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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專利權人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實施專利發明之權利。專利

授權之類型，主要分為「專屬授權」及「非專屬授權」。專屬授權及

非專屬授權具有本質上之區別，一般認為專屬被授權人就該專利享有

物權之權利，在專屬授權範圍內得排除專利權人及第三人實施該專利

發明，並得提起專利侵權訴訟。反之，非專屬授權是一種債權，僅在

專利權人與非專屬被授權人間發生契約上之權利義務關係。非專屬被

授權人不具有排他權，即使專利權人承諾不再授權他人，其後續所為

之授權仍為有效。非專屬被授權人亦不具有提起專利侵權訴訟之權

利。採取專屬授權方式之專利權人，以本身不從事商業實施之大學、

研究機構或政府機關為主，另外需要長期及巨額研發投資之生物科技

及醫藥產業，也常使用此種授權方式。惟相對於專利授權在商業上之

高度運用與多元發展，現行專利法對於授權之規定可謂屈指可數。為

使專屬授權之定義與效力更加明確，行政院於 2009 年 12 月 11 日送

請立法院審議之專利法修正草案增訂專屬授權之定義及再授權之相

關規定，並於 2010 年 6 月 2 日經立法院經濟委員會審查通過。 

專利專屬授權涉及專利法、契約法及競爭法上之複雜法律問題。

鑑於目前國內針對專利權之專屬授權進行完整及深入之研究者尚屬

有限，實務上對於專屬授權所衍生問題之處理亦有不同之看法，本論

文蒐集整理美國、歐盟、日本及中國大陸之專利法規、實務見解及學

說，並與我國之制度及實務進行比較研究。本論文從專利權之本質為

積極之實施權或消極之排他權的古老爭議開始解析專利授權之意

義，進而深入探討專屬授權之意義、成立要件、權利性質、同一專利

權上先後成立之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的關係、專屬被授權人對其專

屬實施權之處分權、專屬被授權人之民事救濟請求權、專屬授權對於

專利權人民事救濟請求權之影響、專屬被授權人之努力實施義務及競

爭法對於專屬授權之特殊規範等各項議題，最後嘗試在我國法制架構

下，對於專屬授權之相關爭議提出適當可行之建議方案。 



 

Abstract 

The patent owner has the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from exploiting the 

patented invention without his consent. In principle, the patent owner can 

grant two types of licenses, one is an exclusive license, and the other is a 

non-exclusive license. There are inherent differences between an exclusive 

license and a non-exclusive license. It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that the 

exclusive licensee enjoys some property interest in the patent. The 

exclusive licensee can prevent the patent owner and third parties from 

exploiting the patented invention in the scope of exclusive license, and can 

sue others for infringement. On the contrary, the non-exclusive license is 

only a contract right. By granting the non-exclusive license, an obligatory 

relationship is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patent owner and the licensee. The 

non-exclusive license does not enjoy an exclusive right, the licenses 

subsequently granted by the patent owner will be effective, even if the 

patent owner promises not to grant further licenses. The non-exclusive 

licensee also has no standing to bring suit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Patent owners granting exclusive licenses are mainly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that usually do not engage in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of the patented inventions themselves. In addition, 

the biotechnology and medical industries that require long term and 

expensive investment also often use this type of license. However, 

compared to the high application and diverse development of a patent 

license, the current Patent Act has few provisions regulating the license. In 

order to make the definition and effect of exclusive license clearer, the draft 

amendment of the Patent Act submitted by the Executive Yuan to the 

Legislative Yuan on December 11, 2009 added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definition of exclusive license and the right to grant sub-license. The 

Economics Committee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deliberated and passed those 

 



 

 

provisions on June 2, 2010. 

A patent exclusive license has many complicated legal issues, 

involving the patent law, contract law and competition law. In consideration 

for the high level of research involved for patent exclusive licenses, these 

are limited domestically, and there are also many different opinions to deal 

with the ambiguous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exclusive licenses.  

This dissertation collects and analyzes the patent laws, judicial judgments 

and theories of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Japan, and Mainland China, 

and compares these with the system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in Taiwan. 

In the beginning, this dissertation explains the meaning of a patent 

license from the ancient argument that the patent nature is a positive 

exploitation right or a negative exclusive right. Further, this dissertation 

explores several issues about the patent exclusive license, including the 

meaning of an exclusive license, the formation of an exclusive license, the 

legal nature of an exclusive license, the relationship of an exclusive license 

and a non-exclusive license granted on the same subject matter of the 

patent, the right of disposition owned by the exclusive licensee, the right to 

a remedy owned by the exclusive licensee and its influence to the right to a 

remedy owned by the patent owner, the best effort obligation born by the 

exclusive licensee and the special regulations to the exclusive license in 

competition law. Finally, this dissertation attempts to provide appropriate 

and feasible proposals to solve disputes regarding exclusive patent licenses. 

 

 

 

 

 

 



 

 目  錄 

第一章 緒論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 4 

第四節 研究範圍.......................................... 6 

第二章 專利權之本質 ....................................... 8 

第一節 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8 

第二節 美國.............................................. 9 

第三節 德國............................................. 11 

第四節 日本............................................. 11 

第五節 中國大陸......................................... 12 

第六節 我國............................................. 13 

第一項 立法沿革 .................................... 13 

第二項 學說 ........................................ 14 

第三項 實務 ........................................ 14 

第七節 積極說與消極說之區別實益......................... 17 

第八節 小結............................................. 19 

第三章 專屬授權之意義 .................................... 21 

第一節 美國............................................. 22 

第二節 歐盟............................................. 22 

第一項 德國 ........................................ 22 

第二項 英國 ........................................ 22 

第三項 西班牙 ...................................... 23 

第四項 技術移轉協議適用歐體條約第 81 條之指導原則 ... 23 

第三節 日本............................................. 23 

I 
 



 

第四節 中國大陸......................................... 23 

第五節 我國............................................. 24 

第一項 相關立法例 .................................. 24 

第二項 學說 ........................................ 24 

第三項 實務 ........................................ 25 

第六節 小結............................................. 26 

第四章 專屬授權之性質 .................................... 28 

第一節 美國............................................. 28 

第二節 德國............................................. 31 

第三節 日本............................................. 32 

第四節 中國大陸......................................... 35 

第五節 我國............................................. 36 

第一項 學說 ........................................ 36 

第二項 實務 ........................................ 38 

第六節 小結............................................. 38 

第五章 專屬授權之主體 .................................... 40 

第一節 美國............................................. 40 

第二節 歐盟............................................. 43 

第一項 德國 ........................................ 43 

第二項 英國 ........................................ 44 

第三項 法國 ........................................ 46 

第四項 歐體專利規則草案 ............................ 47 

第三節 日本............................................. 48 

第四節 中國大陸......................................... 49 

第五節 我國............................................. 51 

第六節 小結............................................. 52 

第六章 專屬授權之客體 .................................... 54 

第一節 美國............................................. 54 

II 



 

第二節 歐盟............................................. 54 

第一項 德國 ........................................ 54 

第二項 英國 ........................................ 55 

第三項 法國 ........................................ 55 

第三節 日本............................................. 55 

第四節 中國大陸......................................... 57 

第五節 我國............................................. 58 

第六節 小結............................................. 59 

第七章 專屬授權之形式要件 ................................ 61 

第一節 書面要件......................................... 61 

第一項 美國 ........................................ 61 

第二項 歐盟 ........................................ 62 

第三項 日本 ........................................ 64 

第四項 中國大陸 .................................... 64 

第五項 我國 ........................................ 65 

第六項 小結 ........................................ 65 

第二節 登記要件......................................... 66 

第一項 美國 ........................................ 66 

第二項 歐盟 ........................................ 70 

第三項 日本 ........................................ 72 

第四項 中國大陸 .................................... 74 

第五項 我國 ........................................ 76 

第六項 小結 ........................................ 83 

第八章 專屬授權得否保留專利權人之實施權 .................. 85 

第一節 美國............................................. 85 

第二節 歐盟............................................. 89 

第一項 德國 ........................................ 89 

第二項 西班牙 ...................................... 89 

第三節 日本............................................. 90 

III 
 



 

第四節 韓國............................................. 90 

第五節 我國............................................. 91 

第一項 學說 ........................................ 91 

第二項 實務 ........................................ 92 

第六節 小結............................................. 93 

第九章 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之關係 ........................ 96 

第一節 專屬授權成立在非專屬授權成立之前................. 96 

第一項 美國 ........................................ 96 

第二項 德國 ........................................ 97 

第三項 日本 ........................................ 97 

第四項 我國 ........................................ 97 

第二節 專屬授權成立在非專屬授權成立之後................. 98 

第一項 美國 ........................................ 98 

第二項 德國 ........................................ 99 

第三項 日本 ........................................ 99 

第四項 我國 ....................................... 100 

第三節 小結............................................ 100 

第十章 專屬被授權人對專屬實施權之處分權能 ............... 101 

第一節 讓與............................................ 101 

第一項 美國 ....................................... 101 

第二項 德國 ....................................... 105 

第三項 日本 ....................................... 106 

第四項 中國大陸 ................................... 108 

第五項 我國 ....................................... 108 

第六項 小結 ....................................... 109 

第二節 再授權.......................................... 110 

第一項 美國 ....................................... 110 

第二項 德國 ....................................... 113 

第三項 日本 ....................................... 115 

IV 



 

第四項 中國大陸 ................................... 115 

第五項 我國 ....................................... 116 

第六項 小結 ....................................... 118 

第三節 設定擔保........................................ 120 

第一項 美國 ....................................... 120 

第二項 德國 ....................................... 123 

第三項 日本 ....................................... 124 

第四項 中國大陸 ................................... 126 

第五項 我國 ....................................... 127 

第六項 小結 ....................................... 129 

第十一章 專屬被授權人之民事救濟請求權 ................... 130 

第一節 美國............................................ 130 

第一項 非專屬被授權人之訴訟適格 ................... 130 

第二項 專屬被授權人之訴訟適格 ..................... 132 

第二節 歐盟............................................ 140 

第一項 德國 ....................................... 140 

第二項 英國 ....................................... 141 

第三項 法國 ....................................... 142 

第四項 瑞典 ....................................... 142 

第五項 西班牙 ..................................... 142 

第六項 歐盟專利法院條約草案 ....................... 143 

第三節 日本............................................ 146 

第四節 中國大陸........................................ 148 

第五節 我國............................................ 150 

第六節 小結............................................ 151 

第十二章 專屬授權對於專利權人民事救濟請求權之影響........ 153 

第一節 美國............................................ 153 

第一項 禁制令 ..................................... 154 

第二項 損害賠償 ................................... 159 

V 
 



 

第二節 德國............................................ 163 

第三節 日本............................................ 165 

第一項 侵害禁止請求權 ............................. 165 

第二項 損害賠償請求權 ............................. 172 

第四節 中國大陸........................................ 175 

第五節 我國............................................ 176 

第一項 學說 ....................................... 176 

第二項 實務 ....................................... 177 

第六節 小結............................................ 181 

第十三章 專屬被授權人之努力實施義務 ..................... 185 

第一節 美國............................................ 185 

第二節 德國............................................ 189 

第三節 日本............................................ 189 

第四節 中國大陸........................................ 191 

第五節 我國............................................ 192 

第六節 小結............................................ 195 

第十四章 專屬授權與競爭法之規範 ......................... 196 

第一節 美國............................................ 196 

第二節 歐盟............................................ 198 

第三節 日本............................................ 201 

第四節 中國大陸........................................ 203 

第五節 我國............................................ 205 

第六節 小結............................................ 206 

第十五章 結論 ........................................... 208 

第一節 本論文之研究成果................................ 208 

第二節 本論文之研究心得................................ 215 

第三節 現行法規修正建議................................ 219 

VI 



 

VII 
 

參考文獻及書目 .......................................... 222 

【中文】............................................... 222 

【英文】............................................... 227 

【日文】............................................... 23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專利權係以發明人公開揭露其技術內容為條件，賦予發明人在專

利存續期間內享有排除他人實施發明之權利，他人縱使不知悉專利權

存在而獨立研發出相同創作成果，除依法得主張先用權者外，只要未

獲得專利權人之授權，均不得任意實施受專利保護之發明。依中央銀

行國際收支統計，2009 年我國支付國外專利、商標等使用費達 34 億 2

千 4 百萬美元，自國外收入專利、商標等使用費達 2 億 4 千 2 百萬美

元
1
，可見授權他人實施專利發明，是專利權人普遍運用其專利權之方

式，且在國際貿易上占有一席之地。專利權人授權他人實施之目的，

約有下列數種
2
： 

 使專利技術與被授權人之製造或經銷能力結合，實現專利權之經

濟價值，從中收取權利金。 

 當有許多類似之競爭技術存在時，如有其他業者願取得該專利技

術之授權，顯示該專利之有效性獲得承認。 

 於專利侵權訴訟中，當被控侵權人提出專利無效之抗辯時，專利

授權事實可以作為加強專利有效性之證據。 

 有效之授權規畫顯示該專利具有市場價值，增加獲得融資之機會。 

 透過與其他專利交互授權，擴大本身市場及縮短產品上市時間。 

 吸引潛在合作者、研究單位或學界投入該項專利技術之研究。 

 利用被授權人之專業、資源及市場占有率，使企業擴張與成長。 

 透過對相同或類似業種大量授權，促使專利技術成為產業標準。 

專利授權之類型，主要可分為「專屬授權」及「非專屬授權」。採

取專屬授權方式之專利權人，以本身不從事商業實施之大學、研究機

                                                       
1  中央銀行網站，http://www.cbc.gov.tw/public/data/economic/statistics/bop/cSY.xls 
2 David Drews, Patent License Evaluation (2004/05) .http://www.ipmetrics.net/PLE.pdf(2010/07/01最後到

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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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或政府機關為中心
3
，另外需要長期及巨額研發投資之生物科技及醫

藥產業
4
，為提供商業化誘因，也常使用此種授權方式

5
。近年來，資策

會、工研院及各大學院校等研究與學術機構紛紛以標售、技術移轉與

授權等方式向國內廠商釋出專利權，經觀察市場反應，證明其中以「專

屬授權」的方式最受廠商歡迎。相較於專利技術移轉、賣斷與非專屬

授權，專屬授權具有下列特點： 

 專屬授權與賣斷相近，被授權人享有排他權，還可以向侵害專利

之人請求損害賠償，亦得以再授權收取權利金，可獲得最高收益。

相較於此，技術移轉之保障有限，購買專利權的成本又過高。 

 專屬被授權人可取得獨占實施之地位，免與其他被授權人或專利

權人進行市場競爭，故通常願意支付較非專屬授權高額之權利金。 

 區分不同用途(field of use)或地區而為專屬授權，可保護被授

權人之心血免於被其他被授權人，甚至被專利權人搭便車，更能

鼓勵被授權人從事實施專利之必要研發與投資。 

實務上，專屬授權雖有不可忽視之重要性，但現行專利法並未明

定「專屬授權」之定義，僅於專利法第 84 條第 2 項規定，發明專利權

                                                       
3  如工研院、資策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屬試驗所及各地農業改良場，即常有公開標售專屬授權

之實例。參見中華民國招商網，「資策會對外授權 227 項專利，廠商反應佳」，2006 年 08 月 23 日。

http://investintaiwan.nat.gov.tw/zh‐tw/news/200608/2006082301.html(2010/1/20 最後到訪) 

顏嘉瑩，「工研院推出上百件機械領域專利專屬授權」，Asiainfo，第 257 期，2006 年 07 月 01 日。

http://www.asia‐info.net/detail_machin.asp?id=3022(2010/07/01 最後到訪) 

農業易遊網，「全國專利權讓與暨專屬授權，農委會首次參與競標」，2008 年 11 月 04 日。

http://ezfun.coa.gov.tw/view.php?theme=news&id=A_sandra_20081104181815(2010/07/01 最後到訪) 
4  生醫領域的研究發明具有研發期程長、須耗費鉅額投資，且研發風險極高之特色。美國國家衛生

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於 2005 年 4 月發布「NIH基因體發明優良授權指導方針」

（Best Practices for the Licensing of Genomic Inventions: Final Notice）。建議在確切的商業運用管道出

現後，應先深入瞭解研發成果是否需透過專屬授權方式，始能為後續商業化利用提供誘因，若基因

體發明必須透過專屬授權方式，始能鼓勵產業界投入後續研發者，專屬授權的內容應予適當規劃，

使此一技術儘可能於各方面均可快速發展，並應考量被授權人有無具備將基因體發明技術儘速推出

上市的相對應能力。黃慧嫺，「NIH針對基因體發明  提出授權指導方針」，生技與醫療器材報導月

刊第 97 期，2007 年 8 月。 
5  日本特許廳於 2008 年委託財團法人知的財產研究所調查企業運用專屬授權之結果如下： 

【授權人】：大學(20%)  醫藥品工業(12%)  綜合化學工業(6%)  建設業(6%)  機械工業(6%) 

【被授權人】：醫藥品工業(15%)  電氣機械器具工業(10%)  塑膠工業(7%)  建設業(7%)  機械業(7%) 

財團法人知的財產研究所，「知的財産の更なる活用の在り方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頁 25 註

36，2009 年 3 月。http://www.iip.or.jp/report/index.html(2010/07/01 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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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受侵害時，專屬被授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有

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為使專屬授權之定義與效力更加明確，

行政院於 2009 年 12月 11日送請立法院審議之專利法修正草案增訂第

64 條第 3項規定：「專屬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排除發明專利權人

及第三人實施該發明。」第 65 條第 1 項規定：「專屬被授權人得將其

被授予之權利再授權第三人實施。但契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並修正現行專利法第 84 條第 2 項規定，明定專屬被授權人在「被授權

範圍內」，始能為損害賠償及排除或防止侵害之請求。上開修正草案業

於 2010 年 6 月 2日經立法院經濟委員會審查通過。 

鑑於國內針對專利權之專屬授權進行完整及深入之研究者尚屬有

限，實務上對於專屬授權所衍生問題之處理亦有不同之看法，期能透

過本論文之研究，對於專屬授權之內涵有更充分之認識。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相對於專利授權在商業上之高度運用與多元發展，現行專利法對

於授權之規定可謂屈指可數，基本上是在私法契約自由原則下，委諸

當事人自由約定，惟在當事人約定不明之場合如何解決，勢必造成實

務上之難題。本論文以為，專利權之專屬授權存在下列待決問題： 

一、專利權人在專屬授權後，是否也被排除實施，專屬授權契約可否

約定保留專利權人之實施權？ 

二、專屬授權之主體及客體各為何？其生效要件為何？ 

三、專利權人如果曾為非專屬授權，可否為專屬授權；專利權人如果

曾為專屬授權，可否再進行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其效力各為

何？ 

四、專屬被授權人就其取得之實施權，得否讓與、設定擔保或再授權？ 

五、專利權人為專屬授權後，當有第三人侵害專利權時，專利權人或

專屬被授權人何者有權對侵害人行使侵害排除或防止請求權與損

3 
 



第一章  緒論 

害賠償請求權，係二者均有權行使或僅一者有權行使？ 

關於第一個問題，涉及專屬授權之定義。關於第二個問題，涉及

專屬授權之成立要件。關於第三個問題，涉及專屬授權之權利性質究

竟屬於債權或物權。關於第四個問題，涉及專屬被授權人對其取得之

權利，是否具有處分權。關於第五個問題，涉及專屬被授權人與專利

權人行使民事救濟請求權之關係，及對被控侵權行為人之影響。 

除了專屬被授權人權利行使方面之問題外，專屬被授權人相較於

非專屬授權，是否對於專利權人負有特殊之實施義務。另專利權人將

其專利發明專屬授權他人實施，競爭法上是否應予特別之規範，均屬

值得研究之課題。本論文期望以筆者參與修法之經驗及對於國外法制

之研究心得，對於專屬授權之上開議題進行歸納與分析，並嘗試在我

國法制架構下，提出適當可行之建議方案。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論文各章節除第一章緒論及第十五章結論外，各章均代表筆者

對於專屬授權之一項問題意識，為解答各該問題，本論文使用比較法

學方法，透過主要國家專利法制及實務之研究，試圖彌補國內法制不

足之處，並檢討國內既有學說及實務之妥適性。 

本論文以各國專利法對於專屬授權之規範為中心，故以主要國家

之專利法規定為研究起點。本論文所引述之法規內容，美國、日本、

英國及中國大陸之規定均係直接至各該國專利主管機關網站查詢取

得，至於德國及法國之規定，由於各該國專利主管機關網站均未提供

英譯版，故以其向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登錄之最新英譯版本為

基礎。經整理美國、德國、英國、法國、日本及中國大陸地區之專利

法後，本論文發現日本特許法對於專屬授權之規範最為完整，包含專

屬授權之定義、效力、移轉、再授權、設質及訴訟權規定，也因此確

立本論文之研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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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法規之蒐集整理之後，必須藉由學說及實務對於該法規之

闡釋及分析，始能深入了解各國專利法之立法目的及實務運作。尤其

美國及德國專利法對於專屬授權幾無實質性規定，更不得不求諸於學

說及實務之見解。在美國法方面，West Group 出版之「Patent Law 

Fundamentals」，及 LexisNexis 出版之「Chisum on patents」，深度

與廣度俱足，可謂是專利法之百科全書，加上 Westlaw 及 LexisNexis

之線上法律資料庫，故本論文就美國法學資料面臨的不是資料完整

性、正確性及時效性之問題，而是如何正確理解及去蕪存菁。在德國

法方面，受限於筆者語言能力，僅能仰賴 Jochen Pagenberg 所著

「License agreements」與 Wilfried Stockmair 所著「The protection 

of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designs in Germany」二本英文著作，

以及我國、日本學者之介紹及筆者網路查詢取得之少數文獻為研究基

礎。在日本法方面，日本特許廰編「工業所有権法逐条解說」及吉藤

幸朔著，熊谷健一補訂之「特許法概說」為本論文主要資料來源，另

日文期刊文獻及特許廳委託之研究報告也是重要參考資料，惟由於筆

者尚未掌握日文判決之蒐尋方式，故本論文所引述之判決內容均係引

自日文相關著作之二手來源，此為本論文探討日本判決之內容未如美

國判決詳盡之原因。 

在國內法方面，國內探討專利授權之專書，以蔡之中氏所著「專

利實施權之研究」之體系最為完整，其餘若非屬單篇章節，即係以介

紹授權契約之撰寫實務技巧者為主。碩士論文方面，則有王清峰所著

「專利之國際授權」等數篇。上開文獻之內容，涉及授權性質、授權

契約內容、授權談判策略、授權與競爭法之關係等，範圍雖廣，惟罕

有以專屬授權為專門研究對象者，尤其欠缺專屬被授權人訴權行使之

研究，故本論文在訴訟權之行使部分，主要是透過法源法律網之實務

判決查詢功能進行歸納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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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 

智慧財產權主要可分為專利權、商標權、著作權、積體電路電路

布局權及營業秘密等，各種智慧財產權雖均可授權他人行使，但即使

是同一國家，不同之智慧財產權法對於授權之規定也有差異，例如我

國專利法及商標法設有授權登記制度，但著作權則無登記制度；美國

著作權法將專屬授權明定為著作權所有權移轉態樣之一種，但專利法

則無此規定；德國著作權法明定專屬授權之定義，但專利法則無規定。

因此，專利法之專屬授權規定不能代表全部智慧財產權之專屬授權規

定，其他智慧財產權之專屬授權亦未必適用於專利權之專屬授權。再

就專利權而言，我國專利法將專利權區分為發明專利、新型專利及新

式樣專利，其中發明專利之授權規範，均可為新型專利及新式樣專利

所準用。至於日本及德國，其發明專利、新型專利及新式樣專利係各

自立法，英國之專利及登記設計亦係各自立法，不同法律規定間可能

有所差異。本論文係以發明專利權之專屬授權為中心，並以各國之發

明專利法為主要比較對象，必要時始附帶其他智慧財產權之專屬授權。 

在比較法之選擇上，基於美國、歐盟、日本均係經濟大國，通常

為我國發明人優先考量申請專利權之地區，於我國申請取得專利權之

國外權利人，亦主要來自於此三大地區。因此，本論文以美、歐、日

之專利法制為主要比較對象。再就歐盟而言，歐洲專利公約對於歐洲

專利權之取得程序雖有統一規範，惟取得專利權後之效力仍須回歸各

公約會員國之內國法規定，基於我國法律體系與德國法有密切繼受關

係，因此，本論文主要以德國法為研究對象，並在資料蒐集可及性之

最大範圍內，兼述英國、法國及其他歐盟國家之規定。此外，隨著中

國大陸經濟快速成長，專利申請量也急速增加，尤其近年來對岸致力

於專利法制之革新，其專利法學研究成果頗有可觀之處。鑒於兩岸交

流日益密切，國人赴對岸申請專利及洽談專利授權事宜方興未艾，故

本論文亦將中國大陸之專利授權法制列入重要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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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權之專屬授權，主要涉及專利法、契約法及競爭法等三大層

面。本論文以專利法對專屬授權之規範為主要研究範圍，尤其是專屬

授權之定義、成立要件、效力、處分及專屬被授權人之訴訟權能部分。

在契約法方面，授權契約之談判策略、規範重點、權利金計算及準據

法等節，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有許多共通之處；在競爭法方面，授

權用途、地區、數量、訂價及搭售等限制之合法性及判斷法則，不論

是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均同受規範，故於契約法及競爭法方面，本

論文僅就涉及專利權專屬授權之部分特殊議題，擇要加以論述，目的

在對於專屬授權有較全面性之認識，而非鉅細靡遺之探討。 



第二章  專利權之本質 

第二章  專利權之本質 

專利權是消極之排他權或積極之獨占權，是一個古老的問題，亦

為筆者接觸專利法時最先面臨到的問題。由於「授權」這個用詞，在

中文字義裏表示授予某種權利之意，如不能先釐清專利權之本質，也

就無法正確理解授權之意義，此為本論文首先探討專利權本質之目的。 

第一節 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TRIPS)第 28 條第 1項規

定：「專利權人享有下列排他專屬權：(a)物品專利權人得禁止第三人

未經其同意而製造、使用、為販賣之要約、販賣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

其專利物品。(b)方法專利權人得禁止第三人未經其同意而使用其方

法，並得禁止使用、為販賣之要約、販賣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其方法

直接製成之物品
6
。」本條序文所謂「exclusive right」，中文可譯為

「專屬權、專有權」，指只有權利人才能行使，其他人均不得行使之權

利
7
。單就「exclusive right」這個用語，無法得出專利權僅是消極之

排他權的解釋，必須再結合各款所定之「to prevent third parties … 

from」始能正確理解該條意旨。 

依據聯合國貿易暨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和國際貿易和持續發展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CTSD)編著之TRIPS參考書之說明，所謂「專屬」(exclusive)，按牛

                                                       
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http://www.tipo.gov.tw/ch/AllInOne_Show.aspx?path=3009&guid=f1fd234e‐96f2‐4cb6‐8ced‐a9952c7b8
326&lang=zh‐tw(2010/07/01 最後到訪)。原文為：”A patent shall confer on its owner the following 

exclusive rights:(a) where the subject matter of a patent is a product, to prevent third parties not having 
the owner’s consent from the acts of: making, using, offering for sale, selling, or importing6 for these 
purposes that product;(b) where the subject matter of a patent is a process, to prevent third parties not 
having the owner’s consent from the act of using the process, and from the acts of: using, offering for 
sale, selling, or importing for these purposes at least the product obtained directly by that process”.   
7  薛波主編，「元照英美法詞典」，頁 505，法律出版社，北京，2003 年。 

8 



第二章  專利權之本質 

津字典之釋義，指「阻絕在外，不允許(shutting out, not admitting)」

之意。因專利權具有專屬性，故受專利保護之發明如能成功地付諸實

施，專利權人在專利權期間內，將可獨享實施之收益，從而達到賦予

專利權之目的之一。雖然本條定義專利權具有專屬性，但明確表示專

利權係賦予消極之權利(negative right)，亦即專利權係賦予專利權

人排除他人從事與專利發明有關特定行為之權能，而不是賦予專利權

人對其發明之物或方法享有積極之權利(positive right)，故當發明

之實施將牴觸環保法規，或發明物品之上市必須獲得政府許可時，發

明人不因獲得專利而取得積極實施其發明之權利
8
。 

第二節 美國 

依美國專利法第 154 條a項第 1 款規定：「每項專利應具有發明之

簡稱並賦予專利權人、其繼承人或受讓人排除他人於美國境內製造、

使用、為販賣之要約、販賣或進口該發明至美國之權利；如其為方法

發明，排除他人於美國境內使用、為販賣之要約或販賣，或進口依該

方法製成之物至美國之權利
9
。」美國專利審查基準(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第 301 章 301.Ⅰ指出，專利權係賦予專

利權人排除他人製造、使用、為販賣之要約、販賣或進口其發明之權

利，而非賦予專利權人有製造、使用、為販賣之要約、販賣或進口專

利發明之權利，因為法律可能排除專利權人從事這些行為，如系爭專

利上存在其他專利權、專利發明尚未取得食品及藥物管理局之許可、

法院核發禁止製造之禁制令或專利發明之實施涉及國家安全等。 

現行美國專利法之條文雖使用「有權排他」(right to exclude 

                                                       
8 UNCTAD‐ICTSD, Resource Book on TRIPS and Development : An authoritative and practical guide to the 
TRIPS Agreement, P.41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9 35 U.S.C. 154(a) IN GENERAL.—(1)CONTENTS.—Every patent shall contain a short title of the invention 
and a grant to the patentee, his heirs or assigns, of the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from making, using, 
offering for sale, or selling the invention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ing the invention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f the invention is a process, of the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from using, offering for 
sale or selling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products made by that 
process, referring to the specification for the particulars thereof. 

9 
 



第二章  專利權之本質 

others)之消極用語，但早期美國專利法卻係正面規範專利權人具有

「專屬權」(exclusive right)。如 1790 年及 1793 年的專利法規定：

「有製造、組裝、使用及販賣予他人使用之專屬權及自由權」，1836

年的專利法規定：「有製造、使用及販賣予他人使用之專屬權及自由

權」，1870 年的專利法規定：「有製造、使用及販賣予他人使用之專屬

權」等。嗣因美國最高法院在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 v. Universal 

Film Mfg. Co., 243 U.S. 502 (U.S. 1917)一案中，認為專利權只賦

予發明人排除他人製造、使用及販賣其發明之權利。因此，1952 年修

正之專利法乃明確規定專利權所賦予的只是一種排他權
10
。 

專利權雖未賦予發明人實施其發明之積極權利，惟如發明不違反

法規或道德，實務上承認發明人應享有製造、使用、販賣或以其他方

式利用其發明之自然權利，此權利非源自於憲法和專利法，故也被稱

為「發明人之習慣法權利」。此種權利之本質在於發明人有權實施其發

明及以雙方同意之條件授權他人實施，並可在發明保持秘密之狀態

下，維持該發明事實上之獨占性，惟因其欠缺專利權之保護，當任何

人以正當方式知悉該發明時，均可自由複製並享受發明成果。在Crown 

Die & Tool Co. v. Nye Tool & Machine Works, 261 U.S. 24 (U.S. 

1923)一案中，最高法院表示發明人享有製造、使用及販賣其發明之習

慣法權利，專利權則賦予該自然權在一定之時間內享有排他性。在

Arachnid, Inc. v. Merit Industries, Inc., 939 F.2d 1574 (Fed. 

Cir.1991)一案中，聯邦廵迴上訴法院認為，當發明不與他人受專利保

護之發明相衝突時，發明行為賦予發明人製造、使用及販賣其發明之

習慣法或自然法的權利，專利權則具有擴大該自然權之效果，因其附

加發明人享有排除他人製造、使用及販賣該專利發明之權利
11
。 

                                                       
10 Dobald S. Chisum, Chisum on patents, P.16‐9~16‐11,  §16.02[1], vol.5, LexisNexis, 2005. 
11 John Gladstone Mills  Ⅲ, Patent Law Fundamentals, P.1‐10~1‐14,1‐21~1‐22, Vol.1, 2nd edition, West 

Group,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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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德國 

德國專利法第 9條規定：「專利具有專屬之效力，即僅專利權利人

有權使用獲得專利的發明。未經權利人之同意，任何人均不得：1、製

造、供給、交易、使用或為上述之目的而進口或占有係專利標的之產

品；2、應用專利標的之方法，或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未經專利權利

人之同意不得應用這些方法，而在本法的適用範圍內供給應用；3、供

給、交易、或使用，或為上述之目的而進口或占有以專利標的之方法

直接製造的產品
12
。」德國學說一般認為專利權之權能，有積極之用益

權能與消極之防禦權能
13
。 

第四節  日本 

日本特許法第 68 條本文明定：「專利權人專有在商業上實施專利

發明之權利
14
。」惟對於專利權之本質究係「排他權」或「專用權」，

學說上亦有不同見解。 

排他權說認為，專利權是單純的排他權，僅係賦予發明人享有禁

止他人實施專利發明之權能，並未賦予發明人實施專利發明之專用權

能，因為在賦予專利權以前，發明人本來就可自由實施自己之發明。 

專用權說認為，專利權是物權的權利，具有排他之效力是當然之

理，換言之，排他之效力只是專利權人獨占實施權之反射效力。再者，

專利權人如於相當期間內不適當地實施專利發明，依特許法第 83 條規

定將可構成強制授權之事由，如非前提上肯定專利權人具有實施專利

之權利，難以理解專利權人為何會有實施之義務。又排他權說認為發

明人本來就有自由實施自己的發明是有問題的，因為同一發明有不同

                                                       
12  陳麗娟譯，「德國專利法、新型專利法、新式樣專利法」，頁 3，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1 年 12

月。 
13  許忠信，「從德國法之觀點看我國專利權侵害之損害賠償責任」，臺北大學法學論叢第 61 期，頁

87，2007 年 3 月。 
14  日本特許法§68 本文：「特許権者は、業として特許発明の実施をする権利を専有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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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明人存在時，並非二者均具有實施發明之權能
15
。 

此外，也有學者主張專利權應該是積極的實施權(right to work)

及消極的排他權(exclusive right)二者並立，專利權人對於專利發明

具有積極的實施權，同時具有排除他人實施專利發明之消極排他權，

排他權的目的是保障發明人公開發明後，其獨占實施之自由不受他人

侵害，二者具有手段和目的之關係，缺一不可
16
。圖示如下： 

 種類 效力 內容 對象 

實施權 積極的 實施 專利發明 專
利
權 排他權 消極的 排他 專利發明之實施 

第五節  中國大陸 

中國大陸專利法第 11 條規定：「(第 1 項)發明和實用新型專利權

被授予後，除本法另有規定的以外，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未經專利權人

許可，都不得實施其專利，即不得為生產經營目的製造、使用、許諾

銷售、銷售、進口其專利產品，或者使用其專利方法以及使用、許諾

銷售、銷售、進口依照該專利方法直接獲得的產品。(第 2 項)外觀設

計專利權被授予後，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未經專利權人許可，都不得實

施其專利，即不得為生產經營目的製造、許諾銷售、銷售、進口其外

觀設計專利產品。」相對於絕對的排他權或絕對的實施權之論爭，一

般認為基於鼓勵發明，促進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就需要賦予發明人

在一定期間內對其發明享有獨占的實施權。但此不意謂專利權人獲得

專利後，就可不受限制地實施其專利，而可能受到下列二類限制，其

一，如果法規禁止或限制某類產品的製造、販賣、使用或進口，如藥

品、槍械等，而專利權保護的發明涉及這些產品，則專利權人實施其

專利就要受到限制，其二，一項專利的實施有時會受到其他專利的限

                                                       
15  吉藤幸朔著，熊谷健一補訂，「特許法概說」，頁 460，有斐閣，1997 年 12 月第 12 版。 
16
  田辺  徹，「特許権の本質」，パテント，第 56 卷第 10 期，頁 62‐63，2003 年。田辺  徹，「特許

権の本質は実施権と専権の両立」，パテント，第 57 卷第 6 期，頁 85‐86，20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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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例如再發明專利的權利人要實施其專利，就應取得原發明專利權

人的同意，否則就會侵犯他人專利權
17
。 

第六節  我國 

第一項  立法沿革 

現行專利法第 56 條規定：「(第 1 項)物品專利權人，除本法另有

規定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

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品之權。(第 2 項)方法專利權人，除本法

另有規定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使用該方法及使用、為販賣

之要約、販賣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方法直接製成物品之權。」該條

在 83 年修正前原規定：「專利權為專利權人專有製造、販賣或使用其

發明之權。」嗣於 83 年修正時，參照TRIPS第 28 條規定，認為專利權

人取得的是排他權，而非專有權，乃將排他之概念引入本條規定
18
。 

本條係蘇煥智立法委員提案修正，提案理由略為：「一般均認為專

利權利是指專屬製造、販賣、使用之權，本席所提草案…提出一個概

念，即：專利權人所取得之權利，是屬於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

販賣、使用或為此目的而進口專利物品的權利；此為排除權而非專有

權
19
。」修正說明指出：「關稅暨貿易總協定與貿易有關的智慧財產權

議題草案第 28 條規定，專利權人所取得之權利係一排除他人未經其同

意而製造、販賣、使用或為此目的而進口專利物品之權，多數國家就

專利權之效力，亦均以此形式規定之。如美國專利法第 154 條、法國

專利法第29條與德國專利法第9條第2句，爰參照國際立法修正之
20
。」 

                                                       
17  中國國家知識產權局條法司，「新專利法詳解」，頁 63，知識產權出版社，2007 年 1 月。 
1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利法逐條釋義」，頁 133，2008 年 8 月。 
19  王錦寬，「專利權之本質」，頁 220，專利專論集(四)，台一國際專利商標事務所，1999 年 7 月初

版。 
20  立法院公報第 82 卷第 71 期會議紀錄，第 125‐1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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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學說 

國內通說認為，專利權係「排他權」，有權排除他人利用自己專利，

並非指自己得依該專利積極加以利用，因為製造一件專利物品可能需

要利用到他人的專利，如果要製造該專利物品，仍然須取得其他專利

權人的同意。但亦有持不同見解者，如蔡明誠教授認為，此種說法混

淆專利之標的與整體物品之概念，專利標的係針對可專利之發明部

分，專利權人就自己未與他人專利相衝突之專利範圍，不但包括排除

他人干涉之禁止權，也應該有積極支配專利範圍之利用權
21
。另曾陳明

汝教授認為，專利權人取得之專利權具有自己實施發明創作及轉讓或

授權他人實施該發明創作之積極效力；同時具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

而實施發明創作之消極效力。謝銘洋教授亦認為，專利權之內容基本

上可以分為兩方面，一是權利人積極利用之權利，即法律所賦予權利

人得藉以實現其經濟利益之專屬使用權，二是排除侵害之權利，亦即

對於未經專利權人同意而使用其發明創作之他人，專利權人得排除禁

止之。此即專利權一般被稱之為一種排他性之專屬使用權之原因
22
。 

第三項  實務 

一、積極說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86 年度上易字第 5號刑事判決中，公訴事

實略以，被告知悉「多用途螺絲式之裝卸工具」經告訴人黃某註冊取

得新型專利權，竟未得黃某之授權，仿該項專利製造電動螺絲裝卸工

具及飛輪，因認被告涉犯專利法第 125 條之罪嫌云云。被告辯稱：告

訴人黃某所註冊取得之新型第 73114 號「多用途式螺絲之裝卸工具」

專利權，實係抄襲被告之新型第 34467 號「隨車輪胎裝卸工具」及追

                                                       
21  蔡明誠，「專利法」，頁 111，臺灣大學科技整合法律學研究所編印，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6

年 4 月初版 1 刷。 
22  參見張澤平，「專利權只是一種排他權之評析」，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90 期，頁 60‐61，2006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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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之專利，至扣案之工具、零件乃依據被告所有新型第 62327 號「螺

絲裝卸電動工具」及其追加一專利權所實施產製，實未侵害告訴人之

專利等語。 

判決理由略以：被告既依據其合法取得之新型專利產製扣案物

品，其主觀上應無侵害告訴人之新型專利權之犯意。檢察官循告訴人

之請求提起上訴，認扣案產品與告訴人之 73114 號新型專利權實質相

同，即推論被告有違反專利法之故意，尚嫌無據…。另告訴人之辯護

人就現行專利法第 103 條之解釋，認專利權人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

同意而製造販賣該新型專利物品之權」，並不包括「專有製造販賣之權」

云云，恐係誤解法令，不足為訓。蓋整部專利法包括專利權之授與，

實施與保護三大部分，國家授與專利權後，專利權人據以實施，並透

過公權力加以保護，此乃專利權制度之三大核心，不可偏廢。否則擁

有專利權者僅能對他人排除侵害，卻無製造販賣之專有實施權能，如

同指稱物之所有權人僅有民法第 767 條之物上請求權，卻無同法第 765

條使用、收益及處分之權能，恐非國家設立專利制度之本旨。 

二、消極說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5 年度智上易字第 8號民事判決中，原告

為我國新型第 163372 號「套筒吊架」專利、第 166128 號「手工具吊

架之套筒結合柱結構」之專利權人，主張被告未經其同意，擅自製造、

販賣與上開新型專利範圍實質相同之產品，爰提起侵權訴訟。被告則

以其產品係依訴外人童某之「工具吊掛組」新型專利實施，並獲童某

授權合法實施其專利權，辯稱其實施行為欠缺侵權行為之「不法性」。 

判決認為，就專利權之本質而言，應僅具「消極之排他性」，被告

縱經訴外人童某授權製造、販賣被控物件，因被控物件與系爭專利比

對後，構成文義侵權，且未經原告同意而製造、販賣，故仍難解免其

行為之不法性。理由略以： 

(一)文義解釋：92 年 2 月 6日修正前之專利法第 103 條第 1 項明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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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專利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

製造、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新型專利物品之權。」

與 83 年 1 月 21 日修正前之專利法第 102 條規定「新型專利權，

為專利權人專有製造、販賣或使用其新型之權。」二者相較，即

83 年 1月 21 日修正後，專利法已改採消極說，如仍採積極說，則

此條文之修正即欠缺意義。 

(二)體系解釋：92 年 2 月 6日修正前之專利法第 80 條第 1 項（同法第

105 條於新型專利準用）明定「第 29 條再發明專利權人未經專利

權人同意，不得實施其發明。」與 83 年 1 月 21 日修正前專利法

第 9 條規定「利用他人之發明或新型，在其專利權期內，再發明

者，得申請專利。但再發明人應給予專利權人以相當之補償金或

協議合製，專利權人，如無正當理由，不得拒絕。」二者相較，

立法政策從鼓勵再發明（新型）【原專利權人無正當理由，不得拒

絕再發明（新型）人給予相當之補償金而禁止再發明（新型）人

實施其再發明（新型）】轉變為限制再發明（新型）【原專利權人

不論有無正當理由，均得不同意再發明（新型）人實施其再發明

（新型）】。尤其，再參照 83 年 1 月 21 日修正後，關於再新型，

並不準用再發明專利權人與原發明專利權人交互授權實施協議不

成時，申請特許實施之規定，益足徵專利法關於「再新型」政策

之轉變。 

(三)立法沿革：83 年 1 月 21 日專利法修正立法理由係參照當時 TRIPS

第 28 條規定，即知專利權之權能自此已修正為「消極之排他權」，

而非「專屬之實施權」。 

三、折衷說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93 年度智字第 27 號民事判決中，原告為新型

第 173282 號專利之專利權人，主張被告未經其同意，擅自販賣與系爭

專利申請專利範圍實質相同之「中樑前掛式眼鏡」，侵害原告系爭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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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爰訴請損害賠償。被告抗辯其所販售之中樑前掛式眼鏡，縱認實

施結果落入原告新型第 173282 號專利之申請專利範圍，惟被告販售之

中樑前掛式眼鏡既係依據新型第 145922 號專利所實施，且在客觀上已

經必要之求證認無侵害專利之虞，亦無何過失可言，與侵權行為之構

成要件顯不相當。 

判決理由略以：專利權係一項專屬實施之權利或排他之權利，在

學理之探討上固有其價值，然於專利侵害之判斷上並不具有重要意

義。專利權人於不抵觸法律規定之情形下，非但具有排他之權利，亦

具有專屬實施之權能，而非僅具有排他之權利而己。主張專利權僅為

排他權者係著眼於專利之最少權能為立論，因此，專利權人苟未抵觸

法律之規定，縱令採排他權理論者亦不能否認專利權人有專屬實施之

權利。而主張專利權為專屬實施權者係基於專利之最大權能而為立

論，專利權人既擁有專屬實施之權能，當然亦具有排他之權能，惟其

專屬實施權並非完全不受限制，因此，採專屬實施理論者亦須附加「與

法律規定牴觸即不得實施專利」之但書限制。我國專利法第 78 條第 2

項規定：「再發明專利權人未經原專利權人同意，不得實施其發明。」

即係明文對於專利權人實施權能之限制。被告抗辯其販售之眼鏡產品

係依據新型第 149522 號專利實施即不生侵害原告新型第 173282 號專

利問題，除與上開專利法第 78 條第 2 項規定不符外，亦欠缺學理或論

著之支持，顯屬無據。 

第七節  積極說與消極說之區別實益 

楊崇森教授認為：｢按專利權究竟為獨占權還是排他權，關於此點

雖有不少爭論，但似無何實益。因如係獨占權，則當然具有排他權，

反之如係排他權，則亦當然享有獨占權。此問題主要係就二重專利

（double patent）而發生，但其結論並非取決於那一說而定，而應自

17 
 



第二章  專利權之本質 

產業政策觀點來決定｣
23
。 

張澤平氏認為，如兩造之專利內容「部分重疊」之情形，而被告

產品落入原告專利範圍，此時被告的專利可能被解釋為原告專利的再

發明，依專利法第 78 條第 2項規定，被告未經原告同意，不得實施其

發明專利，被告當然不得主張免責。惟當原告與被告的專利內容「全

部重疊」，亦即專利專責機關對同一專利內容重複發給兩張專利證書，

而產生所謂「二重專利」的情況，探討專利權為獨占權或排他權，最

具實益。蓋認專利權包含專有實施的積極效力時，如原告與被告之專

利內容相同，被告產品也確實依其專利而實施，則被告依其專利權製

售之產品，即是信賴國家賦予的專利權而實施，主觀上可能沒有侵害

他人專利權的故意或過失，客觀上也可能沒有不法性，不符合民法第

184 條侵權行為之要件。至於專利專責機關對同一發明給予兩專利之問

題，則應透過行政爭訟程序處理
24
。 

本論文認為，專利權究竟具有積極之效力或消極之效力，雖在專

利侵權訴訟中屢經當事人作為攻防事由，惟不論是採積極說或消極說

之見解，實質上均不能因此影響專利侵權之成立。蓋在二個專利權完

全重疊之情形，基於先申請原則，僅有先提出專利申請之人可合法取

得專利權，在二個專利權部分重疊之情形，再發明人應取得原發明人

之同意始得實施其專利權。因此，在專利權發生衝突或競合之情形，

專利法已有解決之道，不可能令兩者互相對抗。尤其現行新型專利採

取形式審查，被告抄襲他人既有專利內容而申請取得專利，更屬輕而

易舉，如謂被告就相同專利內容獲准專利，即可主張就該專利享有積

極實施權而不具侵權之故意或過失，對在先取得專利權之人顯然有失

公平。因此，判斷侵權行為成立之重點，實在於能否證明行為人之故

意或過失，至於專利權之本質為何，似無太大實益。 

                                                       
23  楊崇森，「專利法理論與應用」，頁 314‐315，三民書局，2007 年 1 月 2 版 1 刷。 
24  張澤平，「專利權只是一種排他權之評析」，智慧財產權月刊 90 期，頁 62‐63，2006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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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專利授權關係中探討專利權之本質，仍有其實益。專利

權之本質，與專利授權究竟為積極的授予實施權或是消極的放棄訴

權，具有密切關係。英美法系國家，特別是美國，認為專利權為一消

極之權利，故對授權採消極的訴權放棄說，認為授權僅是使被授權人

免於受到專利權人追訴，而非授予積極之實施權，只是專利權人禁止

權之反射而已
25
，在無特別約定時，專利權人不擔保被授權人實施專利

時不會侵害他人專利，也不擔保專利之實用性
26
。大陸法系國家，例如

德國、日本，多認專利權同時具有積極之實施權能與消極之排他權能，

故傾向認為專利授權並非單純向被授權人表示放棄禁止權，而是使被

授權人取得積極的實施權，在無特別約定時，專利權人應擔保其授權

之專利與先前專利無依存關係，及擔保專利之實用性
27
。 

第八節  小結 

國內主張專利權為排他權者，主要係以TRIPS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

為據，惟依聯合國貿易暨發展會議(UNCTAD)和國際貿易和持續發展中

心(ICTSD)編著之TRIPS參考書所示，TRIPS第 28 條肯認專利權具有排

他效力，係為確保專利權人能獨占實施之收益，以達到專利法之立法

目的
28
。如果根本否定專利權人具有實施專利發明之積極權能，實難以

想像專利權人何有獨享實施收益之可能，及如何達到專利權鼓勵發明

之目的。 

按我國憲法第 22 條規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利，不妨害社

會秩序、公共利益者，均受憲法之保障。」在取得專利權之前，發明

人於不違反法令及不侵犯他人權利(包括他人的專利權)之範圍內，本

                                                       

e 

25  王清峰，「專利之國際授權」，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26‐27，1977 年。 
26 Peter D. Rosenberg, Patent Law Fundamentals, P.16‐68~16‐69,  §16.03[1], Vol.3, 2nd edition, West 

Group, 1999. 
27  光石忠敬，「出願發明実施契約におけるラインサーの出願手続き遂行義務」，頁 152 判例法ラ

イセンス法‐‐山上和則先生還歷記念文集，社團法人發明協會，2000 年 1 月。Jochen Pagenberg & 

Bernhard Geissler, License agreements, P.73‐75, Köln. Berlin.Bonn. München, 3rd Ed, March 1991. 
28 UNCTAD‐ICTSD, Resource Book on TRIPS and Development : An authoritative and practical guide to th
TRIPS Agreement, P.41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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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具有實施發明之自由權。現行專利法第 56 條雖僅就專利權之排除權加

以規定，惟此係單純就專利權之效力作規範，應無根本否認專利權人

於專利法之外固有實施權之用意。本論文以為，發明人或其受讓人取

得專利權後，不僅享有專利權所賦予排除他人實施專利發明之消極權

能，在法令限制範圍內及不侵犯他人權利下，也應繼續享有其固有之

積極實施專利發明之權能，該權能並因受專利權效力之保護而強化。

正因為專利權人對於專利發明同時享有消極排他及積極實施之權能，

他人始有向專利權人尋求授權之實益，專利權人也始有授權他人實施

專利發明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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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專屬授權之意義 

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專利

權人有權以讓與或繼承方式移轉其專利權，及訂立授權契約。」惟該

協定對於專利授權之類型並無規範。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於 2000 年 10 月通過之

「有關商標授權之聯合建議書」(Joint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rademark Licenses)第 1 條，則對商標授權類型有詳細定義，可供區

分專利權授權類型之參考： 

 專屬授權(exclusive license)，指只對一人所為之授權，並排除

商標權人自己使用該商標及向第三人授權。 

 獨家授權(sole license)，指只對一人所為之授權，並排除商標

權人向第三人授權，但不排除商標權人自己使用該商標。 

 非專屬授權(non-exclusive license)，指該授權不排除商標權人

自己使用該商標及向第三人授權。 

所謂「專屬授權」，在美國稱為「exclusive license」，在英國及

法國稱為「exclusive licence」，在德國稱為「ausschließlicher 

lizenz」，在日本稱為「專用實施權」，在中國大陸稱為「獨占實施許

可」
29
。日本、韓國、英國、澳洲及西班牙，均於專利法中明定專屬授

權之定義，美國則規定於專利審查基準。至於德國專利法第 15 條第 2

項雖規定專利申請權或專利權之一部或全部，得在國內全部或一部地

區為專屬或非專屬授權
30
；法國智慧財產權法第L613-8 條也規定專利申

                                                       
29  國內一般將「專屬授權」英譯為「exclusive license」，將「非專屬授權」英譯為「non‐exclusive license，

惟曾陳明汝氏係將「exclusive license」譯為「獨占授權」，由於我國專利法並無「獨占授權」一詞，

故本文仍使用「專屬授權」。參見曾陳明汝，「兩岸暨歐美專利法」，頁 167，學林文化，2004 年 2

月。中國大陸將「exclusive license」譯為「獨占實施許可」(簡稱「獨占許可」)，將「sole license」

譯為「排他實施許可」(簡稱「排他許可」或「獨家許可」)，將「non‐exclusive  license」譯為「普

通實施許可」(簡稱「普通許可」)。參見湯宗舜，「專利法解說」，頁 63，專利文獻出版社，1994

年 8 月。日本官方英譯版的特許法，係將「專用實施權」英譯為「exclusive  license」，將「通常實

施權」英譯為「non‐exclusive  license」，以下述及日本之相關規定，仍將以專用實施權、通常實施

權稱之。http://www.japaneselawtranslation.go.jp/。 
30  德國專利法第 15 條：(1) The right to a patent, the right to the grant of a patent and the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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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權和專利權之一部或全部可專屬或非專屬授權他人實施
31
，但德國及

法國之專利法均未對專屬授權予以定義。茲說明各國規定如下： 

第一節  美國 

美國專利審查基準 301.Ⅲ規定：「專屬授權排除專利權人(或是專

利權人欲為授權之人)，在授權契約所定地區、時間或用途內，與專屬

被授權人從事競爭之行為
32
。」 

第二節  歐盟 

第一項  德國 

德國著作權法第 31 條第 3 項規定：「專屬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

內，有權排除所有他人(包括著作人)使用該著作，及依第 35 條規定授

予他人非專屬授權
33
。」但該國專利法未規定專屬授權之定義。 

第二項  英國 

英國專利法第 130 條規定：「專屬授權，指專利權人或專利申請人

授予被授權人或經被授權人許可之人，在排除所有他人(包括專利權人

或專利申請人)之下，與專利權或專利申請案有關之權利
34
。」澳洲專

                                                                                                                                                               
deriving from a patent shall pass to the heirs. They may be assigned to others with or without 
restrictions.(2) The rights under subsection (1) may be licensed in whole or in part, exclusively or 
non‐exclusively, for the whole or part of the territory to which this Law applies……. 
31  法國智慧財產權法第L613‐8 條：ⅠThe rights deriving from a patent application or a patent shall be 

assignable in whole or in part.  ⅡThey may be subject in whole or in part to the grant of an exclusive or 

non‐exclusive license to work the invention. 
32  原文為：An exclusive license may be granted by the patent owner to a licensee. The exclusive license 

prevents the patent owner (or any other party to whom the patent owner might wish to sell a  license) 
from competing with the exclusive licensee, as to the geographic region, the length of time, and/or the 
field of use, set forth in the license agreement. 
33  原文為：An exclusive exploitation right shall entitle the right holder to use the work, to the exclusion 

of all other persons, including the author, in the manner permitted to him, and to grant non‐exclusive 
exploitation rights. Section 35 remains unaffected. 
34  英國專利法§130I：“exclusive licence＂means a licence from the proprietor of or applicant for a patent 

conferring on the licensee, or on him and persons authorised by him, to the exclusion of all other 
persons (including the proprietor or applicant), any right in respect of the invention to which the patent 
or application relates, and  “exclusive licensee＂  and  “non‐exclusive licence＂  shall be construed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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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法第 3條附表 1之定義，與英國規定大致相同。 

第三項  西班牙 

西班牙專利法第 75 條第 6 項規定：「專屬授權排除其他授權之授

予，且授權人僅得於其特定保留之權利範圍內實施發明
35
。」 

第四項  技術移轉協議適用歐體條約第 81 條之指導原則 

2004 年歐盟理事會訂定之「技術移轉協議適用歐體條約第 81 條之

指導原則」第 162 段規定，專屬授權指被授權人係唯一在特定區域內

被許可實施之人，授權人承諾自己不從事製造，也不再為授權其他人

製造。如果授權人只承諾不再為授權其他人製造，則稱為獨家授權
36
。 

第三節  日本 

日本特許法第 68 條規定：「專利權人專有在商業上實施專利發明

之權利。但設定專用實施權者，於專用實施權人專有實施專利發明之

範圍內，無上述之權利。」同法第 77 條第 2 項規定：「專用實施權人

在設定行為所定範圍內，專有在商業上實施該專利發明之權利
37
。」韓

國專利法第 94 條與第 100 條第 2項與日本規定相同。 

第四節  中國大陸 

2005 年 1 月 1 日施行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理技術合同糾紛案

件適用法律若干問題的解釋」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專利實施許可包

括以下方式：（一）獨占實施許可，是指讓與人在約定許可實施專利的

                                                       
35  西班牙專利法第 75 條第 6 項：(6) Exclusive licenses shall prevent the granting of other licenses and 

the licensor may only work the invention if he has specifically reserved this right in the contract.」 
36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2004/C 
101/02). 
37  日本特許法§68：「特許権者は、業として特許発明の実施をする権利を専有する。ただし、そ

の特許権について専用実施権を設定したときは、専用実施権者がその特許発明の実施をする権利

を専有する範囲については、この限りでない。」§77II：「専用実施権者は、設定行為で定めた範囲

内において、業としてその特許発明の実施をする権利を専有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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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將該專利僅許可一個受讓人實施，讓與人依約定不得實施該

專利；（二）排他實施許可，是指讓與人在約定許可實施專利的範圍內，

將該專利僅許可一個受讓人實施，但讓與人依約定可以自行實施該專

利；（三）普通實施許可，是指讓與人在約定許可實施專利的範圍內許

可他人實施該專利，並且可以自行實施該專利。」 

第五節  我國 

第一項  相關立法例 

一、著作權法第 37 條第 4 項規定：「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

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行使權利，並得以自己名義為訴

訟上之行為。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不得行使權利。」 

二、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例第 13 條第 5 項規定：「專屬授權

之被授權人在授權範圍內，得以智慧創作專用權人之地位行使權

利。智慧創作專用權人及各原住民在專屬授權範圍內，不得行使

權利。」 

第二項   學說 

一、曾陳明汝教授認為：「獨占授權﹙Exclusive License﹚係指授權

人在授權使用之同一時期與同一地域內不得將同一專利權授權給

被授權人以外之人實施或使用，包括授權人本身在內，但亦得將

授權人之實施或使用為例外之規定
38
。」 

二、楊崇森教授認為：「關於專屬實施權，……即專利權人在授權範圍

內，專利權人自己亦不能實施，且不許對第三人重複授予同一內

容之專屬實施權與非專屬實施權
39
。」 

三、蔡明誠教授認為：「所謂專屬授權，係指於授權契約中，特別約定

                                                       
38  曾陳明汝，「兩岸暨歐美專利法」，頁 167 以下，學林文化，2004 年 2 月。 
39  楊崇森，「專利法理論與應用」，頁 425，三民書局，2007 年 1 月 2 版 1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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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權人不得再授權第三人以同一方法，利用該創作
40
。」 

四、謝銘洋教授認為：「專屬授權契約﹙ausschließlicher Lizenzver 

-trag﹚係指：授權人僅授與被授權人一人單獨取得行使智慧財產

權之權利。…授權人於為專屬授權後，在被授權人所取得之權利

範圍內不得再授權或同意他人行使，甚至於如果未特別約定，授

權人自己在授權之範圍內亦不得再行使該權利
41
。」 

五、許忠信教授認為：「所謂授權，根據德國專利法第 15 條第 2 項之

規定，有專屬授權﹙ausschliessliche Lizenz﹚與非專屬授權﹙

einfache Lizenz﹚之分。根據學說見解，前者之被授權人於所授

權之範圍內得排他地使用該專利，甚至專屬被授權人亦不得再行

使其專利權或再授權他人行使
42
。」 

六、蔡之中氏認為：「所謂專屬實施權，乃實施權僅得由實施權人行使

，非僅第三人不得為之，即如專利權人本人亦然
43
。」 

七、洪健樺氏認為：「專屬授權係指授權人在授權使用之同一時期與同

一地域內不得將同一專用權授權給被授權人以外之人實施或使用

，包括授權人本身在內，但亦得將授權人以外之人實施或使用為

例外之規定
44
。」 

八、陳慧玲氏認為：「專屬授權係指權利人一旦授權他人實施其權利後

，即不得在所約定之授權期間、地域、範圍之內，再授權他人實

施，權利人亦不得自行實施
45
。」 

第三項   實務 

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88 年 09 月 07 日（88）智法字第 88007117 號

                                                       
40  蔡明誠，「專利法」，頁 136，臺灣大學科技整合法律學研究所編印，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6

年 4 月初版 1 刷。 
41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之基礎理論(一)」，頁 68，翰盧圖書，1997 年 10 月 2 版。 
42  許忠信，「從德國法之觀點看我國專利權侵害之損害賠償責任」，臺北大學法學論叢第 61 期，頁

87，2007 年 3 月。 
43  蔡之中，「專利實施權之研究」，頁 19，聯經出版事業，1986 年 2 月第 2 次印行。 
44  洪健樺，「有關專利權中授權問題之研究」，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40，1987 年。 
45  陳慧玲，「技術移轉之研究」，台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54，198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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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略以：「按專利法上之授權實施，係指將專利之實施權即製造、

販賣、使用以及進口等權限授予他人實施而言，其為專屬授權者

乃指專利權人一經授權後，不得就同一內容再授權第三人利用者

而言。」惟上開函僅說明「同一授權內容僅能授權一人行使」，至

於專利權人在同一授權內容下可否自行實施，並未言及。 

二、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5 年度智上易字第 18 號民事判決：「專利

授權契約有所謂『專屬授權契約』及『非專屬授權契約』，『專屬

授權契約』者，授權人於為專屬授權後，在被授權人所取得之權

利範圍內不得再授權或同意他人行使，甚至於如果未特別約定，

授權人在自己為授權的範圍內亦不得再行使該權利
46
。」 

三、智慧財產法院 97 年度民專訴字第 47 號判決：「專屬授權係獨占之

許諾，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專利權人之地

位行使權利，專利權人不得再實施專利權。」 

第六節  小結 

綜上，除了智慧財產局 88 年 9 月 7日函及蔡明誠教授未明確表示

專屬授權是否排除專利權人實施專利發明外，外國立法例及國內大部

分學說均肯定專屬授權應具備二大特徵，一者為排除專利權人實施專

利發明，二者為排除第三人(包括無權實施之第三人及嗣後經專利權人

同意實施之第三人)實施專利發明。因此，在專屬授權之情形，專利權

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不能自行實施專利發明，也不能再專屬或非專

屬授權他人實施。為明確顯示專利專屬授權之排除效果及範圍，專利

法修正草案第 64 條第 3 項規定：「專屬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排

除發明專利權人及第三人實施該發明。」在專屬授權範圍之外，專利

權人自仍具有自行實施或授權他人實施專利發明之權利。 

所謂「被授權範圍」，意指專利權人不一定要將所有的權利內容一

                                                       
46  此判決與第二章第六節第三項所引之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5 年度智上易字第 8 號民事判決係

不同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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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授與他人實施，可以針對銷售區域、時間、產品、使用態樣等不同

事項進行授權，例如根據不同銷售區域而授權給不同人，或是按產品

之不同而分別授權給不同人，或是將製造、販賣、使用、進口等權利

中的一種或數種權能分別授權給不同人
47
。台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5

年智上易字第 18 號判決認為：「系爭專利權授權證書向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申請授權登記時，就授權部分，亦僅勾選『製造』、『販賣』、『使

用』三項，而不勾選『全部』、『進口』等項目，有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檢送系爭專利權授權登記申請相關資料可參，足證系爭專利權授權證

書乃『非專屬授權契約』無誤。」誤認專屬授權之範圍必須包括專利

權全部內容，洵非正解。 

 
47  馮震宇，「論實施專利權的相關問題與其限制（上）」，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21 期，頁 18‐19，2000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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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授權之性質為物權或債權，雖屬學理上之討論，但與專屬授

權之制度設計及法律效果有絕對之關係。又專屬授權與專利權之讓

與，在實質上有何區別，亦值探討。本章係以專屬授權之性質為重點，

惟由於非專屬授權與專屬授權為相對之概念，為利觀念之釐清及建

立，在此亦一併加以探討。 

第一節   美國 

授權(license)一詞，源自拉丁語「licentia」，意指「自由」

(freedom; liberty)。專利授權，係指專利權人放棄對被授權人行使

排除他人從事製造、使用、販賣、為販賣之要約或進口專利發明之權

利，與權利的「讓與」(assignment)不同
48
。實質上，專利授權只是當

被授權人依授權契約履行義務，並在限制範圍內從事專利發明之實施

行為時，專利權人承諾不對被授權人提起侵權訴訟之一種契約。即使

授權契約表示被授權人有製造、使用或販賣該專利發明之權，也不因

此賦予被授權人此等權利，因為即使是專利權人，也不因為獲得專利

而取得製造、使用及販賣該專利發明之權利，而僅取得排除他人從事

製造、使用及販賣之權利
49
。 

至於「專屬授權」(exclusive license)，依據Black＇s Law 

Dictionary的定義，係指：「給予被授權人獨家從事被授權行為之一種

授權，通常限於一定範圍，且禁止授權人從事其所授權之行為，以及

再授權他人此種權利
50
。」在Western Elec. Co. v. Pacent Reproducer 

Corp., 42 F.2d 116 (2d Cir. 1930)一案中，聯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

指出，專屬授權係指授權人允許被授權人從事某行為，並且承諾不允

                                                       
48 Brian G. Brunsvold & Dennis P. O'Reilley, Drafting Patent License Agreements, P.94, The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Washington D.C, 5th Ed, 2004. 
49 Martin J. Adelman, Cases and Materials on Patent Law, P.1231, West Group, 1998. 
50 Bryan A.Garner, Black’s Law Dictionary, P.938，8th ed,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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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他人從事相同行為之契約。在 Security Materials Co. v. 

Mixermobile, 72 F. Supp. 450 (SD Cal. 1947)一案中，加州南區聯

邦地方法院認為，專利權人已將在加州南部販賣和使用系爭專利機器

之權利專屬授權予原告，則其他之被授權人，甚至是專利權人自己，

在該區域內製造或販賣系爭專利物品之行為，均屬侵害已移轉予原告

之專利獨占權。在Ortho Pharm Corp., v. Genetics Inst., Inc. 

52.F.3d.1026 (Fed. Cir.1995)一案中，聯邦巡迴上訴法院表示，某

些專利授權可能發生從專利權人移轉某些財產上之權利予被授權人之

效果。這種授權超出不起訴之承諾(covenant not to sue)或者單純授

權(bare license)，而使被授權人成為專利專屬權特定部分之受益人，

此種對於專利權享有財產權利(proprietary rights)之被授權人，稱

為專屬被授權人(exclusive licensee)。「專屬授權」雖然是一種授權，

但如此接近具有專利之真正財產權，故被授權人如與專利權人共同起

訴，也具有行使專利權之相同資格。 

依美國著作權法(Title 17 of the United States Code)第 101

條之規定，著作權之專屬授權係屬於著作權移轉(transfer of 

copyright ownership)之一種態樣，不論是否受到期間和區域之限制

51
。惟由於專利法並無相同規定，致專屬授權應定性為「授權」或「讓

與」並不明確。所謂「讓與」，依美國聯邦規則第 37 篇(Title 37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Patents, Trademarks, and Copyrights，

簡稱 37 CFR)第 3.1 條規定，係指「移轉專利或專利申請案之權利、資

格及利益的全部或一部」。美國專利審查基準第 301 章指出，專利權人

讓與專利所有權(ownership)之全部或一部時，附著於該部所有權上之

全部權利、資格及利益，均隨之移轉於受讓人。相較於讓與，專利授

權所移轉之權利則少於所有權上之全部利益，可能受限於期間、地域
                                                       
51 Title 17 §101 : A “transfer of copyright ownership” is an assignment, mortgage, exclusive license, or 
any other conveyance, alienation, or hypothecation of a copyright or of any of the exclusive rights 
comprised in a copyright, whether or not it is limited in time or place of effect, but not including a 
nonexclusive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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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用途。 

學說上認為，「exclusive license」介於授權(mere license)和

讓與之間，其較授權多了排他權，卻又不似讓與取得了專利權之全部

權利。在某些情形，專利權人保留的權利可能微不足道，使專屬授權

幾乎等同於讓與，在某些情形，專屬被授權人取得的排他權又相當有

限(例如專利權人僅承諾在 60 天內不授權給第三人
52
)。 

在Waterman v. Mackenzie,138 U.S. 252 (U.S. 1891)一案中，

美國最高法院表示判斷專利權利或利益之移轉究竟是授權或讓與，並

非視契約名稱，而係視契約的法律效果而定。當專利權人以書面將其

權利移轉或授予他人，且符合下列情形之一時，即屬於讓與：1、專利

權全部，包含全美國的製造、使用及販賣該專利發明之專屬權；2、專

利專屬權不可分割之一部或比例；3、美國特定區域內之專利專屬權
53
。

故當專利權人移轉之權利包括「在特定區域內從事製造、使用及販賣 2

種專利機器之專屬權」時，即該當於讓與，但如專利權人所移轉的專

屬權缺少在特定區域內「製造」、「販賣」或「使用」的任何一種，就

只是授權。 

專屬授權之性質究竟是讓與或授權，除了在判斷被授權人是否得

獨立提起侵權訴訟或是應與專利權人共同起訴方面具有重要性外，在

稅法上，當專屬授權契約已移轉專利權全部之實質權利而被認定為讓

與時，價金對於受讓人而言是購置財產之代價，對於讓與人而言是財

產交易所得；當專屬授權契約未移轉專利權全部之實質權利而被認定

為授權時，權利金是屬於被授權人營業收入減項之營業費用，授權人

取得之權利金則是普通所得。此在普通所得和財產交易所得適用的稅
                                                       
52 Brian G. Brunsvold & Dennis P. O'Reilley, Drafting Patent License Agreements, P.94, The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Washington D.C, 5th Ed, 2004. 
53  原文摘錄如下：The patentee or his assigns may, by instrument in writing, assign, grant, and convey, 

either  (1)  the  whole  patent,  comprising  the  exclusive  right  to  make,  use,  and  vend  the  invention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or  (2)  an  undivided  part  or  share  of  that  exclusive  right;  or  (3)  the 
exclusive right under the patent within and throughout a specified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 transfer of 
either of these three kinds of  interests  is an assignment, properly speaking, and vests  in the assignee a 
title in so much of the patent itself, with a right to sue infri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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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不同時，專利權人之稅負也將有不同之結果
54
。 

第二節  德國 

德國法上，非專屬授權係指具有實施授權標的發明之權利或許

可。非專屬授權不具有排他性，即使授權人向非專屬被授權人承諾就

相同範圍不再為授權他人，其後續所為之授權，仍屬有效。專屬授權

異於非專屬授權，不僅在於獨占權，更具有對抗第三人之物權性質。

專利權人得就專屬授權設定區域、實施方式、用途或期間之限制，故

同一專利權可設定範圍不同而併存之多數專屬授權
55
。 

至於專利權和專用授權的關係為何，有下述理論
56
： 

(一)權能分割說：Benkard 氏認為，授權不是專利權之移轉，而係以專

利發明之利用權限為內容，專利權人得就其受專利權保障之利用

權能依自由裁量加以分割。所謂專屬授權，係指將專利權之使用

權全部切割而僅剩下形式的專利權存在之一種法律行為。 

(二)母權和子權紐帶連繫說：認為專屬授權與專利權為「設定之承繼」

關係(constitutive rechtsübertragung)，專屬授權之授予可以

一般制限物權的設定行為比擬。從專利權派生之專屬授權是「受

設定目的拘束的子權」(zweckgebundene Tochterrechte)，母權

仍保留在專利權人。在子權的設定範圍內，母權因權利移轉(或分

割)而成為空虛的狀態，當子權消滅後，母權又可回復到原來圓滿

的權利。此說與權能分割說之差異，在於呈現出母權與子權間存

在紐帶連繫之意象。 

(三)複製說或權能創設說：認為專利權人及專屬被授權人都具有相同

                                                       
54 Brian G. Brunsvold & Dennis P. O'Reilley, Drafting Patent License Agreements, P.94, The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Washington D.C, 5th Ed, 2004. 
55 Jochen Pagenberg & Bernhard Geissler, License agreements, P.85, Köln. Berlin.Bonn. München, 3rd Ed, 
March 1991. Wilfried Stockmair, The protection of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designs in Germany, 
P.120，VCH,1994 年。 
56  駒田泰土，「専用実施権を設定した特許権者の差止請求──権利変動の構造分析の観点から」，

知財年報 2007，別冊ＮＢＬ120，頁 229，株式會社商務法務，200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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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能。複製說(Vervielfältigungslehre)認為，基於設定行為，

母權之一部權能被分割，同時一部被複製。權能創設說

(Neuschöpfungslehre)認為，基於設定行為，與母權之權能相似

但不同之相對權能被全新創設。此說雖可解釋所有權人及用益物

權人均有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及侵害排除請求權；所有權人和地役

權人都有合法通行供役地之權利；所有權人及質權人對質物都有

處分權能之法律現象，惟因其認為權能可因權利人意願而創設，

有違任何人不能將大於自己所有的權利讓與他人之法理，而且無

法解釋設定用益物權後，所有人不能再對該物為使用收益之現

象，因此受到批評。 

(四)質的權利分割論：此說基本上沿續多數說所採的「設定之承繼」

概念，但認為權利的社會目的係為保護利益，因保護利益而賦予

利益持有人之各種權能的集合就是權利。取得制限權利(子權)之

人在保護其基於設定目的所取得利益之範圍內，取得所需之相應

權能，至於其未取得之其餘利益相應之權能，仍然保留在母權所

有人。雙方各自保有維護各自之利益所需之權能，總權能並無因

複製而倍增之情形。亦即，依照設定目的和制限物權之社會目的，

屬於子權持有人享有之利益的相對權能，歸屬於子權持有人，屬

於母權所有人及子權持有人都應該享有之利益之相對權能，歸屬

於兩者。兩者關係的變化與其利益分配之變化互相對應，如果利

益分配之情形有變化，歸屬於兩者之權能也隨之變化。 

第三節  日本 

日本特許法中並未使用「授權」之用語，而是使用設定或許諾「實

施權」之用語。一般將「實施權」譯為「license」，但其概念與美國

法不完全一致。license的原意是同意他人從事本來屬於違法的行為，

嚴格而言，僅是專利發明之實施許諾，並不是一種權利(right)，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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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法之概念下，license的結果不會產生實施權。惟日本特許法中之實

施權係一種實施專利發明之積極權利，其適當的譯法應為「right to 

work」或是「working right」
57
。 

日本特許法將實施權區分為「專用實施權」及「通常實施權」。依

日本內閣官房公告之特許法英譯版，前者譯為「exclusive license」，

後者譯為「non-exclusive license」
58
。通說認為，在專利權上設定

專用實施權，如同在所有權上設定用益物權(相當於地上權)。專用實

施權是一種物權的、排他的權利，同一期間、同一地域、同一內容的

專用實施權不能設定二者以上，專利權人亦不得再對第三人許諾通常

實施權
59
。至於通常實施權，性質上屬於債權(相當於租賃權)，同一期

間、同一地域、同一內容之通常實施權，專利權人得許諾予二人以上
60
。 

實務上訂定之通常實施權契約，專利權人可能與通常實施權人特

別約定不再授予他人通常實施權，此稱為「獨占之通常實施權」，如果

加上約定專利權人本身也不得實施專利，則稱之為「完全獨占之通常

實施權」，惟其均屬於通常實施權之一種，性質上仍為債權。亦有將獨

占之通常實施權英譯為「exclusive license」者
61
，故英譯日本文獻

之「exclusive license」，究竟係指「專用實施權」或「獨占的通常

實施權」，應予特別留意。有學者認為，專用實施權屬於物權，通常實

施 權 屬 於 債 權 ， 應 分 別 英 譯 為 「 proprietary license 」 及 

「non-proprietary license」較為適當
62
。甚至有建議將專用實施權

直接英譯為「an exclusive license under Section 77 of the Patent 

Law of Japan」或「a license under Section 77 of the Patent Law 

                                                       
57  田辺  徹，「特許権の本質」，パテント，第 56 卷第 10 期，頁 64，2003 年。 
58 http://www.cas.go.jp/jp/seisaku/hourei/data2.html. 
59  「禁止請求權」之日文為「差止請求権」，其包含侵害排除及侵害防止請求權，及請求銷毀侵權

物品及供侵害行為之設備等必要行為。 
60  特許庁編，「工業所有権法逐条解說」，頁 223‐225，社團法人発明協会，2001 年 8 月第 16 版。 
61  竹田和彥，「特許的知識(第 6 版)」，頁 398，ダイヤモンド社，1999 年 6 月。 
62 Shinto Teramoto, Protection of Patent license against subsequent patent Holder in Japan,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Law Review, vol.3. P.197‐198, Aug 2008. 
http://www.j.u‐tokyo.ac.jp/sl‐lr/03/papers/v03part13.pdf(2010/07/01 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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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Japan」或「a senyo jisshiken license」者，以免誤解
63
。 

至於專利權與專用實施權之關係為何，有下列學說可供參考： 

(一)空權說：此說依民法學的傳統理論，認為所有權在設定用益物權

之限度內，成為內容空虛之權利(nuda proprietas)，故專利權於

設定專用實施權後，專利權人的權利也成為空虛之狀態
64
。 

(二)基礎說：此說認為在專用實施權之設定範圍內，由於專用實施權

人對專利發明享有獨占、排他的實施權限，其反射效果為專利權

人也不能實施專利發明。惟專利權人之實施權本體並不因此消

滅，而是成為專用實施權之基礎，持續在專用實施權背後發揮作

用，使專用實施權人得以獨占、排他的實施專利發明。當設定無

條件、全範圍之專用實施權時，專利權之實施權能就全部成為專

用實施權之基礎；如果設定的是附條件、限制範圍之專用實施權，

在設定範圍內，專利權人之實施權能成為專用實施權之基礎，在

設定範圍外，專利權人之實施權則顯在化。專用實施權和專利權

互為表裏，專利權人負有維持、管理及防衛專利權的義務，具體

而言，即按時繳納專利年費；在第三人請求專利無效審判時，負

有防衛專利權之義務；拋棄專利權或更正專利申請範圍時，應得

專用實施權人之同意(特許法第 97 條 1 項、第 127 條)。專用實施

權人則負有給付權利金之義務，就可能影響專利權價值之行為，

如就專用實施權許諾通常實施權、設定質權或為讓與時，應得專

利權人同意(特許法第 77 條 3、4項)
65
。 

(三)消極效力保留說：此說認為專利權的本質包含積極的效力(實施權)

和消極的效力(禁止請求權)二者。在專利權設定專用實施權的場

合，積極的效力空虛化，但消極的效力仍然殘留。專用實施權人

                                                       
63 5.  鈴榮特許綜合事務所FAQ。http://www.suzuye.co.jp/english/faq.html(2010/07/01 最後到訪) 
64  駒田泰土，「専用実施権を設定した特許権者の差止請求──権利変動の構造分析の観点から」，

知財年報 2007，別冊ＮＢＬ120，頁 228‐229，株式會社商務法務，2007 年。 
65  外川英明，「特許権者の差止請求権と専用実施権の設定について」，知財管理，54 巻 1 号，頁

64‐65，20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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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取得專利權人同意之情形，不得同意他人實施專利發明，如

果專用實施權人未經專利權人同意而授權他人實施，由於專利權

人仍有消極權能，得對該他人行使禁止請求權
66
。 

第四節   中國大陸 

官方出版物認為，專利實施許可實質上就是專利權人將實施專利

的權利授予被許可人，類似於有體財產的出租，但是有體財產在同一

期間僅能出租給一個承租人，而專利權可以在同一期間許可若干人實

施。實施許可與轉讓有本質區別，專利實施許可指專利權人允許他人

在約定的期間和地域內實施專利發明，但被許可人對該專利權僅享有

實施權，不享有所有權；而轉讓專利權則是將專利權在有效的時間和

地域範圍內的所有權讓與他人。訂定專利許可合同，僅使被許可人從

許可人處獲得實施該專利的權利，這種權利只是一種根據合同產生的

權利，被許可人並未取得直接支配該專利之權利
67
。 

學說上認為，專利許可是專利權人允許被許可人從事專利權人本

來有權阻止其實施之行為。簽訂許可合同，僅在專利權人(許可人)和

被許可人之間產生一種契約上之權利義務關係，被許可人對專利並未

取得直接的財產權利
68
。表面上，專利被許可人取得了許可使用權，但

現行法律並未將被許可使用權「物權化」或提升為「用益物權」，仍然

屬於一種債權
69
。但亦有認為，專利許可使用權相當於用益性物權，用

益物權的客體也應包括智慧財產，對智慧財產的用益物權稱為無體物

用益權，特別是獨占許可使用權具有物權性質
70
。 

                                                       
66  田辺  徹，「特許権の本質は実施権と専権の両立」，パテント，第 57 卷第 6 期，頁 85‐86，2004

年。 
67  中國國家知識產權局條法司，「新專利法詳解」，頁 60、80‐85，知識產權出版社，2007 年 1 月。 
68  湯宗舜，「專利法解說」，頁 60，專利文獻出版社，1994 年 8 月。 
69  董美根，「專利許可合同若干問題研究」，電子知識產權，總第 218 期，頁 47‐48，2009 年 10 月。 
70  中顧法律網，「專利獨占許可合同規定」。

http://news.9ask.cn/zlq/zlss/zlss/200911/264471.html(2010/07/01 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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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我國 

第一項  學說 

一、專屬授權為(準)物權、非專屬授權為債權說 

黃銘傑教授認為，所謂專屬授權，乃是專利權人於授權範圍內，

將排他權移轉予被授權人，而具有物權或準物權之性質。至於所謂非

專屬授權屬於物權或準物權之說法，實係建構於專利權人對被授權人

授予或設定一積極的實施權之理論基礎上，惟專利權之取得並不保證

權利人得自由實施該當專利權。除德國專利法第 15 條第 3 項明文規定

採行繼承保護法理外，其他國家於非專屬授權之法律性質上，大多定

位為一種債權關係，被授權人對於專利權人僅享有一種不作為請求

權，得請求專利權人不得對其行使排他權
71
。 

二、專屬授權及非專屬授權均為(準)物權說 

謝銘洋教授認為，專屬授權契約中包含一個債權行為與一個處分

行為，兩者大多同時發生。經由此一處分行為，授權人將由其原來權

利中分離出來的部分權利，移轉給被授權人。被授權人在授權範圍內

取得相當於原權利人之地位，得對抗任何第三人，包括授權人之後手，

可謂被授權人所取得之專屬使用權具有物權或準物權之性質。至於非

專屬被授權人取得之權利亦具有物權或準物權效力，只不過在專屬授

權之情形，被授權人所取得之權利範圍較大，包括使用與排除他人使

用之權利，非專屬被授權人所取得之權利範圍較小，只有使用之權利，

而無排除他人使用之權利
72
。 

蔡之中氏認為，設定實施權似應如同設定地上權，即於原有權利

上設定負擔之用益物權，因專利實施權人之所以取得實施權，在於意

圖享有利用專利權之積極權利，進而亦必須享有不可受侵害之消極內

                                                       
71  黃銘傑，「專利法修正草案中授權規範之問題點與盲點」，頁 9‐10，98 年專利法修法研討會論文

集，頁 9‐10，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主辦，2009 年 8 月。 
72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頁 283‐284，元照，2008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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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他人不得妨礙實施權人權利之行使，是以偏向於物權。蓋實施權

乃賦予他人以直接使用收益該專利權之權，而登記後，並能對抗第三

人，此種公示及公信原則，為債權之所無，而為物權之特色
73
。 

賴文智氏認為，授權行為係指授權人就標的智慧財產權，創設一

個用益權並移轉被授權人加以使用、收益之類似物權行為。專屬授權，

屬於就授權契約所約定之範圍總的用益權的設定。另基於保護被授權

人的需求，且專利法就「授權」非經向主管機關登記，不得對抗第三

人之規定，並未區分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而異其規定，亦應將非專

屬授權解為具有類似物權效力，始符合法律解釋之一致性
74
。 

三、專屬授權及非專屬授權均為債權說 

楊崇森教授認為，關於專屬實施權，我國專利法別無定義之規定，

似係在約定範圍內專有實施專利發明之權利，此權利與日本特許法上

之專用實施權，乃物權性質之獨占排他權不同，而屬於一種債權；至

於通常實施權，不過係單純對授權實施之人請求容認實施之債權
75
。 

洪健樺氏認為，專屬授權性質上係本於契約而得之實施權能，雖

為債權，但有類於租賃之物權化，亦有物權化之趨向，類似物權；而

非專屬授權，則排他性不若專屬授權之強，其所生者，尚不得謂有類

似物權之效果，僅得謂具有債權之效果
76
。 

陳慧玲氏認為，我國民法物權篇係採物權法定主義，且物權契約

係指直接以物權之取得、設定、喪失及變更等為目的所締結之契約，

專屬授權契約雖因具有獨占性及排他性，而有物權色彩，然就其契約

本質而論，仍係以發生一定債之關係為目的，並非以物權之得喪變更

為目的，故專屬授權契約仍屬債權契約，應無可疑。至於非專屬授權

                                                       
73  蔡之中，「專利實施權之研究」，頁 17‐18，聯經出版，1986 年 2 月第 2  次印行。 
74  賴文智，智慧財產權與民法的互動‐‐以專利授權契約為主，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

文，頁 62‐64、頁 99‐100，2000 年。 
75  楊崇森，「專利法理論與應用」，頁 425、430，三民書局，2007 年 1 月 2 版 1 刷。 
76  洪健樺，「有關專利權中授權問題之研究」，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42，198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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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因不具排他性，屬於債權契約自屬當然
77
。 

綜上，學說上對於專屬授權之性質並無定論，惟多數說偏向專屬

授權屬於物權或準物權性質，至於非專屬授權契約之法律性質究屬物

權或債權，則意見各半。 

第二項  實務 

專利審查基準第 1 篇第 12 章 3.1 規定：「專利權讓與，乃權利主

體發生了變更，即是由專利權人將其專利權移轉與受讓人。」同篇章

3.3 規定：「專利授權，由於授權人並未將其權利地位全部移轉讓與他

人，故不生權利主體之變更，而只是將自己權利中之實施權交由他人

行使，自己仍保有專利權人之地位。」明確說明授權與讓與之區別。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88 年 9 月 7 日(88)智法字第 88007117 號函認

為：「按專利法上之授權實施，係指將專利之實施權即製造、販賣、使

用以及進口等權限授予他人實施而言，其為專屬授權者乃指專利權人

一經授權後，不得就同一內容再授權第三人利用者而言，性質上傾向

物權說，其被侵害者通說認為應有告訴權，但應符合專利法第 88 條第

2 項但書之條件；至於一般授權性質上傾向債權說，其被侵害者通說認

為尚非犯罪之被害人，故應無告訴權。」肯定專屬授權之物權性質。 

第六節  小結 

現行專利法第84條第 2項明定專屬被授權人得對侵害專利權之人

行使侵害排除或防止請求權及損害賠償請求權，由於侵害排除或防止

請求權本質上屬於物上請求權，應係肯定專屬授權具有物權或準物權

之特性。有認為我國之專屬授權採取登記對抗制，未如日本特許法之

專用實施權採取登記生效制，故僅具債權性質者，惟德國專利法對專

屬授權採當然對抗制，其登記之要求較我國採登記對抗制更低，但德

國學說上對於專屬授權係屬物權並無爭議。本論文認為，專屬授權應
                                                       
77  陳慧玲，「技術移轉之研究」，台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134‐135，198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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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物權性質，始能圓滿解釋專屬授權之排他性及對世性。至於非專屬

授權，雖依專利法辦理登記後亦得取得對抗後手之效力，但此類似買

賣不破租賃之效力，目的在保護非專屬被授權人之法律地位，應不致

改變非專屬授權之債權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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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專屬授權之主體 

專利專屬授權之主體包括授權人及被授權人，就被授權人而言，

除非是國家法規限制特定人始能實施之發明，否則只要是具有法律行

為能力之自然人及法人，均可成為被授權人。至於授權人方面，主要

可區分為單獨所有及共有(包括分別共有及公同共有)二種情形。在發

明人有二人以上時，專利申請權一般係由二人以上所共有，即使發明

人只有一人，也可能因讓與或繼承之故，而由二人以上共有專利申請

權。專利權作為一種無體財產權，理應也有民法或習慣法共有規定之

適用。惟各國基於與民法不同之考量，在專利法中予以明文規定者也

不在少數。各國對於共有專利權之授權規範，乃為本章探討之重點。

又專利權應向專利主管機關申請並通過審查後始能取得，故各國均有

專利權登記制度。如專利權簿登記名義之專利權人已移轉其權利，在

尚未辦理移轉登記之前，又授權他人實施，是否會影響其授權之效果，

涉及各國專利權讓與登記之效力問題，被授權人於尋求授權對象時不

可不察，亦有加以探討之必要。 

第一節  美國 

依美國專利法第 262 條規定：「除另有約定外，專利權之共有人得

不經其他共有人同意且無須對其他共有人負任何責任，在美國境內製

造、使用、為販賣之要約或販賣該專利發明，或將該專利發明進口至

美國。」關於專利權共有人自由實施專利發明之權利，解釋上也包括

不經其他共有人同意而授權他人實施專利發明之權利，各共有人間彼

此不負忠誠義務，各共有人因授權所得之權利金也不必分配給其他共

有人
78
。惟各共有人雖得以任何條件自由授權第三人實施，但未經全體

共有人同意，不得為專屬授權，縱使為專屬授權，也無對抗其他共有

                                                       
78 Howard M. Eisenberg, Inventorship vs. Ownership of a Patent, 2000. 
http://www.yale.edu/ocr/pfg/guidelines/docs/inventor_owner.pdf (2010/07/01 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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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其被授權人之效力
79
。 

在 Ethicon v. United States Surgical Corp., 135 F.3d 1456, 

45 U.S.P.Q.2d 1545 (Fed. Cir. 1998)一案中，Yoon 和 Choi 合作改

良一種內視鏡手術用之安全套針，在未告知 Choi 的情況下，Yoon 將自

己列為唯一的發明人並申請取得專利權後，專屬授權予 Ethicon。系爭

專利權共有 55 個請求項，Yoon 與 Ethicon 認為 U.S. Surgical 侵害其

中第 34 個和第 50 個請求項，爰共同對其提起侵權訴訟。訴訟進行中，

U.S. Surgical 發現 Choi 為漏列之共同發明人，爰向其取得溯及自專

利權核准時起生效之專屬授權，並向專利局請求更正發明人。聯邦巡

迴上訴法院認為，經核准之專利權雖可推定列名之發明人為真正且僅

有之發明人，但發明人資格是法律問題，法院有權審查。所謂共同發

明人不須對共同發明具有相同種類及份量之貢獻，只需對其中一個請

求項具有貢獻即為已足，且無論貢獻程度為何，除契約另有約定外，

應推定各共同發明人對全部專利權具有等比例不可分之權益，Choi 既

對系爭專利權第 33 個及第 47 個請求項之發明有貢獻，即得與 Yoon 共

享系爭專利權全部請求項之權益，且有就專利權全部予以授權之權

利。不過，專利權共有人之一的授權，不能剝奪其他共有人對於過去

侵權行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否則就構成責任之免除(release)，而不

是授權。因此，Choi 對 U.S. Surgical 所為之回溯性授權雖有意包括

過去侵權責任之免除和向後發生之授權，但不能免除 U.S. Surgical

就過去侵權行為對原告應負之責任。然而，專利權之共有人必須共同

作為侵權訴訟之原告是既定法則，除非各共有人已授予其他共有人單

獨起訴之權利，否則各共有人有權拒絕其他共有人提起之侵權訴訟，

由於 Choi 拒絕提起本件侵權訴訟，且其已專屬授權 U.S. Surgical 實

施系爭專利及提起訴訟之權利，也不可能同意本件訴訟，故法院以本

                                                       
79 John Gladstone Mills  Ⅲ, Patent law fundamentals, P.17‐53~17‐54, Vol 3, Thomson Reuters/West,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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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侵權訴訟非由全體共有人提起，而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另按美國專利法第 261 條第 4 項規定：「專利申請、專利權或因此

所 生 之 權 利 ， 其 讓 與 (assignment) 、 授 予 (grant) 或 轉 讓

(conveyance)，對於未受告知而支付對價之後買受人或後抵押權人，

無效。但於事實發生後 3 個月內或於後買賣或後抵押發生前，已向專

利局登記者，不在此限。」所謂「無效」，實質上是指該法律行為不得

對抗與之相衝突之權利之意。又本條不是單純的先登記者優先原則

(first-to-file rule)，而必須考量寬限期(grace period)和事實告

知(actual notice)二項因素。寬限期是專利法考量讓與行為成立後至

申請登記之時間落差所為之設計
80
。舉例說明如下：在 5 月 10 日，甲

自專利權人丙受讓專利權，但未立即辦理登記。在 6 月 15 日，乙亦自

專利權人丙受讓該專利權，並於 7 月 1 日辦理登記。乙雖然先辦理登

記，但如甲在 5 月 10 日後之 3 個月內辦理登記，或乙不是未受告知而

支付對價之善意買受人，則甲之權利仍優先於乙，故乙受讓該專利權

之行為，對甲而言係屬無效
81
。 

如被授權人不知專利權已移轉在前，仍自原權利人處取得授權

時，得否主張善意取得之保護，實務上認為專利法第 261 條第 4 項規

定僅限於保護取得專利權全部實質權利而等同讓與之專屬被授權人，

而不及於其他被授權人(非專屬被授權人或未取得全部實質權利之專

屬被授權人)。在Rhone-Poulenc Agro, S.A. v. DeKalb Genetics Corp., 

284 F.3d 1323 (Fed. Cir. 2002)一案中，聯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為，

鑒於統一法則之重要性，侵權訴訟中善意買受人之抗辯應由聯邦法決

定。國會在專利法第 261 條明定專利權視為個人財產，在習慣法下，

個人財產權之善意買受人有權對抗喪失該財產權(例如因詐欺等事由)

之真正所有人而保有該財產。所謂善意買受人係指不知該財產上存在
                                                       
80 Harold R. Weinberg & William J. Woodward, Jr., Easing Transfer and Security Interest Transactions in 
Intellectual Preoperty: An Agenda for Reform, Kentucky Law Journal, 79 Ky. L.J.61, Fall 1990/1991. 
81 Raymond T. Nimmer, Revised Article 9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et Financing, Manine Law Review, 
53 Me.L. Rev. 287, P337‐3339,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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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之權利主張，而出於善意支付對價購買該財產權之人，在習慣

法之概念下，適用善意買受人原則之基本要件在於取得財產權，一個

未取得財產權之人，如尚在契約履行階段而未取得財產權之買受人、

承租人，或從不具法律上所有權之人買受財產權之人，顯然不能主張

善意買受人法則之利益。就聯邦習慣法而言，善意買受人原則不應擴

大適用至非專屬授權，因為專利法第 261 條明文規定只有讓與、授予

及轉讓之情形
82
，始可主張善意買受之保護。雖然判例法承認取得專利

權全部實質權利之專屬授權可等同讓與，但如果只是非專屬授權，不

能主張善意買受人法則之保護。 

第二節  歐盟 

第一項  德國 

依德國專利法第 9 條規定，專利權具有獨占之效力，即僅專利權

人有權實施其發明，未經權利人之同意，任何人均不得實施專利發明。

因此，具有授權他人實施發明之主體，當然是「專利權人」。當二人以

上共有專利權時，「專利權人」指的是「共有人全體」。由於德國專利

法未就共有專利權之授權方式明文規範，故必須依個別情況適用民法

之規定。如為達成共同目的，而由多數人組成團體時，稱為「合夥」

(Gesellschaft)，應適用德國民法第 705 條至第 740 之規定。依德國

民法第 709 條第 1 項規定，合夥業務之執行應由合夥人共同為之；同

法第 719 條第 1 項規定，各合夥人不得處分合夥財產之持分及屬於合

夥財產之標的物。如專利權之共有人並未組成合夥，只是單純共有專

利權之多數人時，稱為「共有人社群」 (Gemeinschaft nach 

Bruchteilen)，應適用德國民法第 741 條至第 758 條之規定。依德國

民法第 744 條第 1 項規定，共有物之管理應由共有人全體為之；同法

第 747 條規定，各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但對於共有物全部

                                                       
82  有關讓與、授予及轉讓之意義，請參考本論文第 7 章第 2 節第 1 項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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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分，應由共有人全體為之。依上開規定及法院見解，在一般共有

專利權之情形，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任何共有人均無權就共有之專

利權授權他人實施；在法律關係更緊密之合夥共有專利權之情形，未

經全體共有人同意，任何合夥人亦無權就合夥所有之專利權授權他人

實施，此在非專屬授權與專屬授權之情形，並無不同
83
。 

專利權如同其他財產權具有讓與性，由於專利法未規定專利權之

讓與方法，故係適用民法一般讓與(BGB §398 及§413)之規定。讓與專

利權，雖可向專利局申請讓與登記，但並非讓與之生效要件。法院和

學界的共識為專利權讓與登記只具有程序法的功能，而無實體法之效

果，此為專利權交易行為不承認善意取得之原因，故如授權人已讓與

專利權，縱未辦理讓與登記，被授權人不能主張善意信賴登記簿上之

專利權名義人而取得授權
84
。 

第二項  英國 

按英國專利法第 36條第 3項第 b款規定，二人以上共有之專利權，

共有人之一人非經其他共有人同意，不能就該專利權為授權。惟同法

第 37 條第 1 項規定，任何持有或主張具有專利財產權利之人，得請求

專利局長決定專利之任何權利是否應移轉或授予任何他人。在 Derek 

Hughes v. Neil Paxman[2006]EWCA Civ 818 一案中，Paxman 和 Hughes

共有一項冷卻飲料設備之專利權，因 Hughes 不同意，故 Paxman 無法

授權他人實施系爭專利。上訴法院法官 Jacob 指出，在無特別約定之

情形，任何共有人或其代理人得自行實施專利發明，雖然「代理人」

是一個可以涵蓋任何家庭使用之廣義概念，但不包括授權第三人實施

發明。惟當共有人就授權不能達成協議，明顯地造成非常不一樣之商

業情況(very different commercial situations)時，例如：共有人

                                                       
83 Wilfried Stockmair, The protection of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designs in Germany, P.116, VCH, 1994. 
84 Masanori Ikeda, Basic study o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curity System in Germany‐Security Systems 
as Distribution and Management Schemes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 Bulletin 2008. 
http://www.iip.or.jp/e/summary/pdf/detail2007/e19_16.pdf(2009/12/27 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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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是沒有製造能力或資力之個人，而另一共有人卻是龐大之企業，

後者可以高興地實施發明，而前者卻無能為力；或是共有人均無實施

發明之能力，但因無法達成授權協議，而造成專利發明無法實施之僵

局。基於專利制度旨在鼓勵和利用發明，在某些情況下，專利法甚至

規定可以強制授權，實難想像國會有意任此僵局存在而造成專利發明

無法實施之情況。因此，如專利局長認為存在僵局，可以依專利法第

37 條第 1 項規定命令授權實施該專利。專利局長之裁量權是廣泛的，

惟應綜合考量所有情事，合理、公平及合比例地行使，俾創造公平及

商業化的解決方案。 

Paxman遂依上訴法院之判決，請求專利局長核准授權系爭專利。

英國智慧財產權局在 2008 年 7 月 30 日BL O/217/08 之行政決定中，認

為Paxman和Hughes以往之合作授權經驗雖然不甚愉快，但當雙方為籌

措訴訟費用時，即使非常勉強，確實也曾合意授權他人實施專利及平

分權利金，且該授權關係仍然存續，顯示專利法第 36 條第 3項有關應

得其他共有人同意之規定，並未對兩造當事人造成非常不一樣之商業

情況，上訴法院雖表示專利局長有權依共有人之一人之申請，在僵局

存在之情況下，得免除應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之規定，惟此與只要其

他共有人不同意授權，即免除應得其同意之規定是完全不同的。若專

利局長可因其他共有人不為同意，即可命令授權，將使專利法第 36 條

第 3 項規定之意義大為喪失
85
。 

另依英國專利法第 33 條規定：「(第 1 項)在專利權或專利申請案

上，主張依本條所定之交易、文書或事實取得財產權之人，得對抗主

張在先依本條所定之交易、文書或事實取得財產權之人，假如該在後

之交易、文件或事實發生時：(a)在先發生之交易、文書或事實未經登

記；或(b)申請案尚未公開之情形，在先發生之交易、文書或事實未通

知專利局；及(c)在任何情形下，在後取得權利之人不知在先之交易、

                                                       
85 http://www.ipo.gov.uk/o21708.pdf(2009/12/3 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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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或事實之存在。(第 2 項)在專利權或專利申請案上，主張依本條

所定之交易、文書或事實取得任何權利之人，且其權利與主張在先依

本條所定之交易、文書或事實取得之權利不相容時，適用前項之規定。

(第 3 項)本條適用於下列交易、文書或事實：(a)轉讓專利權、專利申

請或其上之權利…(c)專利權或專利申請之授權或再授權，及轉讓或抵

押該授權或再授權。…(第 4 項)已申請交易、文書或事實之登記，但

登記尚未完成前，視為已為第 1 項 a 款之登記。」故專利權之移轉，

未經登記，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在後取得授權之人，得主張不知專

利權已移轉在先，而善意取得授權。 

第三項  法國 

依法國工業財產權法第 L613-29 條 c 款規定，專利申請案或專利

權之各共有人，得為自己利益授予第三人非專屬授權，但對於本身未

實施或未授權他人實施之其他共有人，應給付相當之補償。惟共有人

之一人欲為非專屬授權前，應將授權契約草案通知其他共有人，並附

具願以特定價格出售其應有部分之要約。於通知到達後 3 個月內，其

他共有人得以承買為該項通知之共有人之應有部分為條件，表示反對

授予該授權。如共有人間未能於此期限內達成協議時，得訴請地方法

院判定承買之金額。訴訟當事人於一審判決送達後 1 個月內，得於上

訴程序中表示放棄出賣或承買系爭應有部分，而不須負擔可能所致之

損害賠償責任，但表示放棄之一方應負擔訴訟費用。同法第 L613-29

條 d 款規定，專屬授權之授予，應得全體共有人之同意或依據法院之

裁判，故不適用 c款之規定。 

法國工業財產權法在非專屬授權方面，採取各共有人得自由授權

之立場，但輔以應給予其有共有人相當補償及其他共有人得以承買該

應有部分為條件反對授權作為制衡，以平衡共有人間之利害關係，其

設計頗為精密。至於專屬授權方面，因對共有人之影響極為重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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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須取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86
。 

另依法國智慧財產法第L613-9 條規定：「所有關於專利申請或專利

之權利的轉讓或變動行為，非經在國家工業產權局設立的全國專利登

記簿上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但該行為在登記前得對抗在後取得權

利且已知悉該行為之第三人。」專利權讓與契約成立後，在當事人間

即發生效力，不以辦理登記為必要，但必須辦理登記，始能對抗善意

第三人，故被授權人得主張不知專利權已移轉，而善意取得授權
87
。 

第四項  歐體專利規則草案 

1973 年簽訂之歐洲專利公約(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EPC)，至 2009 年 9 月止，已有 36 個國家加入，其中包括歐盟全部 27

個會員國。該公約設立之歐洲專利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 EPO)

所核發之歐洲專利，申請人在申請時可以指定在一國、數國或所有會

員國生效。依據 EPC 第 64 條規定，由 EPO 所核發之歐洲專利，其效力

與發明人逕向各會員國申請之內國專利相同，專利權之效力悉依各國

法律處理。為解決歐體各會員國專利法規定不一之情形，以降低貿易

障礙，減少各國專利管理之行政成本及減輕權利人之負擔，歐盟致力

於建立統一之共同體專利制度。不同於現行歐洲專利是分散由各會員

國之內國法規範之一束權利，未來之共同體專利將如同共同體商標是

單一之智慧財產權，直接適用共同體規則並在歐盟全境發生相同之法

律效力。 

2009 年 9 月版之歐體專利規則草案(Proposal for a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mmunity patent)對於共有專利權之授權，並無

規定。至於專利權讓與登記部分，草案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共同體

                                                       
86 The IPR‐Helpdesk, Joint Ownership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ttp://www.ipr‐helpdesk.org/documents/JointOwnershipin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_0000000649_03.x
ml.html (2010/07/01 最後到訪) 
87  財團法人知的財產研究所，「知的財産の更なる活用の在り方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頁 394，

2009 年 3 月。http://www.iip.or.jp/report/index.html(2010/07/01 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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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之移轉，於第 1 項書面文件所定範圍內，非經登記於共同體專利

登記簿，對於第三人不生效力。但在登記前得對抗在後取得權利且已

知悉該行為之第三人。」故被授權人得主張不知專利權已移轉，而自

原權利人處取得授權。 

第三節  日本 

日本特許法第 73 條第 2項規定，專利權為共有時，除契約另有約

定外，各共有人無論其應有部分之比例，不須得到其他共有人之同意，

即得自行實施該專利發明。原則上，各共有人對於專利發明，可自己

為全範圍、全期間、全地域之實施。惟在授權他人實施部分，日本特

許法第 73 條第 3 項規定：「特許權為共有時，各共有人未得其他共有

人之同意，不得就該特許權設定專用實施權，或許諾他人通常實施權。」

其立法理由為，在設定專用實施權後，其他共有人將不得實施發明，

對其他共有人具有重大利害關係；在許諾通常實施權之情形，被授權

之人數、資力、信用力及技術能力如何，也會影響其專利權經濟價值

之變動或甚至造成其他共有人權利有名無實之情況，自應取得其他共

有人之同意
88
。然而，基於一機關(手足)理論，共有人之一人為達其事

業目的，指揮監督他人製造專利產品之行為，則不須取得其他共有人

之同意。實務上認為滿足「一機關」之要件為：1、權利人與實施人間

存在一方給付工資以使他方為其製造專利物品之契約；2、實施人製造

專利物品所購入之原料、產品之販賣、品質之管理受到權利人之指揮

監督；3、實施人製造之專利物品全部讓與權利人，而不讓與其他人。

(大審判昭 13.12.22 民集 17 卷 2700 頁メリヤス模樣事件、秋田地判

昭 47.2.7 無體集 4 卷 1 號 19 頁蹄鐵事件)。 

共有人之一人未經其他共有人同意所為授權之效力為何？有三

說：其一認為實施權設定契約無效，實施人所為之實施係無權利人之

                                                       
88  特許庁編，「工業所有権法逐条解說」，頁 219‐220，社團法人発明協会，2001 年 8 月第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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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所製造之專利物品為侵權物品；其二認為係屬對於其他共有人

同意權之侵害，如有故意或過失，其他共有人可向授權人請求損害賠

償，但實施權人所製造之專利物品並非侵權物品；其三認為共有人之

一人未經其他共有人同意所為之實施權許諾契約，在當事人間有效成

立，該共有人負有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以創設實施權之義務，如果不

能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被授權人可以行使解約權。惟無論何種說法，

至少就不同意之其他共有人而言，該實施權設定契約不生效力。 

另日本特許法第 98 條第 1項規定，專利權之移轉，非經登錄，不

生效力，故專利權之移轉係以登錄為生效要件，故不可能出現非專利

權登記名義之人向取得授權之人主張權利之情形。惟應注意者，該條

非謂專利權之移轉「一經登錄，即生效力」，故欲發生移轉之效力，前

提上仍須滿足其他法律上之實質要件，亦即必須是真實之權利人就實

體權利所為有效之專利權移轉契約。例如專利權人甲未同意移轉專利

權於乙，乙卻持偽造之專利權移轉契約證書辦理登錄，乙不能因此取

得專利權。又登錄並無公信力(此與日本民法不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之

情形相同，亦不承認登記具公信力)，如乙復將其登錄名義之專利權設

定專用實施權予丙，因該登記本具有無效之事由，丙不能主張善意信

賴登錄之公信力而取得專用實施權
89
。 

第四節  中國大陸 

2002 年 1 月 1 日生效之「專利實施許可合同備案管理辦法」第 4

條規定：「(第 1 項)讓與人應當是合法專利權人或專利申請人或者其他

權利人。(第 2 項)一項專利權或專利申請有兩個以上的共同專利權人

或者專利申請人的，讓與人應當為全體專利權人或者專利申請人。」

上開辦法所稱「讓與人」，是指訂立專利合同(包括專利實施許可合同、

專利申請實施許可合同)的專利權人或者其他權利人。由於被許可人的

                                                       
89  吉藤幸朔著，熊谷健一補訂，「特許法概說」，頁 552‐553，555，有斐閣，1997 年 12 月第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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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力、生產能力、允許被許可人實施的規模及使用費數額等情況，對

其他共有人的利益有很大影響，因此，如果專利權是由二人以上共有，

簽訂專利實施許可合同自應取得各共有人之同意
90
。 

為使共有專利權之行使更為明確，2008 年 12 月 27 日修正，2009

年 10 月 1 日施行之專利法增訂第 15 條規定：「(第 1項)專利申請權或

者專利權的共有人對權利的行使有約定的，從其約定。沒有約定的，

共有人可以單獨實施或者以普通許可方式許可他人實施該專利；許可

他人實施該專利的，收取的使用費應當在共有人之間分配。(第 2 項)

除前款規定的情形外，行使共有的專利申請權或者專利權應當取得全

體共有人的同意。」立法理由在於專利屬於無體財產，任何共有人單

獨實施該專利或者單獨以普通許可的方式許可他人實施該專利，不會

使權利客體受到減損，因此對其他共有人利益影響很小。又專利法宗

旨之一在於推動發明創造的應用，如果規定共有人之一單獨許可他人

實施該專利必須獲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就會阻礙專利之實施。但許

可的方式僅限於普通許可，不能是獨占許可，因為如果共有人之一單

獨與他人訂立獨占實施許可合同，而其他共有人又與另外的人訂立專

利實施許可合同，將導致二份實施許可合同產生衝突，影響經濟社會

秩序之穩定；且如果共有人之一與他人訂立專利實施許合同之結果是

不允許其他共有人再與另外的人訂定專利實施許可合同，對其他共有

人也有失公平。另共有人之一單獨許可他人實施專利所收取之使用費

係基於共有人共同作出之發明創造，理應在共有人之間分配。但從鼓

勵許可他人實施專利，從而為所有共有人創造收益之觀點，許可人有

理由獲得更多回報，故本條未規定應當在共有人間平均分配
91
。 

另專利法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轉讓專利申請權或者專利權的，

當事人應當訂立書面合同，並向國務院專利行政部門登記，由國務院

                                                       
90  參見湯宗舜，「專利法解說」，頁 61，專利文獻出版社，1994 年 8 月。 
91  中國國家知識產權局條法司，「專利法第三次修改導讀」，頁 42‐44，知識產權出版社，2009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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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行政部門予以公告。專利申請權或者專利權的轉讓自登記之日起

生效。」故中國大陸對於專利權之讓與採登記生效主義，與日本相同。 

第五節  我國 

我國專利法第 61 條規定：「發明專利權為共有時，除共有人自己

實施外，非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不得讓與或授權他人實施。但契約

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同法第 62 條規定：「發明專利權共有人未

得共有人全體同意，不得以其應有部分讓與、信託他人或設定質權。」

兩相對照，共有專利權之全部為授權時，固應得共有人全體同意，惟

專利權共有人之一人得否就其應有部分為授權，似有疑義。專利法修

正草案將現行專利法第 61 條修正改列第 66 條，第 62 條修正改列第 67

條。第 67 規定為：「發明專利權共有人非經其他共有人之同意，不得

以其應有部分讓與、信託他人或設定質權。」修正說明略以：「專利權

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係抽象地存在於專利權全部，並無特定之應有部

分，如承認共有人得將應有部分授權他人實施，其結果實與將專利權

全部授權他人實施無異，故不宜承認有應有部分授權他人實施之情形

存在。凡專利權共有人欲授權他人實施發明者，均適用前條規定辦理。」

明白表示專利權共有人之一人無從僅就其應有部分授權第三人實施，

授權他人實施之客體必為專利權之全部，故無得其他共有人同意授權

實施其應有部分之問題，而應一律適用經共有人全體同意，始能授權

他人實施專利之規定。 

另 98 年 1 月 23 日修正公布之民法第 820 條第 1 項規定：「共有物

之管理，除契約另有約定外，應以共有人過半數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

半數之同意行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數不予計算。」

共有專利權之授權得否適用上開民法多數決之規定，亦有疑義。查專

利法修正草案將現行條文第 61 條修正改列為第 66 條規定：「發明專利

權為共有時，除共有人自己實施外，非經共有人全體之同意，不得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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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信託、授權他人實施、設定質權或拋棄。」修正說明略以：「專利

權之授權實施，性質上屬於專利權之管理行為，惟專利權授權他人實

施與否，對於各共有人自己實施專利權所可獲得之經濟利益顯然有重

大影響，爰特別規定應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不適用民法第 820 條第 1

項之規定。」是以無論民法修正前後，專利法均應屬民法之特別規定，

而應優先適用。本條所謂「共有人全體之同意」，依修正說明所示，並

非必須由全體共有人分別為同意之明示，更不必限於一定之形式，如

有明確之事實，足以證明其他共有人已經為明示或默示之同意者，亦

屬之(19 年上字第 981 號判例參照)，且不限行為時為之，若於事前預

示或事後追認者，均不能認為無效(19 年上字第 2014 號判例參照)。另

全體同意之方式，例如全體同意依多數決為之(19 年上字第 2208 號判

例參照)，或全體推定得由其中一人或數人代表處分者(40 年台上字第

998 號判例參照)，皆無不可。 

另按專利法第 59 條規定：「發明專利權人以其發明專利讓與、信

託、授權他人實施或設定質權，非經向專利專責機關登記，不得對抗

第三人。」故專利權讓與後，辦理登記前，如原權利人又授權他人實

施，在先受讓取得專利權之人應不能對抗在後取得授權之被授權人。 

第六節   小結 

綜上，就授權人之適格方面，共有專利權之授權，及專利權簿登

記之專利權人是否為真正權利人，為被授權人取得授權時應特別注意

之問題。交易實務上，被授權人為確保自己之權益，一般會就欲尋求

授權之專利權進行產權調查(due diligence)，上述二項自不容忽略。

目前英國、法國、日本、中國大陸及我國之專利法均明定共有專利權

之專屬授權，須取得全體共有人之同意，即使是對於共有專利權之授

權採取最自由立場之美國，甚至認為應取得專利申請案漏列之發明人

之同意，故不論在何國，就共有專利權取得專屬授權時，均應確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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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始能取得專屬實施之權能。 

另就專利權讓與登記之公示效力部分，美國對善意第三人採有限

之登記對抗主義(僅保護受讓人)，德國不分善惡意第三人均採當然對

抗主義，英國與法國對善意第三人採取登記對抗主義，日本與中國大

陸採取登記生效主義，我國則不區分善惡意第三人採取登記對抗主

義，故美國及德國專利權登記之公示效力最低，被授權人除查閱登記

簿外，應充分調查專利權之真實權利歸屬狀況，並應要求授權人擔保

其具有授權之權利。日本及中國大陸之登記公示效力最高，除非登記

存在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原則上專利權簿登記之權利人應即為真實

權利人。英國、法國之登記制度所保護之對象限於善意第三人，我國

之登記制度則不分第三人之善惡意均以保護，與登記生效制度之效果

相近，被授權人可受到較高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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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專屬授權之客體 

取得專利權之發明得作為專屬授權之客體，固無疑義，專利申請

中之發明或尚未提出專利申請之發明得否作為授權之客體，則值得探

討。各國專利法對於專屬授權之客體規範為何，乃為本章探討之重點。 

第一節  美國 

依美國專利審查基準第 313 條規定，專利申請或專利權之授權契

約及擔保契約，得申請登記，可見專利申請和專利權均可能作為授權

之客體。在 Security Materials Co. v. Mixermobile, 72 F. Supp. 450 

(SD Cal. 1947)一案中，發明人 Wagner 於專利申請階段，即與原告

Security Materials 公司簽訂授權契約，專屬授權原告在加州南部販

賣、操作及使用系爭移動式水泥攪拌機之權利。嗣 Wagner 取得專利權

後，原告認為被告 Mixermobile 販賣之機器侵害其專屬權利，爰向被

告提起侵權訴訟。被告雖抗辯原告之專屬授權契約並未特定系爭專利

權，惟法院認為原告之專屬授權契約已特定系爭名為「移動式攪拌機」

之機器，及尚在審查中之專利申請案(其申請專利範圍包括該發明)，

故承認原告為系爭專利權之專屬被授權人，具有提起侵權訴訟之適格。 

第二節  歐盟 

第一項  德國 

德國專利法第 15 條第 2項規定，得為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之客

體，包括「專利申請權」(the right to a patent)、「授予專利之請

求權」(the right to the grant of a patent)以及「專利權」(the rights 

deriving from a patent)。因此，具有可專利性之發明，無論是否已

提出專利申請案，或專利申請案是否尚在審查中，若其將成為在德國

有效之專利權，不問是德國專利申請案、指定在德國生效之PCT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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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歐洲專利申請案，均可作為授權之標的
92
。惟德國專利法不允許專屬

被授權人作為專利申請案之共同申請人，故以專利申請案為授權客體

時，雙方必須約明由何方主控申請程序。如果授權人尚未且無意在外

國申請專利，而仍有主張國際優先權之可能時，可約定由被授權人負

擔提出專利申請之義務。專屬被授權人應確保如專利申請權人或專利

權人欲拋棄其專利權或專利申請案時，有取得該專利權或專利申請案

之權利，專屬被授權人也應確保在國際優先權之主張期間內，如果專

利權人未於國外申請專利時，其有權提出申請。當授權契約約定專利

申請費用由授權人負擔時，被授權人可要求訂定其代墊之相關費用，

可折抵權利金之契約條款
93
。 

第二項  英國 

英國專利法第 30 條第 4 項規定：「為實施專利權或專利申請案之

發明，得就專利權或專利申請案為授權
94
。」明示專利權或專利申請案

均得為授權之客體。 

第三項  法國 

法國智慧財產法第 L613-8 條規定：「(第 1 項)因專利申請案或專

利所生之權利可以全部或一部讓與。(第 2 項)前項權利，可以全部或

一部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他人實施該發明。」明示專利權或專利申

請案均得為授權客體。 

第三節  日本 

日本特許法第 66 條第 1項規定，專利權於設定登錄時發生，依特

許法第 77 條第 1項規定，專利權人得就其專利權設定專用實施權；同

                                                       
92 Wilfried Stockmair, The protection of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designs in Germany, P.117, VCH, 1994. 
93 Jochen Pagenberg & Bernhard Geissler, License agreements, P.69‐71, Köln. Berlin.Bonn. München, 3rd 
Ed, March 1991. 
94  原文為：(4) Subject to section 36(3) below, a licence may be granted under any patent or any such 

application for working the invention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the patent or th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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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78 條第 1項規定，專利權人得就其專利權許諾通常實施權，故就

專利權設定或許諾實施權及辦理相關登記並無疑義。 

至於發明完成時起至專利權設定登錄止之權利則稱為「專利申請

權」(特許を受ける権利)。專利申請權具有請求國家作成核准專利權

處分之公法性質，同時也具有財產權之私法性質，得作為讓與或授權

之標的，亦有稱之為「發明者權」。以專利申請中之發明或預定申請專

利之發明作為授權標的者，學說上稱為「發明實施契約」。發明實施契

約之類型約可分為 3 種，惟屬於何種類型，現實判斷上並不容易：第 1

種類型契約之目的在取得發明人know-how之關鍵技術，以發明人之技

術情報開示義務為核心，發明人負有提供有形技術資料及傳授無形資

訊之義務，即使未取得專利權，也不影響契約效力；第 2 種類型係基

於授權標的將來可取得專利權之期待而訂立之授權契約，以發明人負

有取得專利權之擔保責任為規範重點，契約宜明定未取得專利權之處

理方式；第 3 種類型之契約以發明取得專利權為契約之生效要件，如

果未能取得專利權，發明人就不負授權之義務
95
。 

2008 年 4 月修正之特許法，為滿足企業儘早授權實施發明之需

求，增訂專利權人得就專利申請案設定臨時專用實施權和臨時通常實

施權，並定於 2009 年 4 月 1 日施行。依特許法第 34 條之 2 規定，專

利申請權人在其專利申請案之說明書、申請專利範圍或圖式之範圍

內，得就其預期取得之專利權設定臨時專用實施權。當專利權核准後，

在臨時專用實施權之設定範圍內，視為已設定專用實施權。臨時專用

實施權於專利權核准登錄、專利申請案拋棄、撤回、不受理或不予專

利之審定確定時消滅。另依特許法第 34 條之 3規定，專利申請權人在

其專利申請案之說明書、申請專利範圍或圖式之範圍內，得就其預期

取得之專利權許諾臨時通常實施權，臨時專用實施權人亦得經專利申

                                                       
95  光石忠敬，「出願發明実施契約におけるラインサーの出願手続き遂行義務」，頁 148‐149，判例

法ライセンス法‐‐山上和則先生還歷記念文集，社團法人發明協會，2000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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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之同意許諾臨時通常實施權。當專利權核准後，在臨時通常實施

權之設定範圍內，視為已許諾通常實施權，臨時通常實施權於專利權

核准登記、專利申請案拋棄、撤回、不受理或不予專利之審定確定時

消滅。 

2008 年 4 月修正之特許法，同時增訂臨時實施權登錄之相關規

定，以使專利申請階段之被授權人可利用登錄制度保障其權益。依特

許法第 34 條之 4第 1 項規定，臨時專用實施權之設定、移轉、變更、

消滅或處分之限制，非經登錄，不生效力。同法第 34 條之 5 第 1 項規

定，臨時通常實施權非經登錄，不得對抗嗣後取得專利申請權或臨時

專用實施權之人
96
。另特許法第 38 條之 2 規定，專利申請人就專利申

請登錄專用實施權或通常實施權者，未經實施權人同意，不得拋棄或

撤回專利申請。 

第四節  中國大陸 

依 2002 年 1 月 1日施行之「專利實施許可合同備案管理辦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國家知識產權局負責全國專利實施許可合同(包括專

利申請實施許可合同，以下簡稱專利合同)之備案工作」。復按「最高

人民法院關於審理技術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律若干問題的解釋」第 22

條規定：「合同法第 342 條規定的『技術轉讓合同』，是指合法擁有技

術的權利人，包括其他有權對外轉讓技術的人，將現有特定的專利、

專利申請、技術秘密的相關權利讓與他人，或者許可他人實施、使用

所訂立的合同。但就尚待研究開發的技術成果或者不涉及專利、專利

申請或者技術秘密的知識、技術、經驗和資訊所訂立的合同除外。」

同解釋第 29 條規定：「(第 2 項)當事人之間就申請專利的技術成果所

訂立的許可使用合同，專利申請公開以前，適用技術秘密轉讓合同的

有關規定；發明專利申請公開以後、授權(筆者按：指授予專利權，以

                                                       
 96 Teruo Doi, 2008 Amendment to the Patent Act and related Industrial Property Statutes of Japen, Law &

Pratices, P.10‐14, Apri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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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以前，參照適用專利實施許可合同的有關規定；授權以後，原合

同即為專利實施許可合同，適用專利實施許可合同的有關規定。(第 3

項)人民法院不以當事人就已經申請專利但尚未授權的技術訂立專利

實施許可合同為由，認定合同無效。」可見授權之客體包括專利申請

權、專利申請案及專利權。另依專利實施許可合同備案管理辦法第 24

條規定，專利申請被批准的，當事人應當及時將專利申請實施許可合

同名稱及有關條款變更為專利實施許可合同。專利申請被駁回或者視

為撤回的，當事人應當及時辦理專利合同備案註銷手續。 

第五節   我國 

依申請專利之進程，發明人於完成發明後所取得之權利，可區分

為「專利申請權」、「因專利申請所生之權利」及「專利權」三個階段。

所謂「專利申請權」，依專利法第 5條規定，指得依法向專利專責機關

申請專利之權利，除職務上完成之發明或契約另有約定外，專利申請

權歸屬於發明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至於「因專利申請所生之權

利」，指提出專利申請後，得請求專利主管機關授予專利之權利。具體

而言，其重要內容有下列四者：(一)發明新穎性及進步性之判斷，係

以申請日前之先前技術為比對基礎；(二)依先申請原則，同一發明有

二以上之專利申請案時，縱然都符合專利要件，專利權僅授予先提出

申請者；(三)發明專利採行早期公開制度，發明專利申請人對於申請

案公開後，曾經以書面通知發明專利內容，而於通知後公告授予專利

權前就該發明仍繼續為商業上實施之人，或對於明知發明專利申請案

已經公開，於公告前仍繼續為商業上實施之人，得於發明專利申請案

公告後，請求適當之補償金。(四)基於專利申請人地位，就申請案依

法所得行使修正、分割及於後案主張國內優先權之程序性權利。 

按專利法第 59 條規定：「發明專利權人以其發明專利權讓與、信

託、授權他人實施或設定質權，非經向專利專責機關登記，不得對抗

58 



第六章  專屬授權之客體 

第三人。」專利權得作為授權之客體，並無疑義，至於「專利申請權」

及「因專利申請所生之權利」可否作為授權之客體，則有不同見解。

肯定說認為，自專利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專利申請權及專利權，均

得讓與或繼承」觀之，並不限於「已申請取得之專利權」才可以授權

他人實施，「專利申請權」亦可作為授權之客體。至於「因專利申請所

生之權利」，性質上與「專利申請權」同屬於財產法上之期待權，均得

讓與，亦應得為專利授權契約之客體
97
。否定說認為，判斷一個權利是

否可授權，應取決於是否具有「用益價值」，專利申請權僅是符合法律

規定之人，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專利權之一種權利，屬於一種公法性質

濃厚的權利，不具備「用益價值」，沒有人可以「利用」不具有用益價

值的權利，故不得作為授權的客體
98
。中間說認為，申請中之專利權或

即將申請之專利權不宜作為專利實施權之標的，若當事人以之為實施

標的，其契約非不得成立，僅不受專利權之保護，實施權人享有取得

專利實施權之期待權，權利設定人負有依法申請並取得專利之義務
99
。 

第六節  小結 

任何發明都可能不能取得專利權，且發明公開之後，授予專利以

前，第三人均可根據公開資料接觸發明內容而使用，而不構成侵權責

任。在確定取得專利權以前，當事人自願簽訂授權契約是被授權人風

險投資之結果，具有射倖性質。對授權人而言，可在專利權核准前提

早收取權利金，對被授權人而言，其原因及目的如下：1、避免技術上

之風險：專利申請人在專利核准前可進行專利申請範圍之修正，即使

被授權人目前評估無構成侵權之虞，但因實際核准之專利申請範圍與

提出申請之範圍可能不同，如不事先簽訂授權契約，將來仍有侵權之

可能性；2、避免法律上之風險：被授權人支付權利金是為了避免授權

                                                       
97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頁 278，元照，2008 年 10 月。 
98  賴文智，「智慧財產權與民法的互動‐‐以專利授權契約為主」，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

文，頁 101，2000 年。 
99  蔡之中，「專利實施權之研究」，頁 95‐96，聯經出版事業，1986 年 2 月第 2 次印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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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取得專利權後提起侵權訴訟，而妨礙其繼續實施該發明；3、避免經

濟上之風險：被授權人雖然在專利權核准前支付權利金，但權利金相

對較低，如於專利權核准後再談判授權契約，專利權人可能要求較高

之權利金
100
。 

現行我國專利法就專利申請權或專利申請案得否為授權客體，並

無明確規範。惟揆諸美、英、法、德、日及中國大陸之立法例，至少

就專利申請案及專利權，均明確肯認其可為授權客體。本論文認為，

就專利申請權或專利申請案本身而言，固無授權他人使用收益之可

能，但就其對應之發明(包括物之發明或方法發明)本身，無論是否已

取得專利權，均應得為授權之客體。尤其在申請專利之前，專利申請

權人為維持發明之新穎性及進步性，通常維持其發明之秘密狀態，欲

實施該發明之人，為知悉該未公開之發明內容，自不得不與專利申請

權人訂定授權契約，嚴格而言，此時授權標的與營業秘密(trade secret)

或專門技術(know-how)並無不同，惟專利申請權人應特別注意被授權

人之保密義務，以免影響其專利要件。在申請專利之後，發明公開以

前，因專利申請人尚未取得專利權，依法並無排除他人實施之權利，

惟他人為了避免專利申請人將來取得專利權後對其行使排除權，亦有

事先與專利申請人訂立授權契約之實益。且專利申請人於取得專利權

後，得對公開後為實施之人請求適當之補償金，於發明公開後實施發

明之人，為了避免未來被請求補償金額之不確定性，亦有與專利申請

人訂定授權契約之實益。綜上，不論是專利申請前、專利申請中或取

得專利權後之發明，均應承認得為授權之客體。 

 
100  董美根，「專利許可合同若干問題研究」，電子知識產權，總第 218 期，頁 44‐45，2009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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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法律行為之形式要件不外五種：(一)意思成立主義(二)

書面成立主義(三)登記生效主義(四)意思成立－登記對抗主義(五)書

面成立－登記對抗主義
101
。專利權之專屬授權具有排他之效力，如何公

示以避免第三人遭受不測損害，是制度設計之困難工作。本章將就各

國立法例有關專屬授權之書面要件及登記要件分別進行探討。 

第一節  書面要件 

第一項   美國 

專利法雖是聯邦法，但解釋契約之一般法則也適用於專利授權契

約，並且係由州法管轄
102
。專屬授權是契約之一種，雖然經過縝密協商

和撰擬的書面授權契約是最常見的方式，但如同其他契約一般，專屬

授權契約可以是明示或默示，也可以是口頭或書面。在口頭契約的情

形，證明專屬授權合意的存在是最基本的要求，當發生爭議時，除有

其他複雜情況或者適用防止詐欺法(statue of fraud)之情形，法院可

從契約的部分履行推論授權範圍，從專利權人收取權利金的數額推論

對價(consideration)，從專利權有效期間推論授權期間。此外，從當

事人正式要約與承諾文件的往來，也可認為授權契約成立
103
。 

在 Rite-Hite Corp. v. Kelly Company, Inc. 56 F.3d 1538 (Fed. 

Cir. 1995)一案中，聯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為，一個具有提起專利侵權

訴訟適格之專屬被授權人，不只必須取得在約定範圍內實施專利發明

之權利，而且專利權人必須承諾其他人在相同範圍內被排除實施該發

明，此種承諾可為明示或默示。在 Weinar v. Rollform Inc., 744 F.2d 

                                                       
101  王澤鑑，「動產擔保交易法三十年」，頁 312，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八)，頁 311‐312，2002 年 3

月。 
102 Amgen, Inc. v. Chugai Pharma Co., Ltd., 808 F. Supp. 894(D. Mass.1992) 
103 Brian G. Brunsvold & Dennis P. O'Reilley, Drafting Patent License Agreements, P.16, The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Washington D.C, 5th Ed,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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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 (Fed.Cir.1984)一案中，被告 Rollform 爭執專利權人 Weinar 和

被授權人 Gypsum 間專屬授權契約之有效性，聯邦上訴巡迴法院認為，

陪審團得自由採信 Weinar 與 Gypsum 間存在口頭契約之證詞，在此授

權契約下，Weinar 授權 Gypsum 在美國境內享有專屬販賣該專利物品之

權利，被告既不能證明依據授權契約成立地(紐約州)之一般契約法

則，該授權契約應為無效或具有瑕疵，Gypsum 自具有以專屬被授權人

地位與 Weinar 共同提起專利侵權訴訟之適格。 

雖然美國專利法第 261 條有關專利權「讓與」應以書面為之的規

定，並不適用於「授權」，惟如專屬被授權人欲取得獨立提起侵權訴訟

之適格，其契約形式必須符合書面要件，且實質上取得專利權之全部

實質權利，法院始會視專屬授權為實質之讓與，而許專屬被授權人單

獨起訴。在 Enzo APA & Son, Inc. v. Geapag AG, 134 F.3d 1090 (Fed. 

Cir. 1998)一案中，原告 Geapag 為系爭專利權之專屬被授權人，單獨

起訴控告Enzo侵權，惟於起訴後始與專利權人簽訂具有回溯效力(nunc 

pro tunc)之書面專屬授權契約，聯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為，起訴後簽訂

之書面契約，無法補正原告在起訴時不是專利權之受讓人之程序瑕

疵，故原告不具有獨立提起侵權訴訟之適格。 

第二項   歐盟 

第一目 德國 

德國法下之授權契約並無特定之形式，依據個案狀況，例如銷售

必須使用專利方法加以操作之一項設備或機器，就可能被認為成立該

專利方法之默示授權。昔日依據德國反托斯法第 34 條規定，如授權契

約包括限制競爭之條款，則該契約必須以書面為之，即使該限制款條

並未逾越專利權之範圍，且無論該授權標的是德國專利或外國專利，

只要該限制條款在德國境內有效，均受到德國反托拉斯法之規範，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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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該規定已在 1999 年修法時被刪除
104
。 

第二目 英國 

1949 年公布，2006 年修正之英國登記設計法第 15C條第 1 項規

定：「本法所稱專屬授權，指登記設計權人以書面簽署授予被授權人得

排除所有他人(包含授權人)，行使登記設計權人之專屬權利
105
。」由於

專利法並無如同登記設計法之上開規定，因此解釋上專利權之專屬授

權不需以一方或雙方共同簽署之書面為必要條件
106
，但為避免爭議，實

務上通常以書面契約的方式為之
107
。 

第三目 法國 

依法國智慧財產法第L613-8 條規定：「(第 1 項)因專利申請案或專

利所生之權利可以全部或一部讓與。(第 2 項)前項權利，可以全部或

一部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他人實施該發明。……(第 5 項)專利申請

案或專利所生權利之讓與或授權必須以書面為之，否則無效。」由此

看來，法國之專利授權契約應以書面為之
108
。 

第四目 歐體專利規則草案 

歐洲專利公約第 72 條規定專利申請案之讓與必須以書面為之，但

對於授權契約並無類似規定。當然，此不意味以歐洲專利權為標的之

口頭授權契約，在歐洲專利公約各會員國內均必然有效。2009 年 9 月

                                                       
, 104 Jochen Pagenberg & Bernhard Geissler, License agreements, P.31, Köln. Berlin.Bonn. München, 3rd Ed

March 1991. 
105 Registered Designs Act 1949 15c 
Exclusive licences: (1) In this Act an “exclusive licence” means a licence in writing sign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proprietor of the registered design authorising the licensee to the exclusion of all other persons, 
including the person granting the licence, to exercise a right which would otherwise be exercisable 
exclusively by the proprietor of the registered design. 
106  財團法人知的財產研究所，「知的財産の更なる活用の在り方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頁 433，

2009 年 3 月。http://www.iip.or.jp/report/index.html(2010/07/01 最後到訪)。 
107 4.  IP Licensing Law 2009 UK. 
http://www.ffw.com/publications/all/articles/ip‐licensing‐law‐2009‐uk.aspx(2010/07/01 最後到訪) 
108  財團法人知的財產研究所，「知的財産の更なる活用の在り方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頁 395，

2009 年 3 月。http://www.iip.or.jp/report/index.html(2010/07/01 最後到訪)。 

63 
 



第七章  專屬授權之形式要件 

版之歐體專利規則草案第 15 條規定專利權之讓與，第 19 條則規定專

利權之授權。依該草案第 15 條第 1項規定，專利權之讓與必須以書面

為之，並由雙方共同簽署，否則無效，但在授權契約並未如此要求。 

第三項  日本 

專用實施權設定行為是一種契約，不以書面為成立要件，口頭或

默示之方式也可成立，惟日本特許法第 98 條規定專用實施權之設定係

以登錄為生效要件，而申請專用實施權設定登錄時，必須檢附專用實

施權設定契約證書，且登錄手續必須由權利人和義務人協力為之，故

為因應登錄手續之需求，專用實施權設定契約多同時與必要之登錄申

請文件上一併用印
109
。 

第四項  中國大陸 

中國大陸專利法第 12 條原規定：「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實施他人專

利的，應當與專利權人訂立書面實施許可合同，向專利權人支付專利

使用費。」惟 2008 年 12 月 27 日修正，2009 年 10 月 1 日施行之專利

法第 12 條，已刪除「書面」二字。理由為 1999 年 3 月公布，同年 10

月 1 日施行之「合同法」第 342 條雖規定：「(第 1 項)技術轉讓合同包

括專利權轉讓、專利申請權轉讓、技術秘密轉讓、專利實施許可合同。

(第 2 項)技術轉讓合同應當採用書面形式。」惟同法第 36 條規定：「法

律、行政法規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採用書面形式訂立合同，當事人未

採用書面形式但一方已經履行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立。」

綜合上述規定，專利實施許可合同可以有多種形式，實務上也存在口

頭或者其他形式的專利實施許可合同。其修正理由並指出，刪除書面

形式要件，可為專利實施默示許可奠定法律基礎，對於確保專利制度

正常運作，防止濫用專利權的行為具有重要意義
110
。 

                                                       
109  実施権の登録，http://www.license‐keiyaku.com/patent/registration.html(2010/07/01 到訪) 
110  中國國家知識產權局條法司，「專利法第三次修改導讀」，頁 40‐41，知識產權出版社，200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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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我國 

一、立法例 

專利法、著作權法、商標法及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例，

均未規定授權(不分專屬或非專屬授權)應以書面為生效要件。 

二、實務 

依專利法施行細則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第 1 項)申請專利權授

權他人實施登記者，由專利權人或被授權人備具申請書，並檢附授權

契約或證明文件。(第 2 項)前項之授權契約或證明檔，應載明授權部

分、地域及期間；其授權他人實施期間，以專利權期間為限。」實務

上，授權契約僅係證明授權合意存在之證據，並非授權契約生效要件。 

第六項  小結 

書面之授權契約固有舉證容易、內容明確及促使當事人慎重之優

點，惟經比較各國立法例，並非各國立法共通強制事項，且大多數國

家均不以書面為授權契約之成立要件。又所謂書面，係指雙方應於同

一文書上署名，或由雙方往來文書可確認合意存在即可，亦可能發生

爭議，基於授權契約成立與否係屬兩造間之私法關係，以當事人自治

為宜。再就立法政策而言，基於鼓勵技術移轉及擴散之立場，當儘量

降低對契約自由之限制，以免阻礙各種形態之授權實務運作。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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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登記要件 

依據專利法條約第 14條 b項 3款授權訂定之專利法條約施行細則

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1)［授權記載之請求］(a)有關申請案或專利

之授權，依其適用法律得予記載者，締約會員應接受由授權人或被授

權人簽署，於通訊中所為該授權記載之請求，且敘明下列事項：(i)關

於要求記載授權之說明；(ii)相關申請案或專利之案號；(iii)授權人

之姓名及地址；(iv)被授權人之姓名及地址；(v)授權為專屬授權或非

專屬授權之說明；(vi)被授權人如為任一國家之國民，該國家之名稱；

被授權人住所所在國家之國名（如果有的話），及被授權人有真正且有

效的工商營業所所在之國家名稱（如果有的話）。」惟本條只是程序性

規定，登記之實質法律效果，仍係由各會員國之內國法規範。 

專利權之專屬授權有無登記制度，各國規定不同。採取登記制度

之國家，又可分為生效要件及對抗要件二種。採生效要件之情形，物

權變動未經登記不發生效力，不僅物權變動不能對第三人主張，即使

當事人間，也未發生物權變動之效力。採對抗要件的情形，物權變動

只要當事人有此意思表示，而且符合法定登記以外其他物權變動之要

件，則物權變動即發生效力，登記與否只是對抗第三人之要件
111
。以下

就各國規定進行探討。 

第一項  美國 

依美國著作權法第 101 條規定，專屬授權是著作權所有權

(ownership)移轉行為之一種，故適用同法第 205 條移轉登記對抗之規

定，即當著作權人為專屬授權後又為其他著作權之移轉行為時，如先

成立之專屬授權未在成立後 1 個月內，或至遲未在後移轉行為成立前

辦理登記，且後成立之移轉行為之受讓人係未受告知且支付對價之善

                                                       
111  謝哲勝，「物權的公示」，頁 138‐139，財產法專題研究(五)，翰蘆圖書，2006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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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買受人時，則後成立之移轉行為之效力優先於先成立之專屬授權
112
。

惟專利法並未如著作權法明文規定專屬授權構成專利權所有權之移

轉，故專利法第 261 條第 4項之登記規定原則上並不適用於專屬授權。 

惟依 37 CFR 3.11(a)規定：「申請案、專利權和登記事項之讓與，

如附具§3.28 和§3.31 規定之申請書，專利商標局將准予登記；對於申

請案、專利權和登記事項之權利有影響之其他文件，如附具§3.28 和§

3.31 規定之申請書，專利商標局亦得依本篇規定或局長之裁量予以登

記。」故不涉及專利權移轉之文件，如授權或擔保契約，實務上也可

受理登記。經辦理登記者，將成為供公眾閱覽之公開文件，由於專利

局僅進行大致審查，故授權當事人如須保密授權契約之內容，可用精

簡版之契約通知取代授權契約
113
。然而，授權不論登記與否，對於嗣後

專利權之受讓人均屬有效，不論受讓人是否知情，可謂授權登記之宣

示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114
。 

在 Moldo v. Matsco, Inc. (In re Cybernetic Servs.), 252 F.3d 

1039 (9th Cir. 2001)一案中，聯邦第九巡迴法院認為專利法第 261

條之「讓與」(assignment)，指移轉專利所有權之全部權利之行為；「授

予」(grant)，指移轉專利所有權之行為，但僅限於特定地區；「轉讓」

(conveyance)，指將法律上之所有權從現在之所有人移轉至他人，凡

此均屬涉及專利所有權移轉之行為(all involved the transfer of an 

ownership interest)，至於與專利所有權無關之利益，例如授權或擔

保利益，則非本條所欲規範之對象，故無須依本條規定辦理登記，即

使辦理登記，亦不因此向任何人或為任何目的發生「推定告知」

                                                       
112 Raymond T. Nimmer, Revised Article 9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et Financing, Manine Law Review, 
53 Me.L. Rev. 287, P331, 2001. 
113 David J. Dykeman & Daniel W. Kopko, Recording Patent License Agreements in the USP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day(2004/08). 
http://www.eapdlaw.com/files/News/e60412cd‐781a‐4461‐8120‐3ee5fb0f209e/Presentation/NewsAtta
chment/2f34891b‐3e50‐4c47‐b10e‐4cc886e47150/Recording%20Patent%20Agreement_Dykeman_USPT
O.pdf(2010/07/01 最後到訪) 
114 Raymond T. Nimmer, Revised Article 9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et Financing, Manine Law Review, 
53 Me.L. Rev. 287, P334‐356,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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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ve notice)之效力。對於買受人而言，專利發明之價值或

許會因授權之存在而減損，但此係買受人所必須儘可能知道且應承受

之風險。 

然而，當專利權人已將專利權之全部實質權利授予專屬被授權人

時，不論其契約名稱為何，該專屬授權可能被視同讓與，而有專利法

第 261 條登記規定之適用。例如在 Paulus v. M.M. Buck Mfg. Co., 129 

F. 594 (8th Cir. 1904)一案中，Paulus、Ellies 及 West 為系爭專利

權之共有人，Paulus 及 Ellies 主張其與 West 協議合資成立 Paulus 

R.R.Drill 公司，並口頭約定將系爭專利權之全部權利於專利期間內專

屬授權予該合資公司。嗣 West 將其專利權之應有部分轉讓予 Weaver

和 Emminger，Weaver 和 Emminger 又授權 Buck 實施，Paulus、Ellies

及 Paulus R.R.Drill 公司爰共同控告 Weaver、Emminger 及 Buck 侵害

系爭專利權。聯邦第八巡迴法院認為，專利權包括製造、使用及販賣

之專屬權利，若是轉讓全美國境內之這些專屬權利、授予這些專屬權

利不可分之部分，或是授予美國特定區域內之這些專屬權利，無論其

名稱為何，都是專利權之讓與。原告主張之口頭授權，係將系爭專利

權之全部專屬權利，於專利期間內授予 Paulus R.R.Drill 公司，此已

構成專利權之讓與，而非專利權之授權，故除非於成立後 3 個月內在

專利局登記，否則該讓與對於嗣後未受告知而支付對價之買受人應屬

無效。由於本案 Weaver 和 Emminger 是在該讓與發生後支付對價之買

受人，除非原告證明被告於買受系爭專利權之應有部分時知悉該讓與

之存在，否則該未經登記之口頭讓與對於 Weaver、Emminger 及其被授

權人 Buck 應屬無效。 

附帶一提者，現行美國專利法第 261 條登記之規定，其保護對象

明文限於專利權之善意買受人，惟 1836 年之專利法並未明定
115
，故曾

                                                       
115 Patent Act 1836, C. 357,SEC. 11” That every patent shall be assignable in law, either as to the whole 
interest, or any undivided part thereof, by any  instrument  in writing; which assignment, and also every 
grant and conveyance of the exclusive right under any patent, to make and use, and to grant to others to 
make and use,  the  thing patented within and  throughout any  specified part or portion of  the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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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侵權行為人是否亦為登記制度保護對象之疑義。在Pitts v. 

Whitman, 19 F.Cas. 767 (C.C.D. Me.1843)一案中，原專利權人於 1838

年 4 月將其改良打穀機專利權讓與原告之後，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在緬

因州製造、使用及銷售系爭專利機器，原告爰起訴被告侵害專利權，

並於起訴後(1841 年 4 月)始辦理專利權移轉登記。被告抗辯原告未於

讓與發生後 3 個月內辦理登記，故請求駁回原告之訴。由於 1836 年專

利法(第 357 章)僅規定專利權之讓與應於成立後 3 個月內辦理登記，

但未規定未辦理登記者無效，故本案爭點在於登記究竟是讓與之生效

要件，或只是為了保護善意買受人而設。聯邦巡迴法官Story認為，首

先，假設原專利權人為取得充分對價而已讓與其專利權，但未辦理登

記，如允許原專利權人仍可對受讓人之實施行為主張侵權責任，顯然

違反公平正義，故無論是否辦理登記，均應承認該讓與在原專利權人

和受讓人間發生效力。設若如此，難以理解為何受讓人對侵權行為人

不能同樣地主張該讓與有效。再者，設若未經登記之讓與應對原專利

權人有效，則當第三人侵害該專利權時，原專利權人自無權利受損害

可言，故不得提起侵權訴訟，如果受讓人也不能對侵權人提起侵權訴

訟，則該專利權將因未為讓與登記而如同消滅。最後，若未登記之受

讓人對於原專利權人之侵權行為可提起訴訟，但對於其他侵權人卻不

能提起訴訟，則原專利權人之處境反而不如其他侵權人，若未登記之

受讓人也不能對原專利權人提起侵權訴訟，則該未辦理移轉登記之專

利權無異公開任人侵害而毫無價值。顯然，法律要求登記之目的不是

為了契約當事人或其參與人之利益，而僅是為了保護不知先前讓與存

在而支付對價之善意買受人。法律給予受讓人 3 個月之緩衝期間辦理

登記，如其懈怠登記，則任何後善意買受人有權推定在此期間內無讓

與行為發生，而取得優先之權利。但如果嗣後之買受是發生在讓與登

                                                                                                                                                               
States, shall be recorded in the Patent Office within three months from the execution thereof, for which 
the assignee or grantee shall pay to the Commissioner the sum of three dol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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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後，即使該登記不是在讓與成立後 3 個月內辦理，基於違背誠信原

則或推定知情，後買受人仍應居於劣後地位。就純粹之侵權行為人而

言，其無可資保護之權利可對抗未經登記之受讓人，其清楚地知道侵

害專利權，至於受害人是原專利權人或受讓人並不重要。基於正確、

合乎正義及有效性之法律解釋原則，且本條亦未規定未經登記之讓與

視為無效，故登記規定解釋上限於保護不知情之後善意買受人。 

第二項   歐盟 

第一目 德國 

依德國專利法第 30 條第 4 項規定：「專利局應依專利權人或被授

權人一方之申請，經證明他方之同意後，於專利登記簿為專屬授權之

登記。但於第 23 條第 1項所為聲明之期間內，不予受理。」同法第 23

條規定為：「(第 1項)專利申請人或在專利登記簿內登記之專利權人，

以書面向專利局聲明，同意任何人於支付相當之補償後使用其發明

者，於表示到達後，對於專利權將到期的年費減少至專利費用法所定

費用之一半。…(第 2 項)在專利登記簿內已為專屬授權之登記或已為

登記之申請時，不得為前項之聲明。」 

德國專利局只受理專屬授權之登記，而不受理非專屬授權之登

記。辦理專屬授權登記之主要目的，在於防止專利權人依專利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向專利局為公開授權之聲明。當專屬授權之登記申請與

公開授權之聲明二者併存時，專利局將依受理之先後順序決定。專屬

授權之登記或登記之申請均不予刊載專利公報，也不提供公眾查詢，

登記事項僅為專屬授權之存否，而不包括被授權人之資料。因缺乏公

示程序，登記並無創設權利之效果，也不適用善意受讓原則。專屬授

權不論登記與否，嗣後專利權之買受人均受先前專屬授權之效力所

及，故無必要為防止專利權人無權處分專利權而辦理專屬授權登記
116
。

                                                       
116 Jochen Pagenberg & Bernhard Geissler, License agreements, P.495‐497, Köln. Berlin.Bonn. Mün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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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成立之專屬授權，即使辦理登記，亦不會使專利權人先前授予他

人而未經登記之專屬授權變為無效
117
。學說及實務均認為，專屬授權之

登記並無實體法之效力
118
。 

第二目 英國 

依英國專利法第 33 條規定：「(第 1項)在專利權或專利申請案上，

主張依本條所定之交易、文書或事實取得財產權之人，得對抗主張在

先依本條所定之交易、文書或事實取得財產權之人，假如該在後之交

易、文件或事實發生時：(a)在先發生之交易、文書或事實未經登記；

或(b)申請案尚未公開之情形，在先發生之交易、文書或事實未通知專

利局；及(c)在任何情形下，在後取得權利之人不知在先之交易、文書

或事實之存在。(第 2 項)在專利權或專利申請案上，主張依本條所定

之交易、文書或事實取得任何權利之人，且其權利與主張在先依本條

所定之交易、文書或事實取得之權利不相容時，適用前項之規定。(第

3 項)本條適用於下列交易、文書或事實：…(c)專利權或專利申請之授

權或再授權，及轉讓或抵押該授權或再授權。…(第 4 項)當已申請交

易、文書或事實之登記，但登記尚未完成前，視為已為第 1 項 a 款之

登記。」故在先取得之授權如未經登記，不得對抗在後善意取得與該

授權衝突權利之人。 

又英國專利法第 68 條規定，依第 33 條規定取得專利權之所有人、

共有人或專屬被授權人，於其交易、文書或事實完成登記前，專利權

受侵害時，於侵權訴訟中，法院或專利局長不得核給其費用或規費之

賠償，但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在此限：(a)在交易、文書或事實發生

後 6 個月辦理登記；(b)說服法院或專利局長其不可能在規定期限內辦

理交易、文書或事實之登記，且已儘可能辦理登記。」本條原規定未

                                                                                                                                                                

ried Stockmair, The protection of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designs in Germany, P.121, VCH, 1994. 
lletin，

3rd Ed, March 1991. 
117 Wilf
118 Masanori Ikeda，【Basic Study o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curity System in Germany】，IIP bu

http://www.iip.or.jp/e/summary/bulletin.html，200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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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時辦理登記之專利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不得請求損害賠償，但因

不符歐洲議會及歐盟理事會發布之 2004 年 4 月 29 日「有關執行智慧

財產權指令」(2004/48/EC)第 13 條第 1 項關於受侵害人得請求賠償所

受損害之規定，而於 2006 年 4 月 29 日修正為現行條文
119
。 

第三目 法國 

依法國智慧財產法第L613-9 條規定：「所有關於專利申請或專利之

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共同體

依日本特許法第 98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專用實施權之設定、移

                                                      

權利的轉讓或變動行為，非經在國家工業產權局設立的全國專利登記

簿上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但該行為在登記前得對抗在後取得權利

且已知悉該行為之第三人。」亦即，授權契約成立後，在當事人間即

發生效力，但必須辦理登記，始能對抗善意第三人
120
。 

第四目 歐體專利規則草案 

2009 年 9 月版之歐體專利規則草案

專利之移轉，於第 1 項書面文件所定範圍內，非經登記於共同體專利

登記簿，對於第三人不生效力。但在登記前得對抗在後取得權利且已

知悉該行為之第三人。」第 19 條第 3 項規定：「第 15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於共同體專利授權之授予及轉讓準用之。」第 23 條規定：「(第

1 項)有關第 16 條至第 19 條所定之法律行為，非經登記於共同體專利

登記簿，對於全體會員國之第三人不生效力。但在登記前得對抗在後

取得權利且已知悉該行為之第三人。(第 2 項)前項規定不適用於因受

讓營業或其他因概括繼受而取得之共同體專利權或相關權利。」可知

係採取授權非經登記，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之立場。 

第三項  日本 

 
119 U.K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http://www.ipo.gov.uk/practice‐sec‐068.pdf.(2009/12/12 到訪) 
120  財團法人知的財產研究所，「知的財産の更なる活用の在り方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頁 394，

2009 年 3 月。http://www.iip.or.jp/report/index.html(2010/07/01 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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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繼承除外)、變更、消滅(因混同而消滅除外)及處分之限制，非經

登錄，不生效力，在此係使用「登錄」之用語，與日本民法第 177 條

有關不動產權利之變動係使用「登記」之用語不同。特許法原規定專

用實施權之登錄僅是對抗第三人之要件，嗣為使權利關係明確化，乃

參考礦業法第 60 條之立法例，將登錄改為生效要件，但民法第 177 條

有關不動產之登記規定仍然僅是對抗要件 。在專用實施權設定登錄完

成前，專用實施權之效力尚未發生，如無特別約定之情形，解釋上僅

相當於獨占的通常實施權之效力 。 

由於登錄是專用實施權之生效要件，故授權人當然負有協力登錄

之義務(東京地判昭 57.10.15「判タ」

121

122

499 號)
123
，專用實施權設定契約

即使未明示專利權人負有協同辦理登錄

124

與多種智慧財產權之集合授權
125
。 

四、授權契約可能規定當事人應負保密義務。 

                                                      

手續之義務，一般認為被授權

人享有設定登錄請求權 。但實務上，辦理專用實施權登錄之情形卻不

多，依據日本特許廳委託財團法人知的財產研究所於 2008 年針對 957

家企業進行之一項調查，設定專用實施權的比例為 16.9%，獨占的通常

實施權的比例為 28.0%，非獨占的通常實施權的比例為 69.9%。專用實

施權登錄比率不高之原因如下： 

一、專用實施權登記是以每一專利權為單位，但許多授權契約並不限

於單一專利權，而是包含多數

二、辦理授權登記需要一定費用(登記費 1 件 1 萬 5 千日圓)、時間及

勞力，在授權契約締結頻繁之情形，辦理登記是極大的負擔。 

三、變更授權契約時，每次都需辦理變更登記是一項負擔。 

 
121  特許庁編，「工業所有権法逐条解說」，頁 256，社團法人発明協会，2001 年 8 月第 16 版。 
122  吉藤幸朔著，熊谷健一補訂，「特許法概說」，頁 569，有斐閣，1997 年 12 月第 12 版。 
123  竹田和彥，「特許的知識(第 6 版)」，頁 399，ダイヤモンド社，1999 年 6 月。 
124  雨宮定直，「特許法上の通常実施権の許諾と登録手続義務」，頁 239，判例法ライセンス法‐‐

山上和則先生還歷記念文集，社團法人發明協會，2000 年 1 月。 
125  新產品背後的技術需要很多專利來保護。舉例說，生產IC或作業系統，可能需要 5 萬到 10 萬件

專利來保護；若是生產微處理器，可能要 15 萬到 25 萬件專利的保護。李娟萍，「善用專利授權  創

造價值」，經濟日報，台北，2007/06/07/。 

http://tw.myblog.yahoo.com/jw!POsBzP6TEx4marjL7ODEjA‐‐/article?mid=13206(2010/1/20 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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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以得到

能受到不利益。 

的財

改採

施細則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專利權人與他

人訂立的專利實施許可合同，應當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3 個月內向國務

院專利行政部門備案。」但未規定備案之法律效果。中國國家知識產

權局

行管理的一

種行

                                                      

授權登記係以共同申請為原則，有時不易得到他方協力辦理。 

六、在國際授權契約之情形，多數國家不採取登記生效制，難

他方協力辦理。 

七、專用實施權人姓名、專用實施權範圍等登記事項有許多是企業的

營業秘密，尤其從實施權範圍可以推知預定開發之產品種類、內

容等，對外公開可

基於專用實施權之制度無法滿足企業實務需求，因此財團法人知

產研究所在研究報告中，建議廢止現行專用實施權登記制度，而

登記對抗制度
126
。 

第四項  中國大陸 

依中國大陸專利法實

2008 年 11 月 4 日版「專利法實施條例」修正草案（徵求意見稿）

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專利權人與他人訂立專利實施許可合同的，應

當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3 個月內向國務院專利行政部門備案。未備案的，

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一度採取登記對抗主義之立場。惟 2009 年 6

月 9 日版之修正草案(徵求意見稿)第 14 条第 2 項又回復現行規定，是

以究竟專利實施許可合同備案之效力為何，實值探討。 

按國家知識產權局網站上公布之「專利實施許可合同備案須知」

所述，專利實施許可合同備案工作是國家知識產權局為了切實保護專

利權，規範交易行為，促進專利實施而對專利實施許可進

政手段，其效力為：「國家智慧財產權局出具的專利實施許可合同

備案證明是辦理外匯、海關智慧財產權備案等相關手續的證明文件；

經過備案的專利實施許可合同的許可性質、範圍、時間、許可使用費

 
126  財團法人知的財產研究所，「知的財産の更なる活用の在り方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頁 25，

2009 年 3 月。http://www.iip.or.jp/report/index.html(2010/07/01 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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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數額等，可以作為人民法院、管理專利工作的部門進行調解或確定

侵權糾紛賠償數額時的參照」。復依 2001 年 6 月 15 日「全國法院知識

產權審判工作會議關於審理技術合同糾紛案件若干問題的紀要」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技術合同不因下列事由而無效：…(1)技術合同未經

登記或者未向有關部門備案。…」及 2001 年 6 月 7 日公布，同年 7 月

1 日施行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訴前停止侵犯專利權行為適用法律問題

的若干規定」第 1 條規定，得向人民法院提出訴前責令被申請人停止

侵犯行為申請之利害關係人包括專利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同規

定第 4條第 2 項規定：「利害關係人應當提供有關專利實施許可合同及

其在國務院專利行政部門備案的證明材料，未經備案的應當提交專利

權人的證明，或者證明其享有權利的其他證據。」可見備案不是專利

實許許可之生效要件。 

至於備案是否為對抗第三人之要件，似乎沒有一致見解。依「最

高人民法院關於審理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律若干問題的解釋」第

19 條規定：「商標使用許可合同未經備案的，不影響該許可合同的效

力，

                                                      

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商標使用許可合同未在商標局備案的，

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有認為專利實施許可雖無此明確規定，但實

務上是參照商標使用許可之司法解釋辦理
127
。有認為依「專利實施許可

合同備案管理辦法」第 23 條規定：「正在履行的專利合同發生專利權

轉移的，對原專利合同不發生效力。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及 2005

年 1 月 1 日施行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理技術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

律若干問題的解釋」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讓與人與受讓人訂立的專

利權、專利申請權轉讓合同，不影響在合同成立前讓與人與他人訂立

的相關專利實施許可合同或者技術秘密轉讓合同的效力。」故無論在

先之專利實施許可合同是否備案，都賦予對抗第三人的效力，但有批

 
127  財團法人知的財產研究所，「知的財産の更なる活用の在り方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頁 483，

2009 年 3 月。http://www.iip.or.jp/report/index.html(2010/07/01 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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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此種作法有害交易安全者
128
。 

在江蘇省南京市中等裁判所(2004)寧民三初字第 280 號「珠海匯

賢企業有限公司訴南京希科集團有限公司專利侵權糾紛」一案中，專

利權人蔣建華與南京希科集團有限公司簽訂專利獨占許可合同，但未

辦理

以其發明專利讓與、信託、

授權他人實施或設定質權，非經向專利專責機關登記，不得對抗第三

人。」可知辦理登記並非授權契約之生效要件，即使未經登記，授權

契約

對抗？」

                                                      

備案。嗣後，蔣建華將該專利權轉讓給珠海匯賢有限公司，後者

又與安信納米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簽訂專利獨占許可使用合同，

並辦理備案。珠海匯賢有限公司控告南京希科集團有限公司，未經其

同意生產、銷售侵害專利權的產品。一審法院認為，蔣建華與南京希

科集團有限公司簽訂的專利許可合同未辦理備案，該合同無效，南京

希科集團有限公司構成侵權。二審法院認為，南京希科集團有限公司

與蔣建華簽訂的專利許可合同合法有效，可以對抗在後的專利權人珠

海匯賢有限公司，不構成侵權，遂撤銷原判，駁回珠海匯賢公司的訴

訟請求。上述案件一、二審法院截然相反的判决，顯示法規上對於專

利許可合同備案效力不明造成之問題
129
。 

第五項  我國 

按專利法第 59 條規定：「發明專利權人

於當事人間仍有拘束力，僅是不得對抗第三人而已。又專利法所

定之「第三人」，未明示限於「善意第三人」，解釋上是否包括惡意第

三人在內，殊值探討。茲整理國內類似立法例之見解如下： 

一、公司法第 12 條： 

72 年 5 月 2 日司法院第三期司法業務研究會法律問題：「公司法第

12 條所謂『不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是否為絕對的不得

 
128  陶鑫良、袁真富，「知識產權法總論」，頁 220‐221，知識產權出版社，2006 年 4 月 2 刷。 
129  邱永清，「專利許可合同登記制度之型構—以登記功能為基點的分析」，中外民商裁判網，

http://www.zwmscp.com/list.asp?unid=7164(2010/07/01 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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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第一廳研究意見認為：「公司法第 12 條規定『公司設立登

二、

關登記；未經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商標法

三、

，非經信託登記，不

此僅明文『第三人』，未為善意惡意之區分；

對抗

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不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更而不為

變更之登記者，不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與民法第 31 條『法

人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不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更而

不為變更登記者，不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之規定，完全相同，

均僅規定『不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而與公司法第 27 條第 4

項、第 36 條、第 56 條、第 86 條、第 208 條第 6項等條文規定『不

得對抗善意第三人』不同，故通說認為所謂不得對抗第三人，乃

為絕對的不得對抗，不問該第三人為善意或惡意。公司法第 12 條

立法意旨，固在使法律關係劃一確定，藉以促使公司辦理登記，

貫澈公司登記之效力。但若惡意亦受保護，殊非妥當，故在具體

訴訟事件，應注意有無民法第 148 條權利濫用禁止規定之適用。」 

商標法第 26 條： 

臺灣高等法院 92 年度上易字第 357 號判決認為：「按商標專用權

人得就其所註冊之商品之全部或一部授權他人使用其商標。前項

授權應向商標主管機

第 26 條第 1 項、第 2 項前段固定有明文，惟所謂『第三人』實應

限縮解釋為『善意第三人』方屬合理。」 

信託法第 4條： 

臺灣高等法院 92 年度再抗字第 74 號民事裁定認為：「信託法第 4

條規定：『以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為信託者

得對抗第三人』，在

且參照信託法其餘條款規定，並無將上開條文中之『第三人』限

縮解釋為『善意第三人』之情事，揆其旨趣在於物權公示原則下，

第三人均應予以保障之故。」 

在登記對抗第三人之選擇上，有對抗第三人、對抗善意第三人、

善意並無重大過失的第三人、對抗善意並無過失的第三人等 4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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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採取不得對抗第三人的方式，優點在於劃一法律關係，不因第

三人

一、

82 年 9 月

89 號函釋略以：「依著作權法第 75 條第 1

款規

                                                      

之主觀情況影響物權變動之效果，缺點在於不得對抗任何人之結

果，則僅具債權之效力，對於本質上為物權之權利，如此規定並不妥

當。何況惡意第三人既然明知，實無保護之必要。採取其他三種方式，

優點在於可考量個別第三人有無保護之必要，符合具體妥當性，並符

登記制度在於保護交易安全之本旨，缺點在於有關第三人是否善意、

有無過失必須舉證，有其不確定性，可能提高交易成本
130
。專利法第

59 條規定於第三人之要件上，並未加諸任何限制，解釋上第三人不論

是惡意或善意，似皆可成為該條規定之第三人。惟參考日本民法第 177

條有關第三人的要件上，亦未加諸任何限制，早期判決強調自由競爭

之精神，認為不論善、惡意，均由先辦理登記者取得系爭權利，然日

本最高法院於 1968 年提出「背信惡意者」之法理，認為明知權利變動

者若違背誠信原則，再與原權利人締結讓渡契約，即構成所謂「背信

惡意者」，不受登記對抗之保護，其後逐漸成為學界通說
131
。此見解與

前述 72 年 5 月 2 日司法院第三期司法業務研究會認為公司法第 12 條

所指之「第三人」，應注意有無民法第 148 條權利濫用禁止規定之適用，

結論上不謀而合，應值得作為解釋專利法第 59 條規定之參考。 

又所謂「第三人」之範圍，可分為三個面向探討，其一為侵害專

利權之第三人；其二為嗣後取得專利上權利之人(包括專利權之受讓

人、質權人或授權人)；其三為專利權人之一般債權人。 

侵害專利權之第三人 

87 年 1 月 21 日修正公布之著作權法，雖已廢止著作權登記制度，

惟著作權主管機關先前所為之函釋，仍具參考價值。內政部

9 日台(82)內著字第 82239

定，著作財產權之讓與，非經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該第三人

 
130  謝哲勝，「物權的公示」，頁 153‐154，財產法專題研究(五)，翰蘆圖書，2006 年 5 月。 
131  黃銘傑，「登記對抗主義輓歌―評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一六五八號判決」，月旦法學，

第 154 期，頁 244‐245，2008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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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限於對主張未經登記有法律上正當利益之人，例如：雙重讓與之受

讓人、雙重設定質權之質權人或債權人，並非泛指任何第三人。」及

內政部 85 年 2 月 13 日台(85)內著會發字第 8501501 號函釋略以：「著

作權法第 75 條第 1款雖規定，著作財產權之讓與非經登記不得對抗第

三人，惟其所謂不得對抗第三人之效果係登記後才產生；且所指第三

人並非泛指任何第三人，故如不法侵害著作財產權之人，即非有正當

利益之人，自不得主張著作財產權之讓與未經登記而據以抗辯。」上

述函釋雖係以讓與為解釋對象，惟基於相同法理，侵害專利權之人亦

應不得以專屬授權未經登記為由，而抗辯專屬被授權人之權利行使。 

惟最高法院96年台上字第1658號判決採取不同見解，其認為：「專

利法第 59 條所稱之非經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係指於第三人侵害其專

利權時，若未經登記，則專利受讓人不得對侵害者主張其權利。」行

政院

濟部智慧財產局登記，嗣該發明專利遭丙公司侵害，乙

公司

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97年 7月 17日公處字第 097096 號處分書

亦認：「被處分人雖業經原專利權人之專屬授權，惟尚未完成該專利權

之授權登記，被處分人在尚未能合法行使權利對抗第三人之前，即逕

行在市場上發函第三人主張其第 158761 號發明專利遭受侵害，已具商

業競爭倫理之非難性，屬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致未經登記之專屬授權究竟得否對抗侵權人

引起爭議。 

司法院 98 年智慧財產法律座談會民事訴訟類第 9 號法律問題為：

「甲公司將所擁有之發明專利專屬授權予乙公司實施，但並未向專利

專責機關即經

依專利法第 84 條第 2項規定，起訴請求丙公司賠償損害，丙公司

主張乙公司未依專利法第 59 條規定登記，不得對抗包括丙公司在內之

第三人，則丙公司之抗辯，是否有理由？」研討結果：採乙說。乙說

內容為：「…所稱之非經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係當事人間就有關專利

權之讓與、信託、授權或設定質權之權益事項有所爭執時，始有其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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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非不得對抗任何第三人(台灣高雄地方法院 97 年度智字第 8 號、

台灣板橋地方法院 94 年度重智（一）字第 21 號判決意旨參照)。蓋專

利權為無體財產權，具有準物權性，無法依動產物權交付，乃依不動

產物權採登記之公示方法，並採登記對抗主義，而所謂對抗，係指各

種不同權利間，因權利具體行使時發生衝突、矛盾或相互抗衡之現象，

以『登記』為判斷權利歸屬之標準。則以專利權而言，就權利重複讓

與、讓與與信託、信託與設質、讓與與授權、信託與授權等不同法律

行為與權利變動間，均可能發生對抗之問題，故專利法第 59 條規定旨

在保護交易行為之第三人，而非侵權行為人。丙公司既為侵權行為人，

並非就有關專利權之讓與、信託、授權或設定質權之權益事項有所爭

執，即非屬交易行為第三人，自無專利法第 59 條所稱非經登記不得對

抗第三人規定之適用，丙公司之抗辯，為無理由。」實務上應已達成

侵權人並非登記對抗制度所欲保護之第三人之共識。 

二、嗣後取得專利上權利之人 

司法院 23 年 4 月 16 日院字第 1054 號解釋文認為：「不動產登記

條例第 5 條所謂非經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乃為保護第三人之利益而

為不得對抗之主張，法院固毋庸加以

干涉

其專利權讓與他人或專屬授權他人，並先完成登記，在後取

設，第三人就未登記之事項，不

。若第三人就此未登記之事項已有爭執，則未登記者因未登記之

故，自不得與之對抗。」最高法院 19 年上字第 755 號判例認為：「不

動產登記條例第 5 條所定關於物權應行登記之事項，非經登記不得對

抗第三人者，乃法律為保護第三人之利益而與以否認權，此否認權本

可自由拋棄。故第三人如對於本人之權利已承認其存在，則否認權即

因其承認而拋棄，嗣後不能再以本人未登記為理由，對其物權予以否

認。」 

上開不動產登記對抗效力之解釋，於採登記對抗主義之專利授權

應有適用。是以專利權人以其專利權專屬授權他人時，如於完成登記

前，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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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專

被授權人之承認，他

人無

係之第三人，對於專利權享有物

之受讓人、質權人及專屬被授權人，固不必論，專

利權

                                                      

利權或專屬授權之人應具有優先效力，得否認在先取得專屬授權

之人的權利。登記對抗主義旨在解決專利權之讓與或授權欠缺公示表

徵而引起權利衝突之問題，以保護交易安全並矯正意思主義之弊。賦

予登記對抗效力之目的，在於鼓勵相關當事人儘速辦理登記，以公示

實質權利之歸屬，減少社會大眾調查權利狀態之交易成本，有關雙重

讓與或重複專屬授權之法律紛爭，本可藉由第一受讓人或第一專屬被

授權人辦理登記而避免，如其怠於辦理登記，則令其發生失權之法律

效果，此為登記對抗主義制度設計之核心
132
。 

國內有學者認為，登記並非授權之生效要件，該權利並不因未經

登記而被剝奪，原權利人於專屬授權之範圍內已喪失該部分之處分

權，如其再為專屬授權，係屬無權處分，未經原

法就同一範圍，有效取得任何權利，且智慧財產權為無體財產權，

並不會因有形存在之外觀而引起第三人善意相信其權利之歸屬，故無

善意受讓之可言，嗣後取得授權之人縱使為登記，仍不能取得任何權

利
133
。惟此種說法與採取意思主義(或當然對抗主義)之結果相同，完全

忽視登記對抗之規定，殊值商榷。 

三、一般債權人 

專利法第 59 條所謂非經登記不得對抗之「第三人」既無明文限制，

依法理而言，應泛指所有具有利害關

權之人，如專利權

人之一般債權人，亦應包括在內。例如最高法院 95 年台上字第

1624 號判決認為：「按依修正前商標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商標專用

權之移轉，應向商標主管機關申請登記，未經登記者，不得對抗第三

人。並未將不得對抗之第三人，侷限於就該商標專用權有物權或準物

權之第三人。查上訴人與○○公司就系爭商標雖已訂立移轉契約書，

 
132  黃銘傑，「登記對抗主義輓歌―評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一六五八號判決」，月旦法學，

第 154 期，頁 248‐249，2008 年 03 月。 
133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頁 289‐290，元照，2008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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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尚未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完成商標專用權之移轉登記，自不得據以

對抗就系爭商標專用權聲請假扣押之被上訴人。」可值參考。惟王澤

鑑教授於解析動產擔保交易法上登記對抗之第三人範圍時，認為從法

律目的、文義及體系言，所謂第三人應指對同一標的物享有物權之人，

債務人之一般債權人並不包括在內。因動產抵押權等若已成立，本質

上既屬物權，則無論登記與否，其效力恒優先於債務人之一般債權人

134
。基於此一說理，就專利權已取得物權之人，無論登記與否，似應均

得對抗專利權人之一般債權人。惟此於專利權之讓與時有其意義，於

專利權之專屬授權似無實益，蓋專屬被授權人取得之權利為用益物

權，就專利權之移轉並無足以排除強制執行之權利，似不得以專屬被

授權人之地位，就專利權人之一般債權人所聲請之強制執行提起第三

人異議之訴。又本文就非專屬授權係採取債權說之見解，基於保護嗣

後取得非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之權益，似宜認先成立而未經登記之專

屬授權，仍不得對抗在後成立之非專屬授權。 

另辦理授權登記，在我國得由一方當事人單方申請，故如雙方就

授權契約之存在無爭執之情形，一方自不必訴請他方協同辦理。如臺

北地方法院 96 年度智字第 68 號民事判決略以：「…申請專利權授權他

人實

                                                      

施登記者，應由專利權人或被授權人備具申請書，並檢附授權契

約或證明文件。前項之授權契約或證明文件，應載明授權部分、地域

及期間；其授權他人實施期間，以專利權期間為限。專利法施行細則

第 42 條亦定有明文。此外，依智慧局所公告之專利權授權登記申請須

知亦載明：『申請專利權授權，授權人或被授權人得單方申請。』兩造

就被告確有授權原告於我國製造、販賣及使用系爭腳膜專利及系爭護

膚膜專利之事實，並未爭執，則兩造之專利授權契約既已因合意而成

立生效，依上開說明，原告即被授權人依法得單方向智慧局申請辦理

 
134  王澤鑑，「動產擔保交易法上登記之對抗力、公信力與善意取得」，頁 264‐265，民法學說與判

例研究(一)，2002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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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權授權登記，而無待被告即授權人之協同辦理，是以原告訴請被

告辦理系爭腳膜專利及系爭護膚膜專利之專利權授權登記，即屬欠缺

權利保護要件，而無理由。」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

第六項  小結 

於 2000 年 10 月通過之「有關商標授

條規定：「(a)商標授權未在商標局或其他主管

機關登記者，不影響該商標登記之有效性或商標之保護。(b)各會員國

不得

義，

權之聯合建議書」第 4

要求授權登記是被授權人依內國法得參加商標權人提起之侵權訴

訟以請求損害賠償之條件。(c)第 a 項規定與會員國之內國法不符者，

不適用於該會員國。」依據 WIPO 國際局編撰之註釋指出，本條規範目

的在於切割授權登記與商標保護，如會員國之內國法允許被授權人參

加商標權人提起之訴訟，則無論授權登記與否，均應許被授權人參加；

惟如會員國之內國法允許被授權人以自己名義獨立起訴者，不排除其

得以登記為起訴條件，明確否定以登記作為商標授權契約之生效要件。 

觀察各國專利權登記狀況，美國、德國及中國大陸對於授權採當

然對抗主義，對被授權人保護最厚；日本對於專屬授權採登記生效主

義，對於第三人保護最周；英國及法國採授權登記對抗善意第三人主

我國採授權採登記對抗第三人主義，試圖平衡第三人與被授權人

之權益。鑑於專利權為無體財產權，其權利之變動並無交付之外觀，

將法律關係公示，可以減少交易當事人之資訊蒐集成本，減少交易阻

力，尤其法律關係可以對第三人發生效力時，讓第三人知悉即可避免

第三人受到不測之損害，故採取登記制度應是適當作法。惟授權登記

宜採生效主義或對抗主義，各國作法並不一致。採取對抗主義之優點，

一方面在於維持交易便捷；一方面亦能使當事人斟酌情事，決定是否

聲請登記，以保障自己權益。若當事人不為登記，則不得對抗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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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對抗之規定。惟國

內對

                                                      

以保護交易安全
135
。採登記生效主義之結果，只要不符合登記要件，就

不發生當事人所期待發生之效力，完全忽視當事人間對權利變動的真

意，剝奪當事人自主之原則。基於登記制度的功能在於藉由公示昭告

大眾，保護交易安全，並無必要在保護交易安全之範圍外剝奪真正之

權利，就此而言，對抗主義實優於生效主義
136
。 

目前我國民法、動產擔保交易法、著作權法(製版權)、商標法、

海商法、船舶登記法、民用航空器法等，均有登記

於專利授權登記對抗之觀念仍有待釐清，除了對於侵權行為人並

非登記制度所欲保護之對象，見解較為一致外，至於登記對抗制度保

護之第三人是否限於善意第三人？後交易行為之第三人是否因先辦理

登記而確定取得權利，並使在先取得權利之人失權？當先交易行為和

後交易行為均未辦理登記時，何者之權利優先？仍有相當爭議。基於

民事法體系下相同規範應有一致性之解釋，所謂「不得對抗第三人」

意義，實宜儘速統一見解。 

 
135  王澤鑑，「動產擔保交易法三十年」，頁 312，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八)，頁 312，2002 年 3 月。 
136  謝哲勝，「物權的公示」，頁 151，財產法專題研究(五)，翰蘆圖書，2006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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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權人為專屬授權時，究竟得否保留專利發明之實施權，於智

慧財產局研擬修正草案之過程中曾引起廣泛之討論。肯定說認為，本

於契約自由原則，應容許當事人約定之空間，且專屬被授權人既得再

授權他人實施專利發明，實無否定其同意專利權人實施之理。否定說

認為，排除專利權人實施專利發明係專屬授權之本質特徵，在專利權

人保留實施權之情形，根本不符合專屬授權之定義，而為獨家授權。

中間說認為，在訂定專屬授權契約時，固不能約定保留專利權人之實

施權，但於訂定專屬授權契約後，不妨允許專屬被授權人另外同意專

利權人實施。為因應實務上之需求，智慧財產局曾在專利法修正草案

第 64 條第 3 項加入但書「但約定發明專利權人得實施者，從其約定」

之規定，但嗣又認為定義性規定不宜設有但書規定，予以刪除，修正

說明略以：「專利權人如本身仍有實施發明之需求，應取得專屬被授權

人之授權後，始能實施。」究竟各國於專屬授權之實踐情形為何，乃

為本章探討之重點。 

第一節  美國 

專屬授權之授予，蘊含專利權人本身不為實施及不再授權他人實

施之默示承諾(implied promises)
137
。因此，專屬授權除了禁止授權人

再對第三人授權，也禁止授權人再實施該專利發明
138
，除非授權人在專

屬授權契約中已明示為特定之保留(reservation)
139
或為除外約定

(exceptions)，否則「專屬授權」一詞，即表示專利權人在專屬授權

範圍內不得再實施該專利發明
140
。實務上，專利權人保留之態樣如下

141
： 

                                                       
137 Brian G. Brunsvold & Dennis P. O'Reilley, Drafting Patent License Agreements, P.94, The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Washington D.C, 5th Ed, 2004. 
138 John Gladstone Mills  Ⅲ, Patent law fundamentals, P.19‐20, vol. 3.  §19‐5, Thomson Reuters/West, 

May 2008. 
139 David M. Epstein, Eckstrom’s licensing in foreign and domestic operations, P.1‐11, Thomson 
Reuters/West, April 2008. 
140  Susan  Singleton,  Exclusive  license,  sole  license  and  non‐exclusive  licenses.  http://pharmalice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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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留自己之實施權：包括保留全部(含製造、使用、販賣、為販賣

之要約、進口)的實施權，或部分(如限於某一產品、某一地區、

某一實施目的)的實施權。 

二、保留先前對第三人所授予非專屬授權(Prior Licenses)之效力：

嚴格而論，先前成立之非專屬授權並不受嗣後成立之專屬授權效

力所及，但為使專屬被授權人知悉先前非專屬授權之存在，以避

免誤導被授權人而產生契約爭議，予以明文保留是較佳方式。 

三、保留授予第三人非專屬授權(Future license)之權利：當專利權

人之關係企業或與專利權人有合作關係之第三人可能有實施專利

之需求時，專利權人可能會為此種保留。 

許多學術機構在專屬授權契約中，也保留就該專利發明可以繼續

從事研究、教學或公益使用之條款
142
。例如： 

一、哈佛大學(The University of Harvard)
143
 

HARVARD reserves the right to……(ii) make and use, and grant 

to others non-exclusive licenses to make and use for 

NON-COMMERCIAL RESEARCH PURPOSES the subject matter 

described and claimed in PATENT RIGHTS. 

二、加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Nothing in this Agreement will be deemed to limit the right 

of The Regents (the University)…… to make and use the 

Invention … and associated technology and allow other 

educational and nonprofit institutions to do so for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purposes. 

                                                                                                                                                               
ng.com/public/articles/view/936186643_37cd13132217a(2010/07/01 最後到訪) 
141 Brian G. Brunsvold & Dennis P. O'Reilley, Drafting Patent License Agreements, P.94, The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Washington D.C, 5th Ed, 2004. 
142 Alan B. Bennett, Reservation of Rights for humanitarian uses, Handbooks of best Practices. 
http://www.iphandbook.org/handbook/ch02/p01/(2010/07/01 最後到訪) 
143 Exclusive License Agreement. 
http://www.wipo.int/tk/en/databases/contracts/texts/html/harvardexlic.html(2010/07/01 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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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丹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retains the right, on behalf of itself and all other 

nonprofit academ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practice the 

Licensed Patent and Technology for any purpose, including 

sponsored research and collaborations. Licensee agrees that, 

notwithstanding any other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it 

has no right to enforce the Licensed Patent against any such 

institution. 

惟專屬被授權人在同意這些保留非商業目的實施權之條款時，必

須留意這樣的條款可能使其專屬授權虛無化之風險。尤其目前大學和

企業界合作密切，大學在獲得企業資助下，表面上從事之非商業研究

行為，最後可能為資助企業所用。因此，專屬授權契約最好註明禁止

大學從事於現在或未來之企業資助計畫下之實施，並約定過濾與回應

專屬被授權人詢問使用情形的責任窗口，以掌控合理之控制權
144
。 

茲有疑義者，法院是否會因專利權人在專屬授權契約中保留自己

之實施權，而否定該授權屬於專屬授權。在 Independent Wireless Tel. 

Co. v. Radio Corp. of Am., 269 U.S. 459 (U.S. 1926)一案中，專

利權人 De forest Company 專屬授權 Western Electric Company 在專

利權期間內從事製造、使用及販賣其專利裝置之權利，但保留自己得

為特定目的從事製造、使用及販賣之非專屬性、不得讓與及個人的權

利，但法院並未否定其為專屬授權。 

在 Western Elec. Co. v. Pacent Reproducer Corp., 42 F.2d 116 

(2d Cir. 1930)一案中，聯邦第二巡迴法院明確指出，專屬授權之特

徵在於專利權人明示或默示承諾此後不再授權他人，只要專利權人承

諾在同一範圍內不再授權他人實施，即使授權契約中保留專利權人或

                                                       
144 Christine C. Vito & B. Jean Weidemier,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a License.(2005/10/19) 
http://www.cafezine.com/printtemplate.asp?id=1703(2010/07/01 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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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其他被授權人實施專利之權利，仍屬於專屬授權，因為專利權人

已經將其現存之排他權移轉予被授權人，而此後不得再為新的授權，

此種被授權人因他人之侵權行為所直接受到之損害與專利權人未為保

留的情形並無不同，故具有與專利權人共同提起侵權訴訟之適格。 

在 Amgen, Inc. v. Chugai Pharma Co., Ltd., 808 F. Supp. 894 

(D. Mass.1992)一案中，麻州聯邦地方法院指出，專屬授權提供被授

權人阻止專利權人再授權他人製造、使用和販賣專利發明之法律上基

礎。專屬授權可以只授權製造、使用及販賣之其中一種權利，也可以

限定地區、期間和用途。應強調者為，專屬授權之判斷標準並非在於

是否對抗專利權人，而是在於專利權人是否明示或默示不再向第三人

為新的授權。一個授權雖然保留授權人或是先前之其他被授權人實施

發明之權利，只要授權人默示承諾在約定範圍內不再為授權，即可賦

予被授權人與授權人共同起訴之適格。 

在 Abbott Labs v. Diamedix Corp., 47 F.3d 1128 (Fed.Cir.1995)

一案中，Diamedix 專屬授權 Abbott 及其附屬機構於專利權期間內，得

在全世界製造、販賣及使用系爭專利發明之權利，但必須受制於先前

Diamedix 已為之 8個非專屬授權，Diamedix 並保留自己製造、使用該

專利物品之權利，及有權販賣自製專利物品予先前之被授權人、Abbott

的再授權人、終端使用者及既存契約之相對人，法院亦未否認 Abbott

是專屬被授權人，而具有與授權人共同起訴之適格。 

從上述判決可知，美國法院在判斷專屬授權時，重點在於專利權

人是否承諾不再為授權第三人實施，而非專利權人自己得否實施
145
。 

 
145 Dobald S. Chisum, Chisum on patents, P.21‐488,  §20.03[2][c], vol.8, LexisNexi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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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歐盟 

第一項  德國 

學說上認為，專屬授權(ausschließliche lizenz)含有二種合意

：其一為授權人在同一範圍內不得再為授權他人(sole-license clause)

；其二為限制授權人本身在同一範圍內為任何實施(single-use clause)

，故當專利權人在授權契約中未包含保留權利之條款時，專利權人即

無繼續實施之權利。當授權契約有保留實施權之約定時，倘專利權人

之實施超過保留範圍，專屬被授權人亦得控告專利權人侵害專利權
146

。 

權再處分之權利，即使後者之授權人仍可繼續

實施該專利發明
148

情形下實施發明。」明文承認專

利權人得在契約中保留實施權利。 

                                                      

專利權人可以將所有的實施權完全授予專屬被授權人，也可以選

擇保留自己的實施權
147
。在前者之情形，專利權人沒有保留自己任何實

施之權利，只剩下專利權之形式權利和所有權；在後者之情形，專利

權人和專屬被授權人二者均有實施權，通常稱為「獨家授權」(sole 

license)。嚴格而言，後者之實質法律效果與前者相同，因為授權人

均喪失就該授權之專利

。 

第二項  西班牙 

西班牙專利法第 75 條第 6 項規定：「專屬授權排除其他授權之授

予，且授權人僅能於契約保留權利之

 
, 146 Jochen Pagenberg & Bernhard Geissler, License agreements, P.83, Köln. Berlin.Bonn. München, 3rd Ed

March 1991. 
147 Wilfried Stockmair, The protection of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designs in Germany, P.120, VCH, 1994
年。 
148 Heinz Goddar, Deal‐making, Understanding the Contractual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Licensing 
out .(2003/10/20).http://www.wipo.int/export/sites/www/sme/en/activities/meetings/singapore_03/sing
apore_goddar_20.pdf(2010/07/01 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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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 

依日本特許法第 77 條第 2項規定，在設定行為所定範圍內，專用

實施權人專有實施專利發明之權利，另同法第 68 條但書規定，專利權

人在設定專用實施權之範圍內，無專有實施專利發明之權。由於專用

實施權之設定範圍，係由專利權人和專用實施權人間於設定契約議定

，如雙方約定專利權人和專用實施權人均可重複實施專利發明，其約

定仍屬有效
149
。在設定專用實施權的情形，如專利權人取得專用實施權

人的同意或授予通常實施權，也有實施專利發明的可能
150
。 

至於「獨占的通常實施權」，指專利權人承諾不再授予他人實施之

通常實施權，由於其本質上仍屬於通常實施權，除非契約另有約定，

專利權人自得繼續實施該發明，此與設定專用實施權後，須經特別約

定，專利權人始能實施有本質上之差別。 

第四節   韓國 

直至 1973 年修正的韓國專利法，其第 55 條第 1 項後段仍規定專

利權人就其專利發明設定專屬授權時，得約定專利權人對該專利享有

非專屬授權
151
。該規定確切訂定及刪除時間不詳，但至少在 1995 年後

之專利法已刪除後段規定。惟不論該規定修正前後，韓國相關著述均

承認專利權人為專屬授權之情形，得為自己保留非專屬授權，或約定

專屬被授權人應授予專利權人實施之非專屬授權
152
。 

                                                       
149  村林隆一，「専用実施権を設定した意匠権者の仮処分と仮処分を特りさ消すべき特別事情」，

頁 124，判例法ライセンス法‐‐山上和則先生還歷記念文集，社團法人發明協會，2000 年 1 月。 
150  田辺徹，「特許権の本質は実施権と専権の両立」，パテント，第 57 卷第 6 期，頁 86，2004 年。

財團法人知的財產研究所，「知的財産の更なる活用の在り方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頁 13，

2009 年 3 月。http://www.iip.or.jp/report/index.html(2010/07/01 最後到訪)。 
151 Korean patent law  §55:「A patentee may establish an exclusive license to others for his patented 

invention. In this case, an agreement may be made to the effect that a patentee may have the 
non‐exclusive license for the patented right.」Byong Ho Lee, Patent trademark & licensing in Korean, 

P.200, Central Patent & Law Firm, Seoul, 2nd Ed, 1978. 
152 BYONG HO LEE, Patent trademark & licensing in Korean, P.105, Central Patent & Law Firm, Seoul, 2nd 
Ed, 1978. Park, Kim & Partner, Laws and practices on industrial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Korea, P.41, 
Seoul,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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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我國 

第一項  學說 

一、曾陳明汝教授謂：「獨占授權﹙Exclusive License﹚係指授權人

在授權使用之同一時期與同一地域內不得將同一專利權授權給被

授權人以外之人實施或使用，包括授權人本身在內，但亦得將授

權人之實施或使用為例外之規定
153
。」 

二、謝銘洋教授謂：「專屬授權契約(ausschliesβlicher Lizenzver- 

trag﹚係指：授權人僅授與被授權人一人單獨取得行使智慧財產

權之權利。…授權人於為專屬授權後，在被授權人所取得之權利

範圍內不得再授權或同意他人行使，甚至於如果未特別約定，授

權人自己在授權之範圍內亦不得再行使該權利
154
。」 

三、王清峰氏謂：「專利授權並非專利實施權之讓與。在非獨占授權

﹙non-exclusive licensing﹚授權人得同時實施之，固不待言；

在獨占授權﹙exclusive licensing﹚約定授權人得實施之者，亦

有之
155
。」 

四、劉承愚氏謂：「專屬被授權人在授權範圍內，取得相當於原授權人

的所有權能，…且若無特別約定，授權人自己在授權範圍內，也

不得再實施該技術
156
。」 

五、洪健樺氏謂：「專屬授權係指授權人在授權使用之同一時期與同一

地域內不得將同一專用權授權給被授權人以外之人實施或使用，

包括授權人本身在內，但亦得將授權人以外之人實施或使用為例

外之規定
157
。」 

                                                       
153  曾陳明汝，「兩岸暨歐美專利法」，頁 167，學林文化，2004 年 2 月。 
154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之基礎理論(一)」，頁 68，翰盧圖書，1997 年 10 月 2 版。 
155  王清峰，「專利之國際授權」，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23，1977 年。 
156  劉承愚、賴文智，「技術授權契約入門」，頁 30‐31，智勝文化，2005 年 6 月再版。 
157  洪健樺，「有關專利權中授權問題之研究」，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40，198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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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實務 

國內政府機關或研究機構為專屬授權時，亦有權利保留條款之實

例，舉例如下： 

一、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專屬授權契約第 4 條第 1項規定：「本授

權技術之技術資料及技術知識(Know-How)之智慧財產權為甲方所

擁有。在本合約有效期限內，非經乙方同意，甲方不得再與第三

者簽訂技術移轉授權合約，但授權範圍、授權用途或授權地區不

同者，不在此限。不論是否有與任何人簽署技術移轉授權合約，

甲方或其所屬機關均得自行實施授權標的之研究，不受任何限制

158
。」 

二、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良場「自走式洋蔥挖掘機」技術

移轉專屬授權契約書第 6條第 1 項規定：「本契約授權之技術資料

及技術知識(Know-how)為甲方所擁有，在本契約有效期限內，甲

方不得再與第三者簽訂技術移轉授權契約，但甲方或其所屬機關

仍得自行實施授權標的之研究
159
。」 

三、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專屬授權契約書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本

專利仍屬乙方所有，乙方享有專利法上專利權人之權利，包括但

不限於實施權及對第三人主張之權利。」 

在智慧財產局召開之專利法修正草案公聽會上，業界及學術單位

亦反應專利權人於專屬授權契約中保留實施權係屬常態，甚至並無排

除專利權人實施之認知。

 
158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網站，

http://www.nhri.org.tw/NHRI_WEB/nhriw2001Action.do?status=Show_UnitDtl&uid=200902113846112
10000&nid=20090212552508710000 
159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良場網站，http://www.kdais.gov.tw/03/st960815b.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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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小結 

按著作權法第 37 條第 4 項規定：「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

範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行使權利，並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

上之行為。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不得行使權利。」上述

有關專利權人為專屬授權時，能否約定保留自己實施權之疑義，在著

作財產權人為專屬授權時，能否約定自己之利用權，亦有相同之爭論。

賴文智氏認為：「專屬被授權人依據新修正著作權法第 37 條第 3 項的

解釋，享有再授權的權利，專屬被授權人本可依據其地位再授權給其

他人，自然也可以再授權給著作權人，而一併在原先的授權合約中約

定著作權人得利用該著作，並無不妥，實不宜逕行認定為違反強制規

定而無效
160
」。章忠信氏認為：「修正後之著作財產權之專屬授權，著作

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不得行使權利，由於此一規定涉及著作

財產權之行使與對外之權利義務關係之安定，應屬強制規定，不得以

契約排除之，縱有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仍得行使權利之約

定，亦因違反強制規定而無效
161
。」 

誠然，在認為「排除專利權人實施專利發明」為專屬授權之特徵

下，又允許當事人自為約定，確有邏輯上矛盾之處，但也正因肯定專

屬授權之排除效果，專利權人始有保留其實施權之必要。在專屬授權

契約中約定保留實施權之條款，不僅存在於國內授權實務，在國外授

權實務亦非罕見。惟基於專屬授權之本質，原則上不應容許專利權人

於專屬授權契約中概括保留向第三人為非專屬授權之條款，現實上也

難以想像此種專屬授權契約存在。至於在專屬授權契約中，約定專利

權人得在一定條件下(如限於公益目的或內部使用)向特定第三人(如

非營利機構或關係企業)為非專屬授權是否允許，國外有持肯定論者
162

                                                       
160  賴文智，「新修正的著作權授權制度評析」，第 9 頁，2001 年 12 月 2 日。

http://www.is‐law.com/old/OurDocuments/CR0020LA.pdf(2010/07/01 最後到訪)。 
161  章忠信，「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簡說」，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36 期，頁 76‐77，2001 年 12 月。 
162 Brian G. Brunsvold & Dennis P. O'Reilley, Drafting Patent License Agreements, P.94, The Bureau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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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契約自由原則，應有討論之空間。 

除了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之傳統分類外，尚有所謂「獨家授權

」之類型，其係指專利權人僅授與一人實施權，同時自己保有實施權

之情形。有認為專屬授權契約中若保留專利權人之實施權，即屬「獨

家授權」(sole license)，而非專屬授權者。本論文認為應予釐清，

否則不僅難以歸類此種授權之法律性質(物權或債權)，並將造成專屬

授權和非專屬授權體系之僵化及混亂。易言之，當授權契約之當事人

已明確使用「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之用語時，除非當事人意

思表示錯誤，否則應尊重契約當事人之權利定性，不能僅因「專屬授

權」之授權人保留自己之實施權，或「非專屬授權」之授權人承諾不

向第三人授權，即否定其為「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當授權契

約之當事人僅使用「獨家授權」之用語時，由於專屬授權具有物權效

力，當事人既未使用法定名稱，基於物權法定原則，至多僅能認其為

非專屬授權，但授權人負有不再為授權第三人實施之契約義務。 

專利權人為非專屬授權時，承諾不再授權他人實施，與專利權人

在專屬授權契約中保留自己實施權之結果相同，客觀上均呈現僅專利

權人和單一被授權人得實施該專利發明之狀態(請參考圖示：專利權的

授權型態)。惟專利權人負有不再為授權第三人實施之契約義務，與專

利權人因已為專屬授權而喪失再為授權第三人實施之處分權，具有本

質上之差別，違反前者之效果為債務不履行，違反後者之效果為無權

處分。當然，附有授權人承諾不再為授權第三人實施之非專屬授權，

其經濟價值較一般之非專屬授權為高，法律上亦宜賦予較一般之非專

屬授權更多之保護，此部分仍有待學說及實務進一步探討。 

 

 
National Affairs, Washington D.C, 5th Ed,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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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之關係 

除了排除專利權人實施之外，專屬授權之另一重要特徵為排除第

三人實施發明，故當專利權人已為專屬授權後，除非得到專屬被授權

人之同意，自不得再向第三人為非專屬授權。至於專利權人曾向他人

為非專屬授權後，可否就同一授權範圍再向另一人為專屬授權，及在

後成立之專屬授權對於成立在先之非專屬授權有何影響，均攸關其他

被授權人之權益。以下將就國內外學說及實務進行介紹。 

第一節  專屬授權成立在非專屬授權成立之前 

第一項   美國 

依據美國專利法第 261 條規定，無論是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均

不要求辦理登記，當兩個授權發生衝突時，先成立之授權優先於後成

立之授權
163
。在Security Materials Co. v. Mixermobile, 72 F. Supp. 

450 (SD Cal. 1947)一案中，加州南部聯邦地方法院認為當二個有效

之授權衝突時，先成立之授權具有優先效力，此係基於古諺「先成立

者有優先權」(first in time, superior in right)所得出之結論。

另在Sanofi, S.A. v. Med-Tech Veterinarian Products,Inc.565 

F.Supp.931 (D.N.J 1983)，紐澤西聯邦地方法院認為，當兩個授權衝

突時，即使第二個被授權人不知道第一個授權之存在，第一個授權也

具有優先地位。又在Syndia Corp. v. Lemelson Med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undation, 165. F. Supp. 2d 128 (E.D. Ill. 2001)一

案中，伊利諾州北部聯邦地方法院認為，授權具有對世效力，無論辦

理登記與否，專利權之買受人均受所有既存之授權所拘束。專利權人

為專屬授權之後，即使不慎就相同範圍重複授權他人實施，在後取得

之授權依法應屬無效，縱使認其有效，也必須受到先前授權之拘束，

故先成立之專屬授權，其法律上權利之完整性，不會因專利權人之重
                                                       
163 Jay Dratler, Jr.,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8‐8.18, ALM Properties Inc.,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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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授權而受有損害。 

第二項  德國 

專屬授權具有對世效力(erga omnes)，因此專利權人喪失再對他

人授權之權利，其所為之後續授權行為係屬無效
164
。至於非專屬授權，

並無排除授權人再授權他人實施之效力，即使授權人承諾不再授權他

人實施，也只是債之關係，對於授權人就專利權之處分權並無影響
165
。 

第三項  日本 

專利權人設定專用實施權後，專用實施權人取得獨占實施專利發

明之權利，專利權人於設定專用實施權之同一範圍內不得再授予他人

通常實施權，否則嗣後取得通常實施權之人也不能實施，僅能向專利

權人請求損害賠償
166
。與專屬授權應明確區分的是「獨占的非專屬授

權」，後者仍屬於通常實施權，如果專利權人違反約定而重複授權他人

實施，僅構成契約違反，獨占的通常實施權人得向專利權人請求債務

不履行之損害賠償，但不會使後成立之通常實施權無效
167
。 

第四項  我國 

臺灣高等法院 90 年度上字第 397 號民事判決認為：「如著作權人

將其著作財產權授權他人利用而屬於專屬授權時，不論該授權利用之

時間或地域有無限制，著作財產權人之著作財產權均於授權利用之範

圍內移轉（transfer of copyright ownership）於被授權專屬利用之

                                                       
arch 164 Jochen Pagenberg & Bernhard Geissler, License agreements, P.85, Köln. Berlin.Bonn. München, M

1991. Wilfried Stockmair, The protection of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designs in Germany, P.120, VCH, 
1994. 
165 Heinz Goddar, Deal‐making, Understanding the Contractual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Licensing 
out .(2003/10/20) .http://www.wipo.int/export/sites/www/sme/en/activities/meetings/singapore_03/sin
gapore_goddar_20.pdf(2010/07/01 最後到訪) 
166  獨立行政法人工業所有權情報研修館，「知っておきたい特許契約の基礎知識」，頁 29，2006

年 6 月 2 日改定，http://www.ryutu.inpit.go.jp/info/tebiki/index.html權情報研修館(2010/07/01 最後到

訪) 
167  吉藤幸朔著，熊谷健一補訂，「特許法概說」，頁 570，有斐閣，1997 年 12 月第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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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即此時專被授權人享有獨占且排他之權，因此著作財產權人在該

授權之範圍內，其權利即告終止，亦不得行使其著作財產權。……是

著作財產權之專屬授權既係獨占之許諾，著作財產權人不得再就同一

權利更授權第三人使用，甚至授權人本身亦不得使用該權利。」另臺

灣高等法院 96 年智上字第 8 號民事判決認為：「著作權人將著作利用

權為專屬授權時，著作權人之利用權已因其行為處分殆盡，自無法再

為有效之專屬授權，倘著作權人為重複之專屬授權，只有被授權在先

者為有效，取得該專屬權利，其自得以之對抗被授權在後者（包括專

屬或普通被授權人）。」 

參考上述相關判決，在專利權人於專屬授權後再就同一範圍為非

專屬授權之情形，因專利權人為專屬授權後，就其專屬授權範圍內之

實施權已喪失處分權，專利權人就同一授權範圍內所為之非專屬授

權，自無從對抗成立在先之專屬授權，故前專屬被授權人對於嗣後取

得非專屬授權之人，自得行使侵害排除或防止請求權，禁止其實施專

利發明。 

第二節  專屬授權成立在非專屬授權成立之後 

第一項   美國 

專屬授權，僅表示專利權人不再向他人進行授權(further 

license)，故專利權如曾為非專屬授權，並不影響專利權人嗣後為專

屬授權，惟後成立之專屬授權對於先成立之非專屬授權，並無排他之

效力。另美國專利法第 261 條有關登記對抗之規定，僅適用於專利權

讓與之情形，並不適用於授權，故先成立之授權無須登記即有拘束後

手之效力，後手於訂約時必須善盡查詢義務，不得主張善意買受人之

保護(boni fide purchase rule)
168
。為免專屬被授權人陷於錯誤而產

                                                       
168 David J. Dykeman & Daniel W. Kopko, Recording Patent License Agreements in the USP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day(2004/08). 
http://www.eapdlaw.com/files/News/e60412cd‐781a‐4461‐8120‐3ee5fb0f209e/Presentation/NewsA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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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爭議，專利權人最好在專屬授權契約中明白告知專屬被授權人先前

成立之非專屬授權
169
。 

第二項  德國 

依德國聯邦最高法院以往見解，非專屬授權僅於授權人及被授權

人間存在債權契約之效力，其後之專利權讓與或專屬授權，將使非專

屬被授權人喪失實施專利發明之權利。嗣為保護非專屬被授權人之權

益，德國專利法增訂第 15 條第 3項，規定成立在先之授權不因專利權

之移轉或授權而受影響，故非專屬授權已不因嗣後成立之專屬授權而

終止，後成立之專屬授權不能對先成立之非專屬授權主張排他效力
170
。 

第三項  日本 

依日本特許法第 99 條第 1項規定，通常實施權應經登錄，始能對

於嗣後取得專利權或專用實施權之人，發生效力
171
。由於就專利權人及

通常實施權人之間，登錄並非許諾通常實施權之生效要件，故通說認

為除有特別約定外，通常實施權人不能請求專利權人辦理登錄手續(最

高判昭 48.4.20「判タ」295 號)
172
。惟如在先成立之通常實施權因未辦

理登錄，而受到嗣後成立之專用實施權人主張排他權時，學說上認為

專利權人對通常實施權人負有防衛義務
173
。 

 

                                                                                                                                                               
chment/2f34891b‐3e50‐4c47‐b10e‐4cc886e47150/Recording%20Patent%20Agreement_Dykeman_USPT
O.pdf(2010/07/01 最後到訪) 
169 Brian G. Brunsvold & Dennis P. O'Reilley, Drafting Patent License Agreements, P.94‐95, The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Washington D.C, 5th Ed, 2004. 
170 Jochen Pagenberg & Bernhard Geissler, License agreements, P.239‐240, Köln. Berlin.Bonn. München, 
3rd Ed, March 1991. Wilfried Stockmair, The protection of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designs in Germany, 
P.119, VCH, 1994. 
171  特許庁編，「工業所有権法逐条解說」，頁 223，社團法人発明協会，2001 年 8 月第 16 版。 
172  竹田和彥，「特許的知識(第 6 版)」，頁 399，ダイヤモンド社，1999 年 6 月。 
173  吉藤幸朔著，熊谷健一補訂，「特許法概說」，頁 569，有斐閣，1997 年 12 月第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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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第四項  我國 

專屬授權僅表示授權人其後不再為授權，但仍得有其他先前已存

在之非專屬授權，故字義上雖為專屬授權，不代表的確為「專屬」
174
。

實際上，專利權人如曾為非專屬授權，可能會在專屬授權中告知專屬

被授權人，並對先前非專屬授權之處理加以約定。如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專屬授權契約書第 3 條第 4項規定：「甲方(即專屬被授權人)

已充分暸解本專利於簽約前，乙方已與他人分別就本專利之一部或全

部簽訂授權契約(原授權契約)。甲方同意容忍原授權契約有效範圍內

任何人就本專利所得行使之權利
175
。」如專屬授權契約無相關約定，依

專利法第 59 條規定，先成立之非專屬授權應經登記，始能對抗後成立

之專屬授權。 

第三節  小結 

綜上，不論美、德、日及我國，均認為專利權人為專屬授權後，

就同一授權範圍已喪失再授權他人實施之權能。因此，專利權人如就

同一範圍復授權他人實施，無論其為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對於在

先成立之專屬授權均屬無效，當然，前提是在先成立之專屬授權必須

符合第七章所述之形式要件。 

至於專利權人為非專屬授權後，並不妨礙嗣後就同一範圍內再為

專屬授權。至於成立在先之非專屬授權與成立在後之專屬授權的關

係，美、德係採當然對抗主義，日本係採登記對抗主義。我國對於專

利權授權採取登記對抗主義，成立在先之非專屬授權若經向專利專責

機關登記，無論專屬授權契約是否約定專屬被授權人容忍先前非專屬

授權之條款，均得對抗成立在後之專屬授權。 

 
174  劉江彬主編，「國際技術授權實務(一)：授權契約核心架構研習」，頁 25，國際技術授權主管總

會中華分會備會，2006 年 3 月初版。 
175  余昭蓉，「專利授權契約之研究」，東吳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118，200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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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專屬被授權人對專屬實施權之處分權能 

專屬被授權人對其專屬實施權是否具有處分權能，與專屬實施權

之權利定位有關，並涉及專屬授權之經濟價值甚鉅。具體而言，即專

屬被授權人對其專屬實施權得否讓與、再授權或設定擔保。本章研究

對象雖限於專屬被授權人因授權契約所取得之專屬實施權，而非包括

專利權人及專屬被授權人全部權利義務關係之專屬授權契約。但不可

諱言的，專屬實施權之處分也可能實質影響契約當事人之權利義務。

以下將就各國之專利法制、實務及學說進行探討。 

第一節  讓與 

第一項   美國 

美國法律整編契約法第二次彙編(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第 317 條(2)規定：「除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外，契約權利得

予轉讓：(a)轉讓之結果將實質變更債務人之義務、增加債務人之負擔

或風險、實質減損債務人可獲得對待給付之機會或價值；(b)法律禁止

或違背公共政策而無效；(c)契約禁止轉讓。」同彙編第 318 條規定：

「(1)除有背於公共政策或自己之承諾外，債務人得轉讓其義務。(2)

除另有約定者外，債權人只能在有實質利益之範圍內，要求由特定之

人履行債務。(3)除債權人同意者外，債務之轉讓或承擔不因而免除原

債務人之責任或義務。」原則上，州法允許讓與契約權利而不須取得

契約相對人之同意，除非該讓與將對契約相對人造成實質的不利影響

或有不得讓與之約定。 

從州層次之習慣法的角度而言，授權得否轉讓，可從權利面和義

務面探討。在權利方面，由於被授權人可能將授權之權利讓與授權人

之競爭者，致損害授權人之市場地位。又智慧財產權與有體財產權最

大的不同點在於具有創作人，被授權人將授權之權利讓給不道德或醜

聞纏身之公司或個人時，如其使用不正當的方法實施該發明，可能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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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發明人之聲譽。因此，習慣法對於權利之讓與設有三種限制：1、權

利之讓與不能對授權人造成實質之損害或加重授權人之負擔。2、權利

之讓與不能違反公共政策或法律。3、契約得明定禁止權利讓與。在義

務方面，習慣法對授權人提供三種保護：1、當授權義務之讓與，有背

於公共政策或契約約定時，無效。基於聯邦立法保護智慧財產權之目

的在於鼓勵創作，如授權之讓與將降低發明之利用，致減少創作之誘

因，即屬違背公共政策；2、當授權人係基於被授權人之特殊資格(如

被授權人之聲譽或特殊製造能力)而為授權時，授權義務不得讓與；3、

授權義務讓與後，原被授權人和授權人間之契約關係仍存在，原被授

權人對授權人仍負契約義務，且受讓人亦受授權契約之拘束。
176
 

在 Farmland Irrigation Co. v. Dopplmaier, 308 P.2d 732 (Cal. 

1957)一案中，加州最高法院認為，專利法對於專利授權得否自由讓與

並無規範，故應適用普通契約法之一般原則，即儘可能地促進有經濟

價值之契約權利可自由讓與，同時尊重當事人之意願。所謂專利授權

之權利本質上具有屬人性，以致於契約當事人必然不願意其可讓與之

說法是毫無根據的。非專屬授權契約中若無禁止讓與之條款，且從契

約內容也無從認為其具有特殊之屬人性質，似乎顯示當事人不認為該

授權之權利具有屬人性，則依據加州法，應認為該授權是可讓與的。 

然而，歷來的聯邦法院判決，對於非專屬授權之可轉讓性卻有不

同的看法。在 Hapgood v. Hewitt, 119 U.S. 226 (U.S. 1886)一案中，

最高法院認為專利授權是屬人性的，不具有可移轉性，故應隨被授權

人之解散而消滅。在 Unarco Industries, Inc. v. Kelley Co., 465 

F.2d 1303 (7th Cir.1972)一案中，地方法院適用伊利諾州法，認為

允許財產權自由轉讓是州政策，故專利之非專屬授權是可轉讓的。惟

聯邦第七巡迴法院認為，依據聯邦憲法第 8 條制訂之專利法，國會認

                                                       
176 Aaron Xavier Fellmeth, Contract Without Interest: State Law of Assignment, Federal Preemption, and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cense, Virginia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 6 Va. J. L & Tech.8, Spring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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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專利權具有獨占性和屬人性，當專利權人授權時，即係使用憲法和

國會為報酬發明和原創性所賦予之獨占權，因專利之授權攸關聯邦政

策與聯邦法規，故授權之讓與性應歸聯邦法管轄。長久以來，聯邦法

則均認為專利之授權對於被授權人具有專屬性，除非契約明文約定，

否則不得讓與。蓋非專屬授權實質上是訴訟之容忍，具有屬人性質，

未經授權人同意所為之讓與，自始無效。 

至於在公司合併之情形，通常認為專利之非專屬授權得隨之移轉

予繼受公司
177
，但在PPG Industries, Inc. v. Guardian Industries 

Corp., 597 F.2d 1090 (6th Cir. 1979)一案中，聯邦第六巡迴法院

認為，如授權契約明文約定不得轉讓，且未對合併之情形設有例外者，

則存續公司亦不能因合併而取得該授權
178
。另在Everex Sys, Inc v. 

Cadtrak Corp. (In re CFLC, Inc), 89 F.3d 673 (9th Cir. 1996)

一案中，聯邦第九巡迴法院認為，聯邦專利政策賦予拒絕適用州法之

正當性基礎，司法部門可以創設除非授權人同意，否則非專屬授權不

得移轉之聯邦法則，蓋若允許由州法管轄專利非專屬授權之可讓與

性，想要實施專利發明之人，將可選擇自專利權人處取得授權或尋求

既有授權之讓與，而造成每一個被授權人都是專利權人在授權市場中

的潛在競爭者，而減損鼓勵發明之報酬
179
。 

上述聯邦法院之判決均一致認為非專屬授權不具讓與性，惟學說

上認為，不同於非專屬授權僅是一種對人之承諾，專屬授權之排他性

甚至可對抗專利權人，而可能被認為是一種財產權，似應許其依財產

所有人之意志自由轉讓。惟由於聯邦法院對於專利授權與讓與之明確

區分，專屬授權無論取得再多之權利，仍然不是讓與，故如同非專屬

授權一般，非經授權人同意不得轉讓
180
。禁止專屬授權自由轉讓，也是

                                                       
177 David M. Epstein, Eckstrom’s licensing in foreign and domestic operations, P.2‐38, Thomson 
Reuters/West, April 2008. 
178 Melvin F. Jager, Licensing law handbook, 2008‐2009 Edition, P.283, Tomson Reuters/West, 2008. 
179 Raymond T. Nimmer, Revised Article 9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et Financing, Manine Law Review, 
53 Me.L. Rev. 287, P350‐351, 2001. 
180 Alice Haemmerli, Why Doctorine Matters: Patent and Copyright Licensing and the mean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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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確保專利權人在授權方面之自主權，例如專利權人可能區分不同

市場進行專屬授權，以獲取其最大收益，若其中一個專屬被授權人破

產，而容許由專利權人之競爭者以高價標購取得該專屬授權時，可能

損害專利權人之市場區隔策略
181
。 

在 In re Hernandez, 285 B.R. 435 (Bankr. D. Ariz. 2002)一

案中，亞利桑那聯邦破產法院認為，專利權人對於授權有廣泛裁量權，

當其為專屬授權時，法院雖承認專屬被授權人具有保護該專利權免於

受侵害之衡平法上的財產利益，但承認專屬被授權人有充分之財產利

益而具有提起侵權訴訟之適格，不意謂其可自由轉讓該專屬授權。蓋

專利權之本質為排他權，如允許專屬授權得自由轉讓，當專利權人為

專屬授權時，將無法控制被授權人之身分，此無異將專屬授權視同專

利權之完全讓與，而有違判例法對二者之明確區分。因此，專屬授權

也應經授權人之同意始得讓與。 

雖然專利權之專屬授權，只被認為是一種衡平法上受益性質之所

有利益，但 1976 年修正之著作權法第 101 條則明定著作權之專屬授權

是一種法律上所有權之移轉。因二者法律性質不同，理論上對於其讓

與之處理應有差異，但實務上之見解似無區別。如在 Gardner v. Nike 

Inc., 279 F.3d 774 (9th Cir. 2002)一案中，Nike 將其創作之卡通

人物 MC Teach 授予 Sony 永久及全球之專屬授權，該授權並未提及得

否轉讓，嗣 Sony 將其全部權利轉讓予 Gardner，因 Nike 警告將採取法

律行動，Sony 及 Gardner 爰提起確認未侵權之訴。聯邦第九巡迴法院

認為，依據 1909 年之著作權法，無論是專屬或非專屬授權均不是讓與。

「讓與」及「授權」之區別在於不可分原則及政策考量。基於不可分

原則，只有受讓著作權全部權利之人始能提起侵權訴訟，目的在保護

被控侵權人不受後續訴訟之困擾。另非經授權人明示同意，被授權人

                                                                                                                                                               

796‐798, 
Ownership in Federal Context, The Columbia Journal of Law & the Arts, 30 Colum. J. L. & Arts 1, Fall 2006. 
181 Peter S Menell, Bankruptcy Treat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ets: An Economic Analysis, P.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22 Berkeley Tech. L.J. 733, Spring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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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權轉賣或再授權其權利，俾在「強烈地不願容許著作之獨占性」和

「維持著作人之權利以鼓勵創作」二種衝突利益間求取平衡。1976 年

修正之著作權法第 101 條將專屬授權定義為著作權所有權移轉之一種

態樣，不論其有無時間或地域之限制，同時第 201 條 d 項 2 款肯定著

作權之各種專屬權利可分離轉讓及各自所有，且各所有人在權利範圍

內享有著作權人之保護及救濟。上開規定雖然破除著作權不可分原

則，而使專屬被授權人得以自己名義提起侵權訴訟，但國會明示給予

專屬被授權人之利益只限於保護和救濟，並未明示專屬被授權人可在

未經授權人同意下轉讓其權利。有強烈之政策理由要求被授權人在締

約時或締約後取得授權人之同意始得轉讓其權利，以確保授權人可以

監督著作權之使用。容許被授權人任意再授權所造成之麻煩和潛在的

爭訟是容易想像的，例如次授權人濱臨破產，或授權人不同意次授權

人之使用是在原專屬授權之範圍內。因為 1976 年修正之著作權法並未

變更專屬授權之轉讓法則，本案應適用的聯邦法則仍為只有在授權人

同意下，專屬授權始得轉讓。 

第二項  德國 

依德國著作權法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第 1 項)實施權應經著作

人同意，始得移轉。著作人不得無故拒絕同意。(第 2 項)如集合著作

內所含個別著作之實施權與集合著作之實施權一併移轉，只須取得集

合著作人之同意。(第 3 項)實施權得隨營業之全部或一部出售而移轉，

不須取得著作人同意。(第4項)實施權人與著作人得為不同之約定。(第

5 項)實施權之移轉依法不須經著作人同意者，受移轉人與移轉人應對

著作人連帶負契約責任。」故無論是著作權之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

原則上其移轉均須取得授權人同意。至於專利法對於授權之移轉並未

規範，通說認為不適用與著作權相同之法則
182
。 

                                                       
182 Masanori Ikeda,  「Basic study o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curity System in Germany‐Security 

Systems as Distribution and Management Schemes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IP Bulleti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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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認為，非專屬授權，只是一種允許實施專利之承諾，故未

經授權人同意，不得轉讓，惟如契約未明文約定時，被授權人之繼承

人有權繼續使用該發明
183
。至於專利權之專屬授權，被認為是一種無體

財產權，具有財產法上物權之特性，故其轉讓或繼承均不須得到授權

人之同意，除非授權契約有相反之約定，或專屬授權契約之當事人間

存在特殊之屬人關係或緊密之信賴關係
184
。若授權契約約定專屬授權不

得轉讓時，則該授權具有一身專屬性，但如因繼承或合併而移轉，因

屬於法定移轉，仍不須得到授權人同意，惟授權人為防止其競爭者透

過公司併購取得實施專利之權利，可以要求授權之移轉應經其同意
185
。 

第三項  日本 

依日本特許法第 94 條第 1 項規定，通常實施權僅在 1、與實施之

事業一併移轉；2、取得專利權人同意(如為專用實施權人授予之通常

實施權，應得專利權人及專用實施權人之同意)；3、包括繼承在內之

概括繼受等三種情形，始得移轉。通常實施權之移轉，原則上應經專

利權人之同意，係基於發明之特性，由何人具有通常實施權對於專利

權人具有極大之利害關係。至於第 1 種情形不須取得專利權人同意，

乃基於在通常實施權人如無法取得專利權人同意，又不得不轉讓其事

業時，將造成實施設備歸於荒廢，而造成國家經濟上之損失，故有此

例外規定。又在概括繼受之情形，因繼受人之範圍有限，專利權人幾

乎不會蒙受不測之損害，且若要求須取得專利權人之同意始能移轉，

因人難免一死，勢將造成權利消滅之結果。本條之例外規定有二，其

一為因專利權人不實施或因公益特殊必要而取得之裁定通常實施權，

應與實施之事業一併移轉(第 94 條第 4 項)；其二為因原發明與再發明

                                                                                                                                                               

Bernhard Geissler, License agreements, P.111, 243, Köln. Berlin.Bonn. München, 

ried Stockmair, The protection of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designs in Germany, P.120, VCH, 1994. 

http://www.iip.or.jp/e/summary/pdf/detail2007/e19_16.pdf(2009/12/27 最後到訪) 
183 Jochen Pagenberg & 
3rd Ed, March 1991.。 
184 Wilf
185 Jochen Pagenberg & Bernhard Geissler, License agreements, P.110‐111, Köln. Berlin.Bonn. München, 
3rd Ed, March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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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與實施之

事業

實施

權之

共有

之情

                                                      

之利用關係而取得之裁定通常實施權，應與該專利權、實用新案權或

意匠權及所實施之事業一併移轉(第 94 條第 3項)
186
。 

另依日本特許法第 77 條第 2 項規定：「專用實施權

一併移轉、取得專利權人同意或包括繼承在內之概括繼受之情形

為限，始得移轉。」故專用實施權之移轉與通常實施權之規定相同。

此係因設定專用實施權之情形，專利權人與專用實施權人間大多具有

信賴關係，且受讓人之資本程度和實施技術對於專利權人也有重大利

害關係，故原則上專用實施權人不得自由轉讓其專用實施權
187
。 

再者，與實施之事業一併移轉或因專利權人同意而移轉專用

二種情形，非經登錄，不生效力(第 98 條第 1 項第 2 款)，因概括

繼受而發生專用實施權之移轉者，則應立即通知特許廳長官(第 98 條

第 2 項)。至於通常實施權之移轉登錄，則僅為對抗第三人之要件，而

非生效要件(第 94 條第 1 項、第 99 條第 3 項)，此為與專用實施權之

移轉登記不同之處
188
。所謂「不得對抗第三人」，舉例如下：甲為通常

實施權人，先將其通常實施權移轉給乙，但在辦理移轉登記前，又將

其通常實施權移轉給丙，乙對丙不得主張取得該通常實施權，對丙而

言，甲仍為通常實施權人，故丙得自甲受讓該通常實施權
189
。 

另須注意者，通常實施權或專用實施權為共有時，與專利權

形相同，通常實施權或專用實施權之共有人之一人也應取得其他

共有人之同意，始得移轉其持分(第 77 條第 5項、第 94 條第 6項)。 

 
186特許庁編，「工業所有権法逐条解說」，頁 250，社團法人発明協会，2001 年 8 月第 16 版。 
187  特許庁編，「工業所有権法逐条解說」，頁 223，社團法人発明協会，2001 年 8 月第 16 版。 
188  吉藤幸朔著，熊谷健一補訂，「特許法概說」，頁 569，有斐閣，1997 年 12 月第 12 版。 
189  特許庁編，「工業所有権法逐条解說」，頁 258‐259，社團法人発明協会，2001 年 8 月第 16 版。 



第十章  專屬被授權人對專屬實施權之處分權能 

第四項  中國大陸 

依專利法第 12 條規定：「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實施他人專利的，應

當與專利權人訂立實施許可合同，向專利權人支付專利使用費。被許

可人無權允許合同規定以外的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實施該專利。」上開

規定雖未明文禁止專利實施許可之轉讓，惟轉讓實施許可之結果，等

於允許受讓人實施該專利，解釋上被授權未經專利權人同意，應不得

轉讓其實施許可。「全國法院智慧財產權審判工作會議關於審理技術合

同糾紛案件若干問題的紀要」第 14 條亦規定：「除當事人另有約定或

者技術成果的權利人追認的以外，技術秘密轉讓合同和專利實施許可

合同的受讓人，將合同標的技術向他人轉讓而訂立的合同無效」。 

學說上認為，簽訂專利許可合同，僅使被授權人獲得實施專利之

權利，此權利只是根據合同產生之權利，被授權人並未直接取得支配

該專利之權利，因此被授權人不能將其實施權轉讓予第三人
190
。亦有認

為依合同法第 79 條規定：「債權人可以將合同的權利全部或者部分轉

讓給第三人，但有下列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據合同性質不得轉讓；

（二）按照當事人約定不得轉讓；（三）依照法律規定不得轉讓。」由

於專利法第 11 條明定「未經專利權人許可」之實施係構成侵權，故被

許可人轉讓專利許可合同自應取得專利權人之同意
191
。 

第五項  我國 

我國專利法對於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之轉讓是否允許，並無明

文規定。楊崇森教授認為：「專利權人與專屬實施權人間有人的信賴關

係，且使用費之收取，確保市場等專利權之經濟價值，端賴專屬實施

權人之能力，亦即專屬實施權人為誰，對專利權人有重大利害關

係。……我國專利法雖無規定，但解釋上經專利權人之同意或繼承(無

                                                       
190  湯宗舜，「專利法解說」，頁 64，專利文獻出版社，1994 年 8 月。 
191  董美根，「專利許可合同若干問題研究」，電子知識產權，總第 218 期，頁 47，2009 年 10 月。 

108 



第十章  專屬被授權人對專屬實施權之處分權能 

特約禁止者為限)時，固可移轉，但在其他情形，恐有問題
192
。」蔡之

中氏認為：「應視當事人間有無特別約定以為斷，若約定實施權人得為

或禁止讓與，自無問題，苟無明文，則應得以移轉
193
」賴文智氏認為：

「即便是專屬被授權人已取得類似物權人之身分，若授權契約內未就

專屬被授權人能否將其所獲得之權利讓與、授權或設定質權給他人，

就現行法未明文規定的情形，依照授權契約具有相當濃厚的屬人性的

關係，亦不得讓與、授權或設定質權給他人
194
。」並無一致見解。 

第六項  小結 

在專利之非專屬授權方面，各國均認為其係不得讓與之契約權

利。在專利之專屬授權方面，美國法院拒絕適用州法上契約權利得自

由讓與之原則，而創設非經專利權人同意不得讓與之聯邦法則；日本

在專利法中明文限制專用實施權人之轉讓權；中國大陸認為專利實施

許可是一種不得轉讓之契約權利。除德國認為專屬授權原則上得自由

轉讓以外，多數國家不論採債權說或物權說，均採取專屬授權不得自

由轉讓之立場。 

授權能否讓與，涉及公共政策之判斷和授權當事人之利益衡平。

尤其在權利金一次性付訖之授權情形，如被授權人因不得已因素無法

自己行使權利(如病危)，或必須結束營業時(如破產或解散時)，禁止

被授權人變現其授權之經濟價值，實有欠公平。由於我國專利法未如

日本特許法對於專屬授權之轉讓訂有明文限制，故本論文延續專屬授

權是物權，非專屬授權是債權之基礎加以分析。專屬授權類似於在土

地上設定地上權，依 2010 年 2 月 3日修正公布之民法第 838 條第 1 項

規定：「地上權人得將其權利讓與他人或設定抵押權。但契約另有約定

或另有習慣者，不在此限。」於習慣法禁止或限制讓與之情形，習慣

                                                       
192  楊崇森，「專利法理論與應用」，頁 429，三民書局，2007 年 1 月 2 版 1 刷。 
193  蔡之中，「專利實施權之研究」，頁 55，聯經出版事業，1986 年 2 月第 2 次印行。 
194  賴文智，「智慧財產權與民法的互動‐‐以專利授權契約為主」，國立臺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

文，頁 100，200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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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優先適用之法律效力，於契約訂定之情形，通說認為須經登記，

始能對抗第三人，以保障交易安全
195
，此經 2010 年 2 月 3 日修正公布

之民法第 838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約定，非經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

所採取。由於我國專利法未如日本特許法對於專屬授權之轉讓訂有明

文限制，故本論文認為得類推適用民法地上權之規定，除契約另有訂

定或另有習慣者外，專屬被授權人應得自由讓與其專屬實施權。 

至於非專屬授權，其性質類似於租賃權。依我國民法第 294 條規

定：「(第 1 項)債權人得將債權讓與於第三人。但左列債權，不在此限：

一、依債權之性質，不得讓與者。二、依當事人之特約，不得讓與者。

三、債權禁止扣押者。(第 2 項)前項第二款不得讓與之特約，不得以

之對抗善意第三人。」通說認為租賃權具有人格性，除當事人有特約

得讓與之明文外，應解為民法第 294 條第 1 項第 1 款性質上不得讓與

之債權。最高法院 37 年上字第 6886 號判例亦認：「租賃關係之成立與

存續，係基於當事人間之信任，故租賃權通常為不得讓與之債權，如

房屋之承租人未得出租人之同意，擅將租賃權讓與第三人時，其情形

有甚於全部轉租，出租人自得終止租約。」至於違反租賃權禁止讓與

之效果，學理上有無效說及效力未定說，通說傾向無效說
196
。類推適用

租賃權之見解，本論文認為非專屬授權為性質上不得讓與之債權，即

使當事人未特約禁止，亦不得讓與。 

第二節  再授權 

第一項  美國 

再授權(sublicense)，指原來之被授權人將其被授予之權利授權

第三人實施，而自己仍保留原授權之行為。原則上，授權之權利是不

可分割的，故被授權人不得再授權，否則授權人有權請求被授權人因

                                                       
195  謝在全，「民法物權(中)」，頁 84，新學林，2007 年 6 月修訂 4 版。 
196  邱聰智著、姚志明校訂，「新訂債法各論(上)」，頁 418‐421，元照，2002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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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授權所得利益，並得請求損害賠償。在Proteotech, Inc. v. Unicity 

International, Inc., 542 F. Supp. 2d 1216 (W.D. Wash. 2008)一

案中，原告Proteotech將其專利技術之部分用途專屬授權予Rexall，

而就其他用途保留實施權。嗣Rexall未經原告同意將系爭專利權非專

屬授權予Unicity，原告爰起訴Rexall和Unicity侵害系爭專利權。華

盛頓州西區聯邦地方法院認為，專利權之重要價值在於控制特定期間

內，何人可與專利權人從事競爭或實施專利發明，雖然授權人為專屬

授權後，不能再對其他人授權，但不表示授權人已放棄控制何人或者

多少人可實施系爭發明之權利。雖然被告抗辯本案之再授權可使原告

收取更多權利金，對於原告有利無害，但這不能袪除專利法全部之關

切所在。又未必所有專屬授權之情況均如同本案，且專利權人也可能

關切權利金以外之其他利益，例如維持產品之品質或產品水準之一致

性等。因此，無論是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均須經授權人同意或授

權契約有明文約定，被授權人始能再授權
197
。 

如授權契約對於再授權無明文約定，但對授權之移轉性有約定

時，通常認為「可移轉之授權」的被授權人可再授權，「不可移轉之授

權」的被授權人不可再授權，但在特殊情形下，即使授權契約明定授

權之權利是可移轉的，僅表示該授權可全部讓與，不表示允許再授權。

當授權契約或授權人明示允許被授權人可再授權時，被授權人可以口

頭或書面方式為再授權，並依再授權契約決定授權內容，通常授權人

會要求被授權人應負責再授權之權利金的收取，並允許被授權人保留

部分比例之權利金作為代理佣金。解釋上若認為被授權人是授權人之

代理人時，授權人可直接向再被授權人請求權利金，但亦有認為授權

人不是再授權契約關係之當事人，故不能直接向再被授權人請求權利

金者，故有關收取再授權權利金之權利及遲延給付之責任，最好於再

                                                       
197 Warren Agin, Exclusive patent license deemed non‐assignable (2008/03/31) 
http://tech‐bankruptcy.blogspot.com/2008_03_01_archive.html(2010/07/01 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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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契約明定
198
。另外，在授權人允許被授權人為再授權之情形，如主

授權契約因被授權人違反契約而被終止，原則上再授權契約不因主授

權契約終止而受影響，而得繼續存續
199
。 

又專屬授權契約中常見應經專利權人及被授權人雙方同意始能再

授權之約定，法院原則上不認為此係當然違反競爭法之聯合行為，而

是在個案中進行以合理原則進行審查。在 Moraine Products v. ICI 

America Inc., 538 F.2d 134 (7th Cir.1976)一案中，Plough 和 Atlas

在治療腸胃脹氣藥物市場上具有競爭關係，嗣 Plough 將其專利藥物專

屬授權予 Atlas 販售，但約定不得再授權。Atlas 隨後終止與另一腸胃

藥物專利權人 Moraine 之合作關係，Moraine 爰起訴主張共同被告間之

授權契約違反休曼法(Sherman Act)規定。聯邦第七巡迴法院認為，當

授予完全的專屬授權(absolute exclusive license)時，專利權人不

得再向其他人授權，專屬被授權人則通常有權再授權(sub-license)；

當授予非專屬授權時，專利權人則保留再向其他人授權之權利。在上

述二種情形，有授權需求之人均只須取得一人之同意即可獲得授權。

但在限制性專屬授權(limited exclusive license)之情形，有授權需

求之人卻必須同時取得專利權人及專屬被授權人之同意始能獲得授

權，致產生專利權人及專屬被授權人聯合杯葛之行為是否違反休曼法

之爭議。按休曼法禁止任何契約、聯合或共謀限制交易或商業之行為，

文義上雖然相當廣泛，但解釋上僅限於「不合理」地限制競爭之契約

或聯合行為。共同被告間限制再授權之約定非屬當然違反(per se 

violation)休曼法之行為，也未受到專利法第 261 條或過去判例之明

確禁止，其是否違反休曼法，應考量所涉事業之特殊情事、限制之性

質及效果、限制之歷史及採用之理由等，適用合理法則予以判斷。 

另外，「再授權製造」與「委託製造」(have made)在美國法上是

                                                       
198 Harold Einhorn & Thomas J. Parker, Patent Licesning Transactions,§2.05 P2‐73~2‐76, Matthew Bender, 

September, 2008. 
199 Rhone‐Poulenc Agro, S.A. v. DeKalb Genetics Corp., 284 F.3d 1323(Fed Ci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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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概念，而有不同之處理，不可不辨。在 Corebrace LLC v. Star 

Seismic LLC, 566 F.3d 1069 (Fed. Cir. 2009)一案中，Corebrace

將其防震支架之專利權非專屬授權予 Star 製造、使用及販賣之權利，

並約定 Star 不得讓與、再授權或以其他方式移轉該權利予其母公司或

子公司以外之第三人，同時 Corebrace 表明保留其所有未明示授予之

權利。嗣 Star 為自用目的將該專利物品外包給第三人製造，Corebrace

認為違反授權契約，爰終止契約並起訴 Star 違約及侵權。聯邦巡迴上

訴法院認為，在授權契約之當事人未為相反約定之場合，授權製造、

使用及販賣專利物品之權利，本質上包含委託第三人製造之權利。因

在 Carey v. United States, 326 F.2d 975, 164 Ct. Cl. 304 (Ct. CL. 

1964)之判決中，法院已表示製造、使用及販賣之授權不僅限於被授權

人親力親為，而且容許被授權人可雇用其他人協助製造、使用或販賣，

因此被授權人可命他人為其從事與製造有關之全部工作。另在

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 v.Intel Corp., 885 P.2d 994 (Cal 

1994)之判決中，加州最高法院表示因授權契約未排除被授權人委託第

三人為其製造晶片，故難謂此權利不包含在製造及販賣之授權契約

內。蓋不論是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一個有權製造、使用及販賣專

利物品之被授權人，只有先製造出該物品，始能享受後續使用及販賣

該物品之利益。委託製造與再授權無關，因為受託人並未取得再授權，

故不能賣給被授權人以外之第三人。Corebrace 雖主張其保留所有未明

示授予被告之權利，但授予製造、使用及販賣之權利本質上包含「委

託製造」之權利。因為 Corebrace 不能指出授權契約中之任何條款明

白地排除 Star 委託製造之權利，故 Corebrace 無權終止契約，也不能

主張 Star 侵害其專利權。 

第二項  德國 

依德國著作權法第 35 條規定：「(第 1 項)專屬被授權人應經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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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意，始得授予他人非專屬授權。但基於管理著作人利益之目的所

授予之專屬授權，不在此限。(第 2 項)第 34 條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4

項之規定，於再授權準用之。」惟德國專利法對於再授權並無如著作

權法之上開規定，因原則上專屬被授權人有權轉讓其權利，解釋上也

有權再授權第三人實施專利發明(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均可
200
)。專屬

被授權人為再授權時，宜明定再授權之存在係依附主專屬授權之約

款，以避免發生爭議。專利權人可於授權契約中約定專屬被授權人對

於再被授權人之實施亦應負給付權利金之責任。若專利權人欲限制專

屬被授權人為再授權之權利時，必須於授權契約明定。依「技術移轉

協議適用歐體條約第 81 條之指導原則」第 155 段規定
201
，限制被授權

人不得再授權之約定，非屬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所稱限制競爭之行

為。惟如被授權人違約再授權，實務上認為被授權人不需賠償其所得

利益，只須負合理權利金之損害賠償
202
。 

至於非專屬授權方面，只是一種允許實施專利發明之契約承諾，

原則上非專屬被授權人不具有再授權之權利，但如契約未明文限制，

被授權人之繼承人有權繼續使用該發明。與再授權不同之概念是分包

(sub-contract)，授權人可能有限制非專屬被授權人使用分包廠商之

實益，理由有二：1、授權人授權實施專利時，可能附加提供保持秘密

的know how，故需要限制知悉此等機密資料之人數；2、使用分包廠商

表示被授權人實施能力之擴大，授權人必須考量對其他非專屬被授權

人所負之契約義務，和專利權最有利之實施。被授權人與第三人訂定

之供應契約究竟是再授權或分包契約，須視其授予之權利範圍及第三

人提供之組件性質來認定
203
。 

                                                       
200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之制度與實務」，頁 126，翰蘆圖書，2004 年 10 月 2 版。 
201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2004/C 
101/02). 
202 Jochen Pagenberg & Bernhard Geissler, License agreements, P.69, 111, Köln. Berlin.Bonn. München, 
3rd Ed, March 1991.。 
203 Jochen Pagenberg & Bernhard Geissler, License agreements, P.111,243, Köln. Berlin.Bonn. München, 
3rd Ed, March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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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日本 

日本特許法第 77 條第 4 項規定，專用實施權人未經專利權人同

意，不得許諾他人通常實施權。其理由與前述限制移轉專用實施權之

理由相同。且依「與智慧財產權利用有關的獨占禁止法的指導原則」

第 4.3.(4)規定：「授權人限制被授權人再授權之行為，原則上不該當

不公平交易行為。」 

惟學者駒田泰土認為，如果專用實施權之設定採固定額權利金並

已付清，且無實施期間之限制時，與專利權之讓與相近，即使訂有實

施地域或內容之限制，亦屬專利權之一部讓與，專利權人在設定專用

實施權之範圍內已無殘存之保護利益，故無侵害禁止請求權，解釋上，

此種專用實施權人向第三人許諾通常實施權時，應無特許法第 77 條第

4 項規定之適用
204
。 

第四項  中國大陸 

再授權，於中國大陸稱為「從屬許可」、「再許可」或「分許可」，

與之相對而獨立存在之授權稱為「基本許可」或「主許可」。依中國大

陸專利法第 12 條規定：「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實施他人專利的，應當與

專利權人訂立實施許可合同，向專利權人支付專利使用費。被許可人

無權允許合同規定以外的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實施該專利。」另合同法

第 346 條規定：「專利實施許可合同的受讓人應當按照約定實施專利，

不得許可約定以外的第三人實施該專利；並按照約定支付使用費。」

同法第 352 條規定：「受讓人……未經讓與人同意擅自許可第三人實施

該專利或者使用該技術秘密的，應當停止違約行為，承擔違約責任…。」

可見無論是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未經授權人同意，被授權人均不

得再授權第三人實施。「全國法院知識產權審判工作會議關於審理技術

                                                       
204  駒田泰土，「専用実施権を設定した特許権者の差止請求──権利変動の構造分析の観点から」，

知財年報 2007，別冊ＮＢＬ120，頁 236，株式會社商務法務，200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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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糾紛案件若干問題的紀要」第 66 條更規定：「除當事人另有約定

的以外，專利實施許可合同的受讓人將受讓的專利與他人合作實施或

者入股聯營的，屬於合同法第 352 條規定的未經讓與人同意擅自許可

第三人實施專利的行為」。 

另外，如被授權人取得授權人同意而為再授權者，原則上被認為

是非專屬授權。如「全國法院知識產權審判工作會議關於審理技術合

同糾紛案件若干問題的紀要」第 63 條第 4 款規定：「專利實施許可合

同約定受讓人可以再許可他人實施該專利的，該再許可為普通實施許

可，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205
。」 

第五項  我國 

90 年 11 月 12 日修正前之著作權法第 37 條第 2 項原規定：「前項

被授權人非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不得將其被授與之權利再授權第三

人利用。」解釋上專屬被授權人及非專屬被授權人為再授權時，均應

取得授權人之同意。惟臺灣高等法院 90 年度上字第 397 號民事判決認

為：「著作財產權之專屬授權既係獨占之許諾，著作財產權人不得再就

同一權利更授權第三人使用，甚至授權人本身亦不得使用該權利。故

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於其被授權之範圍內既獨占利用著作財產權，所

行使之權利自無異於著作財產人，其除有特別約定限制被授權人之利

用者外，應解為此時著作權人所得享有之權利，於專屬被授權人亦同

得享有。至著作權法第 37 條第 2項所定之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不

得將其被授權之權利再授權第三人利用者，應係指非專屬授權，於被

授權人再授權第三人使用時，須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之情形而言，蓋

非專屬授權原無獨占排他效力之故。」嗣 90 年 11 月 12 日修正後之著

作權法第 37 條第 3 項規定：「非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非經著作財產權

人同意，不得將其被授與之權利再授權第三人利用。」96 年 12 月 26

                                                       
205  陶鑫良、袁真富，「知識產權法總論」，頁 174，知識產權出版社，2006 年 4 月 2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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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制定公布之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例第 13 條第 4 項亦規定：

「非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非經智慧創作專用權人同意，不得將其被

授與之權利再授權第三人使用。」僅規定非專屬被授權人非經授權人

同意，禁止再授權。至於專屬被授權人得否再授權，一般係從法規之

反面解釋推論，不須經授權人同意。 

我國專利法並無如著作權法或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例之

上開規定，僅專利審查基準第 12 章 3.3 規定：「再授權亦屬授權，仍

屬當事人間之約定，於合意時即已生效，惟以登記生對抗要件，對再

授權之被授權人非無實益，因專利法及其施行細則無再授權之規範，

故除原專利權人明示同意再授權他人實施外，原則上本局不受理專利

權再授權實施登記。」關於專屬被授權人可否再授權，學說上見解分

歧，有認為「我國法解釋上，專屬被授權人如經專利權人同意，似可

授權他人取得通常實施權
206
」；有認為「原則上被授權人不准將該權利

再轉授權給他人使用。蓋授權人於締結契約之際，早已將被授權人之

能力與信用考慮在內
207
」；有認為「即便是專屬被授權人已取得類似物

權人之身分，若授權契約內未就專屬被授權人能否將其所獲得之權利

讓與、授權或設定質權給他人，就現行法未明文規定的情形，依照授

權契約具有相當濃厚的屬人性的關係，亦不得讓與、授權或設定質權

給他人
208
」；有認為「專屬被授權人在授權範圍內，取得相當於原授權

人的所有權能，得再授權給第三人
209
」。 

為杜爭議，本次專利法修正草案增訂第 65 條規定：「(第 1 項)專

屬被授權人得將其被授予之權利再授權第三人實施。但契約另有約定

者，從其約定。(第 2 項)非專屬被授權人非經發明專利權人或專屬被

授權人同意，不得將其被授予之權利再授權第三人實施。(第 3 項)再

                                                       
206  楊崇森，「專利法理論與應用」，頁 429，三民書局，2007 年 1 月 2 版 1 刷。 
207  曾陳明汝，「兩岸暨歐美專利法」，頁 168，學林文化，2004 年 2 月。 
208  賴文智，「智慧財產權與民法的互動‐‐以專利授權契約為主」，國立臺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

文，頁 100，2000 年。 
209  劉承愚、賴文智，「技術授權契約入門」，頁 31，智勝文化，2005 年 6 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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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非經向專利專責機關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其修正說明為：

「一、本條新增。二、第一項規定專屬被授權人之再授權。按專屬被

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可排除專利權人自行或授權他人實施，原則上

得再授權他人使用。惟考量授權契約之訂定多係當事人在信任基礎下

本於個案情況磋商訂定，如有特約限制專屬被授權人為再授權時，應

優先適用特約規定。三、第二項規定非專屬被授權人之再授權。有關

非專屬被授權人得否將其被授予之權利再授權他人實施，現行本法並

未明定。為杜爭議，爰參考著作權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原住民族傳

統智慧創作保護條例第十三條第四項規定，明定其應經專利權人同

意，始得再授權。又非專屬被授權人如係由專屬被授權人處取得授權

者，其為再授權時，則應取得授權其實施之專屬被授權人之同意始得

為之，爰予明定。四、第三項規定再授權之登記效力。為保障交易安

全，明定再授權未向專利專責機關登記者，不得對抗第三人。」 

如授權人於授權契約中明定禁止被授權人為再授權之條款時，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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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24) 

第 5 點規定：「技術授權協議就下列事項所為之約定，尚不違反公平交

易法有關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之規定，但依第 3 點、第 4 點審酌後

有不當情事者，不在此限：…（十）被授權人不得就授權技術為移轉

或再為授權行為。」 

第六項  小結 

被授權人能否就其被授予之權利再授權第三人實施，涉及公共政

策之判斷和授權當事人之利益。完全限制被授權人為再授權，有時可

能造成發明之實施無效率之情況，而造成雙方之損失。例如市場需求

超過被授權人之供應能力時，限制唯一能實施發明之專屬被授權人去

尋求外部援助，似乎有欠明智。另在權利金一次性付訖之授權，如被

授權人因故無法自行實施，又不能再授權他人實施，也有欠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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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利法修正草案立法完成前，本論文延續非專屬授權為債權，

專屬授權為物權之立場，並類推適用租賃權及地上權之民法規定進行

分析。按民法第 443 條第 1項規定：「承租人非經出租人承諾，不得將

租賃物轉租於他人；但租賃物為房屋者，除有反對之約定外，承租人

得將其一部分，轉租於他人。」承租人違法轉租者，出租人得依民法

第 443 條第 2 項終止租賃契約，惟轉租契約於承租人與次承租人間，

基於負擔行為之原理，於法仍屬有效，不當然消滅，承租人對次承租

人負債務不履行(給付不能)責任
210
。基於同一法理，非專屬被授權人原

則上不得再授權第三人實施，其違法再授權者，應對再被授權人負給

付不能之損害賠償責任。至於地上權人得否將土地轉租他人使用而收

取租金，學說上有不同見解，通說認為地上權之本質重在土地之使用，

不論地上權人使用或提供他人使用，均係使用，且地上權未如民法第

845 條第 1 項規定：「永佃權人不得將土地出租於他人。」自無禁止轉

租之理。倘有禁止或限制轉租之特約者，於當事人間固有效力，但未

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
211
。基於同一法理，除非特約禁止，專屬被授權人

原則上得再授權第三人實施。 

茲有疑義者，專屬被授權人為再授權之類型是否包括非專屬授權

及專屬授權，此在美國(如專屬被授權人有再授權之權利時)及德國並

無限制，日本特許法則僅規定得為非專屬授權。按地上權之設定人僅

限於土地所有人，地上權人不得再將土地設定地上權於第三人(32 上

124 判例)，專屬授權具有類似物權之排他性質，同一物上不可能併存

二個相同性質之物權，猶如一所有權上不可能有二個地上權重疊存

在。又專屬授權具有排他效力，並有侵權行為損害賠償、侵害排除及

防止請求權，如容許專屬被授權人得再為專屬授權，可能導致侵害專

利之第三人可能同時有數個專屬被授權人對其主張權利。基於法律關

                                                       
210  邱聰智著，姚志明校訂，「新訂債法各論(上)」，頁 418‐421，元照，2002 年 10 月。 
211  謝在全，「民法物權(中)」，頁 84，新學林，2007 年 6 月修訂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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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單純化，如專屬被授權人欲專屬授權他人實施，似應讓與其權利之

全部或一部。惟基於專利授權契約之多樣性，理論上不排除出現「專

屬授權之專屬授權」之可能。如甲對於某專利權享有全台灣五年之專

屬授權，其可能就濁水溪以北再專屬授權乙實施，期間以二年為限。

類此情形有無禁止必要，似值推求，即使認為無須禁止，對於再專屬

被授權人是否賦予如同主專屬被授權人之權利，亦值考量。 

第三節  設定擔保 

第一項  美國 

美國法上，設定擔保利益(security interest)之標的可分為「物」

(goods and real estate)、「債權」(contract payment rights)及「智

慧財產」(informations assets)。以物為擔保品時，如債務人不能清

償時，債權人得扣押並拍賣該物。以債權為擔保品時，如債務人不能

清償時，債權人得收取或拍賣該債權，但對於債權之標的物並無權利，

除非契約創設此權利。以「物」及「智慧財產」設定擔保最大之不同

點為：其一，物具備有體性，而智慧財產沒有；其二，兩者適用的法

體系不同，物適用歷史悠久而穩定性高之個人財產習慣法，智慧財產

則適用多元且快速變遷之聯邦法(主要包含著作權、專利、商標及營業

秘密法等)。聯邦智慧財產權法體系之主要功能，在於界定財產權之特

徵、範圍及權利歸屬，並未及於全部之擔保利益事項，其所創設之權

利登記制度亦係以個別之智慧財產權為標的，上游之權利(所有權)直

接影響下游之權利，屬於一種垂直之結構，其中又以專利權之登記制

度最為完整。然而許多州採行之擔保利益法，其所建立之登記制度則

是以個別債務人為中心，提供查詢其現在及未來全部財產資訊之管

道，屬於一種水平之結構。由於聯邦法和州法設計登記制度之基本理

念不同，登記之效果也有差異，故在以智慧財產權作為擔保品時，在

何種範圍內，聯邦法應優先州法而適用，法律關係相當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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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50 年起，各州之擔保利益法主要依循美國統一商法典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U.C.C)第 9 篇規定。2001 年 7 月修正後

之U.C.C第 9 篇已在許多州施行，此次修正對於智慧財產權之融資有許

多重大改變。U.C.C第 9 篇之適用範圍，包含在個人財產(personal 

property)上創設擔保利益之任何交易行為。該條雖未定義何謂「個人

財產」，但其官方註釋(official comments)明確指出包括各種智慧財

產權(包含著作權、專利權、商標權及類似權利)，及因智慧財產權之

授權所生之權利(包含實施智慧財產權而不須負擔侵權責任之權利)，

顯然有意將智慧財產權之授權列為可供擔保之客體。但就專利權之非

專屬授權而言，被授權人並未取得財產上之權利，只是取得免於遭受

授權人追訴侵權責任之承諾，且無積極實施專利之權利。為了調合

U.C.C和聯邦法之衝突，一種觀點認為，只有專屬授權可以作為擔保客

體，因為依據授權契約，其可能被視為權利之移轉。另一種觀點則認

為，擔保客體是指授權契約，無論其係賦予積極實施之權利或消極不

追訴之承諾，這些契約均可能具有經濟價值而可作為擔保客體。當被

授權人以契約權利作為擔保時，其契約權利時常只是擔保品的一部

分，因為該權利可能對於維持其他擔保財產之價值和運作功能相當重

要
212
。 

由於以授權為擔保標的之擔保權利人，只能就該授權可移轉之利

益變價，而如本章第一節所述，聯邦法院判決或授權契約均可能限制

授權之移轉，故授權之可移轉性是設定擔保利益首要面臨之問題。修

正後之U.C.C第 9 篇第 408 條為此創造新的州法則，將授權之可讓與性

與可擔保性切割，允許授權利益可不經授權人同意而作為擔保客體，

即使其他法律或契約有禁止規定。非常明顯地，州法不能凌駕聯邦法，

因此聯邦政策及判例法所建立之授權禁止自由移轉法則不受該規定之

                                                       
212 Raymond T. Nimmer, Revised Article 9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et Financing, Manine Law Review, 
53 Me.L. Rev. 287, P.301‐311,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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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該規定僅是使限制設定擔保利益之條款無效，而非使限制授權

移轉之條款無效。U.C.C第 9 篇第 408 條賦予被授權人不可拋棄之設定

消極擔保利益之法定權利，但卻不因此允許擔保權利人實行其權利。

此種消極性之擔保利益也許不能立刻顯現價值，惟其可賦予擔保權利

人對於該授權的價金或其他利益行使權利之機會(包括因處分該授權

所得之任何利益、由於該授權所得收取或得受分配之任何利益及因該

授權所生之權利)。如該授權因債務人破產清算而被變價時，擔保權利

人將可對其價金享有優先受償權，被授權人因使用該授權所得到之收

入或取得之權利，擔保權利人亦得主張優先受償之權利
213
。 

依 U.C.C 第 9 篇第 203(b)規定，擔保利益之成立要件有三項：1、

已支付代價；2、債務人是擔保物之權利人；3、擔保契約經債務人認

證。擔保利益成立後，因債務人可能就作為擔保標的之專屬授權，再

設定其他擔保利益或轉讓他人，為使擔保利益取得優先效力，擔保權

利人必須向州或聯邦機構辦理公示程序，以保全(perfection)其擔保

利益。惟究竟應依專利法規定向專利局辦理登記，或是應依州法規定

在債務人住所地辦理申報，必須視該專屬授權之性質及設定擔保利益

之種類決定。此意味債權人於進行擔保品調查時，最好同時查詢二種

不同體系(包括專利局及債務人設有主營業所之州)之登記狀況，並且

熟悉聯邦法和州法之交錯關係，始能確保其擔保利益之實現。 

一、依專利法向專利局辦理登記 

當該專屬授權屬於專利全部實質權利之移轉而視為讓與，且以移

轉該專屬授權予債權人之方式設定擔保利益時，擔保權利人應依專利

法第 261 條規定向專利局登記，始能對抗嗣後之善意買受人或抵押權

人。最高法院在 Waterman v. Mackenzie,138 U.S.252 (U.S. 1891)

一案中，認為經辦理移轉登記之抵押權人，得授權他人實施、收取授

                                                       
213 Raymond T. Nimmer, Revised Article 9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et Financing, Manine Law Review, 
53 Me.L. Rev. 287, P350‐353,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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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金及向侵權行為人請求損害賠償。 

二、依州法向州機構辦理登記 

當該專屬授權屬於專利全部實質權利之移轉而視為讓與，但不移

轉該專屬授權予擔保權利人以設定擔保利益時，或者該專屬授權非屬

移轉專利全部實質之權利而不視為讓與，不論是否移轉該專屬授權予

擔保權利人時，依據聯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於Moldo v. Matsco, Inc. 

(In re Cybernetic Servs.), 252 F.3d 1039 (9th Cir. 2001)一案

之見解，因專利法第 261 條規定之登記，僅限於涉及專利所有權移轉

之行為，故不須在專利局辦理登記以保全擔保利益，在州機構辦理擔

保利益之保全登記即可對抗破產債權人。另加州南部破產法院在In re 

Transportation Design & Technology, Inc., 48 B.R. 635 (Bankr. 

S.D. Cal. 1985)一案中，亦認為於U.C.C施行後，以轉讓專利所有權

之方式設定擔保利益已非屬必要，故僅在州機構辦理財務申報即足以

保全擔保利益
214
。 

第二項  德國 

在德國法上，不論是否以智慧財產權作為擔保，有二種擔保方式，

一種為讓與擔保，一種為設定質權。具備擔保物適格最主要之要件，

即須具有可移轉性，通說認為專利權之專屬授權是可移轉的，因此可

作為擔保物，非專屬授權如具有可移轉性，也可作為擔保物。 

以專屬授權設定質權者，應依德國民法第 1273 條以下權利設質之

規定辦理，即應依權利讓與之規定設定質權。由於專利權或專屬授權

之讓與不要求辦理登記，質權之設定也不須辦理登記即生效力，因此

專屬授權之受讓人無主張善意受讓法則之餘地，即不能因質權未登記

而否認質權之存在。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出質人不因就其權利設定

                                                       
214 Scott J. Lebson, Security Interest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y Really Secure? 
http://www.ladas.com/IPProperty/ipprop_securityinterests.html(2010/07/01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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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權而喪失實施權，質權人也不能獲得實施專利之收益，只是取得單

純之變價權。未經質權人同意，出質人不得以法律行為使出質之權利

消滅或變更。如作為質權標的之權利受侵害時，依德國民法第 1273 條

第 2 項準用第 1227 條規定，質權人得請求除去該侵害。當同一權利上

設定多數質權時，依德國民法第 1209 條規定，依質權設定先後順序決

定其優先效力。倘出質人屆期未清償債務，質權人得聲請強制執行就

設質標的變價。 

在德國，以讓與權利之方式提供擔保比設定權利質權之情形更常

見。雖然專利權及專屬授權之讓與設有登記制度，但並非生效要件，

因此專屬授權之讓與擔保也不須辦理登記。債權人及債務人間依讓與

擔保契約內容發生之權利義務是一種內部關係，因為債權人是該權利

法律上之所有人，即使債權人違約讓與或專屬授權該權利予第三人，

其處分行為仍屬有效。讓與擔保契約之當事人可約定何方有權實施該

專利，通常債權人會允許債務人繼續實施該專利，但債務人屆期不履

行債務時，債權人為出售該權利之準備，得禁止債務人實施。債務人

將其權利讓與債權人供擔保後，不得再就該權利讓與他人或讓與他人

供擔保，除契約另有約定外，也無權再授權第三人實施。債務人屆期

未清償時，債權人得依讓與擔保契約所定條件出售設質標的之權利，

但應充分考量債務人之利益
215
。 

第三項  日本 

依日本特許法第 94 條第 2項規定，除因專利權人不實施或因公益

特殊必要而取得之裁定通常實施權，及因原發明與再發明之利用關係

而取得之裁定通常實施權之外，通常實施權人應得專利權人之同意(如

為專用實施權人授予之通常實施權，應得專利權人及專用實施權人之

                                                       
215 Masanori Ikeda,  「Basic study o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curity System in Germany‐Security 

Systems as Distribution and Management Schemes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IP Bulletin 2008. 

http://www.iip.or.jp/e/summary/pdf/detail2007/e19_16.pdf(2009/12/27 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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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始得就通常實施權設定質權。專利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同意設

定質權，解釋上包含同意因質權之實行而移轉該通常實施權，故因實

行質權而移轉通常實施權之場合，解釋上不須再取得專利權人或專用

實施權人之同意。另依同法第 77 條第 4 項規定，專用實施權人未經專

利權人同意，不得就其專用實施權設定質權，與通常實施權設質之規

定相同
216
。 

依日本特許法第 95 條規定：「以專利權、專用實施權或通常實施

權為標的設定質權者，除契約另有約定外，質權人不得實施該專利發

明。」本條訂定以前，學說上對於質權人有無實施權有不同見解。一

說認為應依民法第 350 條準用同法第 297 條、第 298 條留置權之規定，

必須取得出質人同意，質權人始有實施專利發明之權能，在未取得出

質人同意之情形，應與抵當權之性質類似
217
，質權人不得實施；一說認

為應依民法第 362 條準用同法第 356 條不動產質權之規定，只有質權

人具有實施發明專利之權能。考量實務上實施專利發明時，通常多需

具有相當之必要設備及熟練之技術，故以出質人具有實施權能之制度

應較質權人具有實施權能之制度符合一般期待，爰予明文規定
218
。 

依日本特許法第 96 條規定：「以專利權、專用實施權或通常實施

權為標的設定質權者，得對專利權、專用實施權或通常實施權之對價，

或因實施專利發明而專利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得收取之金錢或物行使

權利。但應在金錢給付或物交付前予以查封。」本條是質物物上代位

權的規定。所謂「因實施專利發明而專利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得收取

之金錢」不限於權利金，也包括損害賠償請求權。所謂「金錢或物」，

非謂就該金錢或物自體上行使質權，而是就該金錢或物之請求權行使

質權。按日本民法第 304 條規定：「先取特權人，對於債務人因該標的

                                                       
216  特許庁編，「工業所有権法逐条解說」，頁 222‐224，社團法人発明協会，2001 年 8 月第 16 版。 
217  日本民法第 369 条規定：「抵当権者は、債務者又は第三者が占有を移転しないで債務の担保に

供した不動産について、他の債権者に先立って自己の債権の弁済を受ける権利を有する。」 
218  特許庁編，「工業所有権法逐条解說」，頁 252‐253，社團法人発明協会，2001 年 8 月第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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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出賣、出租、滅失或毀損，所得收取之金錢或物，得行使權利。

但先取特權人應在該金錢給付或物交付前予以查封。」本條依同法第

350 條規定雖為質權所準用，惟與專利權等為標的所設定質權之情形仍

有幾分不同，故特許法為民法之特別規定。本條規定應在金錢給付或

物交付前予以查封，原因為如在其已成為債務人財產之一部後仍承認

質權人之優先權，有損害其他債權人之虞。不過，當有其他債權人存

在時，其他債權人得否代位債務人對該金錢或物行使代位請求權，或

只限於質權人得對該金錢或物之請求權行使權利，學說有不同看法
219
。 

另應注意者，依日本特許法第 98 條規定，以專用實施權為標的所

為質權之設定、移轉(包括繼承在內之概括繼受除外)、變更、消滅(因

混同或擔保債權消滅者除外)或處分之限制，非經登錄，不生效力；包

括繼承在內之概括繼受，則應儘速通知特許廳長官。專用實施權人就

同一專用實施權設定數個質權時，依民法第 362 條第 2 項準用同法第

355 條動產質權之規定，質權之順序依設定之先後決定。至於以通常實

施權所為質權之設定、移轉、變更、消滅或處分之限制，則非經登錄，

不得對抗第三人(日本特許法第 99 條第 3項)。 

第四項  中國大陸 

按 1995 年 10 月 1 日起施行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 75 條規

定：「下列權利可以質押：（一）匯票、支票、本票、債券、存款單、

倉單、提單；（二）依法可以轉讓的股份、股票；（三）依法可以轉讓

的商標專用權，專利權、著作權中的財產權；（四）依法可以質押的其

他權利。」次按同法第 79 條規定：「以依法可以轉讓的商標專用權，

專利權、著作權中的財產權出質的，出質人與質權人應當訂立書面合

同，並向其管理部門辦理出質登記。質押合同自登記之日起生效。」

得作為質物之「專利權中的財產權」，即因取得專利權而產生的具有經

                                                       
219  特許庁編，「工業所有権法逐条解說」，頁 253‐254，社團法人発明協会，2001 年 8 月第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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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內容的權利，係指獨占權和由此派生的許可權、轉讓權、標記權等
220
。

關於實施許可的轉讓，專利法並未明定，可見實施許可並非絕對不能

轉讓的財產權
221
，惟可轉讓之專利實施許可係屬於第 3款「專利權中的

財產權」，或是第 4 款「依法可以質押的其他權利」，並不明確。由於

1996 年 10 月 1 的施行之專利權質押合同登記管理暫行辦法，並未規定

專利實施許可同合之質押登記，故實務上似無辦理登記之管道。如認

其屬於「依法可以質押的其他權利」，依擔保法第 81 條準用同法第 64

條規定，出質人和質權人應當以書面形式訂立質押合同，質押合同自

質物移交於質權人占有時生效，惟專利實施許可合同備案管理辦法並

無實施許可設質備案之相關規定。 

另依擔保法第 80 條規定：「本法第 79 條規定的權利出質後，出質

人不得轉讓或者許可他人使用，但經出質人與質權人協商同意的可以

轉讓或者許可他人使用。出質人所得的轉讓費、許可費應當向質權人

提前清償所擔保的債權或者向與質權人約定的第三人提存。」如認專

利實施許可屬於第 3 款「專利權中的財產權」，當有該條之適用。 

第五項  我國 

按專利法第 76 條第 6 項規定：「特許實施權，應與特許實施有關

之營業一併轉讓、信託、繼承、授權或設定質權。」明示特許實施權

得為設定質權之標的，惟專利法對於意定之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得

否設定質權，並無明文，自應適用民法之一般規定。依民法第 900 條

規定：「稱權利質權者，謂以可讓與之債權或其他權利為標的物之質

權。」故權利質權之標的物必須為可讓與，且與質權性質無違之財產

權，至於何種權利不能設定質權，具體可分為：1、性質上不得讓與之

                                                       
220  中國國家知識產權局，「如何辦理專利權質押合同登記」。

http://www.sipo.gov.cn/sipo/zlgl/bszn/200110/t20011030_66880.htm(2010/07/01 最後到訪) 
221  論文網在線，「現行專利權質押制度中的不足與批判」。

http://www.lunwenwang.com/Freepaper/Legalpaper/Civillawpaper/200608/Freepaper_14902.html(201
0/07/01 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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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2、依法律規定不得讓與之債權或權利；3、法律禁止扣押之債

權；4、依當事人特約不得讓與之債權；5、法律禁止設質之權利；6、

將來債權；7、將來發生之變動多數債權
222
。具有讓與性之專屬授權，

當然可為權利質權之標的。 

專屬被授權人將其專屬實施權設定質權者，依民法第 902 條規定，

應依權利讓與之規定為之，授權之讓與既應向專利專責機關辦理登記

始對第三人發生對抗效力，解釋上，授權設定質權未向專利專責機關

登記者，不得對抗第三人，惟現行專利專責機關並未受理授權設質之

登記。另依民法第 901 條準用第 888 條第 2項規定：「質權人非經出質

人之同意，不得使用或出租其質物。但為保存其物之必要而使用者，

不在此限。」故質權人非經出質人之同意，應不得實施專利發明。 

此外，我國實務上亦承認讓與擔保之型態。如最高法院 70 年台上

字第 104 號判例謂：「債務人為擔保其債務，將擔保物所有權移轉與債

權人，而使債權人在不超過擔保之目的範圍內，取得擔保物所有權者，

為信託的讓與擔保，債務人如不依約清償債務，債權人得將擔保物變

賣或估價，而就該價金受清償。」最高法院 74 年台上字第 2307 號判

決謂：「信託的讓與擔保，在對外關係，受讓人就供擔保之物雖已取得

完全之所有權，但在內部關係，對於讓與人，仍僅得以擔保權人之資

格，在擔保之目的範圍內行使其權利。以故，依擔保權之內容而言，

讓與人之占有供擔保之物，在受讓人方面，尚不得主張其為無權占有。」

最高法院 80 年台上字第 1813 號判決謂：「信託的讓與擔保，乃屬權利

移轉型之擔保物權，即債務人為擔保其債務之清償，將擔保物所有權

移轉登記於債權人，而使債權人在不超過擔保之目的範圍內，取得擔

保物之所有權，債務人如不依約清償債務時，債權人得依約定方法取

償，無約定時亦得逕將擔保物變賣或估價，而就該價金受清償。」專

屬被授權人如將其專屬實施權移轉予債權人供擔保者，債權人雖為法

                                                       
222  謝在全，「民法物權(下)」，頁 280‐283，新學林，2007 年 6 月修訂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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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上之專屬被授權人，但原專屬被授權人仍得本於讓與擔保契約之內

容，實施專利發明，如原專屬被授權人屆期未清償債務時，債權人得

得依約定方法取償，無約定時亦得逕將專屬實施權變賣或估價，而就

該價金受清償。 

第六項  小結 

綜上所述，除了美國統一商法典第 9 條將智慧財產權授權之可讓

與性與可擔保性進行切割外，大多數國家對於專屬授權可否設定擔

保，與專屬授權之可讓與性有密切牽連關係。在讓與擔保方面，由於

本論文肯定專屬授權之讓與性，自不成問題。至於設定質權方面，本

論文認為專屬授權類似於在土地上設定地上權，依民法第 882 條規定：

「地上權、永佃權及典權，均得為抵押權之標的物。」因地上權之讓

與，須受特約或習慣之限制，舉重以明輕，地上權之抵押亦應同受其

限制。99 年 1 月 5日立法院三讀通過之民法第 838 條第 1 項規定：「地

上權人得將其權利讓與他人或設定抵押權，但契約另有約定或另有習

慣者，不在此限。」即明斯旨
223
。類推適用上開法理，除契約另有約定

或另有習慣者外，專屬被授權人應得將其專屬實施權設定質權。 

 
223  謝在全，「民法物權(中)」，頁 88，新學林，2007 年 6 月修訂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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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訂定專利授權契約時，一個重要且極具爭議性之議題是被授權

人對於侵害專利權之人是否具有訴權。對專利權人而言，其希望儘可

能地保留更多的控制權；就被授權人而言，因其必須投入相當投資始

能實現授權利益，且必須依約支付權利金或甚至負擔專利年費，當然

希望有權排除第三人非法實施專利
224
。對於被授權人最壞之情況，莫過

於一方面須支付專利權人權利金，一方面又須面臨侵權人之競爭，故

一旦侵權訴訟被告提出專利權無效之抗辯時，在某些情形下，專屬被

授權人可能樂見專利無效之判決，因其至少可免再支付權利金。對於

消極之專利權人而言，則寧可安穩地坐收權利金，而不願被授權人大

肆興訟，致增加專利無效之風險及捲入訴訟紛爭。因此，專利侵權訴

訟權能，究應由專利權人或被授權人行使及如何行使，背後涉及專利

權人和被授權人之利益衡平之課題。本章將深入探討各國專利法制或

實務對於專屬被授權人行使訴權之相關規範。 

第一節   美國 

第一項  非專屬被授權人之訴訟適格 

在 Western Elec. Co. v. Pacent Reproducer Corp., 42 F.2d 116 

(2d Cir. 1930)一案中，聯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認為，非專屬授權僅

是使被授權人取得一種免於遭專利權人提起侵權訴訟之特權。非專屬

被授權人對於專利之獨占權不具有財產上利益，與專利權人間也沒有

排除他人實施該專利之契約存在，故專利權人得自由授權他人實施或

容忍他人之侵權行為，在這二種情況下，都不侵害被授權人之權利，

他人實施該專利之行為或許會造成被授權人金錢上之損失，但此並非

法律上之損害。非專屬授權之於專利權好比對於某土地具有非專屬之

                                                       
224 Focus on Europe: can patent licensees bring infringement actions? (IP/IT newsletter, Feb 2009) 
http://www.ashurst.com/publication‐item.aspx?id_Content=4280(2010/07/01 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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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行權利，他人侵害該專利權就好比有人未經許可通過該土地，對於

非專屬通行權人之權利並無損害可言。因此，非專屬被授權人很明顯

地不能單獨提起專利侵權訴訟，也不能與專利權人共同起訴。 

在 A.L. Smith Iron Co. v. Dickson, 141 F.2d 3 (2d Cir.1944) 

一案中，著名的 Learned Hand 法官闡明為何不賦予非專屬被授權人提

起專利侵權訴訟之政策理由：「單純之被授權人對於專利侵權訴訟的確

具有利害關係，因如其可制止對手之競爭，授權之價值可能比他同意

支付的權利金更高。否定被授權人可以起訴之理由不在於其無利益存

在，而是相對於他的利益，還有侵權人不受專利權人以外之人重複起

訴之利益，以及專利權人自由選擇法庭地之利益。……專利權人可能

向許多人授權，如果強迫他必須順從所有被授權人的意願，對專利權

人實在太過嚴苛。這二種利益之總合超過非專屬被授權人的利益。」 

在Ortho Pharm. Corp v. Genetic Inst., Inc., 52 F.3d 1026 (Fed. 

Cir. 1995)一案中，聯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為，非專屬被授權人不因專

利侵權行為而受有法律上損害，經濟上損害不能使其取得在專利法上

之訴訟適格，故其不得以自己名義單獨起訴，也不得與專利權人共同

起訴。在Textile Prods., Inc v. Mead Corp., 134 F 3d 1481,1485 

(Fed Cir.1998)一案中，聯邦巡迴上訴法院更指出，即使專利權人有

意地授予非專屬被授權人提起侵權訴訟之權利，亦無法賦予非專屬被

授權人訴訟適格
225
。 

然而，法院承認在特殊情形下，獨家之非專屬被授權人得與專利

權人共同起訴。例如在 Kalman v. Berlyn Corp., 914 F.2d 1473 (Fed. 

Cir.1990)一案中，專利權人 Kalman 是一種熱溶液過濾裝置之專利權

人，與其兄弟 John 共同成立 PDL 公司獨家從事該專利產品之製造，且

擔任該公司僅有之二位股東和董事，聯邦地方法院拒絕 PDL 公司加入

                                                       
atent, 225 Robert A. Matthews, Jr., Legal nuances when a patent‐holding company seeks to enforce a U.S. p

IDEA: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Review, 49 IDEA 549, footnote 1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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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man 提起之專利侵權訴訟。聯邦巡迴上訴法院則指出，非專屬被授

權人不具有提起專利侵權訴訟之適格是確定之法則，注意本院在本案

中無意賦予任何被授權人均具有提起侵權訴訟之適格是重要的，然而

如果一個獨家被授權人，已證明在一個只有二家供給者的市場中，直

接受到侵權行為的侵害，而且獨家被授權人和專利權人間具有如此明

顯之關連時，該獨家被授權人應被承認是具有利害關係之實質當事

人。允許 PDL 公司作為共同原告，不只是基於衡平原則，也符合國會

於專利法第 284 條所託付的任務，即在專利訴訟中，法院應該給予權

利人足以填補其因侵權行為所受損害之賠償。 

第二項  專屬被授權人之訴訟適格 

按美國專利法第 281 條規定：「專利權人對侵害其專利權者得提起

民事訴訟。」依據聯邦法院判決建立之法則，所謂「專利權人」，指專

利權人、專利權之繼承人及受讓人，亦即只有對於專利權擁有法律上

所有權(legal title)之人，始具有提起侵權訴訟之適格(standing)，

惟法院例外承認專屬被授權人於被授權範圍內，不論專利權人同意與

否，均有權參與專利權人提起之專利侵權訴訟，若專利權人已移轉其

專利之全部實質權利(all substantial rights to the patent)予專

屬被授權人時，法院更將專屬授權視為實質之專利權讓與，而許專屬

被授權人以專利受讓人地位獨立提起侵權訴訟。以下將分別介紹專屬

授權之被授權人是否具有獨立訴訟適格之相關案例。 

在 Waterman v. Mackenzie,138 U.S. 252 (U.S. 1891)一案中，

專利權人與原告 Waterman 訂定專屬授權契約，將其「改良自來水筆桿」

專利專屬授權原告在美國境內製造及販賣之權利。美國最高法院認

為，判斷專利權利或利益之移轉究竟是授權或讓與，並非視契約之名

義，而係視契約之法律效果而定。當專利權人以書面將其權利移轉或

授予他人，且符合下列情形之一時，即屬於讓與：1、專利權全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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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全美國境內之製造、使用及販賣該專利發明之專屬權；2、專利專屬

權不可分割之一部或比例；3、美國境內特定區域之專利專屬權。在第

一種及第三種情形，受讓人得以自己名義獨立起訴；在第二種情形，

受讓人得和讓與人共同起訴。如果不符合上述情形之一，被授權人並

未取得專利所有權，除了有避免極端司法不正義(absolute failure of 

justice)之必要外，例如專利權人即是侵權人而無法控告自己之情

形，否則專屬被授權人必須透過專利權人或以專利權人名義起訴，或

者為保護全體當事人利益之必要，專屬被授權人得與專利權人共同起

訴。當專利權人移轉之權利包括「在特定區域內從事製造、使用及販

賣二種專利機器之專屬權」時，即該當於讓與，受讓人具有以自己名

義獨立提起專利侵權訴訟的適格，惟如專利權人所移轉之權利欠缺在

特定區域內「製造」、「販賣」或「使用」之任何一種專屬權，就只是

授權。本案專利權人僅授予原告 Waterman 在美國境內從事「製造」及

「販賣」之專屬權，而不包括「使用」之專屬權，故原告只能以專屬

被授權人之身分與專利權人共同起訴，而不能以自己名義單獨起訴。 

在 Independent Wireless v. Radio Corp.269 U.S. 459 (U.S. 1926)

一案中，De Forest 具有一種「增強通信電波裝置」之專利權，原告

Radio 透過一系列授權交換合約，輾轉取得在美國境內製造及販賣一種

專供船舶和陸地聯絡用之商用付費無線專利設備之專屬授權。被告

Independent Wireless 購買一種限於業餘和實驗用途的相同通信設

備，但卻作為船舶和陸地聯絡之商業用途，因此 Radio 起訴請求禁制

令及損害賠償。惟身為專利權人之De Forest卻拒絕共同起訴，故Radio

在違反 De Forest 之意願下，將 De Forest 併列為共同原告，被告抗

辯專利權人並未同意原告以其名義提起本件訴訟，而請求駁回原告之

訴。美國最高法院認為，本件原告若不能將專利權人併列為原告，本

訴訟即非屬聯邦法院管轄之專利訴訟事件，而僅是被授權人基於契約

權利受他人侵害而提起之侵權訴訟，除非訴訟事件之當事人分屬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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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之居民，否則聯邦法院將欠缺訴訟管轄權。允許原告將專利權人併

列為當事人，不僅是為了滿足專利訴訟事件法定管轄權之需求，也使

被告可在一個訴訟中防禦對其行為之所有指控及防止後續可能發生之

訴訟。蓋專利權人授予他人製造、使用或販賣之專屬權利，而其不構

成法律上之讓與時，專利權人顯然是以受託人之地位為該被授權人之

利益持有該專利權。專利權人在其專屬授權之範圍內，必須應專屬被

授權人之請求允許其使用專利權人之名義起訴，俾利被授權人得以請

求其專屬權利受侵害之損害賠償及禁止他人之侵權行為。縱使未在專

屬授權契約中明示專利權人負有此義務，專利權人也應該負有此默示

義務，因其係滿足專屬被授權人依授權契約享有之專屬權利所不可或

缺者。專屬被授權人提起訴訟之結果或許將造成專利權人之不便或造

成專利被認定無效之窘況，這也是專利權人訂定授權契約所無可避免

之後果。假使專利權人之立場與專屬被授權人相反或是不在受訴法院

之管轄範圍，而別無其他方式可給予專屬被授權人司法救濟時，專屬

被授權人在事先徵詢專利權人意願後，得不經專利權人同意，逕將專

利權人列為共同原告。若專利權人不參與訴訟，因其已知悉該訴訟且

有參加義務，並有防禦權利之充分機會，將受該判決之既判力所及，

同時也確保被告不會有雙重被訴之風險。 

在 Vaupel Textilmaschinen Kg v. Meccanica Euro Italia Spa. 

944 F.2d 870 (Fed .Cir.1991)一案中，聯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判

斷專屬授權契約之性質屬於授權或讓與，必須視專利權人是否已移轉

「專利之全部實質權利」予被授權人，及相關情況是否顯示當事人具

有此項意圖。此時不僅需判斷被授權人取得那些權利，亦需檢視專利

權人保留何種權利。本案 Vaupel 生產之紡織機使用到專利權人第

3961650 號專利，專利權人專屬授權 Vaupel 在美國境內及屬地製造、

委託製造、使用、販賣、出租、和維護該紡織機之權利，並授予 Vaupel

控告侵權行為之權利，且於取得專利權人同意後得為再授權。專利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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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則保留再授權之否決權、在外國申請專利之權利、於 Vaupel 破產或

停止生產時收回授權，及對於 Vaupel 所取得侵權行為損害賠償額享有

一定比例之分配權。本案專利權人已移轉全部實質權利予 Vaupel，且

明確賦予 Vaupel 提起侵權訴訟之獨家權利，而無使被告負擔雙重義務

之實質風險，故 Vaupel 具有獨立提起侵權訴訟之適格。 

在 Textile Prods. v. Mead Corp., 525 U.S. 826 (U.S. 1998)

一案中，Mead 享有一種「襪狀金屬線穿線控制器」之專利權，與 Textile

簽訂一項獨家採購契約，約定 Textile 應百分之百滿足 Mead 對系爭專

利物品之需求，Textile 是 Mead 唯一的供應商，Mead 是 Textile 唯一

的購買者，Mead 購買後則將全部產品轉賣給 Ford 汽車公司。嗣 Mead

違反契約私洽 Fiber 購買系爭專利物品，Textile 主張其為系爭專利物

品之專屬被授權製造人，爰起訴控告 Mead 違約，並控告 Mead 和 Fiber

侵害系爭專利權。地方法院和聯邦巡迴上訴法院審理後認為 Textile

不是專屬被授權人，因為 Mead 並未承諾除了 Textile 外之其他人都不

得實施系爭專利發明，Mead 仍保留授權他人製造系爭控制器作為自用

或販賣給他人之權利，故駁回 Textile 以專屬被授權人地位提起之專

利侵權訴訟。最高法院則核准了 Textile 之調卷審查令聲請，指出專

利權之專屬權利可被分割成不同使用範疇(field of use)，只在一個

有限制之使用範疇內具有專屬製造和使用權之被授權人，也應該具有

提起侵權訴訟之適格。地方法院和聯邦巡迴上訴法院既已認定 Textile

具有製造系爭專利物品以供應 Mead 轉售給 Ford 汽車公司之專屬權

利，Textile 即具有以專屬被授權人地位提起專利侵權訴訟之資格，爰

撤銷原審法院之判決。 

在Mentor H/S, Inc v. Medical Device Alliance, Inc., 240 F.3d 

1016 (Fed. Cir. 2001))一案中，專利權人Sonique將其專利權專屬授

權予Mentor，但保留在販賣予Mentor之目的下，有權研發及製造專利

物品，得監督及控制Mentor之產品研發，負擔繳納專利年費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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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負擔控告侵權人之優先義務，Mentor僅得在Sonique不起訴時始有

起訴權。聯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專屬被授權人Mentor並未取得專利之

全部實質權利，不具獨立起訴之資格，而必須加入專利權人共同起訴

226
。聯邦巡迴上訴法院表示，沒有取得專利全部實質權利之專屬被授權

人應與專利權人共同起訴，是源自於法律已明定何人始具有提起專利

侵權訴訟之適格，此為法院之職權管轄事項，不因被告在地方法院未

為爭執，上訴法院就不得過問。一般而言，起訴之原告如不具有訴訟

適格，應不受理其訴訟。雖然聯邦民事訴訟規則允許法院在正當條件

之下，可在訴訟任何階段追加或減少當事人，但於上訴程序始補正司

法管轄的瑕疵只有在非常罕見的情況下是適當的。 

在 Aspex Eyewear, Inc.v. Miracle Optics, Inc. 434 F.3d 1336 

(Fed. Cir. 2006)一案中，Contour 是第 747 號「輔助眼鏡片組」專

利權之所有人，專利權期間至 2017 年為止，其與 Chic 於 2001 年 3

月 20 日簽訂專屬授權契約，授予 Chic 的權利包括：(1)在美國境內

製造、使用和販賣該專利所涵蓋產品之專屬權利；(2)具有對第三人

提起侵權訴訟的優先權及保有因此所得之損害賠償；(3)得不受妨礙

地將其所有的權利再授權第三人。Contour 保留的權利為若 Chic 在收

到侵權通知後 30 日內不起訴，Contour 得對第三人提起侵權訴訟，及

對 Chic 因侵權訴訟所獲得之賠償金，得分擔一半之訴訟費用以換取

同等比例賠償金之選擇權。該專屬授權契約有效期間至 2003 年 3 月 6

日止，惟 Chic 享有最晚展延至 2006 年 3 月 16 日之選擇權。嗣 Chic

將其所有之權利再授權予 Aspex，惟在簽妥書面契約之前，Contour

和 Aspex 即共同起訴控告 Miracle 侵害系爭專利。下級審加州中區聯

邦地方法院認為，Contour 已移轉其全部實質專利所有權利益予

Chic，明確的契約期限並不致使該契約被認定為授權而非讓與，因此

                                                       
226 Bruce M. Wexler, United States: When does a licensee have standing to sue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2002/05/10) http://www.mondaq.com/article.asp?articleid=16135(2010/07/01 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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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 Contour 已非專利權人，而欠缺起訴之適格。至於 Aspex 在起訴

時尚未與 Chic 簽訂書面契約，默示契約之存在不能使其取得實質受

讓人之地位，故判決 Contour 和 Aspex 均不具提起侵權訴訟之適格。

聯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專屬被授權人具有全部之專屬權、侵權行為

之訴訟權和再授權之權利，雖於判斷其是否等同專利權之讓與相當重

要，但如果專屬授權契約並非以債務不履行或破產等不確定事實作為

終止之條件，而係訂有特定期限，在期間屆滿後權利將回歸予專利權

人時，被授權人所取得者僅是一個不具全部實質權利之專屬授權，而

非屬於專利權之讓與。若允許被授權人在專屬授權期間內得單獨起

訴，專利權人可能於授權期滿後，再度對被告起訴，而使被告陷於重

複被訴之風險，在專利權人未參與之訴訟中，專利權亦可能被認定無

效或不得執行，而有損專利權人權益。由於 Chic 僅取得 5 年期之專

屬授權，故聯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其不屬於讓與，而撤銷原審法院之

判決。 

在 AsymmetRx, Inc. v. Biocare Medical, LLC, 582 F.3d 1314 

(Fed. Cir.2009)一案中，哈佛大學為 P63 抗體之專利權人及使用 P63

抗體檢測癌症之方法專利權人。2002 年 10 月，在專利申請案尚未核准

前，哈佛授權 Biocare 製造、使用及販賣簽訂 P63 抗體，但約定該授

權不包括任何美國或外國專利之授權。2004 年 6 月，在取得二項專利

權後，哈佛與 AsymmetRx 簽訂商業授權契約，授權 AsymmetRx 專屬使

用 P63 抗體之權利，授權範圍為偵測 P63 抗體之表現和突變作為臨床

和診斷用途之相關產品和服務之販賣。2007 年 6 月，AsymmetRx 主張

Biocare 販賣 P63 抗體之行為，侵犯了其在商業用診斷範圍內使用系爭

專利之專屬權利，爰獨立起訴控告 Biocare 侵害專利權，地方法院判

決 AsymmetRx 勝訴。聯邦巡迴上訴法院指出，AsymmetRx 是否不須與哈

佛共同起訴而能獨立起訴，是本案必須解決之先決問題，雖然兩造在

地方法院並未就此加以爭執，但上訴法院必須依職權調查，如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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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當事人適格和審判權，上訴法院應撤銷事實審法院之判決，或者

在罕見之情形下命令必要之當事人在上訴審加入訴訟。雖然哈佛移轉

了廣泛之權利予 AsymmetRx，但仍保留對系爭專利權之實質利益，包括

提起侵權訴訟之權利、為自己學術研究目的而製造及使用 P63 抗體之

權利及為學術研究目的而提供 P63 抗體予非營利或政府機構。此外，

在商業診斷使用部分，哈佛也保留很大的控制權，如要求 AsymmetRx

必須符合何種商業用途、服務可及性、FDA 的申請基準、限制只能在美

國製造、保留參與再授權和分享權利金。AsymmetRx 也被要求在哈佛之

建議下為再授權，假如這樣的建議不違反健全及合理之商業經營，且

能增加公眾對授權產品之可及性。授權契約也規定 AsymmetRx 應與哈

佛合作維護系爭專利權。授權契約賦予 AsymmetRx 提起侵權訴訟之優

先權，但也規定如果 AsymmetRx 不起訴，哈佛可以自己提起侵權訴訟。

即使 AsymmetRx 選擇提起侵權訴訟，契約也要求其有義務考量哈佛之

意見和公共利益，而且任何和解必須得到哈佛之同意。最後，哈佛對

於 AsymmetRx 提起之侵權訴訟，可選擇加入訴訟，並與 AsymmetRx 一

起控制訴訟之進行。綜觀上述哈佛所保留之權利，哈佛並未將系爭專

利之全部實質權利移轉予 AsymmetRx，故系爭授權不該當於專利權之讓

與，AsymmetRx 不能以專利權人之地位獨立起訴，而應與哈佛共同起

訴，如哈佛拒絕參加訴訟，則 AsymmetRx 得基於專屬被授權人之地位，

將哈佛列為非自願原告。另依聯邦民事訴訟規則(Federal Rule of 

Civil Procedure)第 19 條(a)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且得參加訴訟

之人，應參加訴訟：(1)如其不參加訴訟，不可能給予訴訟當事人完全

之救濟；(2)其對於訴訟標的具有利益，如其不參加訴訟之結果將損害

其保護利益之能力，或使訴訟當事人陷入雙重矛盾義務之實質風險。」

哈佛顯然就系爭專利保留利益，系爭訴訟可能會損害哈佛之利益，也

可能使 Biocare 陷入雙重訴訟之風險。Harvard 就同一發明授權兩造當

事人實施，尤其哈佛仍持續受領 Biocare 被控侵權部分之權利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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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之情況益顯複雜。為達到聯邦訴訟規則之政策目的，要求哈佛加

入系爭訴訟是最佳方法，故聯邦巡迴上訴法院撤銷地方法院之判決。 

不過，專屬被授權人原則上雖應與專利權人共同起訴，但對第一

審法院判決不服時，卻得以自己名義獨立上訴。在 Schwarz Pharma, Inc. 

v. Paddock Laboratories, Inc., 504 F.3d 1371 (Fed. Cir.2007)

一案中，原告 Schwarz 為一種「血管收縮素轉化酶抑制劑」專利權之

專屬被授權人，與專利權人 Warner 共同控告被告 Paddock 生產之學名

藥侵害該專利權，嗣 Schwarz 不服第一審法院認定被告不侵權之判決，

單獨提起上訴。聯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在專利權人已與專屬被授權

人共同起訴之情形，若嗣後專利權人未共同上訴，並不會使專屬被授

權人喪失提起上訴之訴訟適格。理由如下： 

(一)要求專利權人共同起訴之目的之一，是為了防止雙重訴訟，專利

權人對於原審判決不上訴之結果，即應受到原審判決之拘束。 

(二)要求專利權人與專屬被授權人共同起訴，是為了避免在專利權人

未參與訴訟之情形下，其專利權被認定為無效之風險。本案專利

權人已參加一審訴訟，並有防衛權利之機會。 

(三)專屬被授權人係訴訟當事人，訴訟當事人對於不利於己之判決，

應有權得單獨提起上訴。 

綜觀上述判決，美國法院判斷專屬被授權人是否具有獨立起訴之

適格，係依當事人之授權契約內容逐案判斷。如法院認定專屬被授權

人已取得專利權之全部實質權利，而等同專利權之讓與時，始許專屬

被授權人獨立起訴。因為專屬被授權人須與侵權第三人競爭，故通常

具有較強之訴訟動機，專利權人即使認為第三人並未侵權或有意和

解，專屬被授權人仍能強制將專利權人列為共同原告。因此，專利權

人如想避免被迫起訴之情形，宜於專屬授權契約明定就被授權人所提

之訴訟有和解之權利、保留訴訟之否決權或要求被授權人於起訴時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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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盡力維護專利權
227
。 

聯邦法院要求專利權人與專屬被授權人共同起訴之目的，無非在

於防止同一侵權事實有雙重訴訟及避免在專利權人未參加之訴訟中專

利權被認定無效，惟學說上有批評聯邦民事訴訟規則(Federal Rule of 

Civil Procedure)第 19 條規定已足以達成上述目的，且適用上更具效

率及彈性，例如在專屬授權範圍內發生之侵權行為、被告未爭執專利

有效性及專利權人未保留訴訟權之案件，實無必要強制專利權人一定

須共同起訴
228
。 

第二節  歐盟 

依據歐洲議會及歐盟理事會發布之 2004 年 4 月 29 日「有關執行

智慧財產權指令」(2004/48/EC)第 4 條規定：「各會員國應承認下列人

員有權利用本章之手段、程序和救濟：(a)依據準據法之規定，智慧財

產權之所有人；(b)準據法允許且依其規定，所有其他有權使用這些權

利之人，尤其是被授權人…。」有關專屬被授權人得否以自己名義對

侵權人提起訴訟，各歐盟會員國有不同之規定，其條件和限制也不盡

相同，因此在多國授權之情形，授權契約必須考量各國規定作相應之

調整，以下說明主要國家之規定。 

第一項  德國 

德國專利法第 139 條規定，受侵害人對於侵害專利權之人，得請

求禁止該行為；受侵害人對於因故意或過失為侵權行為之人，得請求

損害賠償
229
。在專屬授權之範圍內，實務上承認專屬被授權人得以自己

                                                       
227 Bruce M. Wexler, United States: When does a licensee have standing to sue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2002/05/10) http://www.mondaq.com/article.asp?articleid=16135(2010/07/01 最後到訪) 
228 Jeffrey Bashaw, FRCP 19: A preferable Alternative to traditional judicial rules for determining patent 
licensing standing, Shidler Journal of Law, Commerce & Technology, 4 Shidler J. L. Com. & Tech. 7, Fall, 
2007. 
229  德國專利法§139 (1) Any person who exploits an invention contrary to Sections 9 to 13 may be sued 

by the injured party to enjoin such use.(2) Any person who undertakes such action intentionally or 
negligently shall be liable for compensation to the injured party for the damage suffered therefrom. If 
the infringer is charged with only slight negligence, the Court may fix, in lieu of compensation,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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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義對侵權之第三人行使授權標的專利權之權利，包括請求禁止侵害

或損害賠償，除契約另有約定外，也可對侵害專屬實施權之專利權人

提起侵權訴訟
230
。在無特別約定之情形，被授權人並負有防衛專利權之

默示義務
231
。至於非專屬授權不是一種無體財產權，授權人和被授權人

間僅發生債之關係，因此非專屬被授權人對侵權第三人不具侵害除去

或妨止請求權，亦無損害賠償請求權
232
。 

第二項  英國 

英國專利法第 67 條規定，專利專屬被授權人對於取得授權後之專

利侵權行為，有如同專利權人得提起訴訟之權利，但必須將專利權人

一同作為原告或被告
233
。至於非專屬被授權人，則欠缺法律適格，即使

授權契約中賦予提起訴訟之權利，也不得起訴
234
。但依專利法第 46 條

規定經由公開授權方式取得授權之非專屬被授權人，經要求專利權人

起訴而專利權人於 2 個月內不起訴時，被授權人得以自己名義如同專

利權人起訴，並將專利權人併列為被告
235
。 

                                                                                                                                                               

, 
0, 

994. 
專利法§67.‐(1)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the holder of an exclusive licence under 

 

 

e 

nt actions? (IP/IT newsletter, Feb 2009) 

授權，透過此

indemnity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damage to the injured party and the profit which has accrued to the 
infringer. 
230 Jochen Pagenberg & Bernhard Geissler, License agreements, P.85, Köln. Berlin.Bonn. München, 3rd Ed
March 1991. Wilfried Stockmair, The protection of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designs in Germany, P.12
VCH, 1994. 
231 Jochen Pagenberg & Bernhard Geissler, License agreements, P.169, Köln. Berlin.Bonn. München, 3rd 
Ed, March 1991. 
232 Wilfried Stockmair, The protection of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designs in Germany, P.119, VCH, 1
233  英國

a patent shall have the same right as the proprietor of the patent to bring proceedings in respect of any 
infringement of the patent committed after the date of the licence; and references to the proprietor of 
the patent in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relating to infringement shall be construed accordingly. (2) In 
awarding damages or granting any other relief in any such proceedings the court or the comptroller sha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any loss suffered or likely to be suffered by the exclusive licensee as such as a 
result of the infringement, or, as the case may be, the profits derived from the infringement, so far as it
constitutes an 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s of the exclusive licensee as such. (3) In any proceedings taken 
by an exclusive licensee by virtue of this section the proprietor of the patent shall be made a party to th
proceedings, but if made a defendant or defender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costs or expenses unless he 
enters an appearance and takes part in the proceedings. 
234 Focus on Europe: can patent licensees bring infringeme
http://www.ashurst.com/publication‐item.aspx?id_Content=4280(2010/07/01 最後到訪) 
235  依英國專利法第 46 條規定，專利權人得向專利局申請登記，表示願公開對任何人

種方式取得之授權限於非專屬授權，當事人對授權金有爭議時，由專利局長決定。專利權人提出公

開授權之申請可減少一半年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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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法國 

法國智慧財產法第L615-2 條規定，侵權訴訟應由專利權人提起，

除契約另有約定外，專屬被授權人經通知專利權人後，如專利權人不

為訴訟，亦得提起訴訟；專利權人有權參加專屬被授權人提起之訴訟。

經由公開授權方式取得授權之人
236
、強制被授權人

237
及智慧財產主管機

關依職權核定授權之人
238
，經正式通知專利權人而專利權人不為起訴

者，亦得提起訴訟。任何被授權人均有權參加專利權人提起之訴訟以

請求賠償所受之損害
239
。 

第四項  瑞典 

瑞典專利法第 57a條規定，法院得依專利權人或被授權人之請求，

命令侵害專利權之人繼續停止侵害行為，並處予罰金
240
。 

第五項  西班牙 

西班牙專利法第 124 條規定，除契約另有約定外，專屬被授權人

得以自己名義向侵害其權利之人，行使專利法賦予專利權人之任何訴

                                                       

e 

236  依法國智財法第L613‐10 條規定，專利權人得向專利局提出申請，表示願公開對任何人授權，透

過此種方式取得之授權限於非專屬授權，當事人對授權金有爭議時，由一審法院決定。專利權人提

出公開授權之申請可減少年費。 
237  依法國智財法第L613‐11 條規定，專利權人取得專利後一定期間不實施或不充分實施，或停止實

施一定期間時，任何人可以向一審法院請求強制授權。依法國智財法第L613‐15 條規定，對既有專

利作出具有重要技術改良和經濟價值之再發明專利權人，得請求第一審法院授予強制授權。 
238  依法國專利法第L613‐17 及L613‐19 規定，智慧財產主管機關得應公共衛生主管機關及國防主管

機關之要求，依職權授予授權，對補償金有爭議時，由一審法院核定。 
239 Article L615‐2:ⅠInfringement proceedings shall be instituted by the owner of the patent. However, 

the beneficiary of an exclusive right of working may, except as otherwise stipulated in the licensing 
contract, institute infringement proceedings if, after notice, the owner of the patent does not institute 
such proceedings.ⅡThe patentee shall be entitled to take part in the infringement proceedings 

instituted by the licensee under the foregoing paragraph.  ⅢThe holder of a license of right, a 

compulsory license or an ex officio license as referred to in Articles L613‐10, L613‐11, L613‐15, L613‐17 
and L613‐19, may institute infringement proceedings if, after a formal notice, the owner of the patent 
does not institute such proceedings.  ⅣAny licensee shall be entitled to take part in the infringement 

proceedings instituted by the patentee in order to obtain compensation for an injury he has personally 
sustained. 
240 Section 57a：The Court may, if petitioned by the patentee or a person who is entitled by license to us

the invention, forbid the person who is infringing the patent from continuing the infringement on 
penalty of a 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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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權利；非專屬被授權人不得行使此項權利，但如其存證通知專利權

人起訴，而專利權人拒絕起訴或逾 3 個月仍未起訴時，非專屬被授權

人得以自己名義起訴，在 3 個月期間屆滿前，非專屬被授權人為避免

重大損害，得請求法院為暫時處分。上開被授權人提起之訴訟，應通

知專利權人參加訴訟
241
。 

第六項  歐盟專利法院條約草案 

效性之訴訟必須在專利權登

公開之歐盟專利法院條約草案(Draft Agreement 

                                                      

依歐盟之訴訟相關規定，有關專利有

記國之法院起訴，至於專利侵權之訴訟，則必須在被告住所地國法院

或是損害發生地國法院起訴。因權利人必須向其專利權生效之不同會

員國起訴之結果，不僅無法達成真正單一市場之目標，且造成專利訴

訟之法律不確定性、增加成本及阻礙產業界（尤其是中小企業）利用

訴訟制度。為提供專利權人一個處理專利糾紛更具可預見性、更快速

及更節省之管道，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 2009 年 3 月

20 日向歐盟部長理事會(European Council)提出建議書，請求授予執

委會談判權，以建立「單一專利訴訟制度」（Unified Patent Litigation 

System, UPLS
242
）。 

2008 年 11 月 4 日

 
241 124.‐  ⅠUnless otherwise agreed, the holder of an exclusive license may, in his own name, exercise 

any action recognized in the present Law that may be exercised by the owner of a patent in respect of 
third parties who infringe his rights; however, the holder of a non‐exclusive license may not exercise such 
actions.  ⅡA licensee who,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is not entitled to 

bring an action for infringement of a patent may notarially request the owner of the patent to 
commence the relevant legal action. Where the owner refuses to do so or does not bring the 
appropriate action within a period of three months, the licensee may do so in his own name, annexing 
the request made. Prior to expiration of the aforementioned period, the licensee, submitting the request 
referred to above, may request a judge to adopt preventive measures when they are justified in order to 
avoid serious damage.  Ⅲ  A licensee who brings an a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s shall inform the owner of the patent accordingly so that he may appear and take 
part in the hearing. 
242  「單一專利訴訟制度」是建立「共同體專利制度」（Community Patent）之配套措施，將與共同

體專利規則草案(Proposal for a Council Regulation on the Community Patent)同步推動，涵蓋對象包含

歐盟、歐盟會員國及其他EPC會員國。UPLS架構下之法院包括分散式的各地區一審法院、單一的上

訴法院及負責統一解釋和適用共同體法之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管轄範圍包含現

存的歐洲專利及未來的共同體專利，並對於專利撤銷訴訟和侵權訴訟具有專屬管轄權及適用統一的

訴訟程序，其判決之效力及於該專利權所及之全部地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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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基於補充地位。 

者應共同

三、非專屬被授權人原則上不得起訴，但如契約明白允許且先通知專

四、 權人不

，且被控侵權

人如

                                                      

the European Union Patent Court)第 27 條規定
243
，顯然是融合各

國規定下之產物，茲說明其要點如下： 

一、以契約自由為最高指導原則，法律僅

二、專屬被授權人於起訴前應先通知專利權人，但不強制兩

起訴。 

利權人後，例外許其起訴，但不強制兩者應共同起訴。 

專利權人有自由參加被授權人所提訴訟之權利。但如專利

參加訴訟，除非有意抗辯專利權有效性之人向專利權人起訴，否

則訴訟當事人不能就專利權之有效性進行辯論。 

上開草案充分考量專利權人和專屬被授權人之利益

有意抗辯專利權之有效性，亦可主動控告專利權人，在三方利益

之平衡上，可謂煞費苦心。若謂該草案有何不完美之處，大概就是不

強制專利權人和被授權人共同訴訟之結果，究竟如何避免被控侵權人

雙重應訴和訴訟矛盾之問題，仍有待觀察。 

 

 
243依Article 27 Parties 

(1) Any natural or legal person, or any body equivalent to a legal person entitled to initiate proceeding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law of the Contracting Party concerned, shall have access to the Court 
in order to initiate actions, to defend itself against actions, or to seek application of the procedures and 
remedies provided for in this Agreement and in the Rules of Procedure. 
(2) The holder of an exclusive licence in respect of a patent shall be entitled to initiate proceedings 
before the Court in the same way as the proprietor of a patent, provided that the proprietor is given 
prior notice, unless the licensing agreement provides otherwise. 
(3) The holder of a non‐exclusive licence shall not be entitled to initiate proceedings before the Court, 
unless the patent proprietor is given prior notice and in so fa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the licence 
agreement. 
(4) In proceedings initiated by any licence holder, the patent proprietor shall be entitled to join them as a 
party. 
(5)The validity of a patent cannot be contested in infringement proceedings initiated by the holder of a 
licence where the proprietor of the patent does not take part in the proceedings. The party in 
infringement proceedings wanting to contest the validity of a patent shall have to initiate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proprietor. 
  (6) Any other natural or legal person, or any body equivalent to a legal person entitled to initiate 
proceeding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law of the Contracting Party concerned, who is directly 
and individually concerned by a patent, may initiate proceeding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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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主要會員國對於授權人之訴訟權規定比較表 

     授權種
專屬被授權人 非專屬被授權人 

類 

國別 

有 

英國 ※專利權人必須一同作 無 

為原告或作為被告。 

德國 無 有 

有 在一定條件下，得起訴 

法國 

※須通知專利權人而專

※契約得另為約定。 

※一般被授權人，僅得參加專利權人

※由公開授權方式取得授權之人、強利權人不起訴，始得

起訴。 

提起之訴訟，不能獨立起訴。 

制被授權人及智財主管機關依職權

核定授權之人，如正式通知專利權

人而專利權人不起訴，得自行起訴。

瑞典 有 有 

有 在一定條件下，得起訴 

西班牙 
※契約得另為約定。 

※須存證通知專利權人起訴，而專利

※應通知專利權人參加訴訟。 

※應通知專利權人參加

訴訟。 

權人拒絕起訴或逾 3 個月仍未起訴

時，始得起訴，並應通知專利權人

參加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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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 

日本民法第 709 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的權利或法律上

保護之利益者，對於因此所致損害，應負賠償責任。」此為專利權人

或專用實施權人於專利權或專用實施權受侵害時，主張損害賠償之請

求權基礎。依上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時，原告須舉證故意過失、損害

的發生、侵害行為、侵害行為與損害之因果關係等。為了緩和權利人

舉證之負擔，特許法第 103 條訂有過失推定之規定，另於第 102 條規

定 3 種損害額之推定方式，分別為：1、在專利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之

實施能力範圍內，依侵權人之販賣數量乘以專利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

製品之單位利潤額(第 1 項)；2、以侵權人所得利益額推定為專利權人

或專用實施權人之損害額(第 2 項)及 3、以相當於專利權人或專用實施

權人實施發明可得之相當金額推定為專利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之損害

額，簡稱為權利金(實施料)相當額(第 3 項)
244
。 

又日本特許法第 100 條第 1項規定：「專利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對

於侵害其專利權或專用實施權之人或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停止或防

止其侵害。」故專用實施權人對侵害專用實施權之人享有損害賠償請

求權及侵害禁止請求權，並無疑義。茲值注意者，日本特許法將專用

實施權明定為受侵害之客體，故專用實施權人係本於專用實施權受侵

害為請求基礎，而非以專利權受侵害為請求基礎。惟當第三人於專用

實施權之範圍內侵害專利權時，必同時構成侵害專用實施權(除非經過

專用實施權人同意)，故理論上專用實施權與專利權雖可切割為不同之

侵害客體，但命運實休戚與共。 

專用實施權人雖得依第 102 條第 2 項規定，主張以侵權人所得利

益推定為自己所受損害，惟畢竟其僅為推定之損害額，如專用實施權

人就其實施利益之一定比例或數額需支付權利金予專利權人，而侵權

                                                       
244  奥村直樹，「専用実施権設定後の特許権者による差止請求権」，パテント，第 60 卷第 9 期，頁

17，200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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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時受到專利權人請求相當權利金之損害賠償時，侵權人得請求扣

除專用實施權人應支付專利權人之相當權利金數額。附帶說明者，特

許法第 100 條第 2項規定之侵權人所得利益，解釋上應指「淨利益」，

蓋如解釋為「毛利益」，顯然對權利人保護過度。惟實務上為緩和原告

舉證被告淨利益之困難度，當原告能初步證明被告之毛利益時，則由

被告負擔減項要素(如製造成本、廣告宣傳費等)之舉證責任。 

至於通常實施權人對於無權實施專利發明之人是否享有損害賠償

請求權及侵害禁止請求權，特許法並無明文。學理上認為通常實施權

之性質屬於債權，而構成債權侵害之不法行為可分為三種：1、侵害債

權歸屬自體；2、侵害滿足債權目的之給付；3、參與債務不履行之促

成。在非獨占的通常實施權之場合，無權第三人對專利發明之實施，

並不妨礙通常實施權人實施該專利發明，故不構成債權歸屬自體之侵

害，且專利為無體財產權，也不會侵害滿足債權目的之給付，又非獨

占之通常實施權人並無專有實施專利發明之權利，故無權第三人之實

施也不會造成專利權人債務不履行。因此，一般認為無權第三人之實

施對於非獨占之通常實施權不該當債權侵害，非獨占之通常實施權人

對侵害專利權之第三人不得請求侵權行為之損害賠償。又因非獨占之

通常實施權不具有排他性，實務上也不認為其享有侵害禁止請求權
245
。 

實務上在訂定通常實施權契約時，專利權人可能與通常實施權人

特別約定不再授予他人通常實施權，此稱為「獨占的通常實施權」。由

於專利權人已承諾不再向第三人許諾實施權，如果無權第三人實施該

專利發明，將有害該實施權之獨占性，且造成滿足債權目的之給付無

法達成，故通說肯定獨占之通常實施權人得依民法第 709 條規定請求

侵權行為之損害賠償，但其得否類推適用特許法第 102 條推定損害額

之規定，實務上有不同見解
246
。至於獨占的通常實施權人有無侵害禁止

                                                       
245  吉藤幸朔著，熊谷健一補訂，「特許法概說」，頁 570‐571，有斐閣，1997 年 12 月第 12 版。 
246  盛岡一夫，「特許権者とともに専用実施権者または独占的通常実施権者が請求し得る損害賠償

の範囲」，発明，第 186 期，1989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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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權，多數判決持否定見解，但亦有判決承認獨占的通常實施權人

可以債權人地位代位專利權人請求者
247
。 

※日本學說及實務現況一覽表
248
 

權利人 禁止請求權 損害賠償請求權 

未設專用實施權 肯定(特許法第 100 條) 肯定(民法第 709 條) 
專利權人 

設有專用實施權 有爭議 有爭議 

專用實施權人 肯定(特許法第 100 條) 肯定(民法第 709 條) 

直接行使 有爭議 
獨占的 

代位行使 有爭議 
肯定 

直接行使 否定 
通常實施權人 

非獨占的 
否定 

否定 
代位行使 

第四節 中國大陸 

依中國大陸專利法 60 條規定：「未經專利權人許可，實施其專利，

即侵犯其專利權，引起糾紛的，由當事人協商解決；不願協商或者協

商不成的，專利權人或者利害關係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也可以請

求管理專利工作的部門處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 1998 年 7 月 20 日

發布之「關於全國部分法院知識產權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規定，

智慧財產權民事糾紛案件的起訴人，可以是合同當事人、權利人或利

害關係人。利害關係人包括獨占、排他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依照法

律規定已經繼承或正在繼承的智慧財產權中財產權利的繼承人等。 

又專利法第 66 條第 1 項規定：「專利權人或者利害關係人有證據

證明他人正在實施或者即將實施侵犯專利權的行為，如不及時制止將

會使其合法權益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可以在起訴前向人民法院申

                                                                                                                                                               
http://www.hanketsu.jiii.or.jp/hanketsu/jsp/hatumeisi/hyou/198903hyou.html(2010/07/01 最後到訪) 
247  安竹昭，「知的財産の更なる活用の在り方に関する調査研究」，知財研紀要，2009。

http://www.iip.or.jp/summary/pdf/detail08j/20_02.pdf(2010/07/01 最後到訪) 
248  奥村直樹，「専用実施権設定後の特許権者による差止請求権」，パテント，第 60 卷第 9 期，頁

18，200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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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採取責令停止有關行為的措施。」2002 年 1 月 1 日起施行之「專利

實施許可合同備案管理辦法」第 6條雖規定：「(第 1項)已經備案的專

利實施許可合同的受讓人有證據證明他人正在實施或者即將實施侵犯

其專利權的行為，如不及時制止將會使其合法權益受到難以彌補的損

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訴前責令被申請人停止侵犯專利權行為的

申請。(第 2 項)獨占專利實施許可合同的受讓人可以依法單獨向人民

法院提出申請；排他專利實施許可合同的受讓人在專利權人不申請的

情況下，可以提出申請。」惟最高人民法院於 2001 年 6 月 7 日公佈，

自 2001 年 7 月 1日起施行之「關於對訴前停止侵犯專利權行為適用法

律問題的若干規定」第 1條規定：「根據專利法第 61 條(2008 年修正已

改列第 66 條)的規定，專利權人或者利害關係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

訴前責令被申請人停止侵犯專利權行為的申請。提出申請的利害關係

人，包括專利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專利財產權利的合法繼承人

等。專利實施許可合同被許可人中，獨占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可

以單獨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排他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在專利權

人不申請的情況下，可以提出申請。」並未限於已經備案的專利實施

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始得申請訴前暫時保護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上開解釋肯定獨占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有單獨

申請訴前保護措施之資格，但對於排他實施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的申

請條件加以限制，亦即排他實施許可之被許可人必須在專利權人不申

請之情形下，始能單獨申請。惟解釋上不排除專利權人與被許可人共

同申請，也不排除專利權人提出申請後，被許可人追加成為共同申請

人，如專利權人與被許可人分別申請時，法院得併案審理，無須分別

審查。上開解釋明確排除普通施許可的被許可人具有申請訴前臨時措

施之資格，因為普通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僅取得普通的專利實施權，

學理上主張是一種消極性權利，不具有排除他人實施專利的積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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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故不發生可制止他人實施專利的法律效果
249
。 

第五節  我國 

按 83 年 1 月 21 日修正前之專利法第 81 條規定：「專利權受侵害

時，專利權人或實施權人或承租人，得請求停止侵害之行為，賠償損

害或提起訴訟。」83 年修正專利法時，依蘇煥智立法委員提案修正為

第 88 條：「(第 1項)發明專利權受侵害時，專利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

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第 2 項)專屬

被授權人亦得為前項請求。但以專利權人經通知後而不為前項請求且

契約無相反約定者為限。」其修正理由為：「本條第 1項與第 2項係仿

法國專利法第 53 條之規定，明定原則上僅專利權人得排除專利侵害，

並請求損害賠償，但專屬實施權人通知專利權人後，專利權人不為請

求且契約無相反約定者，例外地有排除侵害及損害賠償之請求權，以

保障專利權人之權益。」嗣 92 年 2 月 6 日修正為現行專利法第 84 條

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第 1 項)發明專利權受侵害時，專利人得請求

賠償損害，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第

2 項)專屬被授權人亦得為前項請求。但契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修正理由為：「基於契約自由原則，在專屬授權性質無明確定性起見，

現行規定專屬被授權人須於專利權人經通知不主張，始得為之，似嫌

過苛。爰將第 2 項修正為『專屬被授權人亦得為前項請求。但契約另

有約定者，從其約定。』使其回歸私法契約解決。」 

學說上認為，專屬被授權人取得之權利，具有排他獨占之性質，

因而對於侵害專利權之人，除契約另有約定外，得請求侵權人賠償損

害，並得請求排除及防止其侵害。至於非專屬被授權人，原則上對於

侵害專利權之人無損害賠償請求權及侵害排除或防止請求權。但有認

為如第三人故意妨礙非專屬被授權人實施專利權，例如故意以不法方

                                                       
249  曹建明主編，「新專利法司法解釋精解」，人民法院出版社，頁 9‐10，2002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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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阻止被授權人製造專利品，仍可能構成侵害債權之損害賠償責任
250
。

另有學者認為，如專利權人怠於行使權利時，非專屬被授權人應可基

於債權人地位，根據我國民法第 242 條代位行使授權人之侵權行為損

害賠償請求權以保障其債權
251
。 

第六節  小結 

綜上，由於在專屬授權之情形，專屬被授權人享有專利權之排他

利益，故各國專利法或司法實務，均肯認專屬被授權人在其被授權範

圍內，原則上得向侵害專利權之人行使損害賠償請求權及侵害排除或

防止請求權，惟專屬授權畢竟係依授權契約所授予，專利權人如有特

殊考量(如避免專屬被授權人興訟而增加專利權之有效性被挑戰之風

險，而約定專屬被授權人應經專利權人同意始得起訴)，或授權契約當

事人有特別安排(如將先位訴訟之權利交由專利權人行使，專屬被授權

人僅基於備位地位)時，基於私法自治原則，仍應尊重授權契約當事人

之約定。 

至於專屬被授權人得否獨立起訴或應與專利權人共同起訴，及是

否須專利權人不提起始得提起，各國規定不同，其背後蘊含不同之法

理(如下表所示)。我國專利法第 84 條第 2項規定與德國及日本之規定

類似，除授權契約另有約定外，肯定專屬被授權人得單獨起訴，且與

專利權人之訴訟不具先位與備位之關係。 

 

 
250  陳聰富，「專利契約」，頁 42‐43，國立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律學研究所編印，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2009 年 1 月。 
251  許忠信，「從德國法之觀點看我國專利權侵害之損害賠償責任」，臺北大學法學論叢第 61 期，頁

88，2007 年 0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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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專屬授權訴訟規定比較簡表 

國別 法源 訴訟權行使方式 法理 

英、美 
英：§67 

美：法院判例 

與專利權人共同

起訴 

財產權人始有訴訟法上之適

格，授權只是契約，不是財產

權的移轉 

德、日 
日：§100、102 

德：§139 
可以單獨起訴 

專屬被授權人所取得的權利是

一種用益物權 

法 §L615-2 
專利權人不起訴

才可以起訴 
債權人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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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專屬授權對於專利權人民事救濟請求權之影響 

按著作權法第 37 條第 4 項規定：「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

範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行使權利，並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

上之行為。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不得行使權利。」著作

財產權人為專屬授權後，可否再行使訴訟上權利，智慧財產局曾於 96

年 6 月 27 日召開第 1 次「專屬授權及耗盡原則之著作權法適用疑義」

諮詢會議，復於 96 年 12 月 21 日召開第 2次諮詢會議，分別邀請相關

部會及專家學者共同討論，並於 97 年 2 月 29 日提出於 97 年度第 1次

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進行討論，會議結論為：「本議題因目前各委

員法律意見尚有分歧，故不做結論，責由智慧局彙整本日相關完整討

論內容後，轉送法院、民間團體參考，至相關個案則由智慧局研析後

續如何處理。」可見本議題之爭議性。 

在專利專屬授權契約無特別約定之情形，專屬被授權人既得向侵

害專利權之人行使損害賠償請求權及侵害排除或防止請求權，則專利

權人在專屬授權之範圍內，是否喪失侵害排除防止請求權或損害賠償

請求權，殊值探討。以下將就各國學說及實務進行比較研究。 

第一節   美國 

在專屬授權契約已移轉專利權之全部實質權利予被授權人時，美

國法院肯認其等同專利權之讓與，而許專屬被授權人以受讓人地位獨

立起訴，此時原來的專利權人即喪失提起侵權訴訟之適格。例如在

Aspex Eyewear, Inc.v. Miracle Optics, Inc., 434 F.3d 1336 (Fed. 

Cir. 2006)一案中，下級審加州中區聯邦地方法院即認為專利權人

Contour 與訴外第三人 Chic 訂定之專屬授權契約，已移轉其專利權之

全部實質利益而該當專利權讓與，故判決 Contour 欠缺起訴之適格，

而駁回其提起之侵權訴訟。 

至於專屬授權契約並未移轉專利權之全部實質權利予被授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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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美國法院則認為只是授權，為了避免雙重訴訟及保障專利權人利

益，法院一貫地認為專屬被授權人不得獨立起訴，而應與專利權人共

同起訴。至於專利權人為專屬授權後，是否同樣地不具獨立起訴之適

格，而應與專屬被授權人共同起訴，法院見解並不明確。雖然，聯邦

上訴巡迴法院曾在 Aspex Eyewear, Inc.v. Miracle Optics, Inc., 434 

F.3d 1336 (Fed. Cir. 2006)一案中，指出基於專利權人應作為專屬

被授權人所提起之侵權訴訟的必要當事人之相同理由，專屬被授權人

也應該作為專利權人所提起之侵權訴訟的必要當事人，但似無判決以

專利權人未與專屬被授權人共同起訴為由，而駁回專利權人單獨提起

之侵權訴訟。然而，專利權人於專屬授權後，對於專利權人請求禁制

令及損害賠償之範圍，仍有實質性的影響。以下分別就禁制令

(injunction)和損害賠償(damages)加以析述。 

第一項   禁制令 

美國專利法第 283 條規定：「專利訴訟管轄法院得依衡平原則，以

其認定合理之條件核發禁制令，俾防止侵害專利保護之任何權利
252
。」

在eBay Inc v. MercExchange, L.L.C., 547 U.S. 388 (U.S. 2006)

一案中，美國最高法院認為，專利法第 154 條a項 1 款固然賦予專利權

人有排除他人製造、使用、為販賣之要約或販賣其發明之權利，但權

利之構成和侵犯該權利時應給予何種方式之救濟是兩回事(the 

creation of a right is distinct from the provision of remedies 

for violations of that right)，且專利法第 261 條也指出專利具有

個人財產之特性。因此，法院不能通案地認為若原告有授權意圖且本

身未從事專利之商業實施，即不予核發禁制令，也不能通案地認為若

專利被侵害，除有特殊情況外，均應核發禁制令，而必須斟酌傳統衡

                                                       
252  §  283. Injunction ”The several courts having jurisdiction of cases under this title may grant 

injunc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equity to prevent the violation of any right secured by 
patent, on such terms as the court deems reas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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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法上核發禁制令之四項檢驗因素，逐案決定禁制令之准駁。其分別

為：1、原告遭受不可回復之損害；2、習慣法上之救濟如金錢損害賠

償等，不足以填補該損害；3、衡量原告和被告之利害關係，給予衡平

法之救濟是正當的；4、永久禁制令之核發不致損害公共利益。 

在eBay案以前，聯邦巡迴上訴法院向來認為，若專利有效且認定

侵權成立，應推定專利權人受有不可回復之損害，而准予核發永久禁

制令，除非有特殊狀況存在，始會拒絕核發，例如侵權行為不可能存

續、專利權人有意以授權方式放棄其排他權、專利權人遲延提起訴訟

或涉及公共利益等，此種推定已成為美國法院在專利侵權案件中核發

禁制令之一般法則。惟美國最高法院在eBay案判決中，明確反對此種

絕對法則後，專利權人申請永久禁制令已變得較以往困難。通常法院

審酌原告是否受有不可回復之損害時，係考量與競爭直接相關之典型

因素，如市場占有率損失、利潤損失、品牌認同感損失、價格侵蝕、

市場或創新領導者聲譽損失等情事
253
，此在侵權人之產品是較專利權人

之產品為劣質時尤其明顯。對於本身不從事商業生產而只從事授權之

專利權人，法院似乎傾向不認為其受有不可回復之損害，理由在於專

利權人既然有放棄排他權以換取權利金之意願，顯示金錢損害賠償應

足以填補其因侵權所受之損害。雖然最高法院在判決理由中，也同時

提及有些專利權人，例如大學研究人員或自主發明人，或許合理地寧

可授權他人實施專利，而不是致力於獲取資金以行銷其產品，這些專

利權人也許可能滿足傳統核發禁制令的四項檢驗因素，而不應一律地

被拒絕核發禁制令。惟在eBay案判決後之 3 年間，似乎沒有聯邦地方

法院核准永久禁制令或暫時禁制令予不從事商業實施而只從事授權之

專利權人
254
。由於選擇專屬授權方式之專利權人，通常不從事於專利發

明之商業實施，而只靠授權收取權利金，故此類專利權人欲證明本身
                                                       
253 Darry J.Adams and Victoria Wicken, Permanent Injunction After eBay Inc v. MercExchange: This Yaer 
in Review, Tex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Journal, P.418, 422, 15 Tex. Intell. Prop. L.J.417, Spring, 2007.   
254 Robert A. Matthews, JR., Legal nuances when a patent‐holding company seeks to enforce a U.S. 
patent, IDEA: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Review, 49 IDEA 549, P.561‐565, 2009. 

155 
 



第十二章  專屬授權對於專利權人民事救濟請求權之影響 

受有金錢不可回復之損害也較為困難。以下就eBay案前後法院態度之

轉變進行比較。 

一、eBay 案前 

在 Pfizer Inc v. Teva Pharms USA, Inc., 429 F.3d 1364 (Fed. 

Cir.2005)一案中，Warner-Lambert 對於可防止血管收縮素轉化酶抑制

劑產生環化反應、變色及水解之安定器及醣類享有專利權，而與其母

公司 Pfizer 共同控告 Teva 和 Ranbaxy 合作生產及販賣的藥品侵害其

專利權，並向法院申請核發暫時禁制令。地方法院認為原告有證明其

有效之專利被侵害之可能性，且受有不可回復之損害，而准予核發暫

時禁制令。被告提起上訴，主張原告就其專利已授權他人實施，證明

金錢損害賠償應足以填補其損害。聯邦巡迴上訴法院指出，由於專利

權的本質是排他權，當原告證明專利有效性及受侵害時，即應推定原

告受有不可回復之損害，而由被告負反證之責任。雖然法院在其他判

決中曾認為專利權人授予他人非專屬授權的行為，可以合理地證明金

錢賠償即足以填補其因侵權所受之損害，而不須使用禁制令，但本件

原告所授予他人的只是一種有限的專屬授權，並不是從事於會破壞其

市場獨占性之授權模式，故不足以推翻原告受有不可回復損害之推定。 

二、eBay 案後 

在Voda v. Cordis Corp., 536 F.3d 1311 (Fed. Cir. 2008)一

案中，原告Voda是一種「心血管導管」之專利權人，控告被告Cordis

製造的心血管導管侵害其專利，陪審團判決Voda可獲得Cordis銷售侵

權產品毛利之 7.5%作為合理權利金之損害賠償，一審法院並判決Voda

可獲得加倍的損害賠償及由被告負擔律師費用，但拒絕核發永久禁制

令。原告請求核發永久禁制令之理由為，其已專屬授權訴外第三人

Scimed實施系爭專利，而被告是Scimed的直接競爭對手，如不制止被

告的侵權行為，將使Scimed受到收入損失、市場占有率流失和喪失價

格決定力量，也會影響Scimed和顧客的關係而減少銷售機會，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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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已選擇用專屬授權的方式從事專利授權，如不制止被告的侵權行

為將破壞原告之授權規劃和損害其與Scimed的契約關係，並嚴重減損

其所為專屬授權的價值
255
。一審法院認為，最高法院在eBay案已宣示排

他權不能單獨作為核發禁制令之正當理由，而應審酌傳統上核發禁制

令的四項要素。基於專利權具有個人財產之性質，禁制令申請人必須

證明其個人損害，因原告所主張之損害均是訴外第三人Scimed之損

害，而Scimed並未選擇參與本訴訟以行使其權利，這些損害自與本件

請求無關。至於原告主張被告之侵權行為破壞其與Scimed間之專屬授

權關係，不過只是排他權之另一面說法，不足以作為核發禁制令的正

當理由，而拒絕核發永久禁制令。 

原告向聯邦上訴巡迴法院提起上訴，主張一審法院錯誤地建立一

種絕對法則，排除專利權人以其專屬被授權人所受不可回復之損害請

求禁制令，違背最高法院在 eBay 案所述：「有些專利權人，例如大學

研究人員或自主發明人，或許合理地寧可授權他人實施專利，而不是

致力獲取資金以行銷其產品，這些專利權人也許可能滿足傳統核發禁

制令的四項檢驗因素，而不應一律地被拒絕核發禁制令。」聯邦上訴

巡迴法院認為，最高法院僅謂只授權而不實施之專利權人「也許可能」

滿足核發永久禁制令的四項要素，但並未減輕申請禁制令之人必須證

明個人受有不可回復損害之責任，一審法院認為原告未舉證其個人受

有不可回復之損害，及認為金錢損害賠償已足以填補原告之損害，並

無明顯錯誤或裁量權濫用之情形，故維持第一審判決。 

由上述判決可知，專利權人為專屬授權後，由於本身不為商業之

實施，又不能援引其專屬被授權人之損害，在申請禁制令時，將難以

舉證個人遭受不可回復之損害。惟 ebay 案後，仍有極少數不從事商業

                                                       
255 Kramer Levin, Permanent Injunction Denied in Patent Case Where Alleged Injury is to the License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ert, Sep 2006. 
http://www.martindale.com/appellate‐practice‐law/article_Kramer‐Levin‐Naftalis‐Frankel‐LLP_246922.h
tm(2010/07/01 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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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之專利權人申請獲淮禁制令之案例，以下二件案例可供參考。 

在 Novozymes A/S v. Genencor International, Inc., 474 F. Supp 

2d 592 (D. Del. 2007)一案中，原告 Novozymes 為專利權人，將其二

件酵素專利獨家授權予其完全從屬的子公司 NZNA，被告 Genencor 製造

之侵權產品與 NZNA 具有直接競爭關係。德拉瓦聯邦地方法院認為，原

告將其專利獨家授權予子公司 NZNA 實施，不僅在換取 40%的權利金，

也希望藉由該專利產品之成功上市增加其子公司之市場價值。原告之

子公司實際經營其中一種酵素的銷售，原告也希望利用其專利權排除

他人與其子公司從事競爭。即使原告自己不從事該專利酵素之銷售，

其受到的損害也超過可以從被告身上獲得的合理權利金，若不禁止被

告之侵權行為，原告將繼續遭受不可回復之損害。又原告透過授權其

子公司的方式實施其專利，被告與原告之子公司具有激烈之競爭關

係，原告有權拒絕資助其子公司之競爭者使用其專利權，令被告給付

原告所失利益無法填補其排他權所受之損害，故准予核發禁制令。 

在 CSIRO v. Buffalo Technology, Inc., 492 F.Supp.2d.600 (E.D. 

Tex. 2007)一案中，原告 CSIRO 是澳洲政府之主要科學研究機構，從

事有關公共利益之科學研究。德州東區聯邦地方法院認為，雖然 CSIRO

只是希望透過專利授權以挹注更多研究活動，和被告 Buffalo 不具有

市場競爭關係，但最高法院在 eBay 案判決中表示不能因「原告有授權

意願」和「欠缺商業實施行為」就足證其不會遭受不可回復之損害而

拒絕核發禁制令。本件原告所受之損害不只是經濟性的，因為原告的

成功聲譽很重要的部分來自於與其他研究機構在資源、創意和心智上

之競爭，要求原告花大筆金錢從事專利訴訟以保護其專利權將減損其

研究資源，而喪失開發新研究計畫之機會，這些機會一旦喪失即屬於

他人而無可彌補，命令被告支付權利金不足以救濟原告所受損害。再

者，類似原告之研究機構對科學進步具有重要性，值得受專利權強力

的保護，且被告侵權產品與公共健康或安全無關，故准予核發禁制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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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ozymes 案和 Voda 案之不同點在於，Novozymes 將其專利權授

權予自己完全控制的子公司，因此得以侵權人和其子公司的競爭關係

證明個人損害。如果 Voda 的專屬被授權人當初作為專利侵權訴訟之共

同原告，因該專屬被授權人與侵權人具有直接競爭關係，可能證明其

市場占有率損失、利潤損失、價格侵蝕和信譽損失等情事，或許就有

機會獲得禁制令。此判決提醒一個謹慎的專屬被授權人，應積極參與

專利權人提起之侵權訴訟，以免法院拒絕核發禁制令之結果，形同賦

予侵權人一個強制授權，而實質減損專屬授權之價值。至於 CSIRO 案

之原告是一所科學研究機構，並非只是靠收購專利和賺取授權金為業

務之專利流氓(Patent Troll)，或許也會影響法院核發禁制令之態度。 

第二項  損害賠償 

美國專利法第 284 條規定：「當認定專利侵權成立時，法院應判決

足以填補請求權人因侵權所受損害之賠償，其賠償金額不應少於侵權

人使用系爭專利所應給付之合理權利金，以及法院認定之利息和費用

256。」不同於著作權或商標權之侵權行為，1946 年修正之專利法刪除

以侵權人之所得利益作為計算損害賠償之方法，故專利權(設計專利權

除外)侵權行為之損害賠償，不能以侵權人之所得利益計算。通常計算

專利侵權損害賠償之方法有二種，其一為所失利益(loss of profit)，

其一為合理權利金(reasonably royalty)
257
。 

Chisum教授指出：「專利權人得請求因侵權人非法競爭所失之利益

作為損害賠償，惟必須證明事實上之因果關係，亦即，若非(but for)

侵權人之不當行為，其將有較大之銷售量、較高之售價或較少之花費。

因果關係僅須證明具有合理之可能性(reasonable probability)。當

                                                       
256  §  284. Damages”Upon finding for the claimant the court shall award the claimant damages adequate 

to compensate for the infringement, but in no event less than a reasonable royalty for the use made of 
the invention by the infringer, together with interest and costs as fixed by the court.” 
257 Peter D. Rosenberg, Patent Law Fundamentals, P17‐177,  §17.08[1][a][i], Vol.3, 2nd edition, West 

Group,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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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只有二家供應者提供某種獨特且被需求之商品，而專利權人具

有或可能具有滿足充分需求之產能時，可推定專利權人喪失之銷售量

等於侵權人實際之銷售量
258
。」在Panduit Corp. v. Stahlin Brothers 

Fibre Works, Inc., 575 F.2d 1152, 197 USPQ 726 (6th Cir.1978)

一案中，法院表示專利權人欲請求所失利益之損害賠償，必須證明：

(1)專利物品之需求；(2)可接受之非侵權替代物品不存在；(3)具有滿

足需求之製造或行銷能力；(4)可賺取之利潤數額。 

聯邦巡迴上訴法院在許多判決中指出，假如專利權人未製造或販

賣專利物品或與專利物品具有競爭關係之物品，定義上就不符合請求

所失利益之條件。由於專利權人為專屬授權後，通常不從事商品之製

造或行銷，自無法請求所失利益之損害賠償。如在 Water Tech. Corp. 

v. Calco, Ltd., 850 F.2d 660, 668 (Fed.Cir.1988)一案中，專利

權人 KSURF 將其有關樹脂淨水裝置之 2 件專利權專屬授權予

Aqua-Chem，Aqua-Chem 將該專利技術改良後提出 2 件專利申請案，在

專利申請過程中，Aqua-Chem 於 1977年將其 2件專利申請案連同 KSURF

之 2件專利權專屬授權予WTC/WPCS。在1981年時，WTC/WPCS發現Calco

生產之可攜式淨水吸管侵害該 4 項專利權，爰停止給付 Aqua-Chem 權

利金，並基於專屬被授權人之地位，於 1982 年強制將 Aqua-Chem 併列

為原告，共同對 Calco 起訴。Aqua-Chem 因 WTC/WPCS 停止給付權利金，

乃於 1982 年終止授權契約，嗣將其自有之 2 件專利權於 1985 年讓與

KSURF，並退出系爭訴訟，KSURF 爰以專利權人身分加入系爭訴訟為共

同原告。地方法院認為被告成立專利侵權，判決被告應給付原告等所

失利益美金 420,000 元。聯邦巡迴上訴法院指出，地方法院核給原告

等自 1980 年起至審判終結為止之所失利益，顯然誤解所失利益之基本

理論，因 KSURF 缺乏商業化生產該專利樹脂淨水產品之設備，從未銷

售該專利物品，自無從主張若無被告之侵權，其可賺取之銷售額。另

                                                       
258 Dobald S. Chisum, Chisum on patents, P.20‐70,  §20.03[1], vol.7, LexisNexi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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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C/WPCS 自 1982 年起已停止經營淨水樹脂之事業，且於 1982 年被

Aqua-Chem 終止授權，法院至多僅能在其具有專屬被授權人之資格，且

實際上與被告具有市場競爭關係之期間內核算其所失利益，因地方法

院核給 WTC/WPCS 於 1982 年後之所失利益於法不合，爰撤銷並發回原

審判決。 

專利權人或許企圖主張其被授權人之所失利益以請求較高之損害

賠償，但並不為法院接受，惟專屬被授權人於專屬權受侵害之範圍內，

得與專利權人共同起訴，主張其因侵權行為之所失利益作為損害賠償

259
。當專利權人與專屬被授權人共同起訴時，依各別之利益狀況，判決

合理權利金之損害賠償予專利權人，判決所失利益之損害賠償予專屬

被授權人，被認為是適當的方式
260
。例如在DSU Medical Corporation v. 

JMS Co., Ltd., 471 F.3d 1293 (Fed. Cir. 2006) 一案中，陪審團

即判給專利權人DSU每件專利物品美金 5 分之合理權利金作為損害賠

償，共計美金 655,211 元，判給專屬被授權人MDS所失利益之損害賠償，

共計美金 4,400,000 元。 

又專利權人為專屬授權後，雖得請求合理權利金之損害賠償，惟

因專屬授權之權利金通常較非專屬授權高，且專屬授權契約之範圍與

侵權人實施之範圍未必相同，故法院核給之合理權利金比率未必等於

專屬授權之權利金比率。在 Trell v. Marlee Elecs. Corp., 912 F.2d 

1443 (Fed.Cir.1990)一案中，原告 Trell 就一種結合電話線路開啟門

鎖系統具有專利權。在 1976 年時，Marlee 使用該專利技術推出名為

「ENTRAKEY」之產品，Trell 於 1985 年對 Marlee 提起侵權訴訟，並提

出其以百分之六之權利金比率專屬授權予訴外第三人 Bewator 在歐洲

販賣該專利系統之授權契約舉證其損害，地方法院認為百分之六是既

有的且合理之權利金比率，爰判決被告應賠償原告自 1980 年 1 月起至

                                                       
259 Robert A. Matthews, JR., Legal nuances when a patent‐holding company seeks to enforce a U.S. 
patent, IDEA: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Review, 49 IDEA 549, P.552‐553, 2009. 
260 Dobald S. Chisum, Chisum on patents, P.20‐167,  §20.03[1], vol.7, LexisNexi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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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年 1 月止之損害，共計美金 504,000 元，以及美金 298,166 元之

審前利息。Marlee 不服，提起上訴。聯邦上訴巡迴法院指出，僅由單

一之授權契約，不足以證明既有之權利金數額，蓋既有之權利金必須

是由有機會使用該發明之多數人所支付，而得以表彰其具公認性之權

利金。合理權利金之評估誠非易事，惟法院行使裁量權時不應根據單

一、範圍較廣之現存授權來認定。原告應負擔提出法律上充分之證據

證明其合理權利金數額之責任，而非由被告負擔該百分之六之權利金

是不合理之舉證責任。本案原告所提出之專屬授權契約除系爭專利發

明外尚包含其他發明，地方法院未調查任何足茲證明其為合理權利金

之證據，僅以被告未能證明少於百分之六之權利金是合理者為由，而

為其敗訴之判決，本院無法認同。聯邦上訴巡迴法院最後以地方法院

不當地認為該百分之六之比例為合理權利金，而未以有交易意願之買

方和賣方針對系爭專利發明可得協議授權之數額來認定合理權利金為

由，撤銷並發回原審判決。 

此外，專利權人之授權策略，及與侵權人間是否具有市場競爭關

係，也會影響法院決定合理權利金之數額。假如專利權人欲維持其專

屬被授權人之市場獨占性(如專利權人和專屬被授權人是母子公司之

情形)，且專屬被授權人有足夠之產能滿足市場需求，而無放棄其市場

占有率之動機時，侵權人可能必須賠償更高之合理權利金。在

Smithkline Diagnostics, Inc. v. Helena Laboratories Corp., 926 

F.2d 1161 (Fed.Cir. 1991)一案中，聯邦上訴巡迴法院認為地方法院

判決被告應賠償百分之二十五之合理權利金並無違誤，即使原告曾經

以百分之三及百分之五之比率就類似產品授權他人實施。因為系爭專

利發明立即成功的商業化，且原告有能力滿足市場之需求，有意拒絕

授權以維持其在該技術領域內之獨占性，證據顯示原告是個無意願之

授權人。然而，合理權利金之損害賠償仍有其上限，Easterbrook法官

在In re Mahurkar Patent Litig., 831 F. Supp. 1354, 28 U.S.P.Q.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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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 (N.D. Ill. 1993)一案中表示，如果專利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之

成本結構與侵權人相似時，合理權利金之數額不得超過從事製造之專

利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所得請求所失利益之數額
261
。 

第二節  德國 

在專屬授權之情況，專利權人仍能為排除侵害之請求權，蓋專利

權人之利益仍可能因侵權行為而受到不利影響，例如：授權契約中約

定，專屬被授權人應支付專利權人之權利金，係以每年專屬被授權人

銷售專利物品收益的一定比例計算（running royalty）。於此情況，

專利侵害行為除了影響專屬被授權人之獲利外，專利權人亦會因而受

到影響。至於專利權人是否能主張損害賠償請求權，端視是否因侵權

行為而有損害發生而定，如上述之例子，若專利權人之權利金收入係

以專利物品銷售數量有關者，自有損害可言
262
。 

2000 年 10 月 24 日杜塞道夫地方法院(LG Düsseldorf)的判決

(Inst. GE 1,9)中，原告為專利權人，就其專利權已與他人訂定權利

金一次給付(lump sum payment)之專屬授權契約。法院認為，專利權

人為專屬授權後，於其因侵權行為所受影響的範圍內，原則上具有侵

害禁止請求權，但在專利授權的對價係採一次性付款的情形時，專利

權人沒有值得保護之利益存在，不得行使侵害禁止請求權
263
。至於專利

授權係採計量權利金(running royalty)的方式時，專利權人對於因侵

權行為所受之損害，則得並行地與專屬被授權人行使侵害排除請求權

和損害賠償請求權，其損害額則以因侵害行為所減收之權利金為限
264
。 

                                                       
261 Dobald S. Chisum, Chisum on patents, P.20‐212~20‐217,  §20.03[3][b][Ⅲ]. Vol.7, LexisNexis, 2002. 
262  德國部分之解析係清華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李素華教授協助提供，參考文獻如下：Rudolf Kraßer, 

Patentrecht, 5. Aufl., 2004, p. 894‐895；Rogge/Grabinski/Benkard, Patentgesetz (Kommentar), 10. Aufl., 

2006,  §  139 Rdnr. 17‐18。 
263  駒田泰土，「専用実施権を設定した特許権者の差止請求──権利変動の構造分析の観点から」，

知財年報 2007，別冊ＮＢＬ120，頁 235，株式會社商務法務，2007 年。 
264  早稻田大學知的財産法制研究センター(RCLIP)，「RCLIP第 17 回研究会‐専用実施権を設定した特

許権者の差止請求」，NEWSLETTER，第 11 號，2006 年 11 月。

http://www.globalcoe‐waseda‐law‐commerce.org/rclip/newsletter/200611.pdf (2010/07/01 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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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 8 月 14 日杜塞道夫地方法院的判決(4a O 235/06)中，甲

為一種「利用人體局部之數位元影像資訊製作醫學模型」之方法專利

權人，將其專利權以無償方式專屬授權予乙實施。雙方授權契約第 8.1

條約定：「任何一方有權依其自由裁量採取防衛該專利權之行為」。嗣

丙在網站上宣傳一種可運用於植牙手術之軟體，甲認為該軟體使用之

方法侵害其專利權，爰與專屬被授權人乙共同對丙起訴。法院認為，

專利權人為專屬授權後，必須受侵權行為之影響而本身具有訴訟之正

當利益，始具有提起侵權訴訟之適格。例如專利權人係依被授權人之

營業收入計算權利金，專利權人之權利金收入將因被授權人的營業收

入減少而減少之情形。本案甲將其專利權無償專屬授權予乙，專利侵

權行為並無影響甲之權利金收入。另授權契約第 8.1 條僅係宣示雙方

之防衛權利，並非甲對乙應負之契約義務，甲不為起訴並不致違反契

約義務而須對乙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因此，雖然法院認定丙確實侵害

系爭專利權，但也認為甲提起本件侵權訴訟不具本身之正當利益，而

僅准許乙之請求，並駁回甲之訴訟
 265

。 

顯然，上開判決認為如專屬授權契約課予專利權人排除第三人侵

害專利權之義務，專利權人不起訴將面臨違約之損害賠償責任時，法

院可能承認專利權人本身有起訴之正當法律利益。不過，專屬授權契

約如果排除損害賠償責任之方式，而用其他手段促使專利權人履行起

訴義務時，例如專屬被授權人可不經催告逕行終止授權契約，或是專

屬被授權人可起訴請求專利權人履行控告侵權人之義務，法院是否亦

會承認專利權人有起訴之正當利益，並不明確。 

                                                       
265 Tilman Müller‐Stoy, Düsseldorf District Court: On the requirement of the  “right to sue＂  of a patent 

owner in German patent litigation (Case 4a O 235/06  –  Medizinisches Modell/Medical Model), The 

Bardehle Pagenberg IP Report，No.5, 2007. 

http://www.bardehle.com/uploads/media/IP_Report_2007_V.pdf(2010/07/01 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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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 

第一項  侵害禁止請求權 

第一目 學說 

日本特許法第 100 條第 1項規定：「專利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對於

侵害其專利權或專用實施權之人或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停止或防止

侵害。」因同法第 68 條但書規定，專利權人於設定專用實施權之範圍

內，並無專有實施專利發明之權利，故專利權人在設定專用實施權後

是否喪失侵害禁止請求權，學說有不同見解。近年來肯定說已成多數

說
266
。分述如下： 

一、肯定說 

此說肯定專利權人設定專用實施權後仍具有侵害禁止請求權，理

由如下： 

(一)依特許法第 68 條和第 72 條第 2 項之文義解釋，專用實施權只是

限制專利權人之實施權，並未限制專利權人的禁止權，「實施」和

「禁止」是不同的問題
267
。 

(二)專利權是具有對世效之絕對權，對於專利發明享有使用、收益及

處分之權利，專利權人設定專用實施權後，仍保有以收取權利金

形式存在的收益權及對專利權之處分權(例如專利權人就專利權

仍能為讓與或設定質權，專用實施權之移轉、再授權或設定質權，

亦應經專利權人同意)，而非成為空權
268
。 

(三)在物權法上，權利的分離未必當然造成空權之狀態，如土地上設

                                                       
266  松本直樹，「専用実施権を設定した特許権者の差止請求権（最二判平成 17年 6月 17日の評釈）」，

判例タイムズ 1215 号(平成 17 年度主要民事判例解説，2006 年 9 月 29 日。 

http://homepage3.nifty.com/nmat/senyoken.htm(2010/07/01 最後到訪) 
267  外川英明，「特許権者の差止請求権と専用実施権の設定について」，知財管理，54 巻 1 号，頁

60，2004 年。 
268  林賢冶、杉山央，「専用実施権設定と特許権による侵害差止請求」，知財管理，56 巻 2 号，頁

258，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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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用益物權時，用益物權人和所有人均能享有物上返還請求權和

侵害排除請求權。 

(四)當專用實施權設定契約，約定專用實施權人應給付專利權人之權

利金額，係依專用實施權人之銷售金額計算時，為了避免侵權產

品影響專利產品之銷售，專利權人有行使禁止請求權之必要
269
。 

(五)依特許法第 77 條第 4項規定，專用實施權人授予他人通常實施權

時，必須得到專利權人同意，基於法律整體解釋及使專利權人有

制衡的手段，應承認專利權人對於未經其同意之第三人享有禁止

請求權。 

(六)專利權的本質是專用權(exclusive right to work)及排他權

(right to exclude)之結合，專利權設定專用實施權後，其積極

的效力(實施權)雖然空虛化，但仍留存消極的效力(排他權)270。 

(七)專利權的現實交易價值與其獨占性程度有密切關係，即使設定專

用實施權，專利權人仍有行使禁止請求權的實益271。 

(八)專利權人為保護其營業上之信用維持利益，有必要行使禁止請求

權。 

(九)專利權人和專用實施權人通常關係密切，雙重提訴的可能性極

低，即使發生雙重提訴的情況，也可利用誠信原則或權利濫用的

理論適切處理，且專利權共有人也可單獨對侵害人提起侵害禁止

訴訟，不能謂設定專用實施權的情形，雙重訴訟的風險較高
272
。 

(十)從外國法制觀察，專利權是準物權，當然具有請求禁止侵害的請

                                                       
269  林賢冶、杉山央，「専用実施権設定と特許権による侵害差止請求」，知財管理，56 巻 2 号，頁

258，2006 年。 
270  田辺徹，「特許権の本質は実施権と専権の両立」，パテント，第 57 卷第 6 期，頁 86，2004 年。

田辺徹，「特許権の本質」，パテント，第 56 卷第 10 期，頁 64，2003 年。 
271

  小島喜一郎，「専用実施権の設定された特許権にもとづく差止請求の可否」，発明，第 104 期，

2007 年 2 月。http://www.hanketsu.jiii.or.jp/hanketsu/jsp/hatumeisi/hyou/200702hyou.html(2010/07/01

最後到訪) 
272  奥村直樹，「専用実施権設定後の特許権者による差止請求権」，パテント，第 60 卷第 9 期，頁

23，200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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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權，實施權僅是專利權人同意實施之債權，最多只能代位行使

專利權之侵害禁止權，嗣後德國逐漸承認專用實施權具有準物權

性質，而允許其直接行使禁止權和損害賠償請求權，但並無專利

權人於許諾專用實施權後，當然否定其有侵害禁止權的說法
273
。 

(十一)專用實施權可能限於特定之期間、地域、實施行為，甚或特定

店鋪。如有些範圍限於專用實施權人行使禁止請求權，有些範圍

限於專利權人行使禁止請求權，第三人將難以理解
274
。 

二、否定說 

此說否定專利權人設定專用實施權後仍具有侵害禁止請求權，理

由如下： 

(一)專利權設定專用實施權後，於設定範圍內，專利權人已喪失專有

在商業上實施該專利發明之權利(特許法第 68 條但書、同法第 77

條第 2 項)，而成為空虛的權利(nuda proprietas)，自不得再行

使侵害禁止請求權
275
。 

(二)專用實施權有往更強的獨占性和排他性的方向演變的可能性，用

地上權和所有權的關係來比喻專用實施權與專利權，不僅欠缺正

當性，現實上也造成混亂的結果，在法理面和實務面都有檢討必

要。 

(三)允許專利權人和專用實施權人均得分別向侵害人起訴，將造成侵

害人雙重應訴的危險。 

(四)容認專利權人和專用實施權人均得行使禁止請求權，將產生專用

實施權設定契約當事人間，究應由何者負擔排除侵害責任之問

                                                       
273  谷口和平，「専用実施権設定と特許権による侵害禁止請求」，頁 155，別冊ジュリスト判例百

選，有斐閣，1966 年。轉引自外川英明，「特許権者の差止請求権と専用実施権の設定について」，

知財管理，54 巻 1 号，頁 60，2004 年。 
274  外川英明，「特許権者の差止請求権と専用実施権の設定について」，知財管理，54 巻 1 号，頁

61，2004 年。 
275  特許庁編，「工業所有権法逐条解說」，頁 206，社團法人発明協会，2001 年 8 月第 16 版。駒

田泰土，「専用実施権を設定した特許権者の差止請求─権利変動の構造分析の観点から」，知財年

報 2007，別冊ＮＢＬ120，頁 228，株式會社商務法務，200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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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使專用實施權人獨享禁止請求權之權能，並負起請求禁止侵

害之義務，應屬合理
276
。 

三、中間說 

此說考量實際利益狀況，認為設定專用實施權後，原則上只有專

用實施權人能行使禁止請求權，但當專用實施權人不行使權利時，專

利權人在其殘存之權利金收取權能或處分權能受影響的限度內，亦得

行使禁止請求權
277
。如果專用實施權的設定期間並無限制，且係約定固

定金額式之權利金，專利權受侵害並不影響專利權人殘存之收益權能

及處分權能，此時否定專利權人得行使禁止請求權
278
。 

學者駒田泰土參考德國法學之質的權利分割論，提出下列見解
279
： 

(一)通常專利權人設定專用實施權時，不會將專利權全部之獨占實施

利益移轉予專用實施權人，如在計量式授權金之場合，專利權人

之利益與專用實施權人之收益相關，因此，專利權人殘存排除第

三人侵害之利益而保留侵害禁止請求權，此權能不因專用實施權

人起訴而喪失，因為專用實施權人可能因任何原因撤回起訴。 

(二)如果設定專用實施權，係採取固定額之權利金且已付清之情形，

應視有無限制實施權存續期間而定。在未定期間時，與專利權之

讓與相近，即使訂有實施地域或內容之限制，亦屬專利權之一部

讓與，專利權人在專用實施權之設定範圍內已無殘存之保護利

益，故無侵害禁止請求權；在定有期間時，專利權人有回復及確

保權利之利益，若專用實施權人坐視侵權不處置，將使市面上充

斥超出其實施能力之侵權品，而減損專利權回復之利益，故專利

                                                       
276  林賢冶、杉山央，「専用実施権設定と特許権による侵害差止請求」，知財管理，56 巻 2 号，頁

258，2006 年。 
277  奥村直樹，「専用実施権設定後の特許権者による差止請求権」，パテント，第 60 卷第 9 期，頁

20，2007 年。 
278  林賢冶、杉山央，「専用実施権設定と特許権による侵害差止請求」，知財管理，56 巻 2 号，頁

258，2006 年。 
279  駒田泰土，「専用実施権を設定した特許権者の差止請求──権利変動の構造分析の観点から」，

知財年報 2007，別冊ＮＢＬ120，頁 236，株式會社商務法務，200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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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保有侵害禁止請求權。 

第二目 實務 

一、否定說 

在法院判決中，只有 2 件東京地方法院的判決認為專利權人設定

專用實施後，不得再行使禁止請求權，分別為東京地判平成 14 年 4 月

16 日平 12(ワ)8456 號及平成 15 年 2 月 6 日判時 1870 號
280
。 

東京地判平成 14 年 4 月 16 日有關「吊起重物用掛勾裝置」專利

侵害訴訟中，原告甲將其專利權設定範圍無限制之專用實施權予共同

原告乙公司，兩者間不具有代表人和公司的關係。法院認為從特許法

第 68 條但書及第 77 條第 2 項之規定，可以適當的解釋在專利權設定

專用實施權之情形，只有專用實施權人得對侵害專利權之第三人行使

禁止請求權，專利權人不能行使禁止請求權，故本案法院雖認同乙公

司基於專用實施權人之地位請求禁止侵害，但駁回甲基於專利權人之

地位請求禁止侵害，並判命被告對於專用實施權設定前之侵害，應支

付賠償金給專利權人，對於專用實施權設定後之侵害，則應支付賠償

金給專用實施權人
281
。 

東京地判平成 15 年 2 月 6 日有關「生體高分子-配位體分子的安

定複合體構造的探索方法」專利權侵權訴訟中，原告甲為專利權人，

並為原告乙公司之代表董事，甲就其專利權設定專用實施權予乙公

司，設定範圍為專利權全部、日本全境及專利權全部期間。嗣丙公司

自國外進口一種預錄軟體的光碟並在日本販賣，其中X軟體使用的方法

落入甲的專利申請範圍，故甲與乙公司共同對丙公司起訴，主張錄有

該軟體之光碟為專用於實施系爭專利發明之物，請求法院禁止丙公司

                                                       
280  駒田泰土，「専用実施権を設定した特許権者の差止請求──権利変動の構造分析の観点から」，

知財年報 2007，別冊ＮＢＬ120，頁 229，株式會社商務法務，2007 年。奥村直樹，「専用実施権

設定後の特許権者による差止請求権」，パテント，第 60 卷第 9 期，頁 18，2007 年。 
281  外川英明，「特許権者の差止請求権と専用実施権の設定について」，知財管理，54 巻 1 号，頁

61，2004 年。 

169 
 



第十二章  專屬授權對於專利權人民事救濟請求權之影響 

販賣該光碟。東京地方法院認為，專利權設定專用實施權後，在其設

定範圍內，係由專用實施權人獨占實施專利發明之權利，故只有專用

實施權人得行使禁止請求權。再者，特許法第 100 條規定之禁止請求

權，其目的在確保獨占實施專利發明權利之完整性，性質上與維持專

利有效性之訴訟(如對於專利無效之審判決定提起撤銷訴訟)不同，無

權實施專利發明之專利權人不能行使禁止請求權，也無行使實益
282
。 

上述 2 件判決的共同特徵，均是專利權人和專用實施權人共同起

訴，雖然法院均認為專利權人之請求無理由，但亦認為專用實施權人

之請求有理由，故最後並不影響禁止被告為侵權行為之判決結論。 

二、肯定說 

除了上述 2 件東京地方法院的判決外，向來的判決均肯定專利權

人設定專用實施權後，仍能行使禁止請求權。例如山口地判昭和 38 年

2 月 28 日下民集 14 卷 2 號 331 頁、東京地判昭和 39 年 3 月 18 日判タ

160 號 133 頁(判時 377 號 63 頁)、名古屋地判昭和 49 年 7 月 25 日判

時 761 號 99 頁
283
。 

山口地判昭和 38 年 2 月 28 日有關「合成浮子的製造法」之專利

侵權訴訟中，原告就其專利權設定實施權予訴外擔任代表董事之公

司，但是否為範圍無限制之專用實施權並不清楚，法院認為原告即使

對於訴外第三人設定範圍無限制之專用實施權，也不會影響原告行使

特許法第 100 條之禁止請求權。因為從特許法第 77 條或第 100 條，均

難以得出專利權人設定專用實施權後即會喪失禁止請求權之解釋，而

且專利權人和專用實施權人的關係，恰如所有人將所有物提供他人使

用收益而設定限制物權之情形，專利權人不失去禁止請求權就如同所

有權人不失去物上請求權一般。不過，因本件法院認為被告使用的方

                                                       
282 Shigeshi Tanaka & Noriko Itai, Exercise of Injunction Rights of Patentees who have granted Exclusive 
Licenses of Patent Rights, P.298‐299,A.I.P.P.I, vol.30 no.6, Nov 2005. 
283 駒田泰土，「専用実施権を設定した特許権者の差止請求──権利変動の構造分析の観点から」，

知財年報 2007，別冊ＮＢＬ120，頁 229，株式會社商務法務，2007 年。奥村直樹，「専用実施権

設定後の特許権者による差止請求権」，パテント，第 60 卷第 9 期，頁 18，200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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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未落入原告申請專利範圍，故最後係駁回原告之訴。 

東京地判昭和 39年 3月 18日有關「西服褲的腰裏」實用新案權(相

當我國之新型專利權)侵害訴訟中，法院認為實用新案法第 16 條及第

18 條雖明定，專用實施權人於設定行為所定範圍內，專有實施該實用

新案之權利，但從實用新案權人在設定專用實施權的範圍內喪失獨占

的地位，即直接推論出其權利完全成為內容空虛的權利，欠缺實質之

理由。因此，法院不認為專利權人設定專用實施權後，就不能行使禁

止請求權，而為專利權人勝訴之判決。 

名古屋地判昭和 49年 7月 25日有關「瓷磚連接用下版」意匠權(相

當我國新式樣專利)侵害訴訟中，甲將其意匠權設定專用實施權予其擔

任代表董事之乙公司。丙販賣該瓷磚連接用下版，並且基於販賣目的

而陳列，甲主張丙的行為侵害其意匠權，而申請假處分獲准。丙主張

縱使侵權屬實，甲所受損害不過是相當於從乙公司可收取之權利金減

少之損害，此可由金錢完全填補，故聲請願提供擔保以撤銷該假處分

命令。法院認為本件甲聲請被保全之權利，不僅是因受侵害所生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也包括侵害停止和預防之禁止請求權、信用毀損之信

用回復措置請求權，事後的金錢賠償難以達到本件假處分的終局目

的，因此駁回丙撤銷假處分之聲請
284
。 

前述東京地判平成 15 年 2月 6 日有關「生體高分子」的判決，雖

採取了迥異以往之見解，但很快地就被東京高等法院法院推翻(平成 16

年 2 月 27 日判時 1870 號 84 頁)。東京高等法院認為，特許法第 100

條明定專利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對於侵害自已的特許權或專用實施權

或有侵害之虞之人，得請求停止及預防侵害。而且，設定專用實施權

後的專利權人，也有行使禁止請求權的必要性。例如專利權人係以專

用實施權人的銷售金額作為收取權利金之基準時，為避免權利金隨著

                                                       
284  村林隆一，「専用実施権を設定した意匠権者の仮処分と仮処分を特りさ消すべき特別事情」，

頁 119‐121，判例法ライセンス法‐‐山上和則先生還歷記念文集，社團法人發明協會，2000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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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金額減少而減少。或者，專用實施權設定契約也可能約定專利權

人負有排除第三人侵害之義務。此外，為了因應專用實施權設定契約

可能於專利權存續期間解除契約，或者專用實施權人放棄實施權，專

利權人也有請求排除侵害行為之利益存在。 

上述東京高等法院的見解也獲得日本最高法院的支持，最高法院

在平成 17(2005)年 6 月 17 日平成 16 年(受)第 997 號判決中，基於下

述理由，肯定專利權人於設定專屬授權後，仍具有侵害禁止請求權： 

(一)依日本特許法第 101 條第 1 項規定，專利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得

行使侵害禁止請求權，從其文義上，無法得出專利權人設定專用

實施權後，即應限制其行使禁止請求權之解釋。 

(二)在專用實施權設定契約係以專用實施權人的銷售金額計算權利金

時，專利權人為確保權利金收入，有行使禁止請求權的現實利益。 

(三)如放任侵害不予處置，當專用實施權因任何理由消滅時，專利權

人欲自為實施專利發明將有受到不利益之可能性。 

有認為最高法院判決之最主要理由，係特許法第 100 條的文義解

釋，其他因素僅是補強理由，故應無條件地承認專利權人在設定專屬

授權後，仍具有禁止請求權
285
。亦有認為，當專用實施權以專利權之全

部期間為存續期間且已支付全部權利金之情形，專利權人已無保留排

除侵害的現實利益，此時對第三人不具有禁止請求權
286
。 

第二項   損害賠償請求權 

第一目 學說 

按特許法第 102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規定：「(第 1 項)專利權人或專

用實施權人，對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專利權或專用實施權者請求賠償
                                                       
285  奥村直樹，「専用実施権設定後の特許権者による差止請求権」，パテント，第 60 卷第 9 期，頁

23，2007 年。 
286  実施権の論点整理。http://d.hatena.ne.jp/smoked‐bacon/20090312/1236842279(2010/07/01 最後到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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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以在無侵害發生之情況下及專利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之實施能

力範圍內，將專利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販售專利物品可得之單位利

潤，乘以侵害人轉讓構成侵權之物之數量，推定為專利權人或專用實

施權人所受之損害額。但如專利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有不能轉讓全部

或一部數量之情形，該數量應予扣除。(第 2 項)專利權人或專用實施

權人，對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專利權或專用實施權之人請求賠償時，

侵權人因侵權行為所獲利益，推定為專利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所受損

害。(第 3 項)專利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對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專利

權或專用實施權者請求賠償時，得以相當於實施該專利發明所應獲得

之數額作為損害額。」專利權人設定專用實施權後，因第三人侵害專

利權而受有損害時，專利權人和專用實施權人各自請求損害賠償之範

圍如何，也是一個困難之問題。 

學說上認為，日本特許法第 102 條損害額之推定規定，係以專利

權人本身從事專利產品之製造、販賣行為，或得對第三人許諾實施權

為適用前提。設定專用實施權後，專利權人已不能再實施發明，故只

能回歸民法第 709 條之原則性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即須證明因第三人

侵害行為致專用實施權人銷售業績下滑，致專利權人預期收取之權利

金減少，侵害行為與損害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等。通常在收取固定

金額式之權利金之場合，專利權人在證明損害額上相當困難。惟如專

利權鑑價之機制成熟，不排除專利權人可依專利權價值因受侵害而減

損之程度請求損害賠償
287
。 

詳言之，當專利權人設定專用實施權後，本即不得實施專利發明，

即使其從事實施，也相當於經專用實施權人所許諾之通常實施權人的

實施，故無主張特許法第 102 條第 1項及 2項規定損害賠償之餘地
288
。

至於特許法第 102 條第 3 項規定相當於權利金之損害賠償部分，於約

                                                       
287  林賢冶、杉山央，「専用実施権設定と特許権による侵害差止請求」，知財管理，56 巻 2 号，頁

261，2006 年。 
288  竹田稔，「知的財產權侵害要論」，頁 163，社團法人發明協會，1992 年 6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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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權利金是一次付清或定額給付之情形，專利權人並不會因第三人

之侵害行為而減收權利金，自不得請求損害賠償，即使權利金係以專

用實施權人的實際銷售金額為計算基礎，因專利權人已無對第三人許

諾實施之權利，亦不得依第 102 條第 3 項規定請求相當於權利金之損

害賠償，若承認專利權人及專用實施權人均得有權請求相當權利金之

損害，無異使侵權人承受二重之賠償責任
289
。 

亦有學說認為，專利權人於專用實施權之設定範圍內，雖無從適

用第 102 條第 1項及第 2項之推定損害額，但根據特許法第 102 條第 3

項之立法旨趣，應肯定專利權人仍得請求權利金相當額之損害賠償，

專用實施權人則得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所謂「權利

金相當額」，在實績權利金之情形，專利權人係依據專用實施權人之收

益額收取權利金，專用實施權人因侵害行為而收益減少的結果，也致

專利權人可得收取之權利金減少，故專利權人得請求因此短收之權利

金。至於在一次性付清權利金之情形，由於專利權人並未受到損害，

因此欠缺訴之利益
290
。詳言之，在設定專用實施權之場合，因許諾實施

之權限已歸屬於專用實施權人，不得照字面適用特許法第 102 條第 3

項規定，無必要使專利權人可得之損害額超出因第三人侵害而減收之

權利金收入額
291
。 

第二目 實務 

在 1988 年 4 月 22 日東京地方法院昭和 62 年(ワ)6521 號一案中，

原告甲就其「風力推進裝置」之專利權設定專用實施權予原告乙，並

約定以乙批發售價之 6%計算權利金。因丙製造販賣與系爭專利發明構

                                                       
289  実施権の論点整理。http://d.hatena.ne.jp/smoked‐bacon/20090312/1236842279(2010/07/01 最後到

訪) 
290  盛岡一夫，「特許権者とともに専用実施権者または独占的通常実施権者が請求し得る損害賠償

の範囲」，発明，第 186 期，1989 年 3 月。http://www.hanketsu.jiii.or.jp/hanketsu/jsp/hatumeisi/hyo

u/198903hyou.html(2010/07/01 最後到訪) 
291  駒田泰土，「専用実施権を設定した特許権者の差止請求──権利変動の構造分析の観点から」，

知財年報 2007，別冊ＮＢＬ120，頁 236，株式會社商務法務，200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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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組件及作用效果之產品，甲及乙爰共同對丙起訴。乙主張因丙販賣

侵權物品，致其專利產品之販賣數量同等減少，而請求販賣利益減少

之損害賠償，甲則請求因乙販賣數量減少致權利金短收之損害賠償。

甲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在乙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同額範圍內，為不真正

連帶債權。法院認為，甲對乙之專利產品的批發售價享有百分之六權

利金之請求權，故丙應賠償甲相當於因乙之販賣數量減少所減收之權

利金。至於乙販賣專利物品之可得利益中，負有給付甲百分之六權利

金之義務，故乙因丙之侵害行為所減少之販賣利益，應扣除相當於應

給付甲之權利金額後，餘額始為乙得請求賠償之金額。 

在上述案例中，甲係依特許法第 101 條第 3 項規定請求權利金相

當額之損害賠償。另名古屋地判昭和58年 3月18日(判例タイムズ514

号 291 頁)、東京地判昭和 43 年 7 月 24 日(判例タイムズ 229 号 231

頁)之判決，也持相同見解
292
。 

第四節  中國大陸 

按中國國家知識產權局訂定之專利實施許可合同（試用）本所附

「專利實施許可合同簽訂指南」第 11 條規定：「侵權的處理：1、對合

同有效期內，如有第三方指控被許可方實施的技術侵權，許可方應負

一切法律責任；2、合同雙方任何一方發現第三方侵犯許可方的專利權

時，應及時通知對方，由許可方與侵權方進行交涉，或負責向專利管

理機關提出請求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被許可方協助。」專利權人

無論是否與他人訂立獨占性實施許可合同，在專利侵權訴訟中似乎均

具有訴訟主體的資格
293
。 

                                                       
292  盛岡一夫，「特許権者とともに専用実施権者または独占的通常実施権者が請求し得る損害賠償

の範囲」，発明，第 186 期，1989 年 3 月。http://www.hanketsu.jiii.or.jp/hanketsu/jsp/hatumeisi/hyo

u/198903hyou.html(2010/07/01 最後到訪) 
293  中國國家知識產權局，「日本最高法院裁決訂立獨占實施許可合同的專利權人亦享有禁止第三人

侵權的訴權」，2005 年 8 月 3 日。

http://www.sipo.gov.cn/sipo2008/dtxx/gw/2005/200804/t20080401_352945.html(2010/07/01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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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我國 

第一項  學說 

專利權人為專屬授權後，專利權人是否仍可提起侵權訴訟？學說

上有不同見解。茲分述如下： 

一、肯定說 

(一)蔡之中氏認為，由於專利權所受侵害之結果較為久遠，故原則上

應由專利權人提起排除侵害之訴，然專利權人除實施金外別無其

他對價收入，而訴訟費用又或較實施金為高，彼即因此而受雙重

不利(收取低額實施金，支出高額訴訟費用)，是以專利權人亦有

約定其起訴次數者，或規定其協調之方法
294
。 

(二)林鴻達氏認為，依照我國專利法第 84 條第 1 項：「發明專利權受

侵害時，專利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有侵

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及第 2項：「專屬被授權人亦得為前

項請求。但契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很明顯的，兩者任一

均可向侵權人主張權利，除非契約另有約定
295
。 

二、否定說 

(一)許忠信氏認為，應視專屬被授權人被授權之內容、範圍與侵權人

之侵權行為態樣以為斷，若侵權行為僅侵及該授權範圍內之專屬

權，則僅被授權人可請求損害賠償，授權人則否。若侵權行為除

侵害被授權人之授權範圍內專屬權，亦侵及授權人所尚未授與的

權利，則兩者皆可依其權利範圍，各別請求損害賠償
296
。 

(二)黃銘傑氏認為，專利權人已因其授權行為而於授權範圍內，喪失

其排他權，該當專利的排他權於此僅能由專屬被授權人所享有及

                                                       
294  蔡之中，「專利實施權之研究」，頁 98，聯經出版事業，1986 年 2 月第 2 次印行。 
295  林鴻達，「專利授權契約‐我國與美國授權實務之比較觀察」，月旦法學雜誌第 149 期，頁 12，

2007 年 10 月。 
296  許忠信，「從德國法之觀點看我國專利權侵害之損害賠償責任」，臺北大學法學論叢第 61 期，頁

88，2007 年 0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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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使。於專屬授權之情形，專利權人當無權原可向侵害專利權之

人，進行民事救濟之請求，而應僅有專屬被授權人可因其排他權

遭受侵害而請求相關民事救濟
297
。 

第二項  實務 

一、台北地方法院 92 年度智字第 34 號民事判決 

在台北地方法院 92 年度智字第 34 號專利侵權損害賠償事件中，

原告乙為中華民國專利證書新型第120125號「保全系統緊急對講裝置」

之專利權人，將此一專利權專屬授權予其擔任代表人之中德保全公

司，嗣乙認為中興保全公司家庭保全系統主機上之 THS 申告鈕裝置侵

害系爭專利，而與中德保全公司共同起訴。被告中興保全公司爭執乙

既已將系爭專利權專屬授權予中德保全公司，即喪失訴訟上主張其權

利之當事人適格。法院認為：「按當事人適格係指成為訴訟標的之權利

義務關係，有請求法院為本案判決之資格。有當事人適格之人稱為正

當當事人，方有訴訟實施權。查，92 年 2 月公佈修正前之專利法（下

稱舊專利法）第 88 條第 2 項雖規定為：『專屬被授權人亦得為前項之

請求，但以專利權人經通知後而不為前項之請求且契約無相反約定者

為限』，故依據舊專利法之規定，關於專利受侵害時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及侵害排除、防止請求權，原則上係屬專利權人所享有，專屬被授權

人在例外請求下亦即須專利權人經通知不行使權利且契約無相反約定

者方得行使該權利，其目的應在防止專利之專屬被授權人違反專利權

人之意思而行使專利之排他性權利。然現行專利法第 84 條第 2項已將

上開規定修正為『專屬被授權人亦得為前項請求。但契約另有約定者，

從其約定。』相較於舊專利法之規定，應認現行規定已放寬專利被授

權人行使權利之要件，除授權契約中有約定專利被授權人不得行使權

                                                       
297  黃銘傑，「從專利授權之法律性質與定位論專利法修正草案授權規範之問題點與盲點」，頁

11‐12，98 年專利法修法研討會論文集，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主辦，2009 年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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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方受其限制，然尚不得因此推論專利權人將專利授權予他人後，即

喪失此一專利法所賦予其所有之排他性權利。故被告辯稱乙業將系爭

專利授權予中德保全公司，乙不得提起本件訴訟，顯不足採。」 

同案上訴後，臺灣高等法院 95 年度智上字第 1 號判決亦認：「新

型專利權受侵害時，專利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

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專利法第 105 條準用同法第 84 條第 1

項亦有明定。經查：(一)被上訴人抗辯乙既將系爭專利授權中德保全

公司實施，即已喪失請求賠償損害之權利云云，惟按專屬被授權人亦

得為賠償損害之請求。但契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此觀專利法第

105 條準用同法第 84 條第 2 項規定即明。上訴人既否認其間之系爭專

利授權契約，有何乙不得行使本項權利之約定，則於被上訴人舉證證

明乙與中德保全公司之授權契約另有約定乙不得請求之前，尚難認被

上訴人此部分之抗辯為可取。」 

二、台北地方法院 94 年度智字第 27 號民事判決 

在台北地方法院 94 年度智字第 27 號侵權行為損害賠償事件中，

原告甲享有中華民國新型專利第181752號「胸罩懸掛式調整型內衣組」

及第 160845 號「調整型內衣改良結構」專利權（下稱系爭專利權）。

甲將系爭專利權專屬授權予其擔任代表人之捷成興業有限公司製造銷

售，依授權契約所載，銷售塑身衣之利潤由甲及捷成公司各取得百分

之五十，並約定若有第三人侵害系爭專利權時，其損害賠償金亦各取

得百分之五十。嗣原告認為馥媺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擅自委託豈意

有限公司製造之塑身衣侵害系爭專利權，爰與捷成公司共同對馥媺公

司及豈意公司起訴。法院認定被告因侵害系爭專利權所得利益為 343

萬 1151 元，而判決被告應連帶賠償甲及捷成公司各 117 萬 5576 元。

同案上訴後，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對於侵權之成立與否雖有不同見

解，但並未否認專利權人為專屬授權後，仍具有提起侵權訴訟之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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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慧財產法院 97 年度民專訴字第 47 號民事判決 

在智慧財產法院 97 年度民專訴字第 47 號專利侵權損害賠償事件

中，原告甲為公告第 534173 號「具徵調功能之滑輪機構」及公告第

534173 號「滑輪機構之結構改良」（下稱系爭專利權）之新型專利權人，

將系爭專利權專屬授權予東桂公司，但未收授權金。原告主張艾力達

公司生產銷售之滑輪侵害系爭專利權，造成東桂公司業績下滑，爰以

東桂公司營收減少之數額作為求償數額。法院認為：「專屬授權係獨占

之許諾，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專利權人之地位

行使權利，專利權人不得再實施專利權。本件原告系爭專利專屬授權

予東桂公司之範圍並無限制，應係就系爭專利為全部授權，故原告於

專屬授權範圍內應不得再實施系爭專利權，而原告專屬授權既無收取

權利金，於本件亦稱其本身無損害，而係主張引用東桂公司所受損害

為請求被告賠償之依據，其既已不得再實施系爭專利權，且本身無損

害，自不得以被告侵害系爭專利而請求被告賠償損害。」似未否定專

利權人在受有損害之情形，仍得提起專利侵權訴訟。 

四、司法院 98 年 6 月智慧財產法律座談會 

查司法院 98 年 6 月召開之智慧財產法律座談會第 15 號提案法律

問題：「我國專利法第 84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發明專利權受侵害時，

專利權人得請求損害賠償。在專屬授權之場合，專利權人得否向侵權

行為人請求損害賠償？」有兩說。甲說認為：專利權之授權與讓與不

同，專利權之受讓人，在其受讓範圍內，得專利權。惟專利權之被授

權人，僅於專利權讓與之範圍，得實施專利權，專利權人仍為專利權

之主體。因此，不論專利授權之方式為非專屬授權或專屬授權，專利

權人均得向侵權行為人請求損害賠償。在專屬授權之場合，專利權人

與專屬被授權人各得向侵權行為人請求其所受之損害賠償；乙說認

為：專利權為準物權，於法令限制範圍內，得彈性地利用其權利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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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專利權人得依據具體之事件，決定專利授權之方式。在專屬授權之

場合，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專利權人之地位行

使權利，並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行為。而專利權人在專屬授權範

圍內，不得行使權利，是專利權之權能呈現空洞化。準此，專利權人

除不得積極實施專利權外，亦不得對侵權行為人行使消極之防禦權，

對其主張損害賠償請求權。研討結果係採甲說(實到人數 29 人，採甲

說 13 票，採乙說 6 票)
298
。 

我國前揭實務見解，與德、日相較，堪稱相符。惟現行專利法第

84 條規定在實務上，造成訴訟關係複雜化，且難以區隔不同原告之損

害賠償範圍，尤其是在不同法院或不同時間提起訴訟時，故在專利法

修正草案研議過程中，曾有智慧財產法院法官建議朝單一訴訟主體之

方向考量修法。案經智慧財產局研究結果，認為專利權與專屬授權之

關係類似所有權及用益物權，專利權人及專屬被授權人各有提起訴訟

之請求權基礎，亦可能各有損害，法理上難以將訴權完全歸屬任何一

方。惟鑒於經專屬授權之專利權遭第三人侵害，而專利權人或被授權

人一方提起訴訟時，因訴訟上關於侵權之認定、損害之程度與賠償數

額分配等事項，專利權人與被授權人之權益息息相關，為促使雙方儘

量在同一訴訟程序解決糾紛，智慧局爰參考歐盟專利法院條約草案第

27 條及西班牙專利法第 124 條規定，擬於專利法修正草案第 98 條第 5

項增訂起訴之一方應將訴訟告知他方，俾他方得斟酌參加訴訟或追加

起訴。另參考民事訴訟法第 67 條之 1規定，於同條第 6項增訂訴訟之

結果，於未起訴之他方有法律上利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

審言詞辯論終結前相當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行程度通知該未起訴之

他方。期能透過訴訟參與及法院訴訟指揮，擴大訴訟制度解決紛爭之

功能。但司法院研究結果，認為專利法修正草案第 98 條新增之第 5 項

及第 6 項核屬訴訟程序規定，似宜規範於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尤以

                                                       
298  司法院編印，「98 年度智慧財產法律座談會彙編」，頁 55，98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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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新增之第 6項，係參照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67 條之 1規定而新增，

惟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1條已規定：「本法未規定者，分別依民事、

刑事或行政訴訟程序應適用之法律。」顯無於專利法再規定之必要，

建議應予刪除，故未納入本次修正草案。 

第六節  小結 

專利權人與專屬被授權人之關係，可以所有權人與地上權人之關

係進行理解，所有權人設定地上權後，除收取地租外，已喪失對土地

為使用收益之權利，但仍具有排除他人侵害所有權之權利。至於所有

權人得否請求損害賠償，則須視其能否證明受有損害而定，尚難一概

排除其請求損害賠償之可能性。否定專利權人及專屬被授權人均有侵

害排除請求權及損害賠償請求權之理由，主要係憂心可能產生判決矛

盾及侵權人雙重賠償之問題。 

由於專利侵權訴訟必須支付相當訴訟成本，授權契約中可能約定

應由專利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負有排除他人侵害專利權之優先義務，

故於法律中明文排除專利權人行使訴訟權利，未必符合授權契約當事

人之期待。至於強制專利權人加入專屬被授權人之訴訟一節，因專屬

授權契約之型態多元，如授權契約已明文約定訴訟權之行使主體，是

否仍須一律強制雙方共同訴訟，亦值考量。在專利權人或專屬被授權

人單獨提出訴訟之情形，法院應可善用民事訴訟法第 67 條之 1條規定

通知他方參加訴訟
299
，以減少雙重訴訟之發生。如專利權人或專屬被授

權人係分別提起訴訟，法院則得利用民事訴訟法第 205 條規定，命合

併辯論及合併裁判，以避免訴訟矛盾。被控侵權人亦可同時對專利權

人及專屬被授權人提起消極確認之訴，確定其未侵害專利權，以避免

雙重被訴之風險。 

                                                       
299  民事訴訟法第  67 條之 1 條規定：「Ⅰ訴訟之結果，於第三人有法律上利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

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論終結前相當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行程度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Ⅲ第一

項受通知人得依第 58 條規定參加訴訟者，準用前條之規定。」第  67  條：「受告知人不為參加或參

加逾時者，視為於得行參加時已參加於訴訟，準用第六十三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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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國內學者倡議在專屬授權之場合，專利權人已將排他權於

授權範圍內移轉給被授權人，故專利權人當無權原可向侵害專利權之

人，進行民事救濟之請求，而應僅有專屬被授權人可請求相關民事救

濟
300
。暫不論此說混淆「授權」與「讓與」之本質差異，縱或可採，亦

無改於專利權人於授權後仍為權利所有人，專屬被授權人僅為權利之

準占有人之法律事實。學說上認為所有人之物上請求權與占有人之物

上請求權目的與效力各異，故可獨立行使而互不相妨，以訴訟方式行

使時，所有人之物上請求權與占有人之物上請求權可合併提起，亦可

先後提起，無一事不再理之問題
301
。另專利權如受他人侵害而致專利權

人確受損害時(如權利金收益減少或專利權價值減損)，亦不應剝奪其

基於專利權人之地位可行使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至於為避免同一侵權行為有多數訴訟提出，而浪費訴訟資源及發

生訴訟矛盾，宜否參考英美法規定，要求專利權人與專屬被授權人應

共同起訴部分，鑑於國人以被授權人居多，要求國外之權利人一定要

與被授權人共同訴訟，恐將增加國人行使訴訟權之難度。再者，參酌

大陸法系國家(日、德、大陸地區)之專利法均無類似強制共同起訴之

規定，英美法之訴訟理論未必契合我國法制，故智慧財產局研擬之專

利法第 98 條修正草案，仍維持現行法專利權人與專屬被授權人均各得

行使民事救濟權之架構。惟在專利權人係將專利權之所有實施權能(包

含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之權)全部專

屬授權予他人，並約定權利金係一次性付清，且以專利權全部存續期

間為授權期間之情形，法院似可參考美國實務見解，認為此已屬實質

上專利權之讓與，或參酌日本學說及德國實務，認為專利權人欠缺權

利保護要件，而以其請求為無理由，以判決駁回之。 

當然，在肯定專利權人不因專屬授權而必然喪失侵害排除及防止

                                                       
300  黃銘傑，「從專利授權之法律性質與定位論專利法修正草案授權規範之問題點與盲點」，98 年專

利法修法研討會論文集，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主辦，2009 年 8 月 26 日 
301  謝在權，民法物權下，頁 613‐614，2007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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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權之結論下，於專屬授權契約中約定專利權人應負起排除第三人

侵權之義務即成為可能。即使未明文約定，從契約之本旨及締約過程

也有可能解釋出專利權人負有侵害排除或防止之義務。如果專利權人

有意將侵害排除權能完全交由專屬被授權人行使，而不希望負擔任何

排除侵害之義務，為了避免被授權人將來主張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

償，於契約中明定毋寧是最安全的作法。當然，專利權人也不需完全

放棄其侵害排除或防止請求權，僅需約定應由專屬被授權人負起優先

排除侵害之義務，如專屬被授權人未為適當之處理，專利權人亦得行

使即可
302
。 

又一般專利權人大多係基於本身無實施專利發明之需求始會專屬

授權予他人實施，因此往往欠缺檢視其專利權狀況之興趣，也容易疏

於注意他人之侵權行為。在專利權係由公司所有之情形，依公司法第

23 條規定，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財產之管理負有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

務，如果公司所有之專利權因他人侵害而價值降低或權利金收入減

少，公司負責人恐難以專利權已專屬授權予他人為由，而解免其排除

或防止他人侵害專利權之注意義務。另外，在專利權成立信託，而將

專利權移轉予受託人之情形，依信託法第 22 條規定，受託人應依信託

本旨，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處理信託財產，受託人亦不得已將專利權

專屬授權予他人為由，而解免其對信託財產之保全及管理責任，凡此

均為肯定專利權人不因專屬授權而必然喪失侵害排除及防止請求權之

結論下，可能衍生之法律責任。 

最後，肯定專利權人於專屬授權後仍具有侵害排除請求權是一回

事，於現實上是否行使又是另一回事。在發現侵權的場合，專利權人

一般會先發警告函，如果涉嫌侵權人不停止侵權行為，再進入談判或

訴訟階段。如果專利權人已專屬授權予第三人，即無法再授權給侵權

                                                       
302  林賢冶、杉山央，「専用実施権設定と特許権による侵害差止請求」，知財管理，56 巻 2 号，頁

259，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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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故在談判時通常無法與侵權人以簽訂授權契約的方式和平收場。

如果要提起侵害排除訴訟，則必須考量提起訴訟費用與侵權造成之損

害間，是否符合成本效益。因此，專利權人在為專屬授權後，行使侵

害排除請求權有其實際上之困難，於授權之初必須仔細評估
303
。 

 
303  林賢冶、杉山央，「専用実施権設定と特許権による侵害差止請求」，知財管理，56 巻 2 号，頁

259‐260，261，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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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授權契約，係指專利權人在專利權的有效期內，授權被授權

人在一定期間內和一定範圍內實施其專利，被授權人支付約定的授權

金所訂立的合約
304
。被授權人最主要之義務，即為給付權利金，此外尚

有依約遵守權利行使之限制、報告義務、實施義務及專利標示義務等

305
。原則上，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所負之契約義務並無顯

著之不同。惟由於專利權人為專屬授權後，不得就相同範圍內再為授

權他人實施，即使承認專利權人可特約保留自己之實施權，但對於本

身無實施能力或意願之專利權人並無實益。因此，專利權人為專屬授

權時，當然希望該授權可為其創造最大收益，尤其當權利金之設計與

專屬被授權人之實施績效有連動關係時，授權人可能希望訂定「盡最

大努力」條款(best efforts clause)，以確保被授權人盡全力實施該

專利。如授權人未於契約中明定被授權人之努力實施義務時，是否可

推定被授權人負有此默示義務，實務上有不同看法。 

第一節  美國 

關於「最大努力」(best efforts)之措辭，一般是指被授權人同

意盡其最佳的合理努力去達成授權契約之目標
306
。實務上認為這個措辭

過度，適當的措辭應為「適當努力」(due diligence)或「合理努力」

(reasonable efforts)
307
。當授權契約未明定專屬被授權人負有此義務

時，是否可認定專屬被授權人負有此默示義務，係以州法為準據法，

並視個案情形而有不同結論。即使法院在個案中認定專屬被授權人負

有最大或合理努力義務，並非表示被授權人應不計虧損而盲目地努力

                                                       
304  專利審查基準第 1 篇第 12 章 3.3。 
305  賴文智，「智慧財產權與民法的互動‐‐以專利授權契約為主」，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

論文，頁 105‐106，2000 年。 
306 Melvin F. Jager, Licensing law handbook , 2008-2009 Edition, P.283, Tomson Reuters/West, 
2008 
307 Perma Research and Dev.  v.  Singer Co., 542 F.2d 111, 118 (2nd Cir.); Vacuum Concrete 

Corp. v. American Mach. & Foundry Co., 321 F. Supp. 771, 775 (S.D.N.Y.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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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專利行為，也不要求被授權人應從事任何可能的努力，即使此種

努力將損害其利益或財務狀況，故被授權人有權根據實際情況合理考

量其利益後採取適當的作為
308
。 

在 Wood v. Lucy, Lady Duff-Gordon, 222 N.Y. 88 (N.Y. 1917)

一案中，被告是知名時尚設計師，專屬授權原告將其署名使用於物品

上並販賣其設計之權利。嗣被告在未告知原告之情形下，署名於物品

上並收取利益，原告爰起訴被告違反契約，被告抗辯兩造專屬授權之

合意欠缺契約要件，因為該合意並未課予原告任何義務。Cardozo 法官

認為，雖然原告未明示承諾應盡合理努力(reasonable efforts)去行

銷被告署名及設計之商品，然而這樣的承諾可被公平地認定。蓋法律

已脫離昔日精確的文字是絕對至上之原始形式主義，而於今日有更廣

闊的視野。被告授予原告為期一年的專屬代理權利，在此期間內，被

告自己不能在物品上署名並販賣其設計，原告接受這樣的專屬代理權

即為義務的承擔，而非只是將被告置於原告擺佈。更重要的是，被告

專屬授權的唯一補償就是獲得原告實施利潤之一半，除非原告付出努

力，被告將一無所得，原告承諾給付被告因專屬代理權所獲收益之一

半及每月進行結算，就是一種願盡合理努力去創造收益之承諾。缺乏

這樣的默示承諾，系爭契約將無法發生雙方所欲發生之效力。 

在 Permanence Corp. v. Kennamental, Inc., 908 F.2d 98 (6th 

Cir. 1990)一案中，Permanence 於 1979 年 2 月時，將其鎢碳合金及其

製造方法專利非專屬授權予 Kennamental，後者同意支付美金 15 萬元

之授權費及使用該方法所製物品淨售價 2.75%之權利金，並於簽約時預

付權利金美金 10 萬元。1981 年 2 月，Kennamental 行使約定之選擇權，

將該非專屬授權轉換成專屬授權，權利金調高至 3.5%，並支付

Permanence 選擇權對價美金 15 萬元及預付美金 10 萬元之權利金。嗣

Permanence 於 7 年後以 Kennamental 未履行盡最大努力實施該專利之

                                                       
308 John Chabria  v.  EDO Western Corp., 2009 U.S. Dist. LEXIXS 27078(S.D.Ohio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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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示義務為由，起訴 Kennamental 違反契約。聯邦第六巡迴上訴法院

認為，最大努力義務不應被輕易推論，因為此義務使被授權人承受重

大訴訟風險，並且剝奪其自主決定行銷努力合理程度的基本權力。認

定被授權人是否負有此項義務時，應注意契約文字及締約相關情況。

原告承認被告實施非專屬授權時並無盡最大努力之義務，而依據系爭

合約約定，即使被告於 2 年後未行使轉換選擇權，權利金比率仍從

2.75%升高至 3.5%，故不論系爭契約是否為非專屬授權或專屬授權，原

告所能收取之權利金均無差異。又被告為轉換取得該專屬授權，已給

付原告美金 25 萬元，故原告授予專屬授權之對價並不完全仰賴被告實

施專利之收入。另授權契約訂定時，系爭專利技術之實用性猶在未知

狀態，被告願盡最大努力去發展該項技術之承諾實屬重大，不應被自

動推定。由於被告給付原告美金 25 萬元已足夠創造被告實施專利之誘

因及展現被告將該專利技術商業化之誠意，且原告授予專屬授權之對

價亦非完全繫諸被告實施專利之收入，故本案無須認定被告負有最大

努力默示義務以創造系爭契約之雙務性，如原告有意使被告承擔此義

務，應在雙方正式書面契約上予以載明。 

在 Emersnon Radio Corp. v. Orion Sales, Inc., 253 F.3d 159 

(3d Cir. 2001)一案中，原告 Emersnon 專屬授權被告 Orion 為期 3 年，

使用其商標以製造、經銷及販賣特定視聽設備予 Wal-Mart 量販店之權

利，因 Orion 本身也使用自己商標製造及販售視聽設備予 Wal-Mart，

原告認為被告蓄意以自家商品取代 Emersnon 商品，致 Emersnon 牌商

品銷售量減少，而 Orion 牌商品銷售量增加，爰起訴被告違反最大努

力義務及誠信義務。聯邦第三巡迴上訴法院認為，系爭專屬授權合約

已約定被告每年至少應給付原告美金 4 百萬元之權利金，已可確保原

告不受被告努力成果影響而取得最低收益，因此法院不須認定被告負

有合理努力之默示義務以創造系爭契約之雙務性。但默示的誠信義務

(good faith and fair dealing)存在於所有契約，即一方不應破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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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他方收取契約成果之權利。由於原告已提出合理期待每年權利金

收入應超過美金 4 百萬元之證據，有關被告是否依據契約當事人之合

理期待，於相關狀況下作出合理裁量之事實爭議，屬於應提交陪審團

決定之事項，故撤銷地方法院之逕為判決。 

在 Oliver v. Flow International Corp., 155 P.3d 140 (Wash. 

App.2006)一案中，原告 Oliver 將其發明之自動清潔機「Robot」所有

權利轉讓予被告 Flow，以換取美金 15 萬元及可能之權利金。Flow 最

初嘗試行銷「Robot」但沒有成功，因此未就該發明申請專利，3 年後，

Flow 沒有販賣任何機器，也沒有給付任何權利金。原告以被告實施發

明之努力不足為由，而起訴被告違約。華盛頓州上訴法院認為，被告

於訂約時雖有意就該發明申請專利，及從事製造、販賣，但並無意受

此拘束，且系爭契約是買賣契約，被告係購買該發明之全部權利，而

非購買以 Oliver 名義販賣該發明之代理權。除非符合下列五項要件，

法院不能推定一項承諾之存在：1、此含意必須可從契約文義推知，或

為使當事人意思生效所不可或缺的；2、契約文義是如此明白以致當事

人認為無需表明；3、必須符合法律上之必要性，始有推定承諾存在之

正當性；4、假如注意到這項義務時，得認其當然被承擔，始可推定該

承諾存在；5、當契約已完全處理此議題時，不應推定承諾存在。一般

而言，推定他方承諾存在之情形，是為了避免契約欠缺對價關係而無

效，惟本案被告已承諾給付原告美金 15 萬元，且該金額與未來被告之

販賣成果無關，已足以提供對價而避免系爭契約無效，故不須為了支

持系爭契約之有效性，而推定被告負有默示合理努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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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德國 

專屬被授權人具有實施專利之義務，源自於德國契約法之一般原

則，尤其在權利金是按件計算之情形，法院及學說從各種不同的法律

原則中推定此項義務之存在。不過，在某些案件中，於契約中明定此

項義務仍是被建議之作法，特別當契約沒有約定最低權利金或者權利

金非常低時。實施義務及最低權利金條款之結合，也具有防止被授權

人取得授權之目的只是為了取得防禦性權利，以用來限制競爭及阻礙

更佳技術之發展，例如使與被授權人之產品具有競爭關係之專利產品

在市場上消失。被授權人主張實施義務是不合理或不公平者，應負舉

證責任。授權契約也可能約定被授權人應實施的最低數量，但如果被

授權人在相關技術領域並無經驗，且結果顯示實施該專利在經濟上是

不可能時，這樣的實施義務可能在私法上構成非法強制
309
。 

至於在非專屬授權之情形，即使權利金係按銷售額或生產量計

算，或訂定相當高之最低權利金額時，如契約未予明定，一般而言，

非專屬被授權人並不負有實施專利之默示義務。不過，非專屬授權也

可明定實施義務或訂定最低權利金之條款，並約定如被授權人未達最

低銷售額時，授權人得終止契約
310
。 

第三節  日本 

實施權人是否當然負有實施義務，學說上並無定論，有認為專用

實施權人或獨占之通常實施權人應負有此項義務。理由為：1、授權人

授予獨占性之實施權，是基於實施權人會實施之期待；2、在實施權人

不實施之情形，授權人又不得再為授權他人實施，將使授權人束手無

策；3、在實施權人不實施之情形，第三人可能會申請強制授權。至於

                                                       
309 Jochen Pagenberg & Bernhard Geissler, License agreements, P.125‐127, Köln. Berlin.Bonn. München, 
3rd Ed, March 1991. 
310 Jochen Pagenberg & Bernhard Geissler, License agreements, P.251, Köln. Berlin.Bonn. München, 3rd 
Ed, March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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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實施權人，除非契約有特別約定，否則不負實施義務。 

授權契約中訂定實施權人應盡合理努力實施專利發明之條款稱為

「最善實施義務」條款。除了一般、抽象之努力實施條款外，也常見

訂定各種個別具體的實施義務者(如實施料支付義務、實施料計算書提

出義務、生產販賣記錄及記帳義務、生產開始義務、宣傳廣告義務、

專利標示義務、改良技術提供義務、權利不爭義務、秘密保持義務、

工業開發義務、競業迴避義務、侵害發現通知義務等)。 

實施權人是否負有抽象的最善實施義務，係契約解釋問題。由於

個別具體之實施義務源自於抽象之最善實施義務，故在契約已明定各

項具體實施義務之情形，否認實施權人負有最善實施義務並不尋常，

惟在具體個案中，法院根據當事人真意、契約用語及客觀情事，仍有

可能將最善實施義務條款解釋為訓示規定，而不認其具有法之拘束

力。如否定最善實施義務條款之拘束力時，也就無必要進一步檢討各

項個別實施義務之有無。 

縱使承認實施權人負有實施義務，一旦出現更優秀的競爭技術或

競爭替代品，可預期實施發明將無法得到適當利潤之客觀情事時，有

認為實施權人得類推適用日本民法第 628 條規定：「當事人於訂定雇用

期間之場合，如發生不得已之事由時，各當事人得立即解除契約。惟

該事由係因當事人一方之過失所生者，應對他方負損害賠償責任。」

而主張解除授權契約，甚至可主張情事變更原則，而不負實施義務；

亦有認為因締約後發生之客觀情事變化，致實施義務成為客觀不能

時，實施權人可主張因不可歸責之事由，主張免除實施義務。 

在昭和 54年 3月 30 日大阪地裁判決(昭和 50年(ワ)字第 2062 號

損害賠償事件)一案中，原告將其電動計算機發明授權被告實施，主張

被告違反發明實施努力義務，未在一定期間內將該計算機商品化，爰

起訴請求所失利益之損害賠償。法院認為，系爭契約係原告提供技術、

被告投入資本生產，而由雙方分配因此所得利益之契約。當系爭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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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時，該計算機尚在測試階段，且有部分零件圖尚未完成，因此含

有不確定要素，原告所能得到金額之名義也以計算機實際企業化、商

業化的時點加以區分，前段是試作報酬，後段才是權利金。兩造原預

期 1 年後可完成商品化，惟一方面原告遲未完成全體設計圖，一方面

因小型桌上型電子計算機技術之研究發展快速，為提升競爭力之必

要，被告屢次要求原告變更設計，因此延誤計算機上市時間，最後被

告也放棄生產計畫。系爭契約雖然訂定被告負有「早急實施努力義

務」，但解釋上只是一種訓示規定，尤其契約也未明定其具有法的拘束

力。另契約雖訂定自契約成立起至商品化為止約 1 年內，被告每月應

給付報酬，但只是預期 1 年後可能完成商品化之措辭，並非被告於訂

約後 1 年以內負有完成商品化之義務，未完成商品化之義務也不應僅

令被告一方負擔
311
。 

第四節  中國大陸 

按 1988年 4月 1日起實施之上海市關於專利實施許可合同管理的

若干規定第 5 點規定：「專利實施許可合同的條款，由合同當事人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的有關規定約定，並應包括：(一)專

利號或專利申請號；(二)專利申請、專利公佈(公告)、專利批准的日

期；(三)專利實施許可合同的種類；(四)維護和保護專利權；(五)實

施義務；(六)專利技術的改進；(七)專利糾紛的處理。」另中國國家

知識產權局訂定之專利實施許可合同（試用本）所附「專利實施許可

合同簽訂指南」第 16 條規定：「合同的生效、變更與終止：…2、（對

獨占實施許可合同）被許可方無正當理由不實施該專利技術的，在合

同生效日後    （時間），本合同自行變更為普通實施許可合同。3、

由於被許可方的原因，致使本合同不能正常履行的，本合同即告終止，

或雙方另行約定變更本合同的有關條款。」可見實施義務係專利實施

                                                       
311  三山峻司，「実施義務」，頁 407‐420，判例法ライセンス法‐‐山上和則先生還歷記念文集，社團

法人發明協會，2000 年 1 月。 

191 
 



第十三章  專屬被授權人之努力實施義務 

許可合同(尤其是獨占的實施許可)中容許甚至必載之條款。 

授權人若欲使被授權人承擔實務義務，必須在契約中與被授權人

明確約定。專利權人自己不實施專利時，尤其在權利金採取比例計算

之情形，更須要求被授權人承擔此義務。被授權人的實施義務可能包

括在一定時間內開始生產專利產品；行使契約約定之權利；在一定範

圍內生產專利產品並從事行銷等
312
。 

但也有認為因獨占實施許可合同在一定的範圍內限制授權人自己

實施或許可他人實施專利技術，如被授權人不實施專利技術，既不利

於推廣新技術，也損害授權人可獲得的收益，故應視為被授權人違約，

如契約未約定違約金，被授權人應以可得之權利金比例賠償授權人之

損失。如被授權人取得訂約目的是為了非法壟斷技術，妨礙技術進步，

則應認定該專利實施許可合同無效
313
。 

第五節  我國 

專利產品之製造、銷售，原則上雖屬於被授權人之自己事務，但

權利金若採計量收取方式，將直接關係專利權人之權利金收入，故許

多專利授權契約，尤其是專屬授權，經常約定被授權人之辛勤實施義

務，亦即被授權人必須勤勉努力，實施授權產品或方法，如被授權人

未履行產銷計畫，或未達成預定銷售數額，專利權人得通知改善，如

被授權人屆期未改善時，專利權人得終止授權契約
314
。惟實施義務之約

定未必取決於權利金之考量，有時專利權人為推展其專利技術，亦可

能要求被授權人必須盡最大努力實施該智慧財產權
315
。至於授權契約未

                                                       
312  北大法律信息網，「專利實施許可合同受讓人的義務」。

http://big5.chinalawinfo.com/vip.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_JingJie.asp?Db=jin&Gid=8556
41892(2010/01/19 到訪)。 
313  中国技术贸易网，「独占、排他实施许可合同的受让方不实施专利技术，如何？」。

http://data.k8008.com/detail_533.html(2010/07/01 最後到訪) 
314  陳聰富，「專利契約」，頁 56‐57，國立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律學研究所編印，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2009 年 1 月。 
315  賴文智，「智慧財產權與民法的互動‐‐以專利授權契約為主」，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

論文，頁 106，2000 年。 

192 



第十三章  專屬被授權人之努力實施義務 

明文約定被授權人負有實施義務之情形，有認為被授權人雖有實施之

權利，但並不當然負有實施之義務
316
。實例如下： 

一、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專屬技術授權合約第 6條規定：「義務及

責任：…二、勤勉義務：乙方應對本授權技術之商業化擬妥完善

可行之計畫，並依計畫書時程（詳如附件___）盡力執行。」第 9

條規定：「違約處理：…四、乙方若違反本合約第 6條第 2 項勤勉

義務，未依計畫書時程（詳如附件   ）進行者，甲方得不經催告

逕行終止本合約，並請求損害賠償。」 

二、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良場「自走式洋蔥挖掘機」技術

移轉專屬授權契約第 3 條規定：「權利移轉之實施：…二、產品上

市期限：乙方應於本契約生效後一年內完成應用本授權產品所製

造之授權產品上市，並應擔保其有足夠之財力及營運能力得將本

授權技術商品化，並盡力銷售之。如因特殊原因須延後產出成品

或停止開發計畫，應於前述產品上市期限屆滿前三個月書面通知

甲方，經甲方同意後始得延長產品上市期限，否則甲方得逕行終

止本契約。」 

在臺灣高等法院第 94 年度智上字第 35 號民事判決中，原告為新

型第 116745 號「有單向通風之鞋類」之專利權人，專屬授權予被告在

國內之製造及行銷代理權，授權期間自 89 年 1 月 10 日至 94 年 7 月 31

日。系爭合約第 4 條約定被告每年在國內行銷之最低雙數，如未達最

低雙數，原告有權終止合約；第 6條約定專利權利金每雙 50 元；第 11

條約定倘一方有違反本合約之規定，他方得終止本合約，並得請求受

損害之賠償。因被告連續 2 年未達最低行銷雙數，原告爰於 93 年 12

月 2 日依第 4 條終止契約，並依第 11 條請求被告賠償未達最低雙數之

權利金差額，台北地方法院認被告應負違約之損害賠償責任。惟高等

法院採納被告之上訴理由，認為兩造就專利權利金並非採最低數額約

                                                       
316  楊崇森，「專利法理論與應用」，頁 429，三民書局，2007 年 1 月 2 版 1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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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方式，而係就每雙計算，堪認第 4條「國內行銷最低雙數」應屬「盡

力條款」性質，而非乙方之契約義務，爰廢棄台北地方法院所為原告

勝訴之判決。原告提起上訴後，最高法院 95 年台上字第 2124 號民事

判決略以：「參諸契約第 6條約定，上訴人並非在訂約之初即按約定之

最低雙數收取定額之專利權利金，則第 4 條約定顯係賦予上訴人提前

終止契約之權利，且第 11 條約定，並未排除第 4 條之情形，則原審憑

以認定該第 4 條僅係盡力條款，上訴人不得再依第 11 條約定請求損害

賠償，亦屬可議。」故廢棄並發回更審。 

臺灣高等法院95年度智上更(一)字第 4號更審判決被告應賠償契

約終止前因未達最低行銷雙數所未給付之專利權利金。理由略以：本

件專利權之授權方式，係由原告以專屬授權方式授權被告在國內行

使，而原告授權之初並未收取專利權利金，而係以被告實際出貨之產

品數量計算專利權利金。倘原告在授權之初，即向被告收取定額專利

權利金，則日後被告無論在市場上銷售數量多寡，原告均得確保其專

利授權金之基本收益，則此時雙方所約定最低行銷雙數或可能解釋為

原告希冀被告盡力達成之目標。然本件兩造關於專利權利金之約定，

係採依據系爭專利生產之鞋子底部出貨量為準，以每雙 50 元計算。此

時若將系爭合約第 4 條約定解釋為被告之盡力條款，即便被告未達約

定最低行銷雙數，原告僅能終止合約，並無法請求被告補足該不足數

量之權利金，故倘被告銷售數量甚低時，原告恐無法回收其先前系爭

專利所投入之研發、申請費用及為使專利繼續有效需支付之行政規

費，是原告辯稱該第 4 條之約定僅屬盡力條款，不負損害賠償之責云

云，實屬無據。 

從上述判決可見，在合約訂有最低實施數量條款時，如專利權人

之權利金完全以被授權人之實施數量計算，則法院將認該約定之最低

實施數量為被授權人之契約義務，惟如專利權人在訂約時已收取定額

之權利金以確保基本收益，即使訂有最低實施數量，亦可能被解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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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示規定。至於若契約完全無最低實施數量之約定，亦未約定實施義

務時，被授權人是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實務上似未見相關判決。 

第六節  小結 

依德國專利法第 24 條第 4 項及日本特許法第 83 條第 2 項規定，

不實施專利發明者，可構成強制授權之事由。此係德、日認為專屬被

授權人負有實施義務之一項考量因素。美國專利法並無專利權不實施

之場合可構成強制授權之事由，只有在建立授權契約之「約因」所必

要時，始認為被授權人負有實施義務。惟專屬被授權人是否當然負有

實施義務，仍須探求授權契約當事人之真意及審酌授權專利技術商業

化之不確定性，故在個案之判斷上未必得出一致之結論。 

與其在授權契約中訂定抽象之實施義務條款，實務上建議訂定較

具體之目標值加以取代，如年度權利金最低金額或里程碑條款

(milestones)，里程碑可以是任何在預定時間內被授權人被要求達成

之客觀目標，例如特定日期以前必須取得食品藥物管理局之藥物上市

許可等
317
。至於被授權人無法達到預定之權利金門檻或里程碑時，可約

定授權人有權要求補足權利金差額、終止授權契約或將該專屬授權轉

換為非專屬授權等。 

 
317  劉江彬主編，「國際技術授權實務(一)：授權契約核心架構研習」，頁 97，國際技術授權主管總

會中華分會備會，2006 年 3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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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第 40 條規定：「(第 1 項)會員同意，

有些限制競爭之智慧財產權授權行為或條件，可能對貿易產生負面影

響，或阻礙技術之移轉及交流。(第 2 項)本協定並未限制會員得於立

法時，明定某些授權行為或條件，因對相關市場之競爭產生負面影響，

而構成智慧財產權的濫用。依照上開規定，任何會員得在其國內相關

之法律與規章中，採行與本協定其他條款不相牴觸之適當方法，以防

止或管制此等授權行為，例如：專屬之回饋授權、禁止對有效性異議

及強制包裹授權等。」專利授權對專利權人而言，可使專利技術與被

授權人之製造或經銷能力更有效率和有效的結合，而使專利權人從中

獲利，達到鼓勵發明與創作之動機；對消費者而言，可使新發明更有

效率及更快速地進入市場，而增加專利商品之可及性，增進社會利益。

原則上專利權人進行授權，可避免專利權集中一人行使，並使專利之

運用更有效率，而有助於市場競爭，進而嘉惠消費者。惟如專利權人

採用專屬授權之方式，則未必達到技術擴散之效果。各國競爭法對於

專屬授權是否有特別之規範，乃為本章探討之重點。 

第一節  美國 

美國休曼法(Sherman Act)第 1 條規定限制貿易或交易之契約、聯

合行為和陰謀應受禁止，第 2 條規範獨占、試圖或陰謀形成獨占應受

禁止，違法者視其情節應負民事或刑事責任。專利權人單方拒絕授權

並不違法，但若進行授權時，應遵守競爭法並不得濫用專利。專利濫

用與違反競爭法不同，專利權人於濫用期間，不得行使專利權，但如

停止該行為，濫用可受治癒
318
。現行觀點認為單純取得專利權或專屬授

權不成立休曼法第 2 條之意圖獨占，但如使用該權利直接干擾競爭者

之商業關係者，則有違法之虞，惟違反該規定之舉證責任相當嚴格。

                                                       
318 Melvin F. Jager, Licensing Law Handbook, 2008‐2009 Edition, P.156, Thomson west, 2008. 

196 



第十四章  專屬授權與競爭法之規範 

克萊頓法(Clayton Act)第 7 條之成立要件則較寬鬆，其禁止可能造成

實質降低競爭效果或試圖形成獨占之股份或資產併購。依 1976 年哈

特．斯科特．羅迪諾反托拉斯改進法(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s Act)規定，從事併購之當事人及交易達一定規模以上

者，應事先向司法部及聯邦貿易委員會(FTC)申報。FTC認為併購專屬

授權也屬於應申報之資產。因專屬授權所造成之市場集中，司法部或

FTC係使用賀氏指標（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進行分析
319
。 

司法部及 FTC 於 1995 年 4 月 6 日共同發布「智慧財產權授權競爭

法 指 導 原 則 」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明確宣示對智慧財產權(包括專利權、著作

權、營業秘密及 know-how)之授權執行競爭法之政策。指導原則第 2.3

點承認，設有用途、地區或其他限制之專屬授權，可避免被授權人之

努力成果被第三人或授權人奪取，而提供被授權人就該技術進行商品

化、行銷和發展附加功能等投資動機之優點。第 4.1.2 點表示，只有

在不同的專屬被授權人間，或授權人與被授權人間存在水平競爭關係

時，專屬授權可能引起競爭法之關切，包括第 5.5 點所定共同具有市

場力量之當事人間之交互授權、第 5.6 點所定回饋授權及第 5.7 點所

定收購智慧財產權利。說明如下： 

一、對於水平競爭者間之交互授權，主管機關將評估是否降低相關市

場中實際或潛在競爭者之競爭，如其不具有抵銷效益，可能構成

非法限制交易。競爭技術間具有排他性之集管協議(pooling 

arrangement)，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具有反競爭效果：1、被排除

之事業不能在該技術所附著之產品市場有效競爭；2、集管參與者

在相關市場具有市場力量。有上述情事者，主管機關將衡量該協

議與集管技術之有效發展及利用是否合理相關，並評估這些限制

                                                       
319  賀氏指標是一種評估併購前後市場集中度之數學方法，通常用來評估產品市場，但也可用以評

估研究或創新市場。Harold Einhorn & Thomas J. Parker, Patent Licesning Transactions,  §7.01[1] 

P.7‐3~7‐8, Matthew Bender, Septem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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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關市場造成之淨效益(第 5.5 點)。 

二、回饋授權義務可能實質降低被授權人之研發動機而限制創新市場

之競爭，要求被授權人就改良技術應回饋專屬授權，其限制競爭

之可能性高於要求回饋非專屬授權。如主管機關認為回饋授權義

務可能實質降低被授權人之研發動機，將考量其是否具有抵銷效

益(第 5.6 點)。 

三、主管機關依克萊頓法第 7 條、休曼法第 1 條、第 2 條及聯邦貿易

委員會法第 5 條規定，以評估合併之方法評估專屬授權之取得、

買賣及移轉是否合法(第 5.7 點)。 

第二節  歐盟 

歐盟競爭法體系之規範，以 1957 建立歐洲共同體之羅馬條約第 81

條及第 82 條為主軸(2000 年以前之條次為第 85 條及第 86 條)，第 81

第 1 項規定受限制或扭曲共同體市場競爭之協議或聯合行為應受禁

止，第 2 項規定違反本條規定之行為無效，第 3 項規定不適用第 1 項

規定之行為範圍，第 82 條規定優勢地位濫用之禁止。 

在 1982 年 6 月 8 日之玉蜀黍品種案(Maize Seed case)中，歐洲

法院首次處理智慧財產權專屬授權之案例。INRA 研發出一種可在北歐

嚴寒氣候下生長之特殊玉蜀黍品種，為了規避德國法禁止境外人士登

記品種權，INRA 將其品種權讓與 Nungesser，並專屬授權 Nungesser

在德國境內種植及販賣該品種。INRA 同意在德國境內不再授權第三

人，並禁止在法國境內種植之玉蜀黍種子輸入德國。嗣有二家貿易商

將法國生產之種子進口到德國，Nungesser 爰主張其專屬授權並成功阻

止該二家貿易商的平行輸入。歐洲理事會認為該專屬授權本質上應受

羅馬條約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禁止，但被歐洲法院否決。歐洲法院認為

如被授權人不能確定不會面對授權人及第三人之競爭，將會拒絕承受

種植及販賣新品種的風險，全面性地禁止專屬授權，將阻疑知識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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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之散播，而不利於新產品與既有產品之競爭，故開放性之專屬授

權，並不違反第 81 條第 1項規定。但如授予絕對性區域保護之專屬授

權(例如明顯地禁止其他被授權人將種子輸入德國、販售給平行輸入商

或供應給不具競爭關係之需求者)，則超出提供被授權人誘因所必要之

範圍，仍受第 81 條第 1項之規範。 

在 1982 年 10 月 3 日Coditel II一案中，歐洲法院進一步認為著

作權人授予在特定區域內放映電影之專屬授權，且提供絕對性之區域

保護者，為確保著作權及被授權人取得創作電影之公平報酬所不可或

缺，故不違反第 81 條第 1項規定，但如專屬被授權人行使權利造成不

必要之障礙，如索取超過電影投資之公平報酬或專屬授權期間不合理

時，仍受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所禁止
320
。 

為使技術移轉協議之規範更加明確，歐洲理事會於 2004 年 4 月 27

日公布新的「技術移轉協議適用歐體條約第 81 條第 3項範圍之適用規

則」(簡稱TTBER)
321
，規範對象包括專利授權協議，並列示當事人合計

市占率在一定門檻以下者(競爭者合計不得超過 20%，非競爭者任一方

不得超過 30%)，受豁免之行為及絕對禁止之行為。 

一、競爭者間之非交互授權，課予一方在保留予他方之用途、產品市

場或專屬區域內，不使用該技術之義務，屬於豁免之行為(第 4 條

(1)(c)(ii))。 

二、競爭者間課予授權人在特定領域內不授權第三人使用該技術之行

為，屬於豁免之行為(第 4條(1)(c)(iii))。 

三、競爭者間之非交互授權，限制一方在保留予對方之專屬區域內或

專屬顧客群，不得主動或被動販賣，屬於豁免之行為(第 4 條

(1)(c)(iv))。 

                                                       
320 Sergio Baches Opi, The Approaches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U.S. Antitrust Agencies 
Towards Exclusivity Clauses In Licensing Agreements. 
http://www.bc.edu/bc_org/avp/law/lwsch/journals/bciclr/24_1/03_FMS.htm(2010/07/01最後到訪) 
321 Commission regulation(EC) No772/2004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to categorie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簡稱TT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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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競爭者間之非交互授權，限制被授權人在授權人保留予其他被授

權人之專屬區域或專屬顧客群從事主動販賣，假如後者與授權人

訂約時不具競爭關係，屬於豁免之行為(第 4條(1)(c)(v))。 

五、非競爭者間之授權，限制被授權人在保留予授權人之專屬區域或

專屬顧客群從事被動販賣，屬於豁免之行為(第 4 條(1)(b)(i))。 

六、非競爭者間之授權，限制被授權人在授權人保留予其他被授權人

之專屬區域或專屬顧客群從事被動販賣，且限於後者在該區域或

顧客群開始販賣授權產品之前 2 年內，屬於受豁免之行為(第 4 條

(1)(c)(v))。 

七、直接或間接要求被授權人應將自己就授權技術可分之改良或新用

途專屬授權予授權人或特定第三人之協議，排除適用豁免規定，

應個案評估反競爭及促進競爭之效果(第 5 條(1)(a))。 

為執行 2004 年公布之新規則，歐盟理事會訂定「技術移轉協議適

用歐體條約第 81 條之指導原則」
322
。指導原則第 161 段以下對專屬授

權(exclusive license)及獨家授權(sole license)有詳細之規範： 

一、競爭者間之交互專屬授權，屬於 TTBER 第 4 條第 1 項 c 款規定應

受嚴格限制之市場分配行為；競爭者間之交互獨家授權，且市場

占有率在 20%以下者，屬於豁免之行為(第 163 段)。 

二、競爭者間之非交互專屬授權，且市場占有率在 20%以下者，屬於豁

免之行為；超過市占率門檻者，應考量授權人退出市場之競爭意

義。如授權人於產品市場上地位有限，且缺乏有效實施技術之能

力，或當事人間只在技術市場具有競爭關係，而授權人欠缺製造

和行銷的能力時，不違反歐體條約第 81條第 1項規定(第 164段)。 

三、非競爭者間之專屬授權，考量鼓勵被授權人投資技術並使產品儘

早上市之需要，尤其發展技術時須投入大量資本之場合，干預授

                                                       
322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 of the EC Treaty to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2004/C 
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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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專屬性將奪取被授權人商業化之成果，致有害競爭、技術及

創新之散布，故只有在居於優勢地位之被授權人就一項以上之競

爭技術取得專屬授權，而進入該技術市場是困難的，且該技術是

該市場上重要的競爭資源，為防止專屬被授權人藉此阻止第三人

進入而維持市場力量之特別情形，理事會始會介入(第 165、166

段)。 

四、當二人以上交互授權並承諾彼此不授權第三人實施時，如該技術

組合形成事實上之產業標準，而第三人必須取得該技術始能在市

場上有效競爭者，該交互授權將造成封閉型之產業標準。理事會

將適用與技術集管(technology pools)相同的檢驗法則，要求技

術組合應以公平、合理及無歧視的條件授權第三人(第 167 段)。 

五、技術集管指二人以上協議就多項技術進行組合，且該技術組合不

只對技術提供人授權，也對第三人授權。當該技術組合在市場具

有優勢地位時，權利金和其他授權條件必須公平且無歧視，且應

該為非專屬授權，以確保技術公開，並避免對下游市場產生封閉

或其他反競爭效果。授權人及被授權人應有發展競爭技術並於技

術集管之外取得或授予授權之自由。要求被授權人回饋授權之義

務應為非專屬授權，且係使用專利集管之技術所不可或缺或具有

重要性者為限(第 210、226、227、228 段)。 

第三節  日本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21條規定：「本法規定於著作權法、特許法、實

用新案法、意匠法或商標法承認之權利行使行為，不適用之。」惟對

於不屬於上開權利行使本質上必要之限制，仍受獨占禁止法之規範。

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於2007年9月28日發布新的「與智慧財產權利用有

關的獨占禁止法的指導原則」(知的財産の利用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

の指針)，並廢止1999年7月30日發布之「與專利、 know-how授權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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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獨占禁止法的指導原則」(特許・ノウハウライセンス契約に関す

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以規範構成獨占禁止法第3條(私的獨占或不

合理限制交易之禁止)及第19條(不公平交易行為之禁止)之限制態樣。

本指導原則規範之技術利用行為，包括特許法、實用新案法、積體電

路電路布法、種苗法、著作權法、意匠法及營業秘密所保護之技術。

茲列舉與專屬授權之相關規定如下： 

一、競爭者間對於技術使用之限制，相較於非競爭者間之限制，降低

當事人競爭之可能性較高，且可能用以排除其他競爭者，此種行

為被認為對於競爭有較嚴重的影響；對於重要技術之使用限制，

如該技術為技術市場或產品市場之事實標準，被認為對競爭有較

嚴重的影響(第2.(4)點)。 

二、除限制售價、銷售數量、市場占有率、銷售地區、銷售對象或研

究發展活動，或課予事業讓與或專屬授權其改良技術之義務外，

原則上，當使用該技術之事業於產品市場之占有率在20%以下時，

有關該技術使用之限制視為降低競爭效果輕微；當使用該技術的

產品之市場占有率在20%以下時，該項技術之限制視為對於技術市

場之競爭影響輕微，若市占率不可得或不適當，而有4人以上具有

替代技術，且無害於商業活動時，亦同(第2.(5)點)。 

三、當一項技術在特定產品市場中有影響力，且實際上為多數事業使

用時，如一事業自權利人處取得該權利並拒絕授權他人使用，可

能構成私的獨占行為(第3.(1)(i)(b))。 

四、當在產品或技術市場從事商業活動之事業非因自用目的，而蒐集

其實際或潛在競爭者可能使用之技術的全部權利，且拒絕授權他

人使用時，可能構成私的獨占行為(第3.(1)(i)(c))。 

五、當產品市場中之多數事業聯合建立產品標準，而權利人使用詐欺

方式將其權利與該標準結合，嗣後拒絕授權致阻礙產品之發展或

製造時，可能構成私的獨占行為(第3.(1)(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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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當與他人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就必要生產技術成立單一授權窗口

之集管協議，而無正當理由拒絕授權新事業或既存事業時，構成

阻止新事業進入及打擊既存事業活動之聯合行為，如實質限制系

爭產品之競爭，該當不合理之限制交易行為(第3.(2)(i)(d))。 

七、交互授權之當事人在特定產品市場中如合計具有高占有率，而協

議不授權第三人使用其技術時，其若實質限制該產品之競爭，該

當不合理之限制交易行為(第3.(2)(iii)(d))。 

八、如事業在知悉競爭者正使用該技術且難以採用其他替代技術之情

況下，自權利人處取得技術之權利，且基於阻止競爭者使用該技

術以干擾其事業活動之意圖而拒絕授權時，該當不公平交易行為

(第4.(2)(i))。 

九、授權人要求被授權人應將自己之改良技術專屬授權(包含設定專用

實施權或完全獨占的通常實施權)予授權人或特定第三人，將強化

授權人在技術市場或產品市場之地位，並減低被授權人之研發動

機，原則上該當不公平交易行為(第5.(viii))。 

十、授權人要求被授權人應將自己之改良技術非專屬授權予授權人，

只要被授權人能自由使用其改良技術，原則上不該當不公平交易

行為，但如果限制被授權人不能將其改良技術授權予第三人或授

權人之競爭者，而有妨礙公平競爭者，該當不公平交易行為(第

5.(ix))。 

第四節  中國大陸 

中國大陸於 2008 年 8 月 1日開始實施「反壟斷法」，其第 55 條規

定：「經營者依照有關智慧財產權的法律、行政法規規定行使智慧財產

權的行為，不適用本法；但是，經營者濫用智慧財產權，排除、限制

競爭的行為，適用本法。」反壟斷法第 55 條雖然規定了智慧財產權的

濫用，但何種行為構成智慧財產權的濫用，仍然要根據反壟斷法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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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壟斷協議」和第三章「濫用市場地位」的規定來認定。專利權濫

用主要發生在技術許可領域。許可合同可能發生在競爭者之間，也可

能發生在非競爭者之間。因此，許可合同可能構成水平的壟斷協定或

者垂直的壟斷協定
323
。 

雖然中國大陸就技術許可合同濫用尚未訂出有關細則，但是在《合

同法》及司法解釋中，已經出現了影響競爭秩序的許可合同應被認定

無效的條款。合同法第 329 條規定：「非法壟斷技術、妨礙技術進步或

者侵害他人技術成果的技術合同無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理技術合

同糾紛案件適用法律若干問題的解釋第 10 條規定，下列情形，屬於合

同法第 329 條所稱的「非法壟斷技術、妨礙技術進步」： 

一、限制當事人一方在合同標的技術基礎上進行新的研究開發或者限

制其使用所改進的技術，或者雙方交換改進技術的條件不對等，

包括要求一方將其自行改進的技術無償提供給對方、非互惠性轉

讓給對方、無償獨佔或者共用該改進技術的知識產權； 

二、限制當事人一方從其他來源獲得與技術提供方類似技術或者與其

競爭的技術；  

三、阻礙當事人一方根據市場需求，按照合理方式充分實施合同標的

技術，包括明顯不合理地限制技術接受方實施合同標的技術生產

產品或者提供服務的數量、品種、價格、銷售渠道和出口市場；  

四、要求技術接受方接受並非實施技術必不可少的附帶條件，包括購

買非必需的技術、原材料、產品、設備、服務以及接收非必需的

人員等；  

五、不合理地限制技術接受方購買原材料、零部件、產品或者設備等

的渠道或者來源；  

六、禁止技術接受方對合同標的技術知識產權的有效性提出異議或者

                                                       
323  甯宣鳳、姜麗勇，「《反壟斷法》對知識產權濫用的規制—談《反壟斷法》第 55 條的理解及其對

企業的影響」，中國反壟斷法網，2009 年 12 月 23 日。

http://www.antimonopolylaw.org/article/default.asp?id=899(2010/07/01 最後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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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提出異議附加條件。 

第五節  我國 

按公平交易法第 45 條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利法行

使權利之正當行為，不適用本法之規定。」故如屬不正當之權利行使

為，仍受公平交易法之規範。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為處理技術授權

案件，於 90 年 1 月 18 日訂定「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理原則」(下

稱本原則)，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 98 年 2 月 24 日。 

上開處理原則所稱技術授權協議涉及專利授權、專門技術授權、

或專利與專門技術混合授權等授權協議類型。規範重點在於例示違反

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規定：「獨占之事業，不得有左列行為︰一、以不

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參與競爭。二、對商品價格或服

務報酬，為不當之決定、維持或變更。三、無正當理由，使交易相對

人給予特別優惠。四、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第 14 條規定：「事

業不得為聯合行為。」及同法第 19 條規定：「有左列各款行為之一，

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不得為之︰一、以損害特

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易

之行為。二、無正當理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行為。……六、

以不正當限制交易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易之行為。」

之行為態樣。 

依本原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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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影響特定市場之功能者，授權協議當事人不得為

之。」否則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之違反。同原則第 6 點第 2項規定，

技術授權協議之內容，如符合特定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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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可能構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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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違反，其中尤與專屬授權相關者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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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款)。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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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款)。 

另依第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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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

可能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2款之違反。 

第六節  小結 

專利法和競爭法之規範看似衝突，但二者之共同目的均係鼓勵創

新及提升消費者福址。若無專利法之保障，模仿者將可無償剽竊他人

之創作心血，致降低他人從事創新的意願，終使消費者無法享受創新

成果。競爭法則以防止壟斷或不正競爭為手段，保障產業在公平環境

下從事研發創新，進而提升消費者福址。兩項法制之著眼點雖有不同，

但可謂殊途同歸
324
。 

原則上，專利權人採用專屬授權之方式，若未對相關市場中現在

或潛在之價格、數量、品質、商品或服務之多元性造成不利競爭之負

面影響，不當然受競爭法所禁止。惟被授權人取得專屬授權後，將可

限制授權人自行實施或再為授權第三人實施，而擴大其市場地位，影

響既有之市場競爭秩序，故經比較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專屬授權

之行政規定，多從授權人及被授權人之市場地位及影響市場競爭之效

果為二面規範，相形之下，我國公平交易委員會訂定之「對於技術授

權協議案件之處理原則」，似單面著重於專利權人之行為規範，唯一可

規範專屬被授權人之規定，只有第 6 點第 1 項之概括規定，且僅限於

                                                       
324  參見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d April 6, 1995)第 1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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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結論 

第一節  本論文之研究成果 

一、專利權之本質 

關於專利權之本質，向來有積極說(獨占權)及消極說(排他權)之

爭論。本論文以為，在取得專利權之前，發明人於不違反法令及不侵

犯他人權利(包括他人的專利權)之範圍內，本具有受憲法保障實施其

發明之自由權能，在取得專利權後，不僅享有專利權所賦予排除他人

實施專利發明之消極權能，在法令限制範圍內及不侵犯他人權利下，

也應繼續享有其固有之實施專利發明之積極權能，該權能並受專利權

之保護而強化。因此，專利權人授權他人實施專利發明，不僅係放棄

對被授權人行使排他權之意思表示(消極之免責權)，同時也是賦予被

授權人積極實施專利發明之權利(積極之實施權)。 

二、專利授權之意義 

專利授權之類型，主要可分為「專屬授權」及「非專屬授權」。國

內外立法例及通說均肯定專屬授權具備二大特徵，一者為排除專利權

人實施專利發明，二者為排除第三人(包括無權實施之第三人及嗣後經

專利權人同意實施之第三人)實施專利發明。因此，在專屬授權之範圍

內，專利權人不能自行實施專利發明，也不能再專屬或非專屬授權他

人實施。惟不論是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之情形，專利權人均可以區

分地域、時間、產品、用途等不同事項進行授權，不一定要將所有的

權利內容一併授與他人實施，故在同一專利權上，可併存複數範圍不

同之專屬授權。 

三、專屬授權之性質 

德、日通說肯定專屬授權具有準物權之性質；美國法院也認為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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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授權超出不起訴之承諾或單純授權，而接近具有專利之真正財產

權。由於專屬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具有專屬實施之地位，甚至

可排除專利權人實施，故在有些情形下，專屬授權與專利權之全部或

一部讓與之實質差異，確實難以分辨。因此，美國最高法院早在 1891

年之 Waterman v. Mackenzie 一案中，即已宣示判斷專利權利或利益

之移轉究竟是授權或讓與，並非視契約名義，而係視契約的法律效果

而定。德、日學說亦推出各種理論，試圖解釋專屬授權後之專利權狀

態。如以國人較易理解之概念而言，似以制限物權與所有權之關係較

能圓滿說明，日本學說更具體指出於專利權設定專屬授權，恰如所有

權設定地上權，在設定地上權之範圍內，所有權人之用益權能移轉予

地上權人，所有權人本身之用益權能受到限制，也不能就同一土地再

設定地上權或出租予他人，但仍保有法律上之所有權。 

四、專屬授權之主體 

在專屬授權之主體方面，重點在於確認授權人是否具有專屬授權

之權能。尤其專利權為共有時，不論國內外立法例或實務，均肯認應

取得共有人之全體同意，始能為專屬授權。又各國專利法對於專利權

之讓與是否應辦理登記有不同規定，除採讓與登記生效主義之國家(中

國大陸、日、韓)外，在採取讓與登記對抗主義之國家(美、英、法、

台灣)及採取讓與不須登記即當然對抗主義之國家(德國)，專利權簿上

記載之登記名義人均未必為真實之專利權人，即在同採登記對抗主義

之國家，被授權人可否主張善意信賴登記之保護亦有差異。因此，謹

慎之被授權人除查閱專利權登記簿外，應充分調查專利權之真實權利

歸屬，並要求授權人擔保其具有授權之權利，以確保其授權之效力。 

五、專屬授權之客體 

在專屬授權之客體方面，美、英、法、德、日、中國大陸之專利

法規，均肯認專利申請案和專利權可作為授權之標的，且美、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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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國大陸之專利主管機關也受理專利申請案授權登記。至於尚未

提出專利申請之發明，雖也有授權之可能，但既未繫屬於專利機關，

自無從辦理登記。我國專利法就專利申請案得否作為授權客體並未明

定，實務上也不受理其授權登記，但就其據以申請專利之發明而言，

無論是否已取得專利權，均應得為授權之客體。本論文認為，當事人

在專利申請案確定取得專利權前，如自願訂定授權契約，自會斟酌利

害關係而預為風險分配，承認其可作為授權之客體，不僅有利於發明

人儘早將發明進行授權，且可使被授權人利用登記對抗制度確保其實

施權不受將來專利申請案或專利權之轉讓而受影響，應值採行。 

六、專屬授權之形式要件 

專屬授權之主客體確定後，不論認為專屬授權是債權或物權性

質，均係基於契約之成立而發生。雖然授權契約多以書面訂定，惟經

研究美、英、法、德、日、中國大陸之專利法或授權實務，僅法國智

慧財產法第 L613-8 條第 5項及中國大陸合同法第 342 條第 2項，明定

授權契約以書面為生效或成立要件，惟中國大陸合同法第 36 條亦承認

未以書面訂定，但一方已接受他方履行主要義務者，也可成立授權契

約，其餘各國均認為明示或默示之意思表示合致即可成立授權契約，

我國專利法既無特別規定，自應適用民法第 153 條：「當事人互相表示

意思一致者，無論其為明示或默示，契約即為成立。」之規定。 

至於專屬授權是否須向專利機關辦理登記，各國規定分歧。美、

德及中國大陸對於授權採當然對抗主義，不問登記與否，專利授權之

效力均可及於專利權人之後手，但因美國對專利權讓與採登記對抗主

義，故法院在具體個案中，對於已移轉專利全部實質權利而視同讓與

之專屬授權，例外認有登記規定之適用；日、韓對於專屬授權採登記

生效主義，未辦理登記之前，專屬授權自始不生效力；英、法對於授

權採取登記對抗善意第三人主義，授權契約在登記之前，在當事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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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已發生效力，但如未辦理登記，對於在後善意取得專利相關權利之

人不能主張授權之效力。我國專利法第 59 條規定專利授權未經登記不

得對抗第三人，解釋上不以善意第三人為限，此有利於授權外部關係

之統一，及免除個案舉證與判斷第三人是否為善意之負擔，為其長處，

惟惡意者亦受保護在法理上容有可議之處，若其情形顯失公平，應不

排除有民法第 148 條權利濫用禁止規定之適用。又所謂「登記對抗」，

指權利登記名義人先後與不同人為內容相互衝突之交易時，以先交易

是否「登記」，作為判斷其效力得否優先於後交易之標準，旨在保護交

易行為之第三人，而非保護侵權行為人，應予注意。 

七、專屬授權得否約定保留專利權人之實施權 

在專屬授權之內部關係中，最主要之爭議在於專利權人得否約定

保留自己的實施權。反對專屬授權關係中可約定保留專利權人之實施

權之理由，在於唯恐造成「專屬授權」與「獨家授權」之觀念混淆。

所謂「獨家授權」，指專利權人僅授與一人實施權，同時自己保有實施

權之情形。乍看之下，「獨家授權」與「專屬授權」及「非專屬授權」

似可三雄鼎立，惟如深入探究「獨家授權」之法律性質，仍不脫物權

或債權之範疇。因此，德國學說認為獨家授權是專屬授權之一種型態

(專屬授權契約中特約保留專利權人之實施權)，日本學說則認為獨家

授權是非專屬授權之一種型態(專利權人為非專屬授權時，特約承諾不

再授權他人實施)，甚至只稱之為「獨占之通常施權權」。美國法院判

斷專屬被授權人提起侵權訴訟之適格時，亦係以專利權人是否有再向

第三人授權實施之權能為準，而非以專利權人是否保留實施權為重

點。本論文以為，如果專屬授權契約特別約定保留專利權人之實施權，

純屬契約當事人之內部約定事項，法律無庸加以干涉，不必因當事人

之內部約定而否認其為專屬授權之屬性。 

八、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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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之最大區別，在於專利權人為專屬授權

後，就同一範圍已喪失再授權他人實施之處分權能。因此，美、德、

日及我國之學說及實務，均認為專利權人為專屬授權後，如就同一範

圍內復授權他人實施，不問其為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對於在先成

立之專屬授權均屬無效，當然，前提是在先成立之專屬授權必須符合

各國法定生效或對抗第三人之要件。至於專利權人曾為非專屬授權，

並無礙就同一範圍內再向他人為專屬授權。惟美、德認為成立在後之

專屬授權當然應受成立在先之非專屬授權所拘束；日本及我國則規定

成立在先之非專屬授權必須向專利機關登記，始能對抗成立在後之專

屬授權。 

九、專屬被授權人對專屬實施權之處分權能 

專屬被授權人就其取得之專屬實施權能否讓與、再授權或設定擔

保，於授權契約明定之情形固無疑問，但如未約定時，法理上是否允

許，則有待討論。在讓與及再授權方面，美、日、中國大陸基於授權

之屬人性及尊重專利權人之排他控制權，認以不得讓與及再授權為原

則；德國則認為專屬授權是一種無體財產權，除契約另有限制外，以

得自由讓與及再授權為原則。本論文認為專屬授權類似地上權，類推

適用民法第 838 條地上權讓與之規定，專屬被授權人得將其權利讓與

第三人，但契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者，不在此限。至於再授權部分，

參照通說肯定地上權人得將土地出租予第三人之見解，本論文亦認專

屬被授權人原則上得再授權他人實施。為杜爭議，專利法修正草案第

65 條第 1項已增訂：「專屬被授權人得將其被授予之權利再授權第三人

實施。但契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至於專屬授權得否設定擔保，問題較為複雜。原則上可供擔保之

標的應具有可讓與性，以利變價清償債權。德國通說肯認專屬授權具

有可讓與性，故設定質權及讓與擔保均不成問題；日本特許法明定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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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實施權人未經專利權人同意，不得就其專用實施權設定質權，與限

制專用實施權之讓與相同；美國法院雖不承認授權得自由讓與，惟

U.C.C 第 9 篇第 408 條將授權之讓與性與可供擔保性切割，允許授權可

不經專利權人同意而作為擔保客體，但此種擔保權利人並無將授權移

轉變價之積極權利，僅對於該授權之價金或其他衍生利益有優先受償

之消極權利。本論文肯定專屬實施權之讓與性，故肯認其可為讓與擔

保契約之客體。另類推適用民法第 838 條第 1 項地上權人得將其權利

設定抵押權之規定，除契約另有約定或另有習慣者外，專屬被授權人

亦得將其專屬實施權設定質權。 

十、專屬被授權人之民事救濟請求權 

在專屬被授權人對侵權人提起訴訟之權能方面，各國專利法或實

務基於專屬授權之排他性，均肯定專屬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

向侵害專利權之人行使損害賠償請求權及侵害排除或防止請求權，但

對於其訴訟權之行使方式，各國規定不同。美、英要求專屬被授權人

必須與專利權人共同起訴，惟如專屬被授權人已取得專利全部實質權

利而視同讓與時，美國也允許專屬被授權人獨立起訴；德、日、西班

牙、中國大陸均肯定專屬被授權人得獨立起訴，但西班牙規定起訴時

應通知專利權人；法國規定專屬被授權人應先通知專利權人起訴，如

專利權人不為訴訟，始得提起訴訟。我國專利法第 84 條第 2項規定允

許專屬被授權人得獨立起訴，且不須專利權人經通知後不為請求時始

得提起，與德、日規定相近。 

十一、專屬授權對於專利權人民事救濟請求權之影響 

肯定專屬被授權人具有提起專利侵權訴訟之權能，不意謂專利權

人即喪失提起侵權訴訟之權利。美國法院不從程序上否定為專屬授權

之專利權人具有獨立起訴之資格，惟因不從事商業競爭之專利權人難

以證明受有金錢不可回復之損害，故實際上不易取得禁制令，且未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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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製造販賣之專利權人亦僅能請求合理權利金之損害賠償，而不能請

求所失利益；德國法院認為，專利權人為專屬授權後，如受侵權行為

之影響而本身具有訴訟之正當利益，亦具有提起侵權訴訟之適格；日

本學說及實務多數肯定專利權人為專屬授權後，仍具有侵害禁止權，

如授權金係依據專用實施權人之收益額收取，專利權人亦得請求短收

之權利金。我國學說雖有歧見，但實務見解認為專利權人為專利權之

主體，故仍具有提起侵權訴訟之權能。 

十二、專屬被授權人之努力實施義務 

在專屬被授權人之義務方面，本論文選擇被授權人是否負有默示

之努力實施義務為探討對象。由於實施與否涉及合理商業判斷，美國

法院在契約未明定之情形，除非授權人可得之對價完全取決於被授權

人之實施收益，否則不輕易推定被授權人當然負有努力實施義務；德

國法院一般認為專屬被授權人具有實施專利之默示義務；日本法院則

根據當事人真意、契約用語及客觀情事進行個案判斷。按對價

(consideration)在美國為契約之成立要件；怠為實施專利發明，在

德、日則可構成他人申請強制授權之事由，以上為各國認定專屬被授

權人是否負有實施義務時之考量因素之一，惟我國民法或專利法並無

上開規定，除非個案中有特殊之情況，本論文認為似難推定專屬被授

權人當然負有默示之努力實施義務。 

十三、專屬授權與競爭法之規範 

本論文最後跳脫專屬授權之私法關係，從公益層面探討競爭法對

於專屬授權之規範。專屬授權之優點，在於可提高被授權人之實施意

願以促進高投資風險之新產品進入市場，缺點在於與被授權人原具有

競爭關係之專利權人可能因此退出市場，被授權人亦可能利用專屬授

權阻絕其他競爭者取得核心技術。因此，不同於競爭法對於一般授權

之規範重點，在於防止專利權人濫用專利權以擴大市場力量或從事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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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競爭，專屬授權之規範重點，則在於防止被授權人藉由專屬授權

進行壟斷或從事不公平競爭。參考美、歐、日競爭法主管機關訂定之

授權處理原則，雖不認為專屬授權當然應受禁止，惟對於可能造成限

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效果之專屬授權協議，仍予詳細而明確之規範。

反觀我國公平交易委員會訂定之「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理原

則」，僅集中於專利權人單方之行為規範，實待補強。 

第二節  本論文之研究心得 

自 1970 年專利合作條約、2000 年專利法條約陸續簽訂以來，專利

審查程序於國際間已逐漸調合，惟有關專利之實體規定，各國專利法

仍有相當之歧異，即使歐盟各會員國早已加入歐洲專利公約而統一其

專利權之授予程序，迄今仍為歐洲共同體專利規則草案之立法及專利

訴訟制度之整合而努力，可見其統合之複雜度與困難度。專利授權不

只是專利權行使之一環，同時也是契約之一種，在各國專利法及契約

法之體系架構及國情之雙重差異下，更是難求一致。 

我國現行法律對於專利授權之規範有限，實務界亦缺乏對於授權

理論之指標性判決，學說基於不同國家之法制觀點各倡己見，難以形

成通說見解。在我國當前之法制環境下，本論文擬針對專屬授權較具

爭議之法律問題，提供幾點淺見，期能作為凝具共識之起點： 

一、專利權人為專屬授權者，其授權範圍內之用益權能移轉予被授權

人，惟無妨特別約定保留專利權人之實施權，猶如土地所有人設

定地上權時，與地上權人約定仍得繼續使用土地，相當於使用借

貸，為債權性質。但此時專利權人僅能在專屬被授權人同意之範

圍內實施，且不得再授權他人實施。 

二、專利權人為非專屬授權者，不影響其對專利權之處分權能，縱使

特別約定此後不得授權他人，專利權人違反之效果，亦僅須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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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人負債務不履行責任，但後續授權仍為有效，故專利權人自

仍得再向他人為專屬授權。由於我國專利法第 59 條明定授權非經

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故在先成立之非專屬授權若未經辦理登

記，不得對抗在後成立之專屬授權。 

三、所謂「獨家授權」，因其無法處理專利權人再為授權他人之效果，

究竟是無權處分而無效(效果與專屬授權相同)，或後續授權行為

仍為有效(效果與非專屬授權相同)，故其並非精確之法律分類。

使用此用語者，原則上推定其為附有專利權人不再授權他人承諾

的非專屬授權，或稱為「獨家之非專屬授權」，專利權人違反不再

授權之承諾時，僅對獨家被授權人負債務不履行責任，不影響後

續授權之效力。 

四、「非經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之解釋與適用： 

(一)登記對抗主義之核心，在於處理權利人就同一權利為先後不相容

之處分時，以「先交易」在「後交易」發生「前」是否已辦理登

記，為得否對抗「後交易」相對人之標準。因此，專利權人將其

專利權讓與或專屬授權予他人後，在未完成登記「前」，如又專屬

授權予第三人時，該第三人得否認在先之讓與或專屬授權，故原

專利權人該第三人而言仍為有權處分之人，第三人因而取得有效

之專屬授權。此不論在後之專屬授權是否完成登記，結論均相同。 

(二)登記對抗主義僅於存在先後二項衝突之交易時發揮作用，與認為

登記具有絕對之公信力不同。例如甲偽造專利權人乙之同意文件

辦理讓與登記或是專利機關誤將乙之專利權登記為甲，由於登記

內容與真實權利狀態不一致，該登記本具有無效原因，登記名義

人雖為甲，但甲並未基於有效之交易行為取得該專利權。如甲於

完成登記後授予丙專屬授權，亦屬無權處分，丙不能主張信賴登

記之公信力而取得有效之專屬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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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利權人與專屬被授權人之侵害排除或防止請求權： 

(一)專屬授權雖源自專利權，但二者為獨立之準物權，猶如地上權與

所有權一般，故專屬授權或專利權受第三人侵害或有受侵害之虞

時，專屬被授權人與專利權人各有排除或防止侵害之物上請求

權，二者可獨立行使而互不相妨，且不具有先位備位關係。專屬

被授權人以自己名義向侵權人請求時，並非代位專利權人行使專

利權，故侵權人不能以取得專利權人之授權或放棄訴權為由，對

抗專屬被授權人之權利行使；侵權人亦不得以專利權已為專屬授

權為由，對抗專利權人之權利行使。惟如專屬授權之權利金採取

一次付清方式，且無期間之限制時，可認為屬於實質之專利權讓

與，除非專利權人依授權契約負有排除侵害之義務，專利權人在

專屬授權範圍內提起之侵害排除訴訟，法院應認專利權人欠缺訴

之利益(權利保護要件)，予以判決駁回。 

(二)專利權或專屬授權之侵害排除或防止訴訟，因有許多爭點共通之

處，固以共同起訴為宜，如由一方起訴，法院亦宜依職權通知他

方參加訴訟，惟並非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故法院不得以一方未共

同起訴或參加訴訟而認起訴不合法；如專利權人與專屬被授權人

共同起訴者，可能因專屬授權具有無效事由、原告一方之請求權

時效消滅、原告一方曾同意被告實施或與被告和解等原因，法律

上亦未必須合一確定，故非屬類似必要共同訴訟。 

六、專利權人於專屬授權後，其用益權已受到限制，故其得請求侵權

行為之損害賠償範圍，不能文義適用專利法第 85 條第 1項之推定

損害額規定，而應視專屬授權之約定方式，回歸民法侵權行為之

一般規定處理： 

(一)權利金採定額或一次給付方式：專利人之權利金收入，不因第三

人之侵權行為而受影響，故不能請求損害賠償。但如專利權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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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受有實施收益以外之其他損害(如專屬被授權人因此終止契

約、專利權價值降低致信用受損等)，不在此限。 

(二)權利金以被授權人之實施數量或營業額計算：此時專利權人對專

利權之收益權，係完全轉化為權利金收取權之形式存在，第三人

之侵權行為，直接影響專利權人之收益權，故專利權人得請求第

三人賠償其短少之權利金。 

(三)權利金一部分以定額方式計算，一部分以被授權人之實施數量或

營業額計算：專利權人就其收益減少部分，得請求第三人賠償其

短少之權利金。 

(四)上述情形，如專屬授權契約保留專利權人之實施權，其性質相當

於專屬被授權人所為之非專屬授權，基於非專屬被授權人不得請

求侵權行為損害賠償之同一法理，專利權人就自己實施行為所受

損害，亦不得請求損害賠償。 

七、專利權人專屬授權他人實施專利發明時，如被授權人消極不實施，

又未約定被授權人之實施義務，宜視情形為不同處理： 

(一)權利金採定額或一次給付方式：此時被授權人負有給付權利金之

義務，但也有不實施之自由。 

(二)權利金以被授權人之實施數量或營業額計算：此時權利金給付義

務係以被授權人實施專利發明為停止條件，在條件成就前，權利

金給付義務尚未發生，故被授權人並無違反權利金給付義務。按

授權契約既未加諸被授權人實施義務，即隱含尊重被授權人實施

裁量之意旨，而實施與否往往涉及合理商業判斷(如市場接受度、

商品化之可行性、產品是否過時、實施成本、獲利預期等)，難認

被授權人當然負有默示實施義務，亦不能認被授權人消極不實施

即係以不正當行為阻付款條件之成就。惟專利權人為專屬授權，

無非期望提高被授權人之實施動機，藉被授權人之生產或行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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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分享實施收益，類似民法上之隱名合夥關係。如任被授權人消

極不實施之情況存續，專利權人又不得另外授權他人實施，不僅

對專利權人有欠公平，亦影響社會利益。因此，類推適用民法第

686 條及 708 條隱名合夥契約之終止規定，此時應許專利權人得終

止契約。亦即，專屬授權未定有期間者，專利權人得聲明終止，

但應於 2 個月前通知被授權人；專屬授權縱定有期間者，如專利

權人有非可歸責於己之重大事由，仍得聲明終止。 

(三)權利金一部分以定額方式計算，一部分以被授權人之實施數量或

營業額計算：此時應以定額之高低為個案判斷，如定額部分已可

確保專利權人之基本收益(如研發成本、專利申請費及年費等)，

同(一)之處理方式；如定額部分不足確保專利權人基本收益，同

(二)之處理方式。 

第三節  現行法規修正建議 

相對於專利授權在商業上之大量運用，專利法中對於專利授權之

規定，可謂屈指可數。惟授權本身既為商業運作下之產物，是否運用

契約自由原則即為已足，而無須在專利法中加以規範，亦值深思。德

國及美國之專利法對於專屬授權，雖未如日本特許法之詳細規定，惟

其實務仍對於專屬授權之內涵注入豐富的生命力，並發展出一套遊戲

規則。本論文原則上認同對於授權應採低度規範，但在當前之法制架

構下，仍有部分法規漏洞並非仰賴解釋或實務運作可資補充，或法規

意旨未臻明確，宜進一步於法規明定，爰提下列修正建議： 

一、專利法宜增訂專利申請案之授權及登記規定 

現行專利法未規定專利申請案得否授權，即使解釋上有授權之可

能，因無辦理授權登記之相關規定，如專利申請人先授予專屬授權後，

復將專利申請案讓與第三人，此時第三人是否受先前專屬授權之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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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即成問題。若認專屬授權有物權效力，當然及於第三人，則與專

利權之專屬授權應經登記始能對抗第三人不同；若認專利申請案之專

屬授權應經登記始能對抗第三人，又法無明文。德、美對於授權採當

然對抗主義，我國採登記對抗主義，二者法制不同，前者無訂定專利

申請案授權登記規定之必要性，我國則有此需求。因此，實宜參考日

本特許法之規定，於專利法增訂專利申請案得為臨時授權及辦理臨時

授權登記之相關規定，以使專利申請案之授權效力更為明確。 

二、專利法宜增訂專屬授權之讓與、設質登記種類 

專利法修正草案第65條第 1項雖增訂專屬被授權人得為再授權及

再授權登記之相關規定，惟對於專屬授權得否讓與或設質及應否辦理

登記仍無明文。按專屬授權得否不經專利權人同意而讓與或設質，固

屬立法政策之判斷，而無是非問題，惟專屬授權之成立既須經登記始

能對抗第三人，則其讓與或設質當無除外之理，是以對於專屬授權之

設定採登記生效主義之日本特許法，其對於專屬授權之讓與及設質，

亦同採登記生效主義。為求理論一貫及避免產生專屬授權之讓與或設

質未經登記是否得對抗第三人之爭議，專利法實宜增訂專屬授權之讓

與或設質登記之相關規定。 

三、「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理原則」宜明定專屬授權之相關規範 

按現行處理原則除第 6 點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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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影響特定市場之功能者，授權協議當事人不得

為之。」之概括規定外，幾無規範專屬被授權人之不公平交易行為，

且其適用對象限於有競爭關係之授權協議當事人，規範亦有不足。建

議補充規範下列事項，以資明確： 

(一)專屬被授權人取得專屬授權，亦屬於受讓他事業之財產的結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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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如使其市場占有率達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之門檻

者，應事先向行政院公平委員會提出結合申報。 

(二)水平競爭者間之交互專屬授權，如降低相關市場中實際或潛在競

爭者之競爭，且不具有抵銷效益，屬於受禁止之聯合行為。 

(三)當二人以上之交互授權形成事實上之產業標準，而第三人必須取

得該技術始能在市場上有效競爭者，該技術組合應以公平、合理

及無歧視的條件授權第三人，不得為專屬授權。 

(四)二人以上之技術集管協議，其技術組合具有市場優勢地位時，權

利金和其他授權條件必須公平且無歧視，且應為非專屬授權。 

(五)事業知悉競爭者正使用某技術且難以採用其他替代技術，而自權

利人處取得專屬授權，且基於阻止競爭者使用該技術以干擾其事

業活動之意圖而拒絕授權時，屬於不公平競爭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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