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1

貳、智財權行使與聯合行為、濫用獨占
地位與不正競爭之防止

一、聯合行為之禁止
（一）聯合行為的意義
競爭可以促進產業進步、提高資源分配及使用效率，進而擴大人民
整體福利，因此是公平法所保護的一種法律制度。如果彼此處於競爭關
係的事業不競爭而採取聯合行為（卡特爾，cartel）
，將會使得競爭無法
發揮作用。公平法在第 14 條對聯合行為作廣義的定義：
「本法所稱聯合
行為，指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
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
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
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第 1 項）
。前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
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
行為者1 （第 2 項）
。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
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
（第 3 項）
。第 2 條第 2 項之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藉章程或會員大會、
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為本法之聯
合行為（第 4 項）
。」然後在第 15 條對事業的聯合行為採取原則禁止、

1

公平法第 14 條第 1 項是 2002 年 2 月 6 日修法時所增加，準此，處於競爭關係事業
間相互約束事業活動的所有行為並不一定是聯合行為，必須妨礙價格及市場功能，
才會構成聯合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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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許可的管制，授權公平會可以例外允許 8 種聯合行為，分別是規格
化聯合、研究發展聯合、專業化聯合、輸出聯合、輸入聯合、不景氣聯
合、中小企業聯合及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效率聯合2。

（二）歐盟法制參照
1. 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

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原則禁止「足以妨害會員國間之交易，並以
阻礙、限制或扭曲共同市場內之競爭為目的或造成此種結果」的協議及
互為一致之行為：
「下列行為因為牴觸共同市場，不得為之：事業間之協
議、事業團體之決議及互為一致之行為，足以妨礙會員國間之交易，並
且以阻礙、限制或扭曲共同市場內之競爭為目的或造成此種結果者，特
別是：（1）直接或間接限制購買或銷售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之行為；
（2）限制或控制生產、市場、技術發展或投資之行為；
（3）分配市場或
供貨來源之行為；
（4）以不同條件與其他交易相對人從事類似之交易，
因此使後者處於競爭劣勢之行為；
（5）將契約之締結繫於相對人接受就
其本質或依商業習慣而言與契約標的無關之額外義務的行為（第 1 項）
。
違反第一項規定之協議及決議，當然無效（第 2 項）
。」
由於第 1 項規定之範圍十分廣泛，若一律不允許例外，一方面可能
對原本欲保護之競爭自由形成不當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忽略某些限制競
爭之行為所可能帶來之經濟效益，故第 3 項規定：
「第 1 項之禁止規定得
被宣告不適用於事業間之協議或協議之類型、事業團體之協議或協議之
2

公平法第 15 條規定：
「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
濟與公共利益，經申請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一、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
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或服務之規格或型式。二、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
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服務或市場。三、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
分別作專業發展。四、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五、
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或服務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六、因經濟不景氣，
致同一行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量、
設備或價格之共同行為。七、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所為
之共同行為。八、其他為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效率所必要之共同行為。
主管機關收受前項之申請，應於三個月內為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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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或互為一致之行為或類型中有助於改善商品之生產或分配、提升
技術或經濟之進步，使消費者能公平分享所得之利益，並且未（1）課予
系爭企業非為達成前述目標所必要之限制者；或（2）授予系爭事業機會
消滅系爭產品重要部分之競爭。」
2. 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適用於水平合作準則

執委會注意到縱使競爭者間也有適度合作的正常需要，因此制定
「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適用於水平合作準則」(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3。本準則共分七章，第一章
導論說明本準則之目的、範疇以及評析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之基本原
則。第二章以下則分別就下列六種水平合作協議逐一探討其分析架構：
研發協議、製造協議（包括轉包及專業化）、採買協議、商業化協議
（commercialisation）
、關於標準之協議以及資訊交換協議。限於篇幅以
下將僅介紹第一章導論。

（1）目的
水平合作是由處於相同市場階層之公司所為，大多數的水平合作就
是競爭者間的合作，不過也包括非競爭者間的水平合作，也就是處於相
同產品市場但不同地理市場業者間的合作。水平合作固然有其負面效果
（例如維持或強化當事人之市場地位，因而對市場之價格、產量、創
新、產品之種類與品質造成負面影響）
，但是也能導致實質的經濟利益：
分擔風險、節省成本、增加投資與專門技術庫、提升產品品質與種類以
及加速創新。本準則之目的在於為最常見的水平合作提供分析架構，但
並非機械式應用的檢查清單，而應彈性適用。本準則補充二項集體豁免
規則（研發集體豁免規則及專門化集體豁免規則）4。

3
4

Official Journal C 11 of 14.1.2011.
本準則 Paragraph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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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範疇
本準則並未處理各種可能的水平協議，而只針對六種可能會增進效
率（efficiency gains）之協議，即研發、製造、採買、商業化、標準及資
訊交換協議。系爭協議可能包含不同階段的合作，此時應以合作之重心
（center of gravity）認定其應適用本準則之規定。在判斷合作之重心
時，應考慮合作的起點以及不同功能被聯合的整合程度。以涉及研發及
製造之合作為例，因為必須前者成功，後者才有可能發生，所以前者是
合作之起點，應適用本準則「研發協議」之規定。
複雜的合作協議，例如策略聯盟（在不同領域將不同工具以不同程
度聯合）
，並不在本準則適用之範疇。但對聯盟中個別合作領域的評估，
仍可適用本準則相對應規定。此外，具特殊規定之特定部門，例如農
業、運輸或保險，亦不適用本準則5。

（3）分析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之基本原則
A. 二步驟分析法
採取二步驟分析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第一步驟依據第 1 項分析
影響會員國間貿易之系爭協議是否有反競爭之目的或對競爭造成實際或
潛在之限制。若為肯定認定，則第二步驟依據第 3 項將判斷該協議之促
進競爭效益是否大於限制競爭之結果，如果為否定認定，則該協議依據
第 2 項之規定當然無效6。
B. 協議的性質
協議性質是與合作之領域、目標、當事人之競爭關係以及其行為聯
合之程度有關。某些類型協議，例如大多數研發、制定標準或改善環境
條件之協議，比較不可能包含關於價格及產出面之限制。某些類型合
作，例如製造或採買協議均會導致成本具某種程度共同性
5
6

本準則 Paragraphs 13-14.
本準則 Paragraph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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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ality）
。若其程度重大，則當事人可能就易於協調市場價格或
產量。有些協議本質不會是第 101 條第 1 項禁止之聯合行為，例如非競
爭者之合作、競爭公司以合作達成其各自無法履行之計畫或活動，或不
影響競爭相關參數之合作。反之，某些類型協議自始就可能被認為被第
101 條第 1 項禁止，例如採取限制價格、產量、分割市場或消費者手段
而以限制競爭為目標之合作協議7。凡不屬上述類型之協議，必須進一步
分析當事人之市場力量及市場結構，才能判斷是否適用第 101 條第 1
項。
C. 市場力量及其他市場特徵
首先必須分析聯合行為人加總市場占有率。若該占有率不大，不太
可能產生限制競爭效果，沒有必要再作分析。而是否為低度加總市場占
有率取決於系爭協議性質以及本準則各章所設立的安全港門檻。如果二
造當事人組成的聯合行為中一造的市占率不高，而且並未掌握重要資
源，則不能由其高度加總市場占有率推論聯合行為會對市場競爭產生限
制效果。評估市場力量時也必須考量市占率的長期變化、進入市場的障
礙與可能，以及其他供應商或買受人的抗衡力量8。
D. 豁免之分析
構成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第 1 項之聯合行為若具備同條第 3 項所
列之下列要件，可以被豁免：
a. 經濟效益
經濟效益包括動態及靜態之效益。當事人必須證明，而不是臆測或
只是一般聲明聯合行為可能導致效益，而且是無法以其他限制較少之方
式達成。
7
8

本準則 Paragraphs 21-35.
本準則 Paragraphs 44-45。本準則曾以「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雙赫指數）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即全體競爭者市場占有率平方之總合─評估市場集
中程度，若低於 1000，則市場集中度低；若位於 1000-1800，則市場集中度中等；
，或前幾家領導廠商之總市場占有率作為指標，但
超過 1800，表示市場集中度高）
後來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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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消費者得到公平之經濟效益
除了聯合行為人得到經濟利益，消費者也必須得到公平的經濟利
益。經濟利益傳遞到消費者之程度取決於相關市場的競爭程度。若市場
上有足以有效限制聯合行為人之充分競爭存在，競爭的過程通常就會足
以保證消費者得到公正的經濟利益。
c. 不可或缺性
對競爭之限制必須是達成經濟效益所必要的手段。若有其他限制較
小之手段可達到類似效果，則不能以所宣稱之效益為限制競爭之行為辯
護。某項限制是否必要，繫於市場之情況及協議之期間。例如排他性契
約可防止搭便車，因此可以被接受。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此種契約可能
就變成並非必要，而且產生惡化限制競爭之效果。
d. 未消滅競爭
若系爭事業為支配市場事業或因為聯合行為而成為支配市場事業，
則產生第 101 條第 1 項反競爭效果之協議，原則上不得被豁免9。

（三）聯合授權與聯合行為─以飛利浦等聯合授權 CD-R 橘皮書
專利為例
智慧財產權人若聯合將其智慧財產權授權，容易產生是否構成聯合
行為之疑慮。在我國即發生過擁有 CD-R 橘皮書標準規格專利技術的飛
利浦、日本新力及太陽誘電（以下簡稱飛利浦等 3 家公司）成立專利
庫，並聯合將 3 家公司放在專利庫之專利包裹授權給我國 CD-R 製造
商，而被檢舉違反公平法第 15 條之案件。
飛利浦等 3 家公司在 1988 年制定 CD-R 標準規範橘皮書（Orange
Book），並組成專利庫，而於 1992 年開始透過共同授權協定（Joint
Licensing Agreement, JLA）向外界提供專利技術。共同授權協定由飛利
浦一家為談判窗口，而且只有一個授權金計算公式：CD-R 出廠淨售價
9

見本準則 Paragraph 49.

貳、智財權行使與聯合行為、濫用獨占地位與不正競爭之防止

3%，但不得低於 10 日圓。經檢舉公平會在 2001 年 1 月 20 日以（90）
公處字第 90021 號處分書認定飛利浦等三家公司經由聯合授權方式，共
同合意決定 CD-R 專利之授權內容及限制單獨授權，違反公平法第 15 條
規定，命飛利浦等 3 家公司於收受該處分書之次日起，立即停止上開行
為10，並處飛利浦、太陽誘電、新力各新臺幣 800 萬、400 萬、200 萬元
罰鍰。
飛利浦等 3 家公司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 2001 年 11 月 16 日院台
訴字第 67266 號訴願決定以公平會對於相關產品市場之認定有瑕疵為理
由將原處分撤銷。公平會重新調查，於 2002 年 4 月 25 日作成（91）公
處字第 091069 號處分書，仍維持其原先處分。飛利浦等 3 家公司不服，
訴願經行政院遭駁回，再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該院於
2005 年 8 月 11 日作成 92 年度訴字第 908 號判決，認定飛利浦等三家公
司雖然有諸多違反公平法第 9 條之情節，但是未違反公平法第 15 條，故
公平會裁處罰鍰涉及公平法第 15 條部分不應列入裁罰考量、飛利浦於
1999 年 2 月 5 日前（1999 年 1 月 15 日刪除原條文第 2 項獨占事業公告
規定）不當行為不得算入「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持續期間」
、公平會以
2000 年度我國廠商預估支付約 360 億日圓作為「違法行為所得利益」欠
缺相關證據，撤銷公平會原處分及行政院訴願決定，公平會不服提起上
訴，最高行政法院於 2007 年 4 月 4 日以 96 年度判字第 553 號判決駁回
該上訴。公平會提起再審，仍遭駁回。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
院見解之妥適性，有討論空間。
1. CD-R 橘皮書標準規格之專利是否具有互補性而不存在競爭關係應
審慎判斷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908 號判決理由貳、二、3 表示：
10

飛利浦為遵守公平會命其停止聯合授權之處分，於 2001 年 3 月停止與太陽誘電及新
力聯合授權，而改為各自授權，並就其針對 CD-R 所擁有之專利推出新的授權金計
，並
算方式及授權合約，將授權金降為每一片 6 美分，稱為標準費率（standard rate）
，每一片
對完全遵守合約義務之被授權人提供較優惠的守約費率（compliance rate）
4.5 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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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具有替代可能性，始有競爭關係之存
在，本件被告所界定之市場範圍係『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
（非指寫錄
型光碟片技術市場，見處分書理由第一點）
，而被告定義之『CD-R』
，乃
指符合原告與新力公司共同制定之「橘皮書」標準規格所製造生產之光
碟產品，且我國光碟製造廠商欲生產製造『CD-R』均需使用原告、新力
公司、太陽誘電公司等 3 家公司所擁有之專利，單獨使用其中 1 家公司
專利即無法生產製造『CD-R』
，此為兩造不爭之事實……從而，本件被
告所定義之『CD-R』既指符合原告與新力公司共同制定之『橘皮書』標
準規格所製造生產之光碟產品，則所稱『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
，其市
場範圍應指符合「橘皮書」標準規格之技術市場，也就是需同時使用原
告、新力公司、太陽誘電公司等 3 家公司所擁有專利之技術市場，缺一
不可，因此，原告等 3 家公司所擁有符合「橘皮書」標準規格之專利技
術，乃具有互補性之專利技術，渠等於被告所界定之『CD-R 光碟片技
術市場』所提供之專利技術，已不具有替代可能性，自不存在有競爭關
係。」

（1）不是所有專利庫都是互補專利所組成
然而一般而言，專利庫的目的可以是減少交易成本（避免衝突、加
速新產品的應用普及）
，但也可能是水平競爭事業從事非法聯合行為的偽
裝、垂直整合獨占事業用來掩護價格擠壓（price squeeze）的手段。互補
專利組成的專利庫不生限制競爭的疑慮，故容易通過卡特爾法的審查。
反之，競爭性或是互斥性專利組合的專利庫則會受到卡特爾法最嚴格的
審查11，
「其容許應僅限於相當例外之情形」12，因為互斥專利間可能形
成替代性技術，一旦被整合到專利庫，技術市場的競爭就會減少。
就本案而言，飛利浦等 3 家公司自然會主張其專利庫中 109 件左右
的專利為互補、缺一不可，然而是否果真如此，實有待調查，在公平會
11

Rudolph Peritz, Competition Policy and IPRs in the USA, in Steven Anderman (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Competition Policy, 2007, 215.
12 黃銘傑，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法之交會─相生相剋之間，2009 年，頁 290。

貳、智財權行使與聯合行為、濫用獨占地位與不正競爭之防止

作成（90）公處字第 90021 號處分書的過程中，檢舉人曾就系爭 109 件
專利清單提出專家意見書，認為其中 28 件具有替代性，而飛利浦公司雖
然主張系爭專利間無法相互取代，但卻不否認可能有所「重疊」
（
（90）
）
，是否果真如此，台北高等行政
公處字第 90021 號處分書理由一（四）
法院理應加以調查而未調查，卻以法律形式概念的推導一筆帶過。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不調查就接受飛利浦等三家公司說法，等於對專
利庫完全不設防，進一步衍生的不利後果就是以後專利庫參與者都可起
而效尤，主張其中專利都是「互補、缺一不可」
，從而免除非法聯合行為
的責任。其次，本案飛利浦等三家公司均為垂直整合之企業，並以自己
公司名義銷售（包括商標授權旗下分公司銷售）CD-R，因此在 CD-R 產
品市場彼此已屬於水平競爭關係，一旦授權台灣廠商生產製造 CD-R，
更會與台灣廠商處於水平競爭關係。CD-R 產品市場面臨來自我國製造
商的強力競爭，特別是在規格化及標準化（而不是差異化）的 CD-R 產
品市場，這意味的就是價格的競爭。因此飛利浦等 3 家公司不無可能採
取價格擠壓的策略，利用渠等在 CD-R 上游技術市場的共同獨占地位，
向下游台灣廠商收取高昂的技術權利金，使得台灣廠商無法在下游 CDR 產品市場與其作價格競爭13。是否如此，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理應加以
調查。

（2）專利庫成員間未必不能停止合作而相互競爭
單獨使用飛利浦等 3 家公司其中部分專利，固然是無法生產符合橘
皮書標準規格、種類名稱為「CD-R」之光碟片，但是 3 家公司在該專利
庫的專利數量不同、重要性不一，彼此間未必不能停止合作而相互競
爭，或改與他人合作而與現在的合作對象競爭。本案飛利浦等 3 家公司
在該專利庫的專利數量及其專利的重要性，應該與 3 家公司權利金之分
配比例相去不遠而成正相關關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理應科學、客觀調
13

依據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554 號判決，3 家公司在授權金的分配比例是新力
1：太陽誘電 2：飛利浦 7，因此三家公司的利基重心不一定都在技術市場上之權利
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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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並評估，飛利浦公司 7/10 的專利技術單獨或加上太陽誘電的 2/10 專
利技術、或加上新力的 1/10 專利技術，或是加上例如曾與其有交互授權
關係的 CD-R 大品牌美商 Imation 公司（後來因為授權契約之範圍與性質
有爭議而終止）技術14，是否都不能與 CD-R 的全部專利技術（10/10）
競爭15。事實上，工研院光電所鑑定意見就曾表示飛利浦等 3 家公司之
橘皮書規格專利具有替代可能性16。
2. 具有類似功能之替代性技術已逸出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908 號判決理由貳第二項第 3 點表
示：
「被告（即公平會）以『被處分人（即飛利浦等 3 家公司）目前所提
供之專利技術縱使因共同制定規格而不具替代性，然被處分人同為 CDR 之技術提供者及製造者，對於其他被處分人所擁有之專利技術，仍然
可以透過迴避專利範圍之方式，研發具有類似功能之替代性技術，與其
他被處分人就 CD-R 技術授權進行競爭』為由，認為原告（即飛利浦等
3 家公司）等於系爭 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上，仍屬同一產銷階段之水
平競爭關係之事業云云。然縱使原告、新力公司、太陽誘電公司能研發
具有類似功能之替代性技術，但使用該替代性技術所生產製造之光碟產
品，並不能稱之為『CD-R』
（如前所述，本件被告所定義之「CD-R」係
指符合原告與新力公司共同制定之『橘皮書』標準規格所製造生產之光
碟產品）
，被告上述假設，已然逸出其所界定『CD-R 光碟片技術市場』
14

引自歐盟 TBR Investigation Report, Report to the Trade Barriers Regulation Committee,
30 January 2008 (available at: http://ec.europa.eu/trade/issues/respectrules/tbr/cases/cht_
ele.htm，以下簡稱 TBR Report), Paragraph 18。依據 Imation 公司網站之資料，該公
司是「可攜式資料儲存產品」
（removable data storage products）的全球領導供應商，
有超過 50 年的領先地位，為世界唯一集中於磁性、光、快閃儲存產品及隨身硬碟
（magnetic, optical, flash and removable hard disk storage）研發、製造及供應的公司。
引自 http://www.imation.com.
15 飛利浦等 3 家公司專利庫 109 件左右專利的 7/10，約為 76 件，與國碩申請強制授權
實施飛利浦 5 件台灣專利相去 14 倍之多，扣除專利屆滿的因素後，合理的懷疑是該
專利庫有灌水之嫌，用公平法的說法就是有搭售、或迫使被授權人為其不曾使用之
專利給付權利金等限制競爭或不正競爭之虞。
16 引自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553 號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