能力，但在國內的實務界卻不常見。 

 

在其他風險因素的部分，楊律師認為都不會影響技術的價格，但像授

權技術侵害可能侵害第三者智慧財產權的風險，目前在生技產業或軟體產

業中的授權方都會在合約中特別註明不負擔此責任，或負擔到怎樣的一個

程度，而不會是無限責任，若合約中未註明，則根據中華民國的法律，授

權方必須要負無限責任，因此一般較精緻的合約中都會提及，站在被授權

方的角度來看，如果侵害第三者智財權的風險太大，則授權人可能根本不

會接受此授權，更不會去考慮到後續的授權價格的問題；爭議處理地點與

方式，楊律師表示主要受到雙方議價力的影響，只要是跟美國合作的授權

案，一定是以美方的地點與法律為主，但很少有因為要求仲裁地點在他處

而影響授權價格，一般而言美方也會對此點較為堅持；被授權人開發出競

爭性技術的風險以及侵害原授權人智財權的風險部分，雖然被授權人應用

授權技術開發出的衍生技術可以申請新的專利，但由於衍生技術仍然運用

了原授權專利，故在使用此新專利時仍然必須得到原授權人的授權，在授



權人掌握了技術源頭、且被授權人也同意以授權方式取得技術情況下，這

方面的風險不高。 

 

有關上述可能影響授權價格因素是否會影響或反映於授權契約中的

各項條款，楊律師亦提供如下的見解： 

1. 授權契約標的條款的部分，楊律師認為此項條款多只是詳盡的敘述授權

標的涵蓋的範圍，因此並不會有其他因素對其造成影響。 

2. 權利金計算與支付方式條款部分，楊律師認為主要的影響因素為授權者

應用技術所能產生價值及技術成熟度的評估，通常技術成熟度越低、風

險越高的技術或產品，被授權人會希望支付較少的前金，而對獲利能力

較有把握的技術或產品，授權人就願意支付比例較高的前金。 

3. 技術移轉實施條款的部分，楊律師表示技術的創新程度對此點的影響最

大，創新程度越高，被授權人越需要透過技術移轉的實施條款達成技術

移轉的目的。 

4. 技術移轉成效認定之條款，楊律師認為要看授權技術的類型是已經開發

完成的技術，亦或是需要進一步研發才有可能商品化的技術，也就是與

技術發展階段有關；通常已經開發完成的技術其成效認定較明確(例如

生產某特定藥品的技術藥品後續必須經過的臨床一、二、三期)；至於

還需要進一步研發的技術，就比較難定得很精確，但因為雙方比較像是

處於一個共同合作開發的情形，通常也會在合約中註明若無法繼續開發

時便可終止此合約，雙方的研發人員最終會對此情形下一定論。 

5. 在技術使用限制條款方面，楊律師除了雙方對事業上的考量外，較相關

的為被授權者的技術能力與財力，例如授權者的專長僅在某一特定產

業，可應用在種領域的技術通常也只會將那一個產業的權利授權給他。 

6. 改良技術處理的約定方面，則與技術開發的程度完整與否有關，若授權

之技術開發階段完整(例如只是單純的授權做生產製造)，那麼有改良技



術的可能性就較小，但仍會有較謹慎的授權人將此條件列入。 

7. 在技術瑕疵責任的部分，通常在生物技術產業中，授權方多半不會負擔

無瑕疵的擔保責任與侵權責任，或只負責到一定的程度，尤其是美方更

是如此，這一方面是產業的因素，一方面也是議價力的因素，故被授權

人本身必須去做專利相關研究。 

8. 糾紛爭議解決條款方面，雖然授權雙方都會根據爭議處理時對自己最有

利的仲裁單位的考量，來爭取在自己國家進行仲裁或訴訟，但美方擔任

授權人，則幾乎都以美國的法律為主，這也是因為其議價力較高的緣故。 

9. 契約期間與終止條款的部分，楊律師表示在生技產業中有個特殊的產業

情況是，通常被授權人可以隨時終止合約，此情況於國際談判時會出

現，這是由於技術風險較高的緣故。因為生技產業目前仍在萌芽階段，

相較於電腦產業，其技術的發展仍未臻成熟，被授權人可能引入一技術

後，後續研發的成果不佳，或者發現更好的技術，此時就會要求終止合

約，而將資源投注於更有機會的技術上，製藥產業也是如此。 

10. 保密條款與誠信原則條款通常為制式的條款，誠信原則多半不會獨立出

來成為一單獨的條款，而且通常很難以去認定雙方是否秉持誠信，楊律

師建議此研究可不用太重視此類抽象的條款。 

 

 

 

 

 

 

 

 

 



第三節、個案三：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產業策進處—徐雲鵬副執行長 

    目前徐副執行長所參與的 BioFronts 專案，主要是負責將國外技術引

進後，於生技中心的研發部門繼續做研發，或是經過專利分析後，詢問國

內廠商是否有承接之意願、並對其收取服務費用；在 BioFronts 計畫中優

先服務的國內十八家 BioFronts 先期參與廠商中，傳統製藥廠商和生技廠

商大約各占 50%，其餘兩家則為創投業者。 

 

     徐副執行長表示在生技製藥產業技術授權的過程中，影響授權價格

最重要的因素包括技術的成熟度、被授權者應用技術/產品所能產生的價

值、及專利之質量。以一般台灣業界而言，較希望引進短期內可以商品化

的產品/技術(例如已經進入到臨床第二、三期的產品/技術)，然而成熟度越

高的產品/技術，其價格相對也越高，因此能承接下來的廠商並不多；另外，

被授權者會根據授權區域估計市場大小，推估運用此技術/產品所能產生的

價值；徐副執行長認為專利質與量是在此產業中進行授權時最重要的因

素，專利保護越佳的技術其價值相對而言越高，且影響程度明顯；其次是

技術功能與廣度，通常功能越多技術，授權價格會越高(例如一項可以運用

到多種適應症的藥品，在其他條件不變的情況下，其授權價格會高於只有

一種適應症的藥品)，但若為可運用至多種領域的平台技術，由於其技術本

身無法直接商品化，而比較偏向工具之性質，因此業界承接的意願低，多

半由非營利的財團法人來承接。 

 

    在其他技術因素中，徐副執行長表示授權者技術的支援能力雖然會增

加被授權者接受技術授權的意願，但卻不會影響授權的價格；而技術創新

的內容(例如市場中是否存有類似技術、技術被複製的難度等)，雖然在被

授權者評估是否欲接受授權時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對授權價格的影響較



不明確，因為還必須考量到被授權者的承接能力。 

 

    在其他授權者與被授權者因素中，徐副執行長認為授權者的聲譽會影

響是否決定要接受此授權案，包括授權者是否能適時提供幫助、以及其過

去的合作經驗，但對價格而言不是最主要的影響因素；被授權者的聲譽、

技術能力以及管理能力的部分，生技中心通常會在授權前安排國外的授權

者參觀有意願承接技術廠商的廠房，作為其決定是否要進行授權的考量，

因為被授權者技術與管理能力的好壞會影響到授權者後續權利金的收

益，因此會格外審慎評估，但由於本身並非國外廠商，因此無法確定此因

素是否會反應在價格上。 

 

    在其他智慧財產權應用因素中，徐副執行長表示授權技術侵害第三者

智財權的風險會在進行授權前評估，若風險太高的授權案則直接排除，故

不會影響到後續對價格的判斷；爭議處理時的地點多半以美國為主，因此

不會影響到技術的價格；由於授權者開發競爭性技術的風險、以及被授權

人侵害原授權人的風險皆不大，因此對技術價格的影響不明顯。 

 

  有關上述可能影響授權價格因素是否會影響或反映於授權契約中的

各項條款，徐副執行長亦提供如下的見解： 

1. 授權契約標的條款方面，技術本身的專利質量與專屬授權與否會於此條

款上中描述，另外技術功能廣度與創新程度也可能會有影響。 

2. 權利金計算與支付方式條款方面，則與技術的成熟度較相關，一般較成

熟的技術其前金的比例會相對越高，其次為被授權人的技術能力，若被

授權人需要重新建立自己的團隊，授權人為了使被授權人能以漸進的方

式承接，通常會同意其以分期支付里程金的方式付款。 

3. 在技術移轉實施條款方面，主要是與被授權者的技術能力與管理能力有



關，能力越不足的業者越需要協助，其次則為授權者的支援能力，因為

授權者不一定有多餘的人力提供時間較長、涉入程度較高的服務。 

4. 技術移轉實施條款通常為制式的條款，唯一可能會影響的是，若被授權

人的技術能力與聲譽信用較佳、在授權人眼中較可靠時，此條款相對而

言就不會定得太嚴苛。 

5. 技術使用限制條款方面，通常都是要看授權人本身的規劃，與上述影響

授權價格的因素較無關。 

6. 有關改良技術處理之約定，徐副執行長認為與成熟度及功能與廣度有

關，當授權技術越成熟，其發展出有價值衍生技術的可能性便越低，因

此此項條款的內容會較單純，而功能越廣的技術，在改良技術約定條款

的部分會定得越詳盡。 

7. 在技術瑕疵責任歸屬方面，徐副執行長表示與技術成熟度有關，通常位

於發展階段較早期的技術，由於仍需一連串持續開發才能上市，因此授

權者並不會擔保此技術一定能夠商品化或生產，但對於較成熟、確定的

技術，就會要求授權者為此技術的可實施性做擔保。 

8. 糾紛爭議解決之約定，主要還是看雙方的議價力決定，一般若與美方簽

訂合約則都以美國法律為主。 

9. 契約期間與終止條款的部分，徐副執行長表示與產業特性及技術發展的

階段有關，例如一般在製藥產業中，藥品要完成全部的臨床試驗大約要

花上 6到 7 年的時間，故合作的期間就會較長。 

10. 在保密條款與誠信原則條款方面，兩者多屬於較制式的條款，除了保密

條款會因為專利期間不同而在時間上會有所調整外，通常變動不大。 

 

 

 

 



第四節、個案四：工業技術研究院—李鍾熙副院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本身為政府成立的非營利的財團法人機構，主要宗旨

是推廣技術以加速我國的工業技術，工研院亦同時經營授權與被授權業

務，一方面由國外引進技術加以研發或改良，一方面將所有之技術授權給

台灣民間的企業。由於李副院長同時也擔任生物醫學工程中心主任以及生

物產業發展協會之理事長，因此對台灣生技製藥產業的發展相當瞭解。 

 

    根據李副院長所參與過的技術授權的經驗，技術的價格主要由供給與

需求來決定，而其他因素是以影響供需的方式間接影響技術價格。接下來

要談的，就是這些會影響供需的因素。首先是技術成熟度的影響，當成熟

度越高時，授權權利金的比例會越高(例如在生技製藥產業中，越接近臨床

第三期的技術其授權價格越高)；其次則為被授權者應用技術所能產生的價

值，授權雙方都會去估計被授權者運用技術能產生的價值，當工研院擔任

授權人時，會考慮將技術授權給能創造最多價值的技術接受者；功能越

多、廣度越廣的技術價格會越高；當技術支援能力越高、授權人後續能夠

提供的協助越多時，也會使被授權人對技術價格的認定越高；技術專利的

質量是一定會影響價格的因素，專利保護的情況越佳，可能的授權價格越

高；授權者的聲譽、信用方面，當被授權者對於此技術內容較不清楚時，

就必須去依賴這項資訊對技術的價值做判斷，但當被授權者對技術的內容

越清楚時，就越不會去考慮這個因素。 

 

在其他授權者與被授權者因素中，李副院長認為被授權者的聲譽、信

用與財務狀況是較少被考慮到的；被授權者的技術能力與管理能力方面，

李副院長認為除非是在專屬授權的情況下，才會影響授權者對價格態度，

否則不會列入考量。 



李副院長認為所列舉的四項其他風險因素都不是對技術價格造成影

響的主要因素，其中在授權技術侵害第三者智慧財產權風險方面，多半的

授權人都無法完全擔保此責任，但這與產業特性不一定有關；在與國外簽

訂授權合約時，對爭議處理的地點與準據法的約定，則需視雙方的議價力

決定；被授權人可能開發出競爭性技術之風險方面，李副院長表示只要在

原授權技術專利涵蓋的範圍下都沒有問題，因為就算發明人要使用所謂的

衍生技術，還是會使用到原授權人的技術，因此仍必需支付授權費用，通

常只要原技術專利涵蓋的範圍夠廣就不會有問題；在被授權人侵害原授權

人風險因素方面，李副院長則表示很少會有此種情況。 

 

有關上述可能影響授權價格因素是否會影響或反映於授權契約中的

各項條款，李副院長亦提供如下的見解： 

1. 在授權標的條款方面，由於會詳細寫出專利字號，因此會部分反應出技

術的專利質量，而技術成熟度、技術功能與廣度、以及技術創新程度可

能也會反應於其上。 

2. 權利金計算與支付方式條款方面，技術成熟度與被授權者之技術能力、

以及被授權者應用技術能產生的價值都會影響權利金的規劃，一般技術

成熟度越高的技術，前金佔的比例會越高；如果被授權者技術能力越

佳，授權者預期技術在後期產生的收益越高時，授權者越傾向以收取較

高比例權利金的方式分享被授權者的利潤。 

3. 在技術移轉實施條款方面，李副院長表示在主流的生技製藥產業中，技

術移轉的目的主要是為了取得專利，因此不一定需要授權者提供技術幫

助，但由於目前台灣的廠商在較缺乏技術能力的情況下，技術移轉幾乎

一定伴隨著授權者的技術幫助。 

4. 在技術移轉成效認定條款方面，李副院長表示與技術種類為製程技術或

產品技術、以及技術的發展階段有關，技術的種類不同、成效認定的方



式也會不同；若此技術還在臨床前或臨床第一、二期就進行技術移轉，

則一定會有後續的研究開發，這與其他已經成熟而可以商品化的技術比

較起來，在成效認定上會採用不同的方式。 

5. 技術使用限制條款方面，李副院長表示這與技術的功能與廣度有關，當

此技術具有多種應用時，授權者便會考量要如何安排。 

6. 技術改良方式處理的條款方面，則與技術成熟度及被授權者之技術能力

有關，一般而言，當授權技術的成熟度較高、或被授權者技術能力較低

時，授權者預期授權後會產生有價值衍生技術的機率較低，因此不一定

會要求回饋授權。 

7. 在技術瑕疵責任歸屬方面，工研院不會做某技術一定能商品化的擔保，

也不會擔保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的風險，此點與其他因素較無關。 

8. 有關契約糾紛爭議解決之約定，通常與此國家對智慧財產權保護程度、

以及雙方對爭議處理仲裁單位與國家主觀的考量有關，多數都會希望在

自己國家。 

9. 契約期間與終止條款方面，李副院長表示由於生技製藥產業具有高風險

的特性，對於技術發展階段處於較早期的技術，通常會採取分期支付里

程金(milestone payment)的方式付款，因此被授權者常會在發現後續研

發情況不理想的情況下終止支付里程金，此時雙方就會終止契約。 

10. 保密條款與誠信原則多半為制式之條款，保密原則通常只對技術部分保

密，但有時會應對方要求於金額與條件的細節方面作保密。 

 

 

 

 

 



第五節、個案五：A生技公司—a 行銷企劃部經理 

A公司於國內成立於民國 89 年，目前員工人數約有 45人，為一研發

型生技公司，主要業務為將自行研發的藥物標的(drug target)授權給國外的

藥廠或生技公司做進一步的開發，由於公司成立時間不長，因此目前最新

的產品都還停留在前臨床試驗階段。 

 

a經理表示在 A公司進行授權談判的經驗中，被授權方通常會先確定

兩點，第一點是授權方(A 公司)的專利穩不穩固、有沒有侵權的可能，這

是被授權人最重視的部分，也是生技產業中最重要的部分；其次是確認市

場的大小與技術的競爭性是否值得其投資(即被授權人會估計其應用技術

所能產生的價值)，接下來才會談到實際的授權價格。而以授權人的角度來

看，a 經理認為影響技術授權權利金比例最主要的因素為：授權產品在整

個藥物開發價值練中所佔的價值比例(例如授權產品僅作到臨床前試驗，其

價值據估計可能只佔整體藥品由開發到上市中的 10%，此時 A公司所要求

的權利金比例大約就以 10%為基準)；其次則是參考產業規範中對於特定種

類藥物、在特定時期授權權利金比例，這些特定權利金比例的統計資料有

些可由學術出版刊物中取得，有些則必須透過付費的商情資料庫，另外也

可透過檢視美國各大上市藥廠或生技公司公開說明書資訊，推估其進行某

特定藥物交易時的權利金比例，搜尋時則是根據被授權產品的特徵，以漏

斗狀層層篩選的方式來選擇所謂的參考點，例如授權產品是化學合成類藥

品或是生技類藥品？如果是生技類藥品，又是生技類產品中的哪一類？假

設是生技藥品中的蛋白質類藥品，那麼其發展階段為臨床第幾期？其所治

療的疾病是否為致命性的疾病？或是無法完全根治的慢性疾病？根據這

些條件來尋找和授權產品特徵相似而具有「可比較性」的藥物授權資訊，

作為估計權利金比例的參考點；另外，產品的功能與廣度也會稍微影響到



技術的價格，一個可治療較多適應症的產品其權利金比例可能會稍微高個

幾個百分比，但不太可能因此增加兩倍或三倍；獨家授權方面，a 經理表

示在生技製藥產業中，若授權標的為「產品」時，被授權人通常不願意接

受非獨家授權的產品，故對於只進行「產品」授權的公司而言，獨家授權

已是常態，故不會影響授權之價格，但授權標若為「技術」時，獨家授權

與否就可能會影響授權的價格；而 A公司雖然沒有交互授權的經驗，但以

一般業界的情況而言，因為交互授權因為是偏向合作的關係，故應該會使

權利金的比例較低。 

 

在其他市場環境因素中，a 經理表示在目前產業環境趨勢並不會明顯

影響到授權時權利金的比例或產品的價格，唯一的影響是過去十年因為生

技產品還不成熟，而藥廠專利過期的問題也還不嚴重，因此藥廠對於生技

類產品把關較嚴謹、願意承受的風險較小、條件也較嚴苛，故生技產品的

在過去的授權價格會較現在低，但現在市場上的狀況已較穩定，因此在評

估價格時比較不會將此因素納入考量；而市場競爭因素雖然不會對授權權

利金比例、或授權人對授權價格認定造成直接的影響，卻可能因為被授權

者所處的市場競爭較激烈，使銷售額偏低，造成授權人所能收取的權利金

總額降低；對於其他產品提供者的競爭程度，a經理則認為在生技產業中，

由於產品的獨特性較高，因此較少會有極相似的產品，產業中對於「競爭

性產品」的解釋也會有點不同，一般而言只比較兩點，第一是兩個藥品在

機制、安全性、有效性方面的差別為何？第二是何者的專利比較穩固？因

為生技產品市場是屬於一種「贏者全拿」的局面，因此不會有人想對明顯

較差的產品進行授權；有關市場擴散能力的部分，由於 A公司目前授權的

對象多為智財權保護良好的已開發國家，因此對於此點並不會影響授權的

價格；在政府管制部分，由於 A公司目前的垂直整合程度僅在於藥物的研

發，而未涉及中、後端臨床試驗、上市的活動，因此政府法令在其進行授



權時發揮的影響性不大，若為其他需要在台灣進行臨床試驗的生技公司，

則相信應該會有影響；至於被授權者所處國家之政治與商業風險，由於 A

公司目前主要的被授權人都屬於透明度高的歐美市場，因此沒有這方面的

考量。 

 

在其他智慧財產權應用因素方面，a 經理表示搭售原料、機械的情況

因為在生技產業中相當少見，因此也不會影響授權的價格；在交易使用限

制方面，A公司目前的授權對象都是全球性的廠商，因此地理區域的限制

也多半以全球為主，故 a經理認為交易與使用限制並非主要的影響價格的

因素；在回饋授權條款的部分，由於 A公司在一般的授權合約中都會聲明

在後續研發的過程中若產生一些衍生產品，則 A公司都有部分的權利，因

此未來也不需要回饋授權，故不認為此為影響授權價格之因素；在專利期

間與合約期間的部分，a 經理認為專利期間並不會對權利金比例的高低造

成直接的影響，但專利期限較長可能會使上市後的回收期延長，因此會增

加整體權利金的收益，而合約期限通常不是一項重要的影響因素。 

 

有關上述可能影響授權價格因素是否會影響或反映於授權契約中的

各項條款，a經理亦提供如下的見解： 

1. 通常是否為獨家授權會在授權契約標的條款中說明。 

2. 關於技術授權權利金的規劃方式，一般則是遵循產業規範，通常是以首

款加上里程金以及權利金的方式分期支付，有時還會加上一項研究基

金。 

3. 有關技術移轉實施條款的部分，A公司通常只要將授權的標的產品交給

國外廠商，而不需要提供對方指導與協助，有時會在對方做臨床試驗時

一起共同討論，但通常不是由 A 公司主導，這一方面跟授權的標的有

關，一方面也跟國外廠商具備充分的技術能力有關。 



4. 在技術移轉成效認定的部分，基本上由於生技類藥品需要一個階段接著

一個階段的持續開發，因此 A 公司會根據一些生技藥品的一些特殊的

程序，以提供協助的方式持續參與被授權者的研發，而有點類似共同開

發的情況，這一方面是因為 A 公司的產品是位於生命週期的早期，一

方面也是因為生技產業的特色。 

5. 在技術使用限制條款方面，因為 A 公司的授權對象通常為國際性的藥

廠或生技公司，因此授權時通常會以全球市場為準，亦即與被授權者的

能力與規模有關，另外通常生技公司不會對藥廠的售價方面有所限制，

因為每個藥品有不同的成本，而藥廠有權決定他們的利潤空間為何。 

6. 在對於改良技術處理的約定方面，a經理表示專利是最重要的，即便是

被授權方對於授權產品有改良，但由於還是會用到 A 公司的專利，因

此除了會在合約中註明 A 公司同時擁有衍生技術部分的所有權外，其

實授權方要使用這項衍生產品時，還是必須經過 A公司的同意。 

7. 在技術瑕疵責任歸屬方面，通常會在合約中註明若有侵害第三者智慧財

產權時，在授權方沒有惡意隱瞞的情況下，授權方需要負擔多少責任，

至於是要負全部的責任或是共同分擔，則要看雙方的議價力而定，但一

般藥廠都會希望由生技公司提供的東西，要由生技公司全權負責。 

8. 糾紛爭議解決的地點與準據法方面，a經理表示目前都是以美國的法律

為準，通常美方會較堅持此點，若希望以台灣的法律為準則大概沒有美

方的被授權人願意接受授權，這多半也是與議價力有關。 

9. 在契約期間與終止條款的部分，一般會涵蓋兩種內容，第一種是授權方

會要求被授權方在一定的期限內要有一定的研發成果出現，否則就有權

終止此契約，並且必須賠償授權者耗損專利期的損失，這是為了防止被

授權方只是要防堵競爭者太早出現而買下此藥物標的、而非真心想發展

此產品成為新藥，因為一個藥品在上市後開發全球市場的成本是相當高

的，在競爭性藥品出現所造成的影響遠大於授權藥物標所需前金的的情



況下，有些藥廠會採此防禦競爭者的策略。第二可能是由於被授權者公

司內部對藥物開發的優先順序改變，或者市場上突然出現一項較此產品

效果更佳的藥物，而使被授權方希望終止契約，至於此時被授權方是否

需要付違約金則不一定，因為也有可能是因為被授權方開發速度太慢而

失去先上市的先機，或者預估上市後可以獲得的利潤太低而決定放棄。 

10. 關於保密條款與誠信原則條款的部分，多半都屬於制式之條款，除了保

密條款會在範圍與時間上會有一些變化外，其餘內容都很相近。 

 

另外，a 經理也表示在生技產業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便是專利，但有

些台灣廠商則對此點看法有所不同，這是因為目前台灣藥品市場僅占全球

藥品市場的 1%，而在全球藥品市場中，光是歐、美、日三地就佔了 87%，

因此許多國際藥廠並不打算開發台灣市場、也未在台灣申請專利，在這樣

的環境前提下，某些台灣的生技廠商在經營台灣市場時並不特別注重專利

的有無與好壞，但此點將成為其未來欲開發國際市場時的一項隱憂。 

 

 

 

 

 

 

 

 

 

 

 

 



第六節、個案六：B生技公司—b研發&事業發展處副總經理 

    B公司成立於民國 78 年，員工人數大約 60人，截至目前為止只有擔

任被授權者的經驗，授權技術則全部來自國內學術機構，b 公司將授權技

術做進一步的研發應用後，目前業務以提供製藥產業中，前臨床試驗之技

術服務為主，主要客戶均為國內各學術研究機構。 

 

    b 經理認為，技術成熟度對於技術價格的影響很明顯，越成熟的技術

其價格越高，若實驗中的標準作業程序(SOP)能夠得到一些有力的認證[例

如動物實驗中的 AAALAC(Association for assessment and Accreditation of 

Laboratory Animal Care International)認證、或實驗室中的 CNLA(Chinese 

National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認證]，則技術價值會越高；其次是授權者

應用技術所能產生的價值，但 b經理表示，只有較為成熟的技術才能就評

估市場的大小來推估應用技術所能產生的價值，繼而影響 B公司判斷授權

價格的高低，若為較不成熟的技術，則較少因為此因素而影響授權價格；

另外，授權者的聲譽與信用也會影響技術的價格，由於目前 B公司的技術

來源皆來自學術機構，因此較少去考量授權者的財務狀況，但在從事授權

時會評估發明人在學術界的聲譽，來作為評估技術價值的參考，且由於未

來授權的合作關係緊密，因此也會特別注意發明者的人格特質。 

 

    在其他技術因素中，b經理表示由於目前 B公司所引進的技術均為可

應用到多項產品或領域的平台技術，而未曾有引進單一技術的經驗，因此

無法提供在技術功能廣度差異對價格影響的比較；在技術支援能力的部

分，由於提供 B公司技術的單位均為學術機構，因此 B公司在進行技術授

權時，是採連技術人才一併移轉的方式，來確保對技術的掌握與技術移轉

的成功率，若無法連技術人才一併移轉，B公司則寧願不承接，因此技術



支援能力不會直接影響技術價格，但卻會影響被授權者接受授權的意願；

在技術創新程度方面，由於目前 B公司的市場僅在國內，在台灣市場不大

的前提下，B公司只願意接受至少是在台灣地區還未有人掌握、創新程度

較高的技術，故技術創新程度以影響 B公司接受授權的意願為主，但不一

定會影響到後續的技術價格；在專利本身質量方面，目前 B公司所接受的

三個技術在進行技術授權時，皆還未擁有專利，而 B公司則是在授權人宣

稱專利已在申請中的狀況下，基於對學術機構的信任而接受授權，但後續

的專利其實是由 B公司所自行申請得來的，因此專利質量對於 B公司接受

技術授權時，對於價格的影響程度並不大 

 

在其他授權者與被授權者特性因素中，有關被授權者的聲譽、信用、

財務狀況，以及被授權者技術能力與管理能力是否會影響技術價，由於 B

公司並沒有擔任授權人的經驗，因此無法提供此方面的資訊，但 b經理表

示，一般學術機構在進行授權時，在被授權者技術能力與管理能力方面的

考量較少，多半只要有人願意承接即可。 

 

在其他風險因素方面，b 經理表示學術機構作為授權人時，都會以簽

署無擔保條款的方式來避免可能侵害第三者智財權的風險，由於此點為常

態，因此並不會影響技術授權之價格；而由於 B公司所有的授權經驗均來

自於國內，因此不清楚技術價格是否會受到爭議處理時，仲裁單位與地點

之不同所影響；在被授權者可能開發出競爭性風險、以及被授權人侵害原

授權人智財權風險方面，b經理則認為應該不會顯著影響技術之價格。 

 

有關上述可能影響授權價格因素是否會影響或反映於授權契約中的

各項條款，b經理亦提供如下的見解： 

1. 在授權契約標的條款中，b 經理表示上述之因素皆不會反映於此條款



中，首先是因為當時授權技術尚未取得專利，因此無法在此條款中看

到專利相關的資訊，其次雖然雙方都有默契此技術為專屬授權，但條

文中並未明確列入，這是由於學研單位怕有圖利廠商的嫌疑，因此對

對於營利單位之授權不願以獨家之方式簽署授權合約。 

2. 有關權利金計算與支付條款方面，主要與技術成熟度以及被授權者的

財力有關，通常技術的成熟度越高時，被授權者越願意支付較多的前

金；而由於台灣生技公司的資金多半不豐厚，且授權技術多半還需要

持續的研發才有商品化的可能性，因此台灣的生技公司多半會傾向以

支付較少前金、較高比例權利金(5~10%)的方式取得技術。 

3. 在技術移轉實施條款方面，由於 B公司均採取連技術人才一併移轉的

方式取得技術，因此不需要額外的技術協助，也不會有其他的因素影

響到此項條款。 

4. 技術移轉成效認定條款方面，b 經理表示此為一項較制式的條款，通

常不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B 公司通常會利用定期發表研究、舉行

研討會的方式讓授權者瞭解目前實施的狀況。 

5. 在技術使用限制條款方面，由於授權者為國家學術機構，主要目的是

希望能進行技術的推廣，因此授權區域均為全球，故此點並不會影響

技術的授權價格。 

6. 對於改良技術處理約定方面，b 經理表示學術機構一般很少會要求對

衍生技術的再授權，這一方面是因為學術機構的目的是開發技術而非

應用技術，二方面則是因為學界主觀認定業界的技術能力不如學界，

因此不太可能會開發出有價值的衍生技術，亦即授權者對於被授權者

技術能力的認定會影響此條款的簽署。 

7. 在技術瑕疵責任歸屬約定的部分，由於 b經理表示當技術來源為學術

機構時，授權方通常會要求簽署無擔保條款來避免授權技術侵害第三

者智財權的風險。 



8. 在糾紛爭議解決約定方面，由於 B公司的技術交易對象均在國內，自

然以中華民國法律為準，因此不會有其他因素的影響。 

9. 在契約終止條款方面，b 經理表示多半會在被授權方沒有實施、或因

其他不可抗力因素影響(例如公司倒閉)的情況下，才會終止合約，屬

於國家學術機構一般並不太重視此條款，這是因為學術單位並非以權

利金收入作為其績效指標，而是以其授權案件的多寡作為績效評估的

參考，故學術界一般只要廠商有意願承接就會接受，而較少去考慮因

技術授權帶來權利金的收益。 

 

 

 

 

 

 

 

 

 

 

 

 

 

 

 

 

 



第七節、個案七：C製藥公司—c研發處資深專案經理 

    C公司成立於民國 60 年，目前為國內知名上市公司，員工人數為 180

人，c經理從事技術授權工作相關已有十幾年的經驗，在 C公司主要從事

的授權業務主要為由國外廠商授權製藥相關技術，其次是由國內學術機構

授權技術，但也有少數授權至國外(包括中國大陸)的經驗。 

 

    c 經理將製藥產業價值練切為研究、生產製造、人體臨床試驗、申請

上市、行銷推廣五個部分(如圖 4-1)，並將一般常見於製藥產業中授權的技

術與產品分為主要的三種，一種是於應用研發階段的技術，例如平台技術

就是在這個階段常見的，其次是所謂的生產製造的技術，再者就是處於研

發、生產與臨床試驗各階段的產品，例如授權方將生產過程已經確定的成

品授權給 C公司，再由 C公司於台灣做各階段的臨床試驗。 

 圖 4-1製藥產業價值鍊 

 

   c經理認為於製藥產業中影響「產品」授權價格最重要的因素有幾點，

第一是所謂的產品成熟度，通常成熟度越高技術，或是越接近臨床試驗第

三期的產品(drug candidate)，其價格越高；第二點是授權區域的限制，例

生產 臨床試驗研發  

技術 

技術 

產品 產品 產品 

行銷推廣 申請上市



如為台灣地區、台灣與大陸地區、或是除了日本以外的亞洲地區；第三點

是評估是否為獨家授權，通常授權標的若為「產品」時，因為台灣藥品市

場不大，廠商傾向只接受獨家授權方式，而授權標的為「技術」時則不一

定，在根據授權區域與是否為獨家授權的資訊後，即可估計區域內患有特

定疾病的病患人數，繼而推算某類藥品市場的大小；第四點是評估此藥品

在台灣上市時是否為健保給付藥品，因為健保會對所給付的藥品做價格上

的限制，故必須參考國內治療性質相似的同類藥品之健保給付價格、以及

國外同類藥品的市場價格來推估藥品的健保給付價格，若為非健保給付的

藥品，定價的彈性就較高；專利質量在授權標的為產品時，通常會一併移

轉，因此專利之質量也會影響技術之價格；最後再加上對替代性產品的競

爭者分析、以及此藥品的可能成本結構、以及為消費者所帶來之加值的推

估後，便可推算授權此藥品帶給被授權者的利潤，繼而決定授權技術/產品

的可能價值。 

 

若授權標的為「技術」時，技術成熟度、被授權者應用技術所能產生

的價值、技術的功能與廣度則為影響授權價格較重要因素，由於有些授權

技術本身沒有專利，而純粹為所謂的技術密竅(know how)，因此相對於產

品，專利質量對技術授權價格的影響就顯得比較不一定；另外，由於技術

可應用的範圍較廣，因此相對於產品，技術是否為獨家授權，對授權價格

的影響程度也較不明顯。 

 

在其餘的市場環境因素中，c 經理認為大的產業環境趨勢不太會影響

製藥產業中特定技術/產品的授權價格；至於其他技術提供者的競爭程度，

c經理則表示 C公司傾向在授權時便尋找技術最佳的廠商，因此此因素對

技術價格的影響也不大；而市場擴散能力因素方面，c 經理認為不會直接

影響到技術價格，但會影響到是否決定進行授權，例如像大陸廠商竊取智



慧財產權的情況相當嚴重，且竊取者多半於國營事業/政府單位服務，令許

多廠商投訴無門，在此種情況下若不是不考慮授權給大陸，就是會加強保

護的工作，但不會因此而影響授權的價格；產業規範方面，c 經理表示目

前有關權利金比例的公開資訊多以國外市場(尤其是美國美國)的資料為

主，而由於市場情況與大小皆與國外不同，因此不會參考這方面的產業規

範；被授權者所處國家的政治與商業風險的部分，c 經理表示不會直接影

響授權價格，但若對方的智財權保護不佳則會影響到進行授權的意願，而

政治與商業風險較高的地區，例如中國大陸，也會影響雙方在簽訂合約時

以第三地之法律為準據法，並且以仲裁而非訴訟作為爭議處理時的解決方

式。 

 

在其餘的智慧財產權應用因素中，c 經理表示由於在製藥產業中搭售

的情況並不常見，因此不為影響授權價格的重要因素；回饋授權雖然常見

於授權契約中，但一方面因為台灣廠商技術能力較歐美先進國家弱，一方

面也因為台灣廠商引進的多半為比較成熟的技術，因此可能研發出有價值

的衍生技術回饋歐美國家的機會不大，因此亦不會影響到授權的價格；專

利期間與合約期間不會直接影響授權的價格，但會影響到廠商是否願意接

受授權的意願，一般都希望有十年以上的期間，因為市場開發需要時間，

若專利其間或合約期間太短，則會使後續的獲利期間不足；在交互授權因

素的部分，雖然理論上有交互授權時會因為雙方的合作關係使權利金的比

例下降，但由於台灣廠商目前的技術能力較弱，能交互授權的機會不多，

故會影響到授權價格的情況較少，但其中有一種特殊的情況為，授權方已

經針對某藥品的 A適應症做一系列的臨床試驗，當在台灣的被授權人願意

提供此類藥品在台灣做 B適應症的臨床試驗、且品質方面可符合美國 FDA

之申請標準時，可使授權的權利金下降。 

 



在其餘的技術因素中，c 經理表示通常被授權方一定會要求授權方提

供技術的支援，雖然每個授權者所能提供的支援程度不盡相同，但卻不會

因此而影響技術的價格；技術的創新程度對價格的影響則較不一定，雖然

技術的創新程度高表示其較難被取代，但創新程度較高的技術亦時常伴隨

著較高的風險，因此對技術價格的影響不明確。 

  

在授權者與被授權者特性因素中，c 經理認為授權者的聲譽、信用、

財務狀況並不會顯著的影響技術的價格，而是授權者的規模大小，與規模

較小的廠商相較起來，規模較大的廠商的技術價格通常較高且較沒有彈

性；而對於被授權者的聲譽、信用、財務狀況、技術能力與管理能力方面，

c經理則認為對技術的價格都沒有顯著的影響。 

 

其他風險因素的部分，c 經理表示授權技術侵害第三者智財權風險部

分，通常就會要求授權人負擔未來可能的侵權責任，因此不會成為影響價

格的重要因素；在爭議處理時的仲裁單位與所在國家因素方面，c 經理表

示當台灣廠商身為被授權人時，由於議價力較弱，因此多半會同意遵循授

權人國家的法律與仲裁地點，多半為歐美國家，當台灣廠商擔任授權人

時，若授權對象為大陸廠商，則會尋求第三地為仲裁地點並以第三地之法

律為準據法，但此因素通常不會對授權價格造成直接的影響；有關被授權

者開發出競爭性技術的風險以及被授權者侵害原授權人的智財權風險，c

經理認為這是在考慮是否要進行授權時就必須考量的因素，而非影響授權

價格的因素。 

 

有關上述可能影響授權價格因素是否會影響或反映於授權契約中的

各項條款，c經理亦提供如下的見解： 

1. 在授權契約標的條款的部分，c 經理認為一般僅要求授權方將技術



或產品的內涵詳實敘述，因此除了是否為獨家授權的因素會反映於

此項條款外，沒有其餘因素會影響之。 

2. 在權利金計算與支付條款方面，c 經理認為成熟度為一項重要的因

素，通常對成熟度越高、風險越小的產品或技術，被授權人越願意

支付較高的前金，另外是被授權人的財務狀況，若被授權人有較多

的現金才能支付較多的前金或將技術買斷。 

3. 有關技術移轉實施條款的部分，c 經理認為主要受授權者的技術支

援能力與意願，以及被授權者的技術能力影響。 

4. 技術移轉成效認定的部分，c 經理則認為此點與技術與產品的發展

階段有關，一般較成熟的產品或技術會較容易認定，例如是否通過

第幾期的臨床試驗，授權人也常會對產品品質方面作一定的要求。 

5. 技術使用限制條款方面，授權人通常不會限制被授權人對最終產品

的售價，對於客戶方面也通常沒有限制，而由於國內藥廠多角化的

情況不多，因此通常亦不會對某類產品或技術的使用有所限制，多

半只有區域方面的限制，而區域方面則要看授權人本身對市場的規

劃和被授權人的能力來決定。 

6. 對改良技術處理的約定部分，c 經理表示通常都會界定所有權歸屬

於被授權方或共同擁有，且通常都會有回饋授權約定，雖然回饋授

權的有無會受到被授權者的技術能力及技術的成熟度影響(成熟度

較高的技術較難有高價值的衍生技術產生)，但此兩點因素卻不會影

響到對改良技術處理條款部分的簽訂，因為此條款一般而言不會有

太大的變化。 

7. 在技術瑕疵責任歸屬的部分，C 公司一般都會要求對方，萬一授權

技術有侵害第三者智財權可能，則必須由授權方負責，但這與上述

可能會技術價格的因素無關。 

8. 關於糾紛爭議解決的約定，c 經理認為這主要由雙方議價力決定，



但若被授權國家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越差，則授權人越會堅持不在

被授權人國家進行訴訟。 

9. 在契約期間與終止條款的部分，一般而言被授權人可任意在意願降

低或開發不順利的情況下終止此授權合約，只需止付後續的里程金

(mile stone payment)即可。 

10. 保密條款與誠信原則條款的部分，一般皆為制式之內容，通常不會

受其他因素的影響。 

 

 

 

 

 

 

 

 

 

 

 

 

 

 

 

 

 

 

 



第八節、個案八：D製藥公司—d總經理 

D 公司成立於民國 77 年，目前員工人數約為 200 人，為未上市上櫃

公司，目前從事的授權相關業務多為由國外引進技術後自行運用技術，因

此以擔任被授權者的經驗居多。 

 

    d 經理認為影響技術價格的主要因素有幾點，首先是根據產品市場大

小、市場競爭程度及產品是否可滿足市場中未被滿足的需求，來評估被授

權者應用技術所能產生的價值。產品市場大小的預估，又與授權技術使用

限制之地區有關，若預期被授權者應用技術所產生的價值越低，則技術可

能之價格越低；第二是技術成熟度，成熟度越高、越接近可商品化階段之

技術，其價格也越高；第三，產業規範中對特定種類技術/產品在不同發展

階段的權利金比例，也就是所謂的「行情」，也會列入參考；第四，若授

權的產品未來在國內上市時可能成為健保給付之品項，則因為健保會限制

藥品在市場上的價格，也連帶影響到未來的收益，也繼而影響被授權者對

技術價格的判斷；第五，專利的質量也是影響價格的重點，d 經理表示相

對於在台灣有專利的技術/產品，未申請專利的技術/產品其授權價格會偏

低；若雙方有交互授權情況時，由於是雙方以類似互惠的方式進行交易，

因此權利金的比例會較低。 

 

    在其他市場環境因素中，大產業環境趨勢對於授權價格的影響不大；

在其他技術提供者競爭程度因素方面，由於 d經理較少遇到多項技術競爭

授權的情況，因此無法提供此方面的經驗；至於市場擴散能力方面，d 經

理表示許多跨國公司的確會因為台灣市場對技術修改與模仿的能力較

強，因此寧願到新加坡設廠，但不確定此點對於技術價格的影響。 

 



在其餘的智慧財產權應用因素中，由於一般在製藥產業中產品的授權

均為獨家授權，若非獨家授權，則多數的被授權者均不願意接受，因此不

會直接影響授權價格；而製藥產業中若有搭售原料藥的情況，一般也不會

影響到授權價格；在回饋條款方面，d 經理表示授權方對此因素的重視程

度與授權技術/產品的成熟度有關，如果不是一個很成熟的技術，被授權者

應用所產生有價值衍生技術或秘竅(know how)的機會較高，而成熟的技術

就相對較少，但對授權價格可能不會產生直接的影響；專利期間對技術價

格的影響則不一定，當授權方的專利只剩少許幾年時，授權方會希望藉著

提高權利金比例、趁專利尚未過期快速回收利潤，而被授權者的想法則相

反，因此對權利金的影響不明顯；合約期間則不會對授權價格有影響。 

 

有關上述可能影響授權價格因素是否會影響或反映於授權契約中的

各項條款，d經理亦提供如下的見解： 

1. 在授權標的條款方面，通常會說明是否為獨家授權，並且詳實說明標的

涵蓋的範圍。 

2. 在權利金計算與支付條款方面，d經理表示與市場競爭程度、技術成熟

度、以及被授權者的財力有關，通常市場競爭程度越不明朗或越激烈

時，被授權者會傾向支付較少的前金，而當技術成熟度較高時，一般而

言前金占總技術價格則會較高，而被授權者若再授權初期需要投入其他

的成本(例如建廠)，而使資金調度有困難時，前金的比例則會較低。 

3. 在技術移轉實施條款方面，d經理認為與授權者的技術能力與承接技術

的種類與難度有關，例如通常藥品的製造技術通常都會要求授權方提供

支援。 

4. 在技術成效認定條款方面，主要與技術種類有關。若為製造技術，則可

能以生產力提升的程度作為認定方式；若為產品技術，則可能會以藥品

進入臨床第幾階段為認定標準；另外也與技術成熟度有關，成熟度較高



的技術認定方式會比較清楚。 

5. 在交易使用限制條款方面，d經理表示在地理區域限制的部分主要是授

權者本身對市場的考量，而不會有其他因素影響之。 

6. 對改良技術處理方式的約定，d經理表示一般合約中都會界定所有權，

至於是否有回饋條款則需視技術成熟度而定，較成熟的技術其開發出衍

生技術的價值與可能性較低，由於利益較低的緣故，一般授權者也不會

要求回饋授權。 

7. 在技術瑕疵責任歸屬條款方面，D公司目前所引進的產品多為成熟度與

商品化可能性較高的技術，通常都會要求對方擔保其專利是可靠的，萬

一有侵害第三者智財權的情形，也會要求對方負責。 

8. 在糾紛爭議解決條款方面，d 經理表示多數都是以授權方的準據法為

主，有時會在新加坡或香港等第三地，以仲裁的方式解決，但因為授權

者的議價力較高，因此多半是以對方為主。 

9. 在契約期間與終止條款方面，d經理表示通常會根據雙方提出的進度計

畫做為基準， 若未依進度實施則授權人可將權利收回。 

10. 保密條款與誠信原則條款多半為制式之條款，通常不會有太大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