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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產、官、學各界對《專利師》季刊的持續支持，《專利師》季刊不僅持

續維持良好文章品質，更回應智權從業人員心聲於第30期首創〈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制度研討專欄〉，廣納各界對我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制度的建言。本期季刊除專欄

文章1篇，另收錄有關金融科技專利、智慧財產運營以及專利審查實務等熱門議題

文章共4篇，期許每位讀者皆能透過本期文章激盪出更多與智慧財產權相關議題的

新的想法！ 

本期〈智慧財產案件審理制度研討專欄〉收錄李懷農律師所著「建構進步性

審查之正當法律程序」一文，該文指出後見之明所造成進步性被誤判的可能性，一

直是專利案件之審理程序中最有爭議的部分。因而提出雙元審理（bifurcation）解

決後見之明的方式，希望以此為引，讓專利從業人員踴躍提出對建構新審理法法制

之看法。 

本期〈專題研究〉另收錄4篇文章，包含： 

徐明夆審查官與葉哲維技審官所合著「『容器』＋『冰品』＝兩物品？」一

文針對日本一意匠一申請的原則進行探討，說明一意匠的定義應係指「一物品」的

「一外觀」，同時以日本井村屋行政撤銷事件說明日本司法實務對於一意匠一申請

的判斷標準，對於有申請日本意匠專利需求的從業人員甚具參考價值。 

陳秉訓老師所著「邁向旅館業的著名商標」一文透過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

商訴字第59號行政判決，來分析旅館業應可採取何種策略以讓自己的商標變成「著

名商標」。藉由「著名商標」可以跨類別保護的特性來杜絕他業對其商標以搭便車

的方式進行不當利用。 

翁振耘專利師所著「論兩岸銀行業就金融科技之專利申請布局」一文針對通

常涉及電腦程式方法的金融科技專利的申請策略提出建言，並建議以申請發明專利

為佳。 



 

 

陳奕之專利師所著「《智財策略管理與企業經營整合》首部曲」一文為其針

對企業智慧財產運營所作之四部曲文章的首部曲，針對企業應如何妥善管理與運用

其自身所擁有的智慧財產提出建言。 

本期所收錄文章均屬當前智慧財產領域所熱烈討論議題，期各位讀者能從中

獲得助益，若進一步衍生任何建議與想法，更是竭誠歡迎利用《專利師》季刊作為

平台與廣大讀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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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案件審理制度研討專欄  

建構進步性審查之正當 
法律程序 

李懷農
* 

壹、前 言 

我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下稱「審理法」）施行至今已近10年，其所適用之

審理範圍雖然包含專利、商標、著作權等其他智慧財產案件，但是最受到關注的案

件類型，應仍屬專利案件。 

而在專利案件之審理程序中最受矚目或最有爭議之部分，莫過於進步性的審查

程序，除了技術審查官所做出的技術報告應該要公開之外，後見之明造成進步性被

誤判的可能性，也一直是難以解決或甚至是現行審理程序不太受重視的問題，但在

以人權與科技立國，並追求法制進步之立場，建構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進步性審理

流程，仍是值得追求的目標，因此筆者藉由本篇文章淺談雙元審理（bifurcation）

解決後見之明的方式，希望能拋磚引玉，讓更多先進發表對建構新審理法法制之看

法。 

                                                        
DOI：10.3966/221845622018010032001 
收稿日：2017年12月13日 
* 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碩士／台北律師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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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當法律程序之介紹 

「正當法律程序」的形成，可溯及於英國大憲章，而經過數百年之演進，「正

當法律程序」已對於全球的法律體制造成遠大的影響，我國憲法建構之初原係繼受

於德國法體系，受到「正當法律程序」之影響較少，然而隨著司法院大法官藉由憲

法解釋將「正當法律程序」引入我國，因此目前「正當法律程序」也是具有憲法位

階之重要法律原則。 

一、正當法律程序之演變 

「正當法律程序」首見於1354年英國大憲章，除進一步衍生出自然正義之3要

素，即「在公正法庭前就（聽）審的權利」、「獲悉指控的權利（又稱『受告知

權』）」、「就指控進行答辯的權利（又稱為『聽證權』）」，又從自然正義中衍

生出兩個重要的法律概念，包含「任何人不得自斷其案」以達成公正，以及「兩造

兼聽」以達成公平。1 

上開自然正義之概念不但看似抽象，更甚至有些虛無飄渺，但隨著時代演進，

司法體系在不同法律案件中，都可能因為特殊任務需求而有不同的複雜變化，而由

於變化太過複雜，很有可能已經喪失或偏離了司法的核心概念，此時用最單純的法

律概念加以審查，往往有反璞歸真的效果，進而找回司法最初保障人權之目的。 

二、「正當法律程序」之基礎概念2 

「正當法律程序」經演變後，在美國法律實務上，又可分為「程序上正當程

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與「實質上正當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 

「程序上正當程序」係指當國家限制人民「生命、自由或財產」時，應經如何

程序方為正當的問題，又稱為程序正當。如果沒有經過正當程序之檢驗，國家便即

輕率的侵害了人民的重要權利，那就如同國家與人民同時參與一場競賽，卻又自行

                                                        
1 湯德宗，論正當法律程序——從大法官釋字第709號解釋談起，中央研究院簡報，2014年6

月，20-24頁。 
2 同前註，25-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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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有利於國家的遊戲規則，而在競賽結果不利於人民時，卻要求人民應該要承受

這場比賽的結果。 

「實質上正當程序」則係指法院如何確保法律規定之內容合乎基本公平，避免

「惡法亦法」的問題，又稱為實質正當。例如目前國家要求成年男子具有服役義

務，然而針對身體不健康者，或有宗教等其他因素者，則應該藉由替代役制度，來

落實特殊因素者之服役義務，以同時達成兼顧服務義務與保護特殊族群的目的，避

免看起來沒問題的法律，在個案適用上產生問題。 

三、何種國家公權力應受到「正當法律程序」之控制？ 

「正當法律程序」存在的原因為何？前司法院大法官認為，「正當法律程序」

是避免公權力「不當」侵害人民權利的風險管理機制。3 

「正當法律程序」所要求或管制的對象是國家公權力，要求國家實現公權力應

該依循正當法律程序，目的是保障公權力所實施的對象，不會遭受公權力不正當的

侵害。因為公權力的強制力，往往會直接發生限制人民權利的效果，如果能夠適當

的規範公權力行使之方式，建立起公權力行使之正當程序，便可以降低公權力不當

實施的可能性，以降低人民權利遭受不當侵害的風險。4 

我國法律要求國家機關行使權力時，需要遵守正當法律程序，最初可源自憲法

對於人身自由之保護。隨著憲政秩序之演進與大法官解釋陸續作成，釋字第709號

解釋揭示：「……部市更新條例……未設置適當組織以審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且

未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及適時陳述意見之機會，與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

序不符……上開規定均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再次揭示國家侵害人民財

產權時，必須要遵守正當法律程序，足證財產權在我國受到正當法律程序之保護。

而專利權亦屬於財產權之一，因此專利權人之專利權如果受到國家侵害，自應受到

「正當法律程序」之保護，自屬於毋庸置疑之事。 

                                                        
3 許玉秀，論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十三），軍法專刊，2011年6月，57卷3期，1-2頁。 
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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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何種程序方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何種程序方屬於正當，應斟酌案件性質、受到不利

影響的私人利益、限制或剝奪私人利益之方式、限制或剝奪私人利益之理由、有無

替代程序、限制或剝奪私人利益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以及公益與私益之衡量等因

素，綜合認定之」。5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在釋字第689號解釋理由書中亦表示：「憲法上正當法律

程序原則之內涵，除要求人民權利受侵害或限制時，應有使其獲得救濟之機會與制

度，亦要求立法者依據所涉基本權之種類、限制之強度及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

益、決定機關之功能合適性、有無替代程序或各項可能程序成本等因素綜合考量，

制定相應之法定程序」（釋字第636、709號亦有相同見解）。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與我國司法院大法官之意見，兩者在解釋「正當法律程序」

之構成上，皆使用非常多的不確定法律概念，因此在法律具體案件的分析與適用

上，容易產生許多爭議。 

例如，目前法律所建構的程序是否已經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可能有見解分

析認為已經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但也可能有見解會認為已經違反「正當法律

程序」的要求。雖然「正當法律程序」之分析如此複雜，但是「正當法律程序」仍

開啟了一扇門，讓吾人可以分析現行法律體制所建構出的風險管理機制，是否是可

以被接受的，或者其實吾人可以採取其他更好的法律程序，讓人民的權利受到更充

分的保障。 

專利權本身雖屬於財產權，但與一般傳統財產權，例如土地、房屋比較起來，

具有無具體形狀之特性，而因為此無形之財產權性質，使得專利權在遭受到「國

家」侵害的時候，會遇到一些較為特殊的問題，而為了因應這些問題，國家自應建

構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相關程序，避免專利權遭到「國家」之「不當」侵害，

方符合我國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 

                                                        
5 湯德宗，註1文，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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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認定專利是否具有進步性之程序 

專利權若具有專利無效事由，將被認定因為不具可專利性，而使得專利權應被

撤銷，而最常見之無效事由，則為專利不具新穎性以及進步性。其中，是否具有進

步性之認定，則因為專利權為無體財產權，而有其複雜與爭議之處。 

一、關於進步性之認定，各國實務上早已經建立審查標準 

(一) 我國對於進步性的主要判斷步驟 

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第2篇第3章第3.4節「進步性之判斷步驟」揭示︰「申請專利

之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通常得依下列步驟進行判斷： 

‧步驟1： 確定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範圍； 

‧步驟2： 確定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 

‧步驟3： 確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  

‧步驟4： 確認該發明與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間的差異；  

‧步驟5： 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

內容及申請時之通常知識，是否能輕易完成申請專利之發明。」 

(二) 而我國對於進步性判斷之標準，更可朔及至知名的Graham案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Graham案後，建立對於非顯而易見性之判定標準與步驟，

其主要內容為︰「……(1)界定先前技術之範圍與內容（the scope and content of the 

prior art），(2)比較先前技術與所請發明之區別（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laimed 

invention and the prior art），(3)界定所屬領域之一般技術水準（the level of ordinary 

skill in the prior art）」6，其中主要精神仍存在上開我國審查基準之進步性判斷步驟

中，因此美國進步性以及其相關措施，所產生之相關影響，皆值得我國法制作為重

要參考。 

                                                        
6 劉尚志、湯舒涵，專利進步性要件之判決分析——由美國專利案例關照台灣最高法院及最高

行政法院判決，台灣法學雜誌，2013年3月15日，220期，100-1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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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判斷進步性之方式，受到後見之明相當大的影響 

(一) 後見之明介紹 

後見之明是指當觀測者得知事情發生的結果後，觀測者會忽略結果訊息的影響

力，而高估自己能正確預測事情發生的機率的現象，7即俗語稱的事後諸葛亮，此屬

於心理學界已承認之人類認知上的一種偏見。 

個別觀察者會希望看到這個世界是處於穩定而可預測的情況，而且觀察者同時

會希望被他人視為聰明的，如果觀察者相信最終的結果是可以被預測的，將可滿足

上開兩種認知。簡言之，個人在取得已經知道的訊息後，才開始從事後的角度分析

事情的可預測性，是沒有辦法避免該訊息對該分析所帶來的影響。相反的，個人可

能會因此高估事情的可預測性。而對於專利法來說，一旦判斷者具有了後見之明，

對於個案分析上就會誇大事前的可預測性，甚至將事情發生的可能性提高到必然會

發生。8 

(二) 後見之明對於判斷進步性所帶來的影響 

後見之明對於進步性的影響，主要是在判定「先前技術水準」、「發明完成當

時，是否該領域之通常知識者人士是否可以輕易完成」時產生偏見。因為通常知識

者的技術水準，會隨著時間演變而增加，故判定進步性的判定者「隨時間」所增加

所擁有之通常知識，在判定進步性時會變成一種污染源或考試作弊的小抄，導致判

斷者在判斷發明當時之技術水準時，受到了後見之明的污染。 

相關研究甚至顯示，在不同的情況下，後見之明的程度也會隨之加大，例如︰

「越進步的科技領域，後見之明所產生的影響也會越大」、「如果所預測的事情真

的實現，後見之明在事後判定發生可能性上產生的影響也會較大；反之，如果所預

測的事情後來沒發生，後見之明的影響力就會變小。但是，要判斷進步性時，所有

                                                        
7 蔡夢樺，後見之明偏誤形成機制之探討，佛光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9月，摘要第1

頁。 
8 Gregory N. Mandel, Patently Non-Obvious: Empirical Demonstration That the Hindsight Bias 

Renders Patent Decisions Irrational, 67 OHIO STATE LAW JOURNAL 1391, 1393-1445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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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都已完成，所以會有潛在高估發明可預測性的後見之明存在」9。 

然而，最重要的是，在專利進步性的審查中，由於技術審查人員都已經先看到

了專利的內容，然後才來判斷專利的進步性，好似就如同先給考生看了答案，再來

問考生難不難，而此閱讀專利內容對於專利進步性審查所帶來的影響，更是從專利

審查難以擺脫的宿命。 

(三) 除了判定進步性，後見之明亦對於專利案件之其他審理層面造成 
影響，礙於篇幅僅簡介部分影響如下10 

1.申請專利範圍解釋 

法院對申請專利範圍做出之解釋，將會對於侵權是否成立產生巨大影響，如果

法院採取不同的解釋，很有可能直接決定了結果是侵權或是不侵權。 

然而，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應是基於該發明技術領域中通常知識者於專利

「申請時」對於請求項文字所能瞭解之意義與範圍，進行專利申請範圍之認定，而

在判定完申請專利範圍後，方進行是否侵權之比對。 

而我國現行「專利侵權判斷要點」第2章第2.1節「解釋請求項之目的」記載︰

「……解釋請求項，其目的在於正確解釋請求項之文字意義（下稱文義），以確認

請求項界定之範圍……」；同章第2.2節「解釋請求項之時點」更進一步記載︰「請

求項界定之範圍，應限於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於專利『申請時』

所能瞭解之意義……」揭示我國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應是就「申請時」的通常知識

來進行判定。 

然而，在判定專利申請範圍時，皆是專利申請之後，因此判定人員在專利「申

請時」到「判定時」期間有可能會吸收一些申請後所產生的知識，使得判定人員實

際擁有的知識是「判定時」的通常知識，所以如果要判定人員回到過去，以使用

「申請時」的通常知識來解釋申請專利範圍，判定人員吸收到申請後才產生的通常

知識，會對於判定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造成影響，又連帶對於後續侵權認定產生影

響。 

                                                        
9 Id. at 1403-06. 
10 Id. at 14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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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否充分揭露 

專利說明書所記載之內容，應該要充分揭露使「申請時」通常知識者可以據以

實現，而我國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第2篇第1章第1.3節「說明書的記載原則」亦揭示︰

「……說明書形式上應敘明發明名稱、技術領域、先前技術、發明內容、圖式簡單

說明、實施方式及符號說明等；其內容應明確且充分揭露申請專利之發明，使該發

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瞭解該發明的內容，並可據以實現，簡稱可據

以實現要件。說明書之記載是否已明確且充分揭露，須在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

圖式三者整體之基礎上，參酌『申請時』之通常知識予以審究……」。 

然而，但是如同前述，通常知識自然會隨時間演變而增加，判定者從「判定

時」的通常知識來回推「申請時」的通常知識，所以同樣有後見之明的問題存在，

而隨著時間越久，科技發展越大，後見之明的問題越嚴重。 

3.均等論之適用 

現行「專利侵權判斷要點」第4章1.「申請歷史禁反言」記載︰「……『申請歷

史禁反言』又稱為『申請檔案禁反言』（ file wrapper estoppel），簡稱『禁反

言』，係指專利權人於專利申請過程或維護專利過程中所為之修正、更正或申復，

若導致限縮專利權範圍，則不得再藉由均等論而重為主張其已放棄之專利權。因

此，『申請歷史禁反言』為均等論的限制事項之一……」，「申請歷史禁反言」在

我國法規上屬於均等論的限制事項之一無疑。 

然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有一些情況，「申請歷史禁反言」可能會不當限

縮了均等論的適用。其中，一種是「均等在『申請時』是不可預見」，因為決定專

利是否在「申請時」是否可預見，也會有前述後見之明的問題。 

因為均等在「申請時」通常知識者是不可預見的，而「判定時」該種均等情況

已經被通常知識人者所熟知。因而使得判斷「申請歷史解釋禁反言」的判斷者，可

能被後見之明影響，認為在早在「申請時」這種均等情況專利申請人早就看到，而

專利申請人基於這種理解所做出來的申請歷史解釋以及其權利上的限縮，自然包含

上開均等範圍。因此，後見之明在均等論上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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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了改善後見之明對於判斷進步性所產生的影響， 
各國司法實務也做了很多努力 

(一) 美國法院為了防止後見之明在判定進步性上造成不當影響，因而提
出各種輔助標準 

美國法院早在1882年即知後見之明所產生的偏見，會讓每個人認為發明是很容

易完成的11。基於後見之明將擾亂判定進步性之正確性，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提出

「次級判斷因素（secondary consideration evidence）」，例如在Graham案中，美國

聯邦最高法院就揭示︰「……所請發明中有關之客觀證據或次級判斷因素

（secondary considerations）、是否達成商業上成功（commercial success）、是否解

決前案或產業長久需求（long felt but unsolved needs）……作為非顯而易知之輔助判

斷標準……」。 

而美國聯邦巡迴法院在判定進步性，亦要求「預先存在建議、教示、動機

（suggestion、teaching or motivation）以結合先前技術」以避免後見之明對於進步

性判斷造成干擾12。 

(二) 我國進步性判定標準，自然亦深受美國實務影響 

1.現行專利審查基準揭示以下內容 

專利審查基準第2篇第3章第3.4.2.3節「輔助性判斷因素」揭示︰「審查進步性

時，若申請人於申請時或申請過程中提供輔助性證明資料，主張申請專利之發明有

下列情事而具有進步性時，應一併審酌……『發明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發

明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發明克服技術偏見』……『發明獲得商業上的成

功』……」。 

專利審查基準第2篇第3章第3.4.1.1.4節「教示或建議」記載︰「……若相關引

證之技術內容中已明確記載或實質隱含結合不同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教示或建議，例

如，引證A、B至少其一揭露結合二者之教示或建議，或另一佐證C揭露結合引證A

                                                        
11 Loom Co. v. Higgins, 105 U.S. 580, 591 (1882). 
12 Mandel, supra note 8, at 14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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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引證B之教示或建議，則可認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強烈動

機能結合該等引證（引證A與引證B）之技術內容……」。 

專利審查基準第2篇第3章第3.4.2.1節「反向教示」揭示︰「……於進步性之步

驟2『確定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時』，必須考量相關先前技術中所揭露的整

體內容，包括其中對於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具有反向教示（teach away）……」。 

專利審查基準第2篇第3章3.4.1.1「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審查進步

性時，通常會涉及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結合，應考量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是否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例如主要引證之技術內容A與

其他引證之技術內容B）而完成申請專利之發明（例如技術內容A＋B），若有動機

能結合，則可判斷具有否定進步性之因素……」。 

2.我國司法實務判決亦有以下見解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487號判決揭示︰「……關於進步性之調查，於舉

發人所提之引證範圍內，法院應詳予調查判斷，基於輔助性判斷因素亦為進步性判

斷之重要依據，首揭5項輔助性判斷因素是否存在，或為上訴意旨所主張，或為上

訴人於原審述及，其中證據13及證據14之葉片操作，分別需要額外介質如拉桿、旋

鈕等構件，而且係間接施力以操作葉片開合，非如系爭專利不需額外介質，且能直

接施力撥動葉片，似有簡化結構之情形，關於此部分進步性之判斷因素以及系爭專

利是否尚符合其他輔助性判斷因素之要件，均宜由事實審法院併予調查審酌，附此

敘明……」。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91號民事判決揭示︰「……下列輔助性判斷因素亦

得以佐證該新型並非能輕易完成：(1)、新型創作具有無法預期的功效；(2)、新型創

作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3)、新型創作克服技術偏見；(4)、新型創作獲得商業上的

成功；(5)、新型創作以簡化之結構而能達成相同或更佳之功效……原審未探究被證

1、7、8等所欲解決之問題、功能、特性，及確立申請專利時，所屬技術領域中熟

習該項技術者之知識水準，復未說明依何項技術特徵之教示、建議而能輕易完成系

爭專利，即泛以……被證7、1、8、10均為車牌辨識之停車場收費系統之技術領

域，組合被證7及8、10、被證1及8、10得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2之技術特徵，

並嫌速斷……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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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111號民事判決揭示︰「……又二件以上之先前技

術與申請專利之發明屬相同或相關之技術領域，所欲解決之問題、功能與系爭專利

具關聯性。被證9已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中大部分之技術特徵，對熟習該項技術者

而言，應用或組合上開引證之技術內容，而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請之發明並無

困難，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之技術內容，熟習該領域技術者，自有合理動機就被

證9至11為相關之結合以解決前開問題，乃原審本於認事、採證之職權行使所合法

確定之事實。原審因認被證9至11之組合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一不具進步性，而

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 

3. 綜上，我國現行審查基準上開內容與其相關內容，以及相關司法實務

見解，足以證明我國審查實務受到美國相關實務見解之重大影響 

(三) 「輔助判斷因素」可能仍無法解決後見之明所造成之影響 

「輔助判斷因素」存在的目的，是屏除後見之明對於判斷進步性所造成的影

響，但是學者質疑認為「輔助性判斷因素」存在以下兩個原因，導致於「輔助性判

斷因素」可能無法達成存在的目的。第一點就是其通常在案件中是無法確認是否存

在該等因素，第二點是就算成功使用了，也無法證明系爭專利是否具有進步

性。13 

以最常見的「商業上的成功」而言，需要以「商業上的成功」證明發明具有進

步性，可能還要同時滿足其他要件，例如「商業成功是來自進步行而非行銷」、

「在發明完成前，就已經知道此一改善可達成商業上之進步行」、「其他人也已經

知道此處具有潛在的商業成功可能性，並試圖利用之」、「其他人失敗是因為發明

人很早就領先其他人完成」，要符合諸多條件相當困難，因此使得該「輔助判斷因

素」顯得難以使用。 

我國司法實務見解在運作上，未將「進步性判斷方式」與「進步性輔助判斷因

素」兩者建立可操作的連動關係。例如，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民專上字第19號民

事判決揭示︰「……專利之進步性判斷著重於技術層面之價值，而商業上之成功僅

為進步性之輔助判斷，不論系爭專利於商業上之成功與否等進步性輔助性證明資料

                                                        
1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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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仍應先為系爭專利與引證間之技術比較，倘已明顯而可認系爭專利不具進步

性時，即無以進步性輔助判斷之必要（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205號行政

判決）……」。 

「商業上成功」來佐證是否有後見之明確實有其難以使用之處，但是上開司法

見解似乎認為「進步性判斷方式」與「進步性輔助判斷因素」兩者好似都是「直

接」用來處理進步性的標準，而因為法官有適用以及不適用行政規則之權限，基於

「輔助判斷因素」只是「輔助的」，已經透過「正」的判斷標準來判斷進步性，那

又何須使用「輔助」的呢。 

因此，我國司法實務在「輔助判斷因素」的操作上，除了繼受外國法制上兩個

缺點外，還演化出不需要使用「輔助判斷因素」之見解，導致司法實務對於後見之

明的防禦有時會根本性的喪失。 

(四) 「建議、教示、動機」可能亦無助於解決後見之明對於判定進步性 
所造成之影響 

「建議、教示、動機」可能存在先前的引證文件上，也可能沒有存在先前的引

證文件上，因此如果在判定進步性時，硬性要求引證文件上應具有「建議、教示、

動機」，才能避免判定人員因為後見之明受到影響，可能會產生盲點。因為，如果

只是引證文件上面剛好沒有「建議、教示、動機」，難道通常知識者在看到該引證

的時候，就一定會認為系爭專利具有進步性嗎？所以在KSR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就否定美國聯邦巡迴法院，關於先前技術中必須要明白揭示元件之組合動機之見

解，因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美國聯邦巡迴法院的見解太過僵硬14。 

從另外一個角度觀之，「建議、教示、動機」就算存在先前的技術文件上，難

道通常知識者就一定會認為系爭專利是不具進步性的嗎？以我國審查基準為例，現

行審查基準第2篇第3章第3.4.1.1節「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揭示︰「……判斷該

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是否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時，應

考量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關聯性或共通性，而非考量引證之技術內容與申請專利

之發明的技術內容之關聯性或共通性，以避免後見之明。原則上，得綜合考量『技

                                                        
14 劉尚志、湯舒涵，註6文，102-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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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領域之關聯性』、『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及『教

示或建議』等事項……」。然而，上開得「綜合考量」的範圍，其實已經包含了海

量的技術文件，雖然可以造成審查上的靈活度，以便於審查委員可以使用的先前技

術範圍，但如果審查的範圍可以靈活到可以從大海撈針去尋找引證，那怎麼能免去

按圖索驥以及後見之明的指責，如果不能免去後見之明的指責，那麼原先要避免後

見之明的使用目的，可能會顯得非常突兀。15 

(五) 縱使是經過充分訓練的專業人士，仍無法避免被後見之明影響 

在美國一項為期8年的研究指出，法官與陪審團一樣存在後見之明，學者並再

針對167位美國聯邦法院法官進行是否具有後見之明的研究，再次揭露法官與陪審

員以及外行人相較，雖然法官受到後見之明的影響稍微小一點，但是並沒有統計學

上的顯著差異；而美國專利商標局審查委員，除為通常知識者外，還受過豐富的進

步性審查訓練，並有豐富的審查經驗，但是研究指出美國專利商標局的審查委員，

亦受到後見之明之影響，比起沒有技術背景的人雖受到的影響比較小一點，但依然

沒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16 

相關研究為了進一步確認後見之明對於進步性審查所造成之影響，做了許多試

驗17。 

其中一個試驗先將受試驗人區分為3組，在第1組中引導告知受試驗者許多必要

資訊，包含解決問題的之場景、先前技術，以及其他所有必要的引導訊息；在第2

組中告知與第1組相同的資訊，但是增加告知受試者「解決問題的方法」；在第3組

則取得與第2組相同的資訊，另外更告知第3組受試者判定上可能有後見之明的問

題，藉以警告第3組受試者不要被後見之明所影響。最後再請3組受試者就「以先前

技術所呈現的資訊，對於通常知識者來說，解決該問題是否顯而易見」、「受試者

對其認定顯而易見的信心」……等問題作回答。 

而最終的實驗結果顯示，在相同的技術背景下，第2組回答顯而易見的比例約

是第1組的3倍，第3組回答顯而易見的數目也接近3倍，因此證明後見之明對於進步

                                                        
15 Mandel, supra note 8, at 1425-32. 
16 Mandel, supra note 8, at 1416-20. 
17 Mandel, supra note 8, at 14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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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判定存在巨大的影響，且就算判斷者已經知道了後見之明所產生的影響，也無法

免於被影響。 

四、雙元審理介紹18 

雙元審理（bifurcation），也是一種進步性的輔助審查模式，該等審查模式亦

是依附於Graham案所建立起的審查模式，並建構出於前述「輔助判斷因素」與「建

議、教示、動機」不同的審查方式，以避免後見之明對於進步性審查產生影響。 

雙元審理模式主要是將進步性審查工作分配給兩個審查委員，第1位審查委員

做傳統的進步性審查步驟，但不判定是否具有進步性，在審查的時候第1位審查委

員應將「系爭專利所欲解決之問題加以定義」、「通常知識者的技術水準」、「確

定是否增加其他資訊以確認通常知識者的技術水準」、「前案檢索」……等工作加

以完成；而第2位審查委員則在沒看過系爭專利的情況下，依據第1位審查委員所完

成的工作，來審查系爭專利是否具有進步性。 

因為後見之明會對於進步性的審查產生如前所述的影響，而使得進步性的判斷

造成了阻礙，而各種消除後見之明的方式都存在著一些不可信或不具功效的爭議，

因此雙元審理模式設置了一種特殊的審查方式，將閱讀系爭專利之過程與判斷進步

性兩者加以分離，免除了後見之明對於進步性審查所產生的影響。 

肆、結 論 

司法程序所設立之目的，是在確保人民的權益受到救濟，但如果司法權之行使

本身就是「不當」侵害人民權利的元兇，必須建構「正當法律程序」，方能避免人

民權益受到司法權的「不當」的侵害。 

進步性是專利權的重要議題，智慧局與智慧財產法院都會進行進步性的審查，

但是司法機關在處理進步性的問題上，自然要建構嚴格於行政機關的審查流程，如

                                                        
18 Gregory N. Mandel, Patently Non-Obvious II: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Hindsight Issue Before 

the Supreme Court in KSR v. Teleflex, 9(1) YALE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1, 34-3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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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後見之明已經滲入了行政機關的進步性審查程序，那麼司法權為了確保人民的財

產權，自有憲法上之職責監督行政機關是否「不當」侵害了人民的財產權；但如果

行政機關沒有被後見之明影響，反而是司法機關在進步性審查時被後見之明所影

響，那就有違司法權是人民保護者的角色，進而將司法權變成「不當」侵害人民權

利之元兇。因此自應考量如何處理後見之明對於判定進步性所造成的影響，以符合

「正當法律程序」對於人民財產權的保護，避免政府機關在判定進步性的時候，被

後見之明所影響，不當的侵害到人民的財產權。 

目前各項前述「輔助判斷因素」與「建議、教示、動機」，仍僅屬於行政規

則，由於法院無適用行政規則之義務，進而可能導致法院便宜行事，進而忽視後見

之明對於進步性判斷所產生的影響。因此，將進步性的相關審查方式取得更高的法

律位階，亦是另一思考路徑。否則基於自然正義「任何人不能自斷其案」的概念，

如果被後見之明影響而產生的「不當」侵害是來自法院，法院又豈能以行政規則法

院得不適用行政規則，來脫免其侵害人民權益之責。 

然而，縱使將「輔助判斷因素」與「建議、教示、動機」提高到法律層次，可

能仍無法避免審查結果受到後見之明之影響。因此，吾人應考慮透過修改現行審理

法，將雙元審查之概念，落實到司法審查程序中，抽離後見之明對於進步性的影

響，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科技發展係我國重要議題，科技產業對我國

經濟有極大貢獻，有關單位應該更加重視專利審查背後的基本原理，以促進科技以

及人權的發展。 

 



 

專利師︱第三十二期︱2018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專題研究  

「容器」+「冰品」=兩物品？ 
—— 從日本井村屋行政撤銷事件解析設計專利 

一設計一申請原則 

徐銘夆*、葉哲維** 

壹、日本一意匠一申請原則之規定 

由於意匠權係屬一種排他權1，其必須經由實體審查始能取得登錄，基於檢索、

審查便利性與權利明確性的考量，日本爰於明治21年（1889年）的意匠條例正式導

入一意匠一申請原則2，由於「意匠」係指「物品」的「外觀」，同樣道理，「一意

匠」係指「一物品」的「一外觀」，而在權利的主張上也必須以「一意匠」為單

位，又稱為「一意匠一權利主義」3。日本的一意匠一申請原則隨著多次意匠法修正

的更迭，逐漸演進成今日的意匠法第7條，目前日本意匠保護制度涉及一意匠一申

請的相關法令，本文整理如表1-1所示： 

                                                        

DOI：0.3966/221845622018010032002 

收稿日：2017年10月18日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一組審查官。 

** 
智慧財產法院技術審查官。

 

1 我國專利法中之「設計專利」，在日本稱「意匠」，本文乃依日本之用語。 
2 明治21年日本意匠條例第3條：「意匠ノ登録ヲ受ケント欲スル者ハ一意匠毎ニ明細書及圖

面ヲ添へ農商務大臣ニ出願スヘシ但其願書明細書及圖面ハ特許局ニ差出スヘシ。」 
3 參照齋藤暸二，意匠法，1992年，2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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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一意匠一申請原則相關法令一覽表 

法規條次 法規內容 

意匠法第7條 
每一意匠登錄申請必須依照經濟產業省命令規定的「物品區分表」，就

每一意匠各別提出。 
意 匠 法 施 行 細 則

第7條 
按意匠法第7條經濟產業省命令所提供之「物品區分表」，應以附件表1
物品區分表所揭示之內容為準。 
意匠登錄申請之物品屬於物品區分表所列之者，必須依照物品區分表中

的內容，記載於申請書中的「意匠物品」欄。 
附件表1之注釋 

當意匠登錄申請之物品不屬於物品區分表所列之者，應以相當於物品區

分表的程度，記載於申請書中的「意匠物品」欄。 

意 匠 法 施 行 細 則

樣式2﹝備考﹞39

意匠登錄申請之物品不屬於物品區分表所列之者，可透過解釋以協助瞭

解該物品，例如物品的使用目的、使用狀態等，其必須記載於「【意匠

物品說明】」欄。 

 

為了強化一意匠一申請原則與「物品區分表」兩者間的聯結關係，意匠審查基

準指出倘若放任意匠登錄申請人可於「意匠物品」欄中自由記載其所想要的名稱，

例如記載為「陶器」，那麼相較於記載「花瓶」，「陶器」所取得之意匠權範圍將

可囊括非常廣泛的用途與功能，因此「意匠物品」欄的名稱不得使用太過廣泛之名

稱，而必須依據按照「物品區分表」所定之內容記載4。然而這樣的說明僅是為了避

免申請人以類似發明專利上位概念的記載方式，來含括許多不同的物品，按照意匠

審查基準的說法，又稱作是「總括名稱」，例如在「意匠物品」欄中將原本應記載

為「遮雨棚」之名稱改為「建築用品」5。目前「物品區分表」計有65個物品群，共

計超過2,400個物品別，「意匠物品」欄必須優先以物品別所列的名稱記載之6。 

審查意匠登錄申請案是否符合一意匠一申請原則時，必須從申請書中的文字記

載與圖式所揭露之內容綜合判斷，以下的情形將視為含有兩個以上意匠： 

一、在「意匠物品」欄中同時並列兩個（含）以上經濟產業省命令規定的物品

                                                        
4 日本意匠審查基準第5部51.1。 
5 日本意匠審查基準第5部51.1.2.1。 
6 日本意匠審查基準第5部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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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7。 例 如 「 意 匠 物 品 」 欄 記 載 為 「 家 具 兼 建 物 用 扶 手 」 、 「 ○ ○ 及 ○ ○ 用 刀

刃」8。 

不過基於現實生活確實有多用途物品之存在，實務上日本特許廳仍允許申請人

在「意匠物品」欄記載主要用途之物品，其他附屬功能則可記載於「意匠說明」

欄9。以兼具導航及遊戲功能的智慧型手機為例，申請人可在「意匠物品」欄記載

「智慧型手機」，然後在意匠說明欄記載兼具「導航」及「遊戲」功能。 

二、圖式揭露兩個（含）以上物品（包含數個物品同時配列在圖式者），惟組

物意匠不在此限10。 

不過對於雌雄同對（公母扣、錶帶）、左右成雙（鞋、襪）、成副（撲克牌）

之物品，即便各構成元件在圖式上呈現物理分離的狀態，實務上仍可視為單一外

觀。 

綜上所述，本文將日本一意匠一申請原則的認定架構整理如圖1-1所示： 

 
圖1-1 日本一意匠一申請原則之認定架構圖 

                                                        
7 日本意匠審查基準第5部51.1.2.2。 
8 參照宮滝恒雄，意匠審查基準の解說，1997年，205頁。 
9 同前註。 
10 註7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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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事實背景 

井村屋株式會社（下稱「申請人」）於2012年開發出如圖2-1所示之「軟Q湯圓

冰淇淋」（Imuraya Ice Cream），藉由獨門的積層冷凍工藝可將冰淇淋、餡料（如

紅豆泥）及麻糬以層次分明的方式疊在一起，這上述3種材料的凝固溫度各有不

同，此種製作工法必須在充填材料時適時地調整溫度，以確保材料不會崩塌或彼此

交融。該產品由於外觀新穎且口味獨特，推出至今廣受好評，在全球已賣出超過1

億個，若以官方建議售價130日元計算，光靠此一品項就至少為申請人帶來超過新

台幣36億的營業額。 

 
圖2-1 井村屋「軟Q湯圓冰淇淋」產品圖11 

請參考圖2-2所示，為了保護辛苦研發的成果，申請人在2013年3月21日就冰品

的製造技術提出1件特許申請案12。 

                                                        
11 圖片來源：http://mag.moe/51074 ，最後瀏覽日：2017年10月18日。 
12 日本公開特許公報，特開2014-180273，發名名稱：一種製造具有麻糬甜點之方法。我國專

利法中的「發明專利」，在日本稱「特許」，本文乃依日本之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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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日本公開特許公報（特開2014-180273） 

此前，申請人已於同年3月7日向日本特許廳提出1件「冰品」意匠登錄申請案

（下稱「系爭意匠」），基本資料請參考表2-1所示。特許廳於2014年5月29日做出

核駁審定，同年8月25日，申請人透過修正程序，將「意匠物品」改為「具有容器

之冰品」，並提出審判請求。特許廳審判部於2015年11月20日仍做出維持原核駁審

定之決定，申請人仍未甘服，遂向日本智慧財產法院（下稱「法院」）提起上訴。

本案的爭點只有1項，即系爭意匠是否因不符一意匠一申請原則，而違反意匠法第7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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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日本意匠登錄申請第2013-5010號基本資料表 

2013-5010號 

意匠物品 具有容器之冰品 

意匠物品說明 

如A-A’剖面圖所示，冰品材料充填至容器底部，冰品材料上方覆蓋餡料，餡

料上設有點狀黏性材料之配置，以上材料是以冷凍的方式與容器構成一體進

行配銷。 
意匠說明 後視圖與前視圖相同，故省略之。左側視圖與右側視圖相同，故省略之。 

圖 式 

  

【前視圖】 【右側視圖】 

  

【俯視圖】 【仰視圖】 

 

 

【A-A’剖面圖】  

參、特許廳核駁審定意見 

申請人提出兩項要件，主張系爭意匠符合一意匠一申請原則： 
(A)系爭意匠之物品在一般實施狀態下，通常會被認為是單一標的 
(B)系爭意匠在一般實施的狀態下，通常具有維持其外觀13單一性之必要 

                                                        
13 按日本意匠審查基準名詞釋義之「部分使用之省略記載」中指出：「形態」，指形狀、花

紋、色彩或其結合。其相當於我國專利審查基準所稱之「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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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認同申請人所提出的兩項要件，但特許廳認為光這樣還不夠，因為一意匠

一申請原則的判斷還必須從設計創作的觀點進行評估。申言之，就是以意匠創作的

角度出發，從整體到每一構成單元的創作，都必須考量其是否具有必然的關聯性、

是否具有置換的可能性。 

從系爭意匠的創作內容觀察，特許廳認為「冰品」之創作內容是拿來食用的，

例如提供消費者甜美、沁涼的味覺感受，同時獲得充實感與滿足感，因此它的形狀

理應是為了實現前揭訴求所進行之創作。相較之下，「容器」之創作內容則是為了

增加配銷、販賣的便利性，而用來作為保護或保管內容物之器具，例如增加美觀、

吸引消費者目光、增加耐用度等。因此，「冰品」與「容器」兩者間的創作內容顯

有不同之處。除此之外，就實質內容觀察，特許廳也不認為系爭意匠就適用申請人

所提出的(A)、(B)要件，以下就特許廳的核駁理由分項說明。 

一、針對井村屋(A)要件的核駁理由 

申請人主張系爭意匠所施予之物品具有「同時製造」、「同時使用」之特徵。

然而特許廳認為申請人所指的「同時製造」，只不過是在製造時將「冰品」充填至

預先製造好的「容器」中而已，「冰品」的外觀是透過注入於「容器」再以凝固的

方式成為產品，由於製造「容器」時不必然非得要有「冰品」的存在，故難稱系爭

意匠之物品符合必須「同時」製造的要件。即便「冰品」與「容器」是以合而為一

或一體化的方式製造，惟從容器中的「冰品」是以「充填」及「凝固」的製法觀

察，那也只不過是透過凝固的方式暫時將兩者固定在一起而已。因此，特許廳判斷

「冰品」與「容器」乃是以分開製造的方式為之。 

在「同時使用」的判斷上，申請人指出「冰品」是以物理性的方式固定在「容

器」內，無法單獨取出再放入其他容器內，因此主張系爭意匠在實施時具有一體性。

然而特許廳認為申請人將「冰品」置入容器內的原因主要是為了配銷、販賣之用，但

「配銷」不等同於「使用」。如前所述，「冰品」在「使用」時，是拿來食用，不論

是否有無「容器」的存在，其是透過凝固的方式，讓消費者得到沁涼的感受。「容

器」則是為了方便運輸食品，而僅作為食用過程中一時的盛裝器具而已，當食用完畢

後，冰品與容器之間的關係即不復存在。準此，「容器」與「冰品」不論是使用目的

或使用方法都大相逕庭，如此微弱的聯結關係難以符合意匠法對於同時使用（實施）

的要求。在本案中，若從配銷、販賣的角度考量，通常會推定容器理應具有一上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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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只有具備上蓋的容器才算是一個完整的包裝容器，未具有上蓋之容器本體將無

法視為一個完整的物品。因此本案難以符合意匠法對於單一物品的要求。 

另申請人主張「冰品」與「容器」無法個別單獨在市場上配銷，因此具有同時

使用之必要。但特許廳認為從食品業者可單獨向製造工廠購買包裝容器的事實即可

證明，「容器」絕對可以作為市場單獨交易或配銷之標的。而「冰品」是食物的一

種，雖然它被當成「產品」時，必須使用「容器」以保有其外觀、鮮度甚或進行衛

生管理。不過「容器」僅是用來作為輔助配銷之用，食品才是真正的配銷標的，因

此系爭意匠的「冰品」理應也可作為配銷之標的。既然「冰品」與「容器」皆可作

為「單獨配銷」之標的，那麼就不會有「同時配銷」的必要性。 

綜上所述，特許廳以「冰品」與「容器」並非「同時製造」、「同時使用」且

兩者皆可「單獨配銷」為由，而認系爭意匠在一般實施狀態下，難以成為意匠法規

範下之單一標的。 

二、針對井村屋(B)要件的核駁理由 

特許廳指出本案系爭意匠圖式所揭露之容器形狀為倒截錐狀容器體，其是透過

半固體狀的材料充填至容器內再加以凝固，因此「冰品」與「容器」並非以物理性

的方式結合。 

本案圖式中的「容器」僅是作為販賣、展示「冰品」時保護之用，因此「容器」

充其量僅是一種半成品，而非一個完整的物品外觀。再者，本案「容器」具有一次

性丟棄的屬性，僅有在使用「冰品」時才會發揮其短暫的功能。而「冰品」是拿來

食用的，在短暫期間內即會融化，即便固定於「容器」內，其外觀也難以維持。因

此兩者間在一般實施狀態下難以保有相同的外觀，無法維持「外觀單一性」。 

三、小 結 

綜上所述，系爭意匠在一般實施狀態下，由於難以符合「同時製造」、「同時

使用」及「同時配銷」的要件，從而違反「物品單一性」的認定。再者，系爭意匠

在一般實施狀態下，基於「容器」外觀為半成品，且具有一次性丟棄的屬性，同時

「冰品」外觀具有易於融化的屬性，難以保有「冰品」與「容器」結合後的外觀單

一性，故以違反意匠法第7條1意匠一申請原則核駁系爭意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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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法院判決意見 

法院在審理本案時14，首先指出為符合意匠法第7條一意匠一申請原則，爭意匠

必須滿足「物品單一性」及「外觀單一性」要件，爰就系爭意匠是否符合前揭要件

進行說明15。 

一、物品單一性 

法院認為假若意匠登錄申請之物品不屬於「物品區分表」所規範之範圍，理應

在判斷一意匠一申請原則時，將「意匠物品」及「意匠物品說明」之記載一併納入

參考，法院提出下列3項原則： 

(一)瞭解意匠登錄申請案的物品内容、製造方法、配銷狀態及使用時的外觀。 

(二)瞭解意匠登錄申請案圖式所揭露的物品組成單元是否能與其他部分分離，

並保有其外觀。 

(三)以社會通念的觀點判斷，是否該組成單元能作為單獨交易之對象、是否該

組成單元的組合能作為具有特定之用途與功能的單一物品。 

由於本案意匠登錄之「意匠物品」為「具有容器之冰品」，其名稱並未出現在

經濟產業省命令所提供之「物品區分表」中，因此必須參酌「意匠物品」及「意匠

物品說明」之內容，方能判斷系爭意匠是否符合「物品單一性」要件。從「具有容

器之冰品」名稱解讀，「冰品」應為主體，而「容器」為其附屬品。此外系爭意匠

的「意匠物品說明」指出：「如A-A’剖面圖所示（請參可圖4-1），冰品材料充填

至容器底部，冰品材料上方覆蓋餡料，餡料上設有點狀黏性材料之配置，以上材料

是以冷凍的方式與容器構成一體進行配銷。」 

                                                        
14 日本知的財產高等裁判所平成28（行ケ）10,034審決取消請求事件。 
15 基於日本部分意匠與圖像意匠的一意匠認定係以「外觀一體性」及「機能一體性」為要件，

組物意匠的認定係以「意匠物品」欄之記載符合「經濟產業省命令」、「適當的構成物品」

及「組物整體的統一性」為要件。由於這些特殊意匠的認定要件與本案所論及的「物品」、

「外觀」二分法有所不同，故非屬本文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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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系爭意匠【A-A’剖面圖】 

依照前揭的說明可知，意匠登錄申請案之「冰品」係將冰品材料充填於容器底

部，並在其上方依序配設餡料、麻糬積層，最後再以凝固的方式成型。準此，「冰

品」材料包含冰淇淋、餡料及麻糬，並與「容器」一起配銷。在一般使用的狀態，

消費者通常會以勺匙挖取「容器」內的「冰品」以增加食用上的便利性。 

從以上的說明可知，法院是先假設系爭意匠中的「冰品」從「容器」中分離後

難以保有其原始外觀。此外，由於「冰品」從製造、配銷乃至於使用階段皆無法與

「容器」脫離，因此在一般商業實施狀態下，應判斷「冰品」無法脫離「容器」而

在市場上單獨配銷及使用。經綜合考量這些因素後，從社會通念的角度觀察，本案

意匠物品「具有容器之冰品」應判斷為具有特定的用途與功能，而得以視為單一物

品。 

為了捍衛長久以來所恪守的一意匠認定原則，特許廳還洋洋灑灑的提出6點主

張，認為系爭意匠違反「物品單一性」要件。法院也極為罕見地就特許廳的答辯意

見一一釋說，本文整理如表4-1： 

表4-1 特許廳與法院對於系爭意匠「物品單一性」見解一覽表 

 特許廳主張 法院見解 

(1) 

「 冰 品 」 與

「容器」係屬

用途不同之物

品，「容器」

本身就是一個

單一的形狀，

同時也是獨立

的創作。 

1. 特許廳既然認為「冰品」與「容器」係屬用途不同之物品，但何以法

院從特許廳意匠登錄公報（請參考下表所示）可觀察到不同用途與功

能之物品可視為單一物品的先例，其判斷標準是否一致。 
2. 在社會通念上，「冰品」與「容器」之結合仍具有其特定的用途與功

能，因此即便「容器」可以獨立創作而構成單一外觀，然而系爭意匠

的「冰品」卻難以脫離「容器」而獨立製造、配銷或使用。更進一步

來說，本案意匠物品雖為「具有容器之冰品」，主體仍是「冰品」，

但不能以附隨的「容器」具有獨立性為由即認定系爭意匠含有兩個物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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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匠登錄號 1,317,997 1,154,256 1,211,064 

意匠物品 具有固形化妝品之容器 具有棒體之冰品 具有板體之魚板 

意匠物 
品說明 

本物品是將固形化妝品充填

在淺圓筒皿狀的容器。「化

妝品充填容器」與之同時販

賣、同時使用。 

略 略 

 

圖 式 

 
 

 

 特許廳主張（續） 法院見解（續） 

(2) 

「冰品」的內容物即便在相同的容器內，

也可呈現出不同的外觀。因此，基於冰品

的外觀可以作為獨立創作之標的，故「冰

品」與「容器」兩者間難稱具有一體性。

即便「冰品」的內容物可以在同一容器中

以獨立的創作而形成不同的外觀，不過物

品 的 構 成 單 元 本 就 可 以 創 作 出 不 同 的 外

觀，這與系爭意匠是否符合物品單一性無

涉。 

(3) 

「 冰 品 」 的 使 用 目 的 是 拿 來 食 用 ， 「 容

器」則非拿來食用，再者容器也非構成冰

品之材料或組件，因此兩者間沒有必然的

連結關係。 

如第(1)項所述，特許廳已有結合不同用途

與 功 能 物 品 而 構 成 一 物 品 之 意 匠 登 錄 公

報，因此即便本案的「容器」的目的並非

拿 來 食 用 ， 但 也 不 能 以 此 作 為 否 定 「 冰

品」與「容器」不能結合成單一物品之理

由。 

(4) 

從實際的情形來看，冰品製造業者仍可向

容器製造業者或容器販售業者購買容器，

故難稱「冰品」與「容器」具有同時製造

的屬性。 

複合式產品是由多個物品所組成的，各構

成單元不排除是由不同業者所製造，也可

能是由特定業者組裝來自於不同業者所製

造或販賣的材料或零件，以上情形無法作

為系爭意匠不是單一物品之理由。 

(5) 

由於收納冰品之容器會有上蓋，因此容器

必須結合上蓋以構成一體性的產品外觀。

本案意匠物品為「具有容器之冰品」，如

前所述，在社會通念上，其是具有特定用

途與功能的單一物品。再者「具有容器之

冰品」的主體為「冰品」，即便「容器」

必須要有上蓋才能構成一完整物品，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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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許廳主張（續） 法院見解（續） 

 
 案 的 「 容 器 」 僅 是 「 冰 品 」 的 附 屬 品 而

已，難稱系爭意匠就包含兩個物品。 

(6) 

當消費者在食用冰品時，他將認為包裝內

的冰品是另一件物品，因此冰品與容器並

非單一物品，而是兩個物品。 

本案意匠物品為「具有容器之冰品」，如

前所述，在社會通念上，其是具有特定用

途與功能的單一物品。即便消費者在使用

時僅會食用其中的「冰品」，但這也無法

證明「冰品」與「容器」即屬於各別獨立

之物品。 

 

綜上所述，法院幾乎是以特許廳在「物品單一性」的認定與社會通念脫節為

由，而認系爭意匠並無違反「物品單一性」之要件。 

二、外觀單一性 

法院指出從系爭意匠之圖式觀察，圖式中所揭露之「冰品」係放入「容器」

內，「冰品」與「容器」彼此間是以無縫隙的方式接合在一起，由於其是呈現1個

團塊的外觀，故難稱系爭意匠具有2個以上外觀。因此，系爭意匠應判斷為在1外觀

的狀態。 

但特許廳仍認為從圖式的6面視圖及A-A’剖面圖所揭露之外觀觀察，其實已可

清楚辨識「冰品」與「容器」在外觀上的區別，因此仍一口咬定「冰品」與「容

器」的外觀絕非存在密不可分的關係。 

法院認為，即便可從圖式中輕易區分構成單元彼此間的外觀，但這也不能斷言

系爭意匠就理所當然地欠缺「外觀單一性」。因為倘若真的依照特許廳的主張解讀

系爭意匠，那麼從A-A’剖面圖所揭露層次分明之冰淇淋、餡料及麻糬材料觀察，這

些材料不也是清晰可辨，何以特許廳僅認為「冰品」與「容器」屬於不同外觀，但

前述「冰品」所包含的3種材料卻符合外觀單一性。法院認為特許廳對於「外觀單

一性」的判斷就如同「物品單一性」一樣，始終提出了與以往立場相互矛盾的意

見，從而欠缺一套為人信服的判斷標準。 

綜上所述，法院以特許廳在「外觀單一性」的認定欠缺一致性標準為由，而認

系爭意匠並無違反「外觀單一性」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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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 結 

基於系爭意匠已符合「物品單一性」及「外觀單一性」之要件，法院最終撤銷

特許廳所作的核駁審定。不過為了更清楚交代系爭意匠符合一意匠一申請原則，申

請人爰增補3張參考圖（如圖4-2所示）以解釋系爭意匠的一般商業實施狀態，後於

2017年3月21日以意匠登錄第1,571,832號核准公告在案。 

 

  

【剖面參考圖】 【立體參考圖】 【參考相片】 

圖4-2 申請人增補之參考圖 

伍、解 析 

從井村屋行政撤銷事件可知，日本一意匠一申請原則在歷經127年之後，特別

是在「一物品」的認定上，可能與當今技術革新潮流發生一些衝突。以下將從本案

的問題點、判決進行剖析，再來則探討同樣也是履踐一設計一申請原則的我國及韓

國之現行做法。 

一、本案問題點解析 

由於一意匠一申請原則可說是日本意匠制度的鐵律，而意匠審查基準對於如何

判斷「一物品」、「一外觀」的說明，也僅限於區區78個日文字而已，在一意匠一

申請原則的判斷原則依舊模糊的前提下，向來是特許廳說了算數，過往鮮少發生過

申請人有公然挑戰特許廳權威的先例。然而由於系爭意匠是一種充填至容器之冰

品，案情極其特殊，申請人在無路可退的狀況下僅能選擇行政訴訟一途，同時也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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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根深已久的問題浮上檯面，藉由本案可觀察到架構在一意匠一申請原則下的

「物品單一性」判斷容有商榷之餘地。 

誠如前述，一意匠一申請原則是以「意匠物品」欄中是否記載兩個（含）以上

物品名稱，或是圖式中是否揭露兩個（含）以上物品外觀為判斷依據。由於系爭意

匠「具有容器之冰品」確實記載了「冰品」及「容器」兩個物品，因此難以見容於

特許廳的審查原則。然而藉由本案的啟示，也讓我們省思到伴隨著技術革新的影

響，新產品不斷地大量問世，組合複數個以上的物品而構成另一新物品的外觀可說

是稀鬆平常之事。 

目前日本「物品區分表」雖有超過2,400個物品別，但相較於意匠法保護對象之

「物品」可及於所有在市場配銷的動產有體物16，「物品區分表」不必然可囊括包

山包海的物品。再者，從「物品區分表」可發現到物品別「西裝」可包括同樣也是

物品別的「西裝服」及「西裝褲」，物品別「育兒用飲食器具」則包括同樣也是物

品別的「飲用器具」及「食用器具」。由此可知「物品區分表」對於「物品」的認

知除了單一物品（例如杯、盤）外，其實也包含了由多個物品所組成的複合式產品

（例如西裝、育兒用飲食器具）。對於由「冰品」及「容器」組成的整體物品而

言，其與物品別表的「西裝」、「育兒用飲食器具」皆如出一轍，其間的差異或許

僅在於「具有容器之冰品」不是一個大家所公認的「集合名詞」而已。然而，若僅

憑各構成單元結合後是否有「集合名詞」來作為「物品單一性」的判斷依據，則可

能忽略了現今市場流通、交易乃至於消費者使用的真實狀態，從而造成許多優良設

計無法取得法律保護之憾事。 

雖然日本意匠「物品區分表」的附件表1注釋指出：「當意匠登錄申請之物品

不屬於『物品區分表』所列之者，應以相當於『物品區分表』的程度，記載於申請

書中的『意匠物品』欄。」然而前揭「相當於『物品區分表』的程度」並未有更具

體的說明與判斷標準，單從可作為物品別的「西裝」與「西裝服及西裝褲」即屬不

同程度的物品概念觀察，就足以留給特許廳極大的裁量空間，也著實容易使人落入

到「意匠物品」及「圖式」中去計算物品數量。 

                                                        
16 參照日本意匠審查基準第2部第1章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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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判決解析 

(一) 創作單一性 

除了「物品單一性」及「外觀單一性」外，特許廳還特別提出系爭意匠的構成

單元必須符合「創作單一性」始能符合一意匠一申請原則。以本案為例，特許廳認

為「冰品」的創作內容是為了提升消費者味覺感受，「容器」的創作內容是為了保

護內容物或增加配銷販賣的便利性，因此兩者的創作既有內容不同。此種「創作單

一性」的論點並未見於意匠審查基準的規範中。 

然而法院卻認為不必然各構成單元都必須要符合「創作單一性」，才符合一意

匠一申請原則，也就是說即便系爭意匠的構成單元皆有各自的創作目的或獨立的外

觀變化，但仍與一意匠一申請的判斷無涉。 

(二) 物品單一性 

1.同時製造 

特許廳認為申請人僅是將「冰品」單純充填至「容器」內，再以凝固的方式作

成產品，基於製造容器時，不必然有冰品的存在，因此判斷系爭意匠的容器是可單

獨製造，從而推斷出「冰品」及「容器」不具同時製造的屬性。 

然而法院的審酌焦點卻放在「冰品」上，其指出從「意匠說明」的記載可知，

系爭意匠的「冰品」在尚未充填至「容器」時係呈半固體狀，難以單獨成型，因此

必須以「容器」作為附屬品進行製造，故判斷「冰品」及「容器」符合同時製造的

屬性。 

2.同時配銷 

特許廳以食品業者可單獨購買「容器」來充填「冰品」為由，認為「容器」得

作為市場上單獨交易或配銷之標的。而「冰品」是一種食品，雖然它被當成「產

品」時，必須使用「容器」以維持其外觀。不過特許廳也承認「容器」僅是用來作

為輔助配銷之用的附屬品，其中的「冰品」才是配銷之標的，基於「冰品」及「容

器」皆可分別配銷，因此應判斷兩者不具同時配銷的屬性。 

然而法院卻認為本案「意匠說明」已明確指出「……以上材料是以冷凍的方式



「容器」+「冰品」=兩物品？ 31 

專利師︱第三十二期︱2018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與『容器』構成一體進行配銷」。基於「冰品」包含冰淇淋、餡料及麻糬之半固體

狀材料，其無法脫離於「容器」而在市場上單獨配銷，故應判斷兩者具有「同時配

銷」的屬性。惟參考如圖5-1所示之「手錶」17，該圖式同時揭露了「手錶」及「展

示盤」外觀，兩者皆可作為市場上各別配銷之物品，但特許廳仍認為符合一意匠一

申請而核准公告在案，顯見在判斷「冰品」及「容器」是否有共同配銷之屬性時，

其實與「冰品」是否為半固體狀材料無關，重點還是在於圖式所揭露的整體外觀是

否得作為一個完整的配銷單位，從而作為單一物品。 

 
圖5-1 日本意匠登錄第1,569,341號圖式 

另外，特許廳還指出從配銷、販賣的角度考量，容器通常會有一上蓋，也就是

只有具備「上蓋」的「容器」才算是一個完整的物品，因此系爭意匠因不具「上

蓋」亦難以符合意匠法對於單一物品之要求。不過筆者認為特許廳此處內容似乎是

指「容器」不屬於可作為市場配銷的動產有體物，然而這是屬於意匠法第2條對於

「意匠」定義（保護客體）的範疇，與一意匠一申請原則似無關聯。再者，特許廳

既然認為系爭意匠的「容器」因缺乏上蓋而難稱是可單獨配銷的完整物品，何以又

認為「冰品」及「容器」可分別配銷，從而不具同時配銷的屬性，以上的說法似有

自相矛盾之處。 

                                                        
17 日本意匠登錄第1,569,341號，公告日：2017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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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時使用 

特許廳以申請人將「冰品」充填至「容器」的目的旨在便於「配銷」，但「配

銷」係指產品分配行銷的過程，「使用」係指消費者在食用冰品的過程，不能混為

一談。再者，消費者在使用系爭意匠時應當是食用「冰品」，不可能將「容器」一

起吞食，因此在使用完「冰品」後，「容器」即會遭到棄置，兩者間的使用關聯度

不高，顯見「冰品」及「容器」不具「同時使用」的屬性。 

然而法院卻從社會通念的角度切入，認為「具有容器之冰品」本身即是具有特

定用途與功能的完整單一物品，即便消費者在使用時不會將「冰品」及「容器」一

起吃掉，基於系爭意匠的「冰品」為半固體狀的理由，也不能證明「冰品」及「容

器」為兩個獨立物品。再者，法院也認為特許廳將「使用」界定成「『吃』冰

品」，似乎有過度窄化「使用」之嫌，從法院認為在一般使用的情形下，「容器」

通常上也會搭配「勺匙」食用「冰品」觀察，似可推論出系爭意匠的「使用」範圍

至少包含拿取、開啟、食用乃至於拋棄容器等一系列流程。 

4.社會通念 

由於本案意匠物品並不在「物品區分表」範圍的規範中，因此法院使用「社會

通念」的觀點判斷系爭意匠是否具有特定的用途與功能。然而「社會通念」係屬一

種不確定法律概念，法院特別引用了3件特許廳核准在案的意匠公報解釋其意涵，

而這些優勢證據也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其中與本案案情最為相近的

當屬「具有固形化妝品之容器」，請參考表5-1所示，本案「意匠物品」皆同時記載

了兩個物品名稱，分別是「固形化妝品」與「容器」，並且「意匠物品說明」也指

明固形化妝品透過充填的方式置入容器中，特許廳以違反意匠法第7條為由核駁該

案，申請人仍未甘服遂提起上訴，審判部分別從物品單一性與外觀單一性就本案意

匠進行分析，以下分項說明18。 

                                                        
18 平成19年不服2007-6936「容器付固形化粧料」，登錄1,317,99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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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日本意匠登錄第1,317,997號基本資料表 

1,317,997號 

意匠物品 具有固形化妝品之容器 

意匠物品說明 
本物品是將固形化妝品充填在淺圓筒皿狀的容器。「化妝品充填容器」與

之同時販賣、同時使用 
意匠說明 右側視圖與左側視圖對稱，故省略之。仰視圖與俯視圖對稱，故省略之 

圖 式 

 
 

 

【前視圖】 【前視圖】 【後視圖】 【左側視圖】 【俯視圖】 

 

(1)「具有固形化妝品之容器」具備物品單一性 

本案意匠「具有固形化妝品之容器」，係為一種可在市場流通的動產，並且可

作為販賣、交易之對象，況且按申請人所提之理由，本案意匠是「以如同製品的方

式同時生產」，同時也會一起使用，「固形化妝品」是以物理的方式固定在「容

器」內部，而且在取出後即無法再充填至其他容器。因此「固形化妝品」與「容

器」在本案意匠中可解釋成一種零件關係。而上開兩種零件在一般市場上是無法作

為流通的客體，因此在實施當下，理應認可本案具物品單一性。 

(2)「具有固形化妝品之容器」具備外觀單一性 

本案意匠的容器是一個圓筒形，圓筒形內部充填固形化妝品，兩者間是以物理

的方式固定，其並非是為了販賣時的展示效果，也不是為了使固形化妝品在取出後

還可填充於其他容器，而僅是在使用時即是本案意匠所呈現的外觀。固形化妝品將

隨著使用次數增加而減少，此乃物品性質上可預測的變化，故在實施當下，理應認

可本案具物品單一性。 

綜上，審判部最後以本案意匠據有物品單一性、外觀單一性為由，撤回原處

分。再將焦點拉回至井村屋行政撤銷事件，基於「容器」與「冰品」同樣也具有同

時販賣、同時使用之屬性，而審判部倘若認為「具有固形化妝品之容器」符合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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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一申請原則，那麼「具有容器之冰品」理應也適用同樣的判斷邏輯。 

(三) 外觀單一性 

特許廳以系爭意匠圖式所揭露之視圖已能清晰辯識「冰品」及「容器」之外

觀，故主張系爭意匠不具外觀單一性。法院認為若真照特許廳的說詞，那麼從A-A’

剖面圖也能清晰辯識「冰品」是由3種材料外觀積層而來，何以特許廳只選擇性的

認為「冰品」及「容器」是不同外觀，但「冰淇淋」、「餡料」及「麻糬」材料的

外觀卻符合外觀單一性？從「冰品」及「容器」是以無縫接合的觀點切入，法院在

本案中對於外觀單一性的判斷，應該仍是以圖式中所揭露的各構成單元是否有間隙

或是以物理方式接合為判斷依據。 

三、我國現行做法 

我國專利法第129條第1項規定：「申請設計專利，應就每一設計提出申請。」

由於我國並未頒布物品別表的規範，故申請人填寫設計名稱時原則上係依「國際工

業設計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for Industrial Designs）」第三階所列之物品

名稱擇一指定，或以一般公知或業界慣用之名稱指定19。 

為符合一設計一申請原則的規範，1設計揭露2個以上之外觀，或1設計指定2個

以上之物品，原則上不得合併在一申請案中申請20。換句話說，我國對於一設計一

申請原則的判斷同樣比照日本，亦即皆是以「物品單一性」與「外觀單一性」為構

成要件。 

(一) 物品單一性 

按我國設計專利審查基準之說明，一物品，指1個獨立的設計創作對象，為達

特定用途而具備特定功能者21。惟若物品之構成單元具有合併使用於該特定用途之

必要性，得將該構成單元之組合視為一物品22。由此可知，我國在「物品單一性」

                                                        
19 參照我國設計專利審查基準第1章第2.1.1節。 
20 參照我國設計專利審查基準第4章。 
21 同前註，第1.1節。 
2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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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審查理當不是以各「構成單元」之用途與功能不同，或各「構成單元」得以物理

分離即違反「物品單一性」，正確的解讀應該是申請專利之設計在一般商業實施

時，是否能構成特定用途與功能之物品以供產業或消費者使用。 

以圖5-2為例，設計名稱為「工具盒及其內容物之組合」23，圖式所揭露之內容

包括工具盒與複數個扳手及工具頭，這些不同構成單元的用途與功能彼此不同，然

而基於工具盒及其內容物本就可以作為市場配銷之物品，同時也具有同時使用的屬

性，因此即便設計名稱及圖式具有「工具盒」及「內容物」，智慧局仍判斷申請專

利之設計符合「物品單一性」要件，並核准公告在案。 

 
圖5-2 中華民國設計專利D178,517號案立體圖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與韓國對於一設計一申請原則的操作雖然皆是師承日本的

概念而來，不過随著韓國在1998年確立「文化立國」的國家發展策略，將「設計

力」當成是國家榮耀的推廣平台，即便在2016年該國經濟受到三星手機爆炸和政局

動盪影響而陷入低潮，但韓國設計輸出的數量及品質卻不減反增，成為展現經濟軟

實力的一大象徵。該國在設計審查基準規範的精緻度上，如今已超出日本甚多，也

相當貼近一日千里的商業節奏，其指出，倘若申請登錄之設計係結合「附屬品」生

產或使用者，即便是兩種功能、用途不同的物品，仍應判斷為具有一體性，因此如

圖5-3所示結合容器之「冰淇淋」，或如圖5-4所示結合容器之「蠟燭」，皆符合韓

                                                        
23 中華民國設計專利D178,517號案，公告日：2016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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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設計保護法第40條對於一設計一申請之要求24。申言之，「具有容器之冰品」今

日若發生在韓國，照理不會發生違反一設計一申請的問題。 

      
 圖5-3 冰淇淋25 圖5-4 蠟燭26 

(二) 外觀單一性 

按我國設計專利審查基準之說明，一外觀，指申請專利之設計具有一特定形

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之創作27。通常一設計僅具有一特定外觀，惟若因其本身

之特性而為具變化外觀之設計者，例如折疊椅或變形機器人玩具等物品，由於此種

外觀變化係屬設計的一部分，在認知上應視為一外觀28。以上的文字僅就具變化外

觀之設計而仍視為一外觀進行說明。 
在審查實務上，我國現行在外觀單一性的審查實務與日本法院在「具有容器之

冰品」的見解雷同，主要仍是以圖式中所揭露之構成單元是否具有物理性「間隙」

為判斷依據。然而設計專利審查基準對於「一物品」的判斷原則，也指出具有匹配

關係之物品（衣服之暗扣）；左右成雙關係之物品（如鞋、襪）；具有整副關係之

物品（如成副之象棋、撲克牌），由於各構成單元之間具有合併使用於該特定用途

之必要性，故將所有單元所構成之整體視為一物品。因此縱使該些構成單元具有物

理性間隙，在認知上仍會視為一外觀。綜上所述，本文將我國對於「外觀單一性」

的認知架構整理如圖5-5所示。 

                                                        
24 參照韓國設計審查基準，2017年，第2部第3章，79頁。 
25 同前註。 
26 同前註。 
27 參照我國設計專利審查基準第4章第1.2節。 
2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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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我國「外觀單一性」概念架構圖 

另一方面，韓國審查基準則有不同於我國與日本的做法，其指出即便視圖中的

構成單元彼此分離，但得以單獨作為「交易標的」者，仍符合「外觀單一性」要

件29，例如圖5-6所示之「室外造形物」。需強調的是，本例示與成組設計制度完全

無關，韓國與日本對於組物意匠（設計）皆設有組別表之規定30，申請案中的複數

物品原則上必須屬於組別表規範之內容始能符合組物意匠（設計）之定義。準此，

韓國對於「外觀單一性」的判斷又與我國及日本的做法有所不同。 

 
圖5-6 室外造形物31 

在我國審查實務上，較棘手的問題是申請人將另一外觀揭露於「參考圖」之情

形，此種案例給人的第一印象，通常會認為是違反了一設計一申請原則。惟我國對

                                                        
29 註24基準，77頁。 
30 韓國成組設計制度規範於設計保護法第42條，日本組物意匠制度規範於意匠法第8條。 
31 註24基準，77頁。 

—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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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外觀」的審查是以「申請專利之設計」為對象，也就是綜合「圖式中各視

圖」（包含立體圖、6面視圖32、平面圖、單元圖或其他輔助圖）所揭露之內容以構

成一具體設計33。值得注意的是，圖式中若標示為「參考圖」者，則不得用於解釋

「申請專利之設計」的範圍34。 

也就是說「參考圖」之目的僅是用來說明「申請專利之設計」應用之物品或使

用環境，其不過是為了幫助充分揭露「申請專利之設計」而已，但不宜拿來解釋或

界定專利權範圍。綜上，本文將「圖式中各視圖」與「參考圖」對於「申請專利之

設計」的關係整理如表5-2所示。 

表5-2 「圖式中各視圖」與「參考圖」對於「申請專利之設計」關係一覽表 

圖式中各視圖  

立體圖 六面視圖 平面圖 單元圖 其他輔助圖 
參考圖 

界定「申請專利之 
設計」 

○ ○ ○ ○ ○ × 

幫助充分揭露「申請 
專利之設計」 

○ ○ ○ ○ ○ ○ 

 

準此，基於「一外觀」的審查是以「申請專利之設計」為對象，同時「申請專

利之設計」不包含「參考圖」之考量。在審查一設計一申請時，可能不宜將「參考

圖」所揭露之外觀納入「一外觀」的審究範圍，如此較能貫通我國設計專利審查基

準各章節對於「申請專利之設計」的理解思維。 

至於「參考圖」所揭露之內容完全與「申請專利之設計」無關者，除了無法幫

助充分揭露「申請專利之設計」外，其實也會間接地使申請標的發生不明確之情

事，以上問題似以說明書及圖式未明確且充分揭露為理由，從而違反專利法第126

                                                        
32 含前視圖、後視圖、左側視圖、右側視圖、俯視圖、仰視圖。 
33 參照我國設計專利審查基準第1章第4節。 
34 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53條第6項：「標示為參考圖者，不得作為設計專利權範圍，但得用

於說明應用之物品或使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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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之規定35論究，較為恰當。綜上，本文將「參考圖」與「申請專利之設計」

的對應關係整理如圖5-7所示。 

 
圖5-7 「參考圖」與「申請專利之設計」關係對照圖 

四、小 結 

本案爭議之處主要在於，系爭意匠之「意匠物品」記載為「具有容器之冰

品」，特許廳認為該記載方式已包含了「冰品」及「容器」兩個物品，而不為特許

廳所接受，特許廳並認為「冰品」及「容器」分屬不同用途之物品，不符合日本意

匠長久以來所定義的「物品單一性」準則。然而，伴隨著科技的發展，相較於以往

鍋碗瓢盆的簡單產品，今日影響我們生活習慣的器物已逐漸的由複合式產品所取

代。這些複合式產品的功能，通常必須透過各構成單元的功能集合才得以實現，並

提供給消費者最佳的使用體驗，若僅以各構成單元是否具有相同功能或用途作為單

一性之判斷原則，判斷上反易產生矛盾之爭議。 

回歸到設計專利單一性制度的真實樣貌，其主要是基於經濟與行政管理之考

量，而規定單一申請案中原則上僅得請求單一之權利保護。在經濟的考量上，其係

為了避免申請人僅付予單筆之申請費用而不當地主張多項的權利保護，在行政管理

的考量上，則係為了便於專利專責機關就相關申請案進行分類、檢索以及審查。因

此，若申請人僅以單筆費用申請單一專利案，即無理由請求過多的保護內容，並苛

                                                        
35 我國專利法第126條第1項規定：「說明書及圖式應明確且充分揭露，使該設計所屬技藝領域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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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專利專責機關投入過多的審查及管理成本，否則應選擇以另案申請，方符合經濟

原則及行政管理之便利性。 

而本案系爭意匠之申請人自始並無意主張兩個獨立權利保護，此由意匠說明書

及圖式所揭露之內容可知，申請人以「具有容器之冰品」為其申請標的，並於圖式

中揭露一結合該「容器」與「冰品」之單一創作，其並無意分別主張「容器」與

「冰品」兩項標的。且在實務上，將「冰品」結合於「容器」以進行整體性規劃及

銷售，本屬該領域所常見之商業外觀，即便設計創作的角度出發，「冰品」往往受

限於「容器」而需進行整體性的創作，若按特許廳之觀點而必須將「容器」與「冰

品」分拆為兩案申請，恐將失去該創作所要保護的初衷。因此，單一性的判斷理應

包含更多彈性思考，似不宜忽視市場或社會的實際情況，或省略設計創作之面向，

而僅係僵化的以構成單元的用途或功能是否相同進行判斷，否則將易產生違反常理

之判斷結果，亦不符產業界的實際需求。 

陸、結論及建議 

綜整井村屋行政撤銷事件的判決意旨，可瞭解一意匠一申請原則係以申請書記

載之說明及圖式所揭露之內容為基礎，理解系爭意匠從製造、配銷及使用各階段的

實際運用狀況，若依社會通念的觀察與認知，系爭意匠的各構成單元於組合後仍具

有特定的用途與功能者，應判斷系爭意匠符合「物品單一性」要件。另一方面，從

法院就系爭意匠所揭露之圖式可間接推論，「外觀單一性」的判斷原則上仍是以圖

式中的各構成單元是否具有物理性間隙為依據。 

在重新審視井村屋行政撤銷事件及我國設計專利審查基準可知，以「物品單一

性」來作為一設計一申請原則的構成要件，除了會與複合式產品產生衝突外，也將

使「單一物品」的認定十分難以掌握。按我國設計專利審查基準之說明，一設計指

定兩個以上之物品，原則上不得合併在一申請案中申請。惟若物品之構成單元具有

合併使用於該特定用途之必要性者，仍得將該構成單元之組合視為一物品。雖然我

國並未明確說明「特定用途」為何，然而從審查實務研判（圖5-2），理應是以社會

通念或一般商業實施時，各構成單元是否能成為特定用途與功能之物品以供產業利

用或消費者使用為原則；「物品單一性」的判斷並非細數「構成單元」（包括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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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物品）的數量，而是應以「構成單元」的集合（as a whole），也就是系爭設計是

否能達到「特定用途或功能」為依歸。 

綜上所述，以「特定用途或功能」取代「物品單一性」要件除了較能忠實反應

我國設計專利審查基準對於一設計的實質判斷原則外，同時也更能強調商業與創作

的價值，以及從普通消費者視角出發的物品觀點。結合本結論及前段對於「外觀單

一性」概念的架構（圖5-5），關於判斷一設計一申請原則的較佳解決方案，本文可

歸納出如圖6-1之架構。 

 
圖6-1 一設計一申請原則較佳解決方案概念架構圖 

對於可能違反一設計一申請原則之複合式產品，建議申請人可在物品用途說明

欄中記載何以圖式中的各構成單元，在製造、配銷或使用過程中具有合併之必要

性，從而構成具有特定用途與功能之物品。另外，參考井村屋行政撤銷事件的申請

人做法，透過繪製參考圖的方式，也有助於審查人員瞭解各構成單元彼此間的連結

關係。以上藉由井村屋行政撤銷事件之探討，並輔以韓國設計審查基準之介紹，希

冀有助於我國未來擬定一設計一申請原則之政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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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邁向旅館業的著名商標 
——以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59號 
行政判決為例 

陳秉訓* 

壹、前 言 

旅館業的智慧財產保護主要為商標權，包括廣義的品牌、形象等等1。根據商標

法第18條第1項，「商標，指任何具有識別性之標識，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

色、立體形狀、動態、全像圖、聲音等，或其聯合式所組成」。常見的旅館業商

標，例如雅緹汽車旅館的「AT NIGHT」商標（註冊號01765970，如圖1a）、福華

大飯店的「福華大飯店台北／PLAZA HOTEL TAIPEI」商標（註冊號01626094，如

圖1b）等，其多為文字、圖形、記號或其組合而作為商標圖樣的內容2。 

                                                        
DOI：0.3966/221845622018010032003 
收稿日：2017年10月30日 
*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助理教授。本文改寫自研討會論文，口頭報告於2012年

第6屆服務創新國際研討會，明新科技大學服務事業學院主辦，2012年4月25日，新竹縣。筆

者感謝與會者的建議。
 

1 See Tamara Nanayakkara, Rol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sme/en/documents/tourism_ip_fulltext.html 
(last visited Jan. 26, 2017). 

2 鄧穎懋、王承守、劉仲平、李建德，智慧財產權管理，2005年，49頁。 



邁向旅館業的著名商標 43 

專利師︱第三十二期︱2018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a)註冊號01765970 (b)註冊號01626094 

圖1 

旅館業者申請商標以作為其提供旅館服務的識別標誌3。根據商標法第18條第2

項，識別性「指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識為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並得

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者」。因此，只要是用於申請商標的圖樣本身有識別性

（distinctiveness），則該圖樣即可獲得商標權4。 

另根據商標法第29條第1項，「商標有下列不具識別性情形之一，不得註冊：

一、僅由描述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品質、用途、原料、產地或相關特性之說明所構

成者。二、僅由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通用標章或名稱所構成者。三、僅由其他不具

識別性之標識所構成者」。但同條第3項規定「商標圖樣中包含不具識別性部分，

且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申請人應聲明該部分不在專用之列；未為不專用

之聲明者，不得註冊」。因此，例如「一田屋溫泉旅館」商標（註冊號01465103，如

圖2）於其申請時宣示「溫泉旅館」、「JINLUN SPA」等部分文字不在專用之列。 

此外，商標法第29條第2項規定第1項的第1款或第3款之不具識別性商標等若

「經申請人使用且在交易上已成為申請人商品或服務之識別標識者」，則該標的物

亦可取得商標權。此又稱為「第二層次意義」（secondary meaning），為經過後天

的使用而漸漸成為商品或服務的識別標示5。 

                                                        
3 白慧甄、高惠瓊，喜來登Sheraton Hotel國際觀光旅館房卡造形設計之視覺意象傳達，實踐設

計學報，2011年10月，5期，155-180頁。 
4 趙晉枚、蔡坤財、周慧芳、謝銘洋、張凱娜，智慧財產權入門，2003年，81-85頁。 
5 鄧穎懋、王承守、劉仲平、李建德，註2書，49頁。 



44  

專利師︱第三十二期︱2018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註冊號01465103 

圖2 

「商標」主要是用來保護消費者能正確地買到其想買的商品，或找到其所欲得

到的服務6。當商標越來越著名時，可能招來他人以令人混淆的用詞來模仿該著名商

標，而造成該著名商標的品牌識別性的傷害，例如：「黑人牙膏」和「白人牙膏」

之爭7。比較麻煩的是其他類產品或服務對於著名商標的使用。該類使用不會造成混

淆的問題，因為消費者不會誤認商品或服務的來源，例如加油業者使用「麥當勞」

為商標。但是，這類的使用行為會產生對於原著名商標的淡化（dilution）現象8。

例如若太多非食品業者使用「麥當勞」為商標，消費者可能漸漸變成當聽到「麥當

勞」時不會立刻想到速食店的「麥當勞」。長久下來，「麥當勞」將會變得不夠

「著名」。 

為保護著名商標免於淡化的危險，我國自2003年起引入著名商標淡化的保護制

度9。在該制度引入之前，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業申請業務的主管機關，下稱「智

慧局」）就曾頒布「著名商標或標章認定要點」10，並曾於2004年修正11。在2007

                                                        
6 同前註，41頁。 
7 劉孔中，著名標章保護之個案研究——黑人牙膏與白人牙膏的戰爭，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

叢，2001年7月，30卷3期，185-234頁。 
8 楊智傑，智慧財產權法，2013年，342頁。 
9 施品安，著名商標之淡化保護v.s.嘲諷性使用著名商標之言論自由保障——從美國商標法及

判決評析，科技法律透析，2010年7月，22卷7期，2-8頁。 
10 蔡瑞森，著名商標認定標準之法令依據，理律法律雜誌（中文），2007年1月，2-3頁；新修

正「著名商標或標章認定要點」，智慧財產季刊，2000年10月，35期，43-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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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智慧局頒布「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12款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而其取代

了「著名商標或標章認定要點」12。後因商標法修法而將第23條第1項第12款調整為

第30條第1項第11款，智慧局於2012年頒布「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著名商標保

護審查基準」13。 

我國商標法對著名商標的保護可從商標申請程序和商標訴訟等二方面來看。在

商標申請部分，根據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如果一件商標申請案是屬於「相

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或有減損著名商標

或標章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則該申請案是不能取得商標14。在商標訴訟部

分，對受保護的著名商標，其商標權人得依據商標法第70條享有損害賠償請求權。

第70條規定「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侵害商標權：一、明知為

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有致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

之虞者。二、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

司、商號、團體、網域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之名稱，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或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 

「著名商標」並未在商標法中有正式的申請程序，而僅能在商標申請的行政程

序或商標救濟的民事訴訟中被認定。本文以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59號

行政判決為例，探究為何系爭著名商標權人安縵酒店（Amanresorts，或在本案中稱

為「安滿休閒國際私人有限公司」）的商標被法院視為「著名商標」。安縵酒店是

一個以高級度假村為主要業務的旅館業者，其自1988年起在世界各地設立營業據

點15。「安縵酒店」是亞洲地區竄升最快的旅館品牌16。該公司走的是高價位的、

                                                                                                                                                        
11 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名商標或標章認定要點，2004年，網址：https://www.tipo.gov.tw/ 

dl.asp?fileName=451610182972.docx，最後瀏覽日：2017年1月29日。 
1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12款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2007年，3頁，網

址：https://www.tipo.gov.tw/dl.asp?fileName=49434c7b-a8b2-427d-93ab-c5f4a4067374.pdf，最

後瀏覽日：2017年1月29日。 
1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2012年，網址：

https://www.tipo.gov.tw/dl.asp?fileName=bf7a8d9e-f21f-4b6f-87e7-7958be4bee87.pdf，最後瀏覽

日：2017年1月29日。 
14 鄧穎懋、王承守、劉仲平、李建德，註2書，46頁。 
15 https://www.aman.com/ (last visited Jan. 28, 2017); see also Stacy Perman, Aman Resort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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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化服務的、少房間的旅館經營路線，目標是有錢人的客戶，例如知名演員、歌

手或球員、或有錢企業家17。目前有11個國家設有安縵酒店18。安縵酒店所採取的

行銷策略非使用大量的商業廣告，而是小眾傳播19。以邀請舊客戶到訪新旅遊據點

的方式，來營造旅館的聲譽，並散布度假村的訊息20。此外，其更將當地特殊文化

或遺跡融入客戶的旅館經驗，以彰顯其旅館服務的特殊性21。 

本文在透過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59號行政判決來分析旅館業應可

採取何種策略以讓自己的商標變成「著名商標」。本案的起源來自於有間建設公司

以「AMAN」、「STAR」、「阿曼風」和樹葉型圖案來推銷其建築物商品，有模

仿如安縵酒店的度假村之嫌疑。但是，該建設公司擁有相關文字的商標，而表面上

在行使其商標權。因而，安縵酒店開始撤銷該建設公司商標權的行動。最後，安縵

酒店成功了，其主要原因是安縵酒店的商標被法院視為「著名商標」。 

以下，本文分為2個部分。第1部分在分析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59

號行政判決，其著重在「著名商標」部分的議題。第2部分則根據法院判決的分

析、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及國內行銷學相關文獻來提出旅館業邁向「著名商

標」的策略。 

                                                                                                                                                        
Global Battle for the Ultimate Luxury Hotel Chain, Fortune, Sept. 4, 2014, available at  

 http://fortune.com/2014/09/04/aman-resorts-nasty-battle-for-luxury-hotel-chain/ (last visited Jan. 
28, 2017). 

16 See Martin Roll, Aman – The Unbranded Asian Luxury Resort Brand, available at  
 http://martinroll.com/ resources/articles/asia/amanresorts-the-unbranded-brand/ (last visited Jan. 28, 

2017). 
17 Id. 
18 Id. 
19 Id. 
20 Id. 
2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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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59號行政判決 

一、事實背景 

系爭商標第1103403號「aman」是由鴻強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註冊（申請日

為2003年10月21日），並於2004年5月16日獲得註冊公告，其圖樣見圖322。該商標

屬於服務商標，而其登記的服務項目為「建築物之設計、室內設計」。在2005年4

月11日，該商標讓與給阿曼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阿曼開發公司」）23。 

新加坡商安滿休閒國際私人有限公司（AMANRESORTS INTERNATIONAL 

PTE LTD）（下稱「安滿休閒公司」）向智慧局提起針對系爭商標第1103403號的

評定，其指稱該商標有違當時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12款之規定（該條文即為現行

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而用來評定的商標圖示有二件，「AMAN」和

「AMANRESORTS」（圖4）24。經審查，智慧局於2010年11月10日做出該商標應

予撤銷之處分25。 

阿曼開發公司不服該處分，並提起訴願26。在2011年3月24日，經濟部訴願會駁

回該訴願27。阿曼開發公司仍不服，又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撤銷原

處分28。最後，智慧財產法院做出100年度行商訴字第59號行政判決，並維持原處

分29，本案未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 

 
圖3 被評定的商標第1103403號 

                                                        
22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59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一。 
23 同前註。 
24 同前註。 
25 同前註。 
26 同前註。 
27 同前註。 
28 同前註。 
29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59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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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4 安滿休閒公司的著名商標 

二、爭點與法理 

在本案中，法律問題為系爭商標是否有違當時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12款前段

之規定，即「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註冊：……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

或標章，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但得該商標或標章之所有人同意申請

註冊者，不在此限」30。該款有2個重要爭點，一是「著名商標」之認定，另是「混

淆誤認之虞」之判斷，本文重點在「著名商標」認定部分。 

對於著名商標的判斷時點，法院根據當時商標法第23條第2項，即「前項第十

二款、第十四款至第十六款及第十八款規定之情形，以申請時為準」，而指出「據

以評定商標是否著名，應以系爭商標申請時點作為判斷基準」31。該規定類似於現

行商標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即「前項第九款及第十一款至第十四款所規定之地

理標示、著名及先使用之認定，以申請時為準」。 

另就「著名」的事實認定，則分為2部分。首先，法院引用當時商標法施行細

則第16條，而指出「本款所稱著名，係指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該商標或標章已廣為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32。其次，關於「著名之區域」，法院引用司法

院釋字第104號，而指出應以「中華民國境內，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

知」來判斷之33。 

                                                        
30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59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五／(一)。 
31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59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五／(二)。 
32 同前註。 
3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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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院見解：「著名商標」部分 

法院認為安滿休閒公司用以評定的商標（如圖4）是著名商標34。法院依賴的證

據有5類：商標申請活動、商標使用活動、國內作家的介紹、報章雜誌報導、以及

法院判決。 

關於「商標申請活動」部分，法院指出安滿休閒公司的集團除了於美國註冊商

標外，其關係企業AMANRESORTS LIMITED於「1992年起陸續於香港、泰國、馬

來西亞、澳洲、菲律賓、印尼、德國、歐盟等地取得『AMAN』、『AMAN 

RESORTS』等商標權。而依各該註冊商標之圖樣觀之，包含『 AMAN』、

『AMANRESORTS』之文字」35，且相關商標註冊資料已可證實「關係企業AMAN 

RESORTS LIMITED 於 系 爭 商 標 申 請 註 冊 日 前 ， 即 有 以 『 AMAN 』 、

『AMANRESORTS』作為商標先使用事實之證明」36。 

關於「商標使用活動」部分，法院指出AMANRESORTS LIMITED「自1988年

起陸續於馬來西亞、菲律賓、香港、泰國、印尼、澳洲、德國、歐盟等地取得

『 AMAN 』 、 『 AMANRESORTS 』 、 『 AMANDARI 』 、 『 AMANKILA 』 、

『 AMANJIWO 』、『 AMANPURI 』、『 AMAN USA 』、『 AMANPULO 』、

『AMANWANA』之商標權」37，並「自1988年起陸續在泰國、印尼、不丹、印

度 、 斯 里 蘭 卡 、 摩 洛 哥 、 美 國 等 地 設 立 『 Amanpuri 』 、 『 Amankila 』 、

『Amandari』、『Amanwana』、『Amanjiwo』等渡假飯店」38。此外，安滿休閒

公司出版「AMANEWS」及「AMANADVISORY」等刊物，以提供旅行業者或房客

等有關「AMANRESORTS」之訊息39。該些商標使用活動有「集團美國商標註冊資

料、報紙雜誌報導、文宣及訂房中心資料、年營業額統計資料、入住飯店旅客人數

統計、『AMANEWS』及『AMANADVISORY』刊物、飯店獲獎資料」等等為佐

證40。 

                                                        
34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59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五／(四)。 
35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59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五／(四)／1。 
36 同前註。 
37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59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五／(四)／2。 
38 同前註。 
39 同前註。 
4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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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內作家的介紹」部分，法院引用作家葉怡蘭41及吳淡如42等二者的文

章各1篇43。另關於「報章雜誌報導」部分，法院列舉澳洲雜誌的文章、美國雜誌的

文章、香港雜誌的文章、香港報紙的報導、日本雜誌的文章、我國雜誌的文章等等

共8則44。根據這些報導或文章，法院認為「據以評定商標於系爭商標申請日（92年

10月21日）前，在飯店、旅館等服務上所表彰之信譽，已廣為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所

普遍知悉而屬著名之商標」45。 

最後，關於「法院判決」部分，法院指出該院97年度行商訴字第79、81、90號

等行政判決、及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012號、100年度判字第779號等判決皆

定在系爭商標申請日前，安滿休閒公司的商標（圖4）「已廣為國內、外旅館、飯

                                                        
41 美食旅遊作家，其專屬網站：http://www.yilan.com.tw/html/，最後瀏覽日：2017年10月29

日。 
42 作家，其介紹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B3%E6%B7%A1%E5%A6%82，最後

瀏覽日：2017年10月29日。 
43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59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五／(四)／3。針對葉怡蘭部

分，法院指出「1999年11月9日所發表『追尋奢華的真實意義——巴里島頂級resorts之旅』

一文中記載『隸屬於Amanresorts的……均屬歐美各種評選裡連年獲、始終穩居時尚旅遊話

題中心的知名旅館』等語；另於2001年8月10日所發表『享戀印尼爪哇Amanjiwo』一文亦記

載『Amanresorts是世界頂級resorts度假別墅型旅館的發軔先聲以及重要代表作』等語」。另

就吳淡如部分，法院指出「2003年11月14日所發表『我的一夜情（上）』一文，其中記載

『如果你住過全世界熱愛旅遊人士評定為永誌難忘前三名的旅館：AMAN（阿曼）系列、

四季飯店和GHM系列』」。 
44 同前註判決事實及理由（「1993年5月22-23日出刊之『THE AUSTRALIAN magazine』中有

文章以『AMAN HEAVEN』為標題報導參加人集團所經營之旅館……1996年2、3月出刊之

美國『EXPRESSION雜誌』以『AMANRESORTS』為封面，內容報導『AMAN：WHERE 
LESSIS MORE』……同年3月12日香港商報以『度假忘憂地Amanresorts度假酒店』為標題，

介紹參加人集團提供之旅館服務……同年7、8月出刊之『Boutique雜誌（香港）』以

『AMAN LIVING』為標題介紹參加人集團之旅館……1997年2月5日香港經濟日報之報導以

『Amanresorts：矜貴的人間天堂』為標題，介紹參加人集團提供飯店、旅館服務……同年7
月出刊之日本『CREA雜誌』第55頁印有巨大之『AMANRESORTS』字樣，介紹參加人集

團提供之旅館、飯店服務……同年12月13日香港經濟日報中關於東南亞旅遊之報導，以

『Amanresorts』稱呼參加人集團提供之旅館、飯店服務……1999年4月台灣地區出版之『行

遍天下雜誌』第100、102、103頁印有『Amanresorts』商標，其報導內容亦為參加人集團所

經營之飯店、旅館服務，並有招攬前往旅遊之廣告」。）。 
45 註43判決事實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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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等相關業者及消費者所熟知」46。 

四、與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之比較 

根據智慧局現行的「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著名商標的判斷有8項因素作

為參考：(一)商標識別性之強弱；(二)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知悉或認識商標之程度；

(三)商標使用期間、範圍及地域；(四)商標宣傳之期間、範圍及地域；(五)商標是否

申請或取得註冊及其註冊、申請註冊之期間、範圍及地域；(六)商標成功執行其權

利的紀錄，特別指曾經行政或司法機關認定為著名之情形；(七)商標之價值；(八)其

他足以認定著名商標之因素47。該判斷基準與系爭商標申請日當時的「著名商標或

標章認定要點」相當48，而值得與本案法院見解進行比較。 

在本案中，法院並未討論第1項，但卻在分析有無混淆誤認之虞時，提到安滿

休閒公司著名商標的識別性49。法院一方面認為「系爭商標圖樣係由字體略經設計

之小寫外文『aman』所構成，原非我國國人習見習知之文字，其圖樣本身識別性不

高」50；但又指出「據以評定商標經參加人長期、持續、廣泛地使用於旅館、飯店

等服務，予人印象深刻，已具相當之識別性」51。此觀點應顯示法院認定安滿休閒

公司著名商標因後天使用而具有「第二層次意義」，進而取得識別性。其次，法院

對第7與8等項則無觸及。 

不過，法院的論述仍涉及5項因素。法院對「商標申請活動」的陳述應屬呼應

                                                        
46 同前註。 
47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1款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2012年，7-9頁。 
48 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293號判決／理由（「又『著名商標或標章之認定，應就個案情

況考量下列足資認定為著名之因素：(一)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知悉或認識商標或標章之程度。

(二)商標或標章使用期間、範圍及地域。(三)商標或標章推廣之期間、範圍及地域。所謂商

標或標章之推廣，包括商品或服務使用商標或標章之廣告或宣傳，以及在商展或展覽會之展

示。(四)商標或標章註冊、申請註冊之期間、範圍及地域。但須達足以反映其使用或被認識

之程度。(五)商標或標章成功執行其權利之紀錄，特別指曾經行政或司法機關認定為著名之

情形。(六)商標或標章之價值。(七)其他足以認定著名商標或標章之因素。』……為八十九

年八月十日修正之著名商標或標章認定要點第五點……所明定。」）。 
49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59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五／(五)。 
50 同前註。 
5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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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項因素。對「商標使用活動」的陳述應與第2、3、4等3項有關。對「國內作家

的介紹」與「報章雜誌報導」的引述乃與第2項有關。對「法院判決」的列舉則與

第6項有關。 

另根據審查基準，可以作為證明「著名商標」之證據包括52： 

(一)商品／服務銷售發票、行銷單據、進出口單據及其銷售數額、市場占有

率、行銷統計之明細等資料。 

(二)國內外之報章、雜誌或電視等大眾媒體廣告資料，包括廣告版面大小、金

額、數量、廣告託播單、電視廣告監播記錄表、車廂、公車亭、捷運站、高速公路

廣告及店招、路招等證據資料。 

(三)商品／服務銷售據點及其銷售管道、場所之配置情形，例如百貨公司、連

鎖商店或各地設櫃情形及時間等證據資料。 

(四)商標在市場上之評價、鑑價、銷售額排名、廣告額排名或其營業狀況等資

料，例如由國內外具公信力之報章雜誌所調查之全球百大品牌排名、台灣最具價值

的前10大品牌資料、對各類商標商品之消費者滿意度調查，或中文網路討論與網友

評價等證據資料。 

(五)商標創用時間及其持續使用等資料，例如公司歷史沿革及簡介、廣告看版

架設日期等證據資料。 

(六)商標在國內外之註冊資料，例如註冊證或世界各國註冊一覽表等。 

(七)具公信力機構出具之相關證明或市場調查報告等資料。 

(八)行政或司法機關所為相關認定之文件，例如異議審定書、評定書、訴願決

定書或法院判決書等。 

(九)其他證明商標著名之資料，例如在國內外展覽會、展示會展示商品或促銷

服務等證據資料。 

該證據法原則亦類似於系爭商標申請日當時的「著名商標或標章認定要點」的

相關規定53，故亦可與本案法院見解有所比較。 

                                                        
5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47基準，9-10頁。 
53 註48判決理由（「『本要點五各項因素得依下列證據證明之：(一)商品或服務銷售發票、行

銷單據、進出口單據及其銷售數額統計之明細等資料。(二)國內、外之報章、雜誌或電視等

大眾媒體廣告資料。(三)商品或服務銷售據點及其銷售管道、場所之配置情形。(四)商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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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中，法院採用第6類證據以陳述「商標申請活動」，並以第1、3、及5等

類證據來描述「商標使用活動」。關於「國內作家的介紹」陳述所引用的證據類似

第4類證據中的「中文網路討論與網友評價」。另關於「報章雜誌報導」陳述，其

證據類型類似第2類證據，因為報章雜誌的報導可能有廣告性質。關於「法院判

決」的陳述其證據屬性為第8類證據。至於第7與9等2類則未涉及。 

本案法院對相關證據的「證據能力」54亦有所著墨。關於商標使用的證據，法

院指出：「按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將商標用於商品、服務或其有關之物

件，或利用平面圖像、數位影音、電子媒體或其他媒介物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

為商標，商標法第6條固有明文，惟商標使用之證據並不以該證據已將商標圖樣顯

現於商品、服務或其有關之物件者及媒介物者為限，而應依該證據之內容是否能證

明符合上開商標使用態樣之事實作為判斷之依據」55。亦即，只要能證明商標法所

定義的商標使用者之證據即具備證據能力。 

系爭商標權人阿曼開發公司指稱相關刊物上的「AMAN」、「Amanresorts」等

商標文字乃使用於「刊物」上而非代表「旅館、飯店」等服務56。本案法院不同

意，並認為「上開媒體報導內容、刊物之日期均早於系爭商標申請日，且均可見

『AMAN』、『Amanresorts』之文字，依社會一般通念並不失其同一性，可認其以

之作為表彰旅館服務提供者之標識，已足使相關讀者或消費者認識『AMAN』、

『Amanresorts』係為旅館服務提供者之標識，自得作為相關公眾認識『AMAN』、

『Amanresorts』已作為商標使用之證據」57。因此，報紙或刊物的報導內容可作為

商標使用的證據。重點不是商標所附著的載體，而是載體的內容是否彰顯商標的使

用事實。也因此，對葉怡蘭與吳淡如等2作家的旅遊文章，法院認為其「已指出以

                                                                                                                                                        
標章在市場上之評價、鑑價、銷售額排名、廣告額排名或其營業狀況等資料。(五)商標或標

章創用時間及其持續使用等資料。(六)商標或標章在國內、外註冊之文件。包括其關係企業

所為商標或標章註冊之資料。(七)具公信力機構出具之相關證明或市場調查報告等資料。

(八)行政或司法機關所為相關認定之文件。(九)其他證明商標或標章著名之資料。』為八十

九年八月十日修正之著名商標或標章認定要點……第六點所明定。」）。 
54 陳榮宗、林慶苗，民事訴訟法（中），2005年，467頁。 
55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59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五／(四)／4／(1)。 
56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59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二／(二)。 
57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59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五／(四)／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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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N』、『Amanresorts』之文字作為表彰旅館服務提供者之標識，使相關讀者

或消費者認識『AMAN』、『Amanresorts』為旅館服務提供者之標識」58。 

此外，本案法院依賴的證據多為「書證」，而相關文書的製作日期不以系爭商

標的申請日之前為限，但重點是文書的內容能反映用以評定的著名商標在申請日前

的使用情況。例如，安滿休閒公司以AMANRESORTS之網站內容來證明其飯店之設

立與營運情情；對此，法院認為該證據不以「網站資料下載時間早於系爭商標註冊

申請日為必要，始能以之作為認定據以評定商標有先使用事實之證明資料」59。另

針對作為證據的吳淡如文章「我的一夜情（上）」，其發表日為2003年11月14日，

而與系爭商標申請日2003年10月21日相比而較晚，但法院認為該「時間相差不足1

月，惟該作者所記載之住宿旅館之經驗係發生在文章發表之前，且其記載AMAN

（阿曼）系列旅館飯店經營至全世界熱愛旅遊人士評定為永誌難忘前三名，並非短

期內可獲致，顯然AMAN（阿曼）系列旅館飯店經營臻於知名係早於系爭商標之申

請日」60。法院並舉葉怡蘭的2篇早於系爭商標申請日的文章以佐證吳淡如文章之證

據能力61。 

最後，關於作家的文章屬於「書證」或「人證」，法院指出安滿休閒公司「係

以作家文章記載之內容即作為證明之證據方法，亦即係以文章之書證作為證據方

法，該書證之形式真正，原告並未爭執，自具證據能力，而該書證與應證事實之證

明程度則應由原審依其自由心證斷定。原告將該書證之證據方法認作係葉怡蘭個人

所為之陳述即以人為證據方法，屬傳聞證據而無證據能力云云，亦有未洽」62。事

實上，作家文章可能歸納為「證明性文書」（或稱「報告文書」或「報導性文

書」），此類文書記載文書製作人之見聞、判斷或感想63。不過，此類書證是否與

事實相符得由當事人爭論，而不能當然承認其證據力64。在本案中，系爭商標權人

似乎未觸及證據力的問題。 

                                                        
58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59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五／(四)／4／(3)。 
59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59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五／(四)／4／(2)。 
60 註58事實及理由。 
61 同前註。 
62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59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五／(四)／4／(4)。 
63 陳榮宗、林慶苗，註54書，514-515頁。 
64 陳榮宗、林慶苗，註54書，5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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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邁向旅館業著名商標之策略 

針對安滿休閒公司用以評定的商標被判定為著名商標，法院主要依賴報章雜誌

或作家的旅行文學為佐證，而旅館業者的商標申請活動、商標使用活動、或商標維權

活動也是參考因素。因而，根據本案，本文進一步提出旅館業邁向著名商標之策略。 

一、推廣旅館的名聲 

在本案中，法院引述非常多的報章雜誌的報導和作家的文章來支持「著名商

標」的結論，因而媒體上的訊息影響著「著名」的累積。如何吸引媒體報導或作家

的關注將是邁向「著名商標」的關鍵，本文有如下建議。 

(一) 創造媒體願意報導的議題 

旅館業者可與一些單位合辦活動，例如與公益團體或地方團體，或是鼓勵一些

單位來其旅館內舉辦活動65。因為有活動，媒體就有報導的題材，進而讓旅館的名

聲推廣開來66。例如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在2016年曾與財團法人乳癌防治

基金會合辦「擁抱健康‧高枕無憂」的公益活動以宣傳「國際乳癌防治月」，該活

動有邀請台南市賴清德市長及美食或旅遊部落客參加，並吸引自由時報和中國時報

等媒體於活動前報導67。另例如台北W飯店於2016年曾與時尚音樂運動品牌SPACE 

CYCLE、LET'S GO PLAY毋設限水上運動、與現代婦女基金會等機構共同舉辦「愛

心活力滿滿日」的慈善瑜伽公益活動，該活動有聯合報作事前報導68。 

                                                        
65 李青松、陳聖林、車成緯，以報紙媒體探討臺北市國際觀光旅館之公共關係，餐旅暨觀光，

2012年3月，9卷1期，40頁。 
66 同前註，41頁。 
67 曹婷婷（2016年9月29日），響應乳癌防治 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推出公益活動，

中時電子報，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929006017-260405，最後

瀏覽日：2017年2月16日；王俊忠（2016年10月2日），響應防治乳癌 買滿額公益抱枕送住

宿折價券，自由時報電子版，網址：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843665，

最後瀏覽日：2017年2月16日。 
68 羅建怡（2016年9月21日），台北W飯店「慈善公益活動」瑜伽也能時尚做愛心，聯合新聞

網，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7158/1962515，最後瀏覽日：2017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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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旅館可引入國際性質的活動，如此國際媒體將有動機來採訪，而相關活

動的報導可將旅館名稱引入文章內，以達到宣傳效果。例如，國內大專院校、學

會、或政府機構可能有舉辦國際會議的機會，或是國際性運動競賽活動的主辦，其

相關承辦機構是旅館業可接觸並合作的對象。透過合作（例如住宿費優惠、或服務

的升級等等），旅館業可要求該機構將旅館商標置入相關的網站或宣傳文件中。 

(二) 發行定期刊物 

旅館業者可創辦刊物而發行給旅遊業或旅遊愛好者，刊物可採紙本或電子報。

旅館業者可和交通業者或旅行業者合作，以將其紙本刊物放在其營運地點或交通工

具（例如飛機、客運等等）上讓旅客或乘客閱讀。如此，可增加相關消費者熟悉旅

館業者商標的機會。 

(三) 邀請國內外作家來訪 

旅館業者可邀請國內外知名作家（或許可找旅遊文學的作家）來旅館內住宿，

以讓該旅館有機會成為創作素材。甚至，旅館業者可舉辦旅行文學比賽，或許可與

報社合作，以讓多點文學創作者知道該旅館的存在。 

作家以旅遊寫作來記錄其旅遊經驗。但如何讓作家對住宿經驗有「感」，而願

意以旅館經驗為主題創作，此應與「體驗行銷」有關69。「體驗行銷」指「企業以

服務為舞台、商品為道具，創造出令消費者難忘回憶之活動」70。就旅館業而言，

透過旅館人員與住宿者的接觸，以營造輕鬆、舒適、和難忘的住宿經驗，從入住或

退房的櫃臺服務，到房內的清潔維護、旅館內用餐經驗、服務人員的應對等等71。 

二、申請商標行為 

由於本案中，法院舉出安滿休閒公司的多國商標申請行為作為支持其為「著名

                                                        
69 池文海、張書豪、吳文龍，觀光休閒旅館之消費者體驗研究，東吳經濟商學學報，2009年12

月，67期，49頁。 
70 周中理、陳正，體驗行銷策略、顧客關係管理與行銷績效關係模式研究——台灣旅館業之驗

證，行銷評論，2007年9月，4卷3期，342頁。 
71 池文海、張書豪、吳文龍，註69文，51-52、60-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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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的理由。因此，本文建議旅館業應到世界各國去申請商標。事實上，旅館業

也有申請多國商標的需求，因為吸引外國人來台灣旅行並居住在其旅館是旅館產業

發展的趨勢72。為讓外國人選擇自己的旅館，該旅館業者或許應在該國或透過該國

的旅行社宣傳自己的旅館，於此時該旅館業者就有在該國當地使用商標之需求。如

果在該國當地申請商標，旅館業者的宣傳活動也將被當地法律所保護，以遏阻不當

使用商標的事情發生。 

三、維護權利之行政程序 

當商標申請核准並公告後，該商標還會受到挑戰，並可能被智慧局撤銷，此為

「評定」73。根據現行商標法第57條，對於違反商標註冊規定的商標（例如不具識

別性、不授予商標之事由），該商標可成為評定的標的。根據同法第60條，「評定

案件經評定成立者，應撤銷其註冊」。亦即，評定一旦成立，則該商標則自始未曾

獲得核准。 

所謂違反商標註冊規定者，其類型之一為侵害著名商標的權益，即同法第30條

第1項第11款。因此，權利人可透過評定來撤銷其他與自己商標「相同或近似」的

註冊商標，並且在程序中主張著名商標的身分。此外，為強化自己商標的識別性或

唯一性，可引用同條第1項第10款或第12款為由，申請評定「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

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商標。 

安滿休閒公司對阿曼開發公司的商標權維護行動不只本案一件評定案。在最高

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012號判決之個案中，智慧局以當時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

14款前段規定「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商標，而申請

人因與該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他人商標存在者」74

                                                        
72 黃玉燕（2017年10月28日），「政治財」不再 蔡其昌促產業回歸本質，大紀元電子版，網

址：https://www.epochtimes.com.tw/n230719/%E6%94%BF%E6%B2%BB%E8%B2%A1%E4 
 %B8%8D%E5%86%8D-%E8%94%A1%E5%85%B6%E6%98%8C%E4%BF%83%E7%94%A2 
 %E6%A5%AD%E5%9B%9E%E6%AD%B8%E6%9C%AC%E8%B3%AA.html，最後瀏覽 
 日：2017年10月30日。 
73 鄧穎懋、王承守、劉仲平、李建德，註2書，55頁。 
74 即類似現行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之規定：「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

品或服務之商標，而申請人因與該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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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由撤銷「aman」商標75，該「aman」商標指定於「餐廳、旅館」等服務76。主要

理由是(一)當事人雙方之商標間高度近似；(二)安滿休閒公司之商標已經具有一定知

名度；(三)阿曼開發公司之商標指定於「旅館服務」，而安滿休閒公司之商標指定

於飯店、旅館服務，故當事人間「具有競爭同業之關係，顯有以不正競爭行為搶先

申請註冊之情事」77。本案讓阿曼開發公司之商標具有不當競爭行為的性質。 

在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779號判決之個案中，智慧局以當時商標法第23

條第1項第12款為由撤銷「aman」商標78，該「aman」商標指定在「夜總會、電影

院、娛樂資訊、休閒娛樂資訊、音樂廳、高爾夫球場、游泳池、網球場、保齡球

館、健身房、觀光果園、觀光農場、觀光花園、休閒育樂活動規劃、觀光牧場、休

閒農場、遊樂園、策劃各種聯誼活動、電子遊藝場、電腦網路遊樂場、虛擬實境遊

戲場、撞球場、露天溫泉浴池、假日露營服務、休閒活動資訊、露營服務（假期娛

樂）、露營服務（運動）、運動訓練營」等服務79。本案首度承認安滿休閒公司之

商標為著名商標80。 

在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行商訴字第90號行政判決81之個案中，被評定成立並撤

銷之「aman」商標乃指定於「廣告企畫及設計、廣告製作、廣告代理、百貨公司、

超級市場、購物中心」等服務82。評定之依據為當時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12款前

段，故本案再度肯定安滿休閒公司之商標為著名商標83。 

                                                                                                                                                        
商標存在，意圖仿襲而申請註冊者。但經其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 

75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012號判決／理由／一。 
76 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行商訴字第79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一。 
77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012號判決／理由／七／(一)。 
78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779號判決／理由／一。 
79 同前註。 
80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779號判決／理由／五／(三)：「本件原判決已就原處分除參酌

參加人各國之註冊資料外，亦參考其他據以評定商標之使用證明，並非單以註冊資料即認定

『AMAN』及『AMANRESORTS』商標屬著名商標等事項詳予論斷，將判斷而得心證之理

由記明於判決，業如上述，經核並無違背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亦無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

不當、不備理由等違背法令情事」。 
81 本案無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 
82 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行商訴字第90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一。 
83 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行商訴字第90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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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73號行政判決84之個案中，系爭「aman」商

標指定於「各種建築物之租售，不動產買賣、租賃之仲介，不動產經營管理」等服

務 85。智慧局依據當時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12款前段而做出評定成立並撤銷

「 aman 」 商 標 之 處 分 86 。 本 案 使 得 安 滿 休 閒 公 司 的 「 AMAN 」 和

「AMANRESORTS」等二商標其著名商標的特性更加穩固87。 

安滿休閒公司不斷的維護權利行動，使得其商標的著名商標地位不斷為法院所

認可，進而不但智慧財產法院做出100年度行商訴字第59號行政判決中法院繼續維

持著名商標的決定，並且讓對造阿曼開發公司不再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 

肆、結 論 

將商標經營成「著名商標」是旅館業可以思考的經營項目之一。傳統的商標保

護只能禁止其他旅館同業使用，以避免商標的聲譽被用於同業以「搭便車」提高同

業自己的知名度。但對於他業的使用，例如建設公司以旅館商標來作為其推銷房屋

的行銷內容。這也是「搭便車」行為，但卻是一般商標權所不及於的。唯有成為

「著名商標」，旅館業者才能避免他業對其商標的不當利用。 

本文以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59號行政判決為例來討論旅館業如何

邁向「著名商標」之路。基本上，國際化的商業活動和媒體上的旅館資訊報導是很

重要的判斷因素。為了要達到「著名商標」，本文有5項主要建議：一、到其他國

家申請商標；二、創造媒體願意報導的議題；三、發行定期刊物；四、邀請國內外

作家來訪；五、持續進行維護權利的行動。透過商標的全球布局為「著名」的形成

奠下基礎，而再透過不斷的旅館新聞議題創造，或誘使作家願意以旅館為題材來寫

作，以能達到旅館商標知名度的擴散。最後，持續維護權利的行動亦為必要。可透

過評定制度逐步讓商標的著名性漸漸獲得法院認可。 

 

                                                        
84 本案無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 
85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73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一。 
86 同前註。 
87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73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五／(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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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論兩岸銀行業就金融科技之 
專利申請布局 
—— 以新型專利之權利有效性為中心 

翁振耘
* 

壹、金融科技與專利布局 

依據世界經濟論壇所發布「The Future of Financial Services」研究報告，金融科

技創新將對整體金融產業帶來衝擊性改變。舉例而言，BIS研究機構指出，區塊鏈

技術應用可為認識客戶（Know Your Customer, KYC）及防制洗錢（Anti-Money 

Laundering, AML）部門節省每年約60至80億美元的成本1。 

為因應金融科技發展趨勢，2017年11月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已初審通過「金融科

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草案，旨在建立一個豁免法規約束而風險仍受管控的安全

空間，讓金融科技業者得以加速金融科技創新商品、服務、商業模式以及供應機制

的開發與商業實施，並兼顧金融市場秩序及消費者保護。倘前揭草案於本會期三讀

通過，金融科技將進入「金融監理沙盒」實驗期，業者應當透過專利制度建立技術

障礙以及有效發揮市場競爭優勢，蓋金融科技之本質帶有濃厚的技術性色彩，在現

行智慧財產權法制度下通常選擇專利制度予以保護。 

                                                        
DOI：10.3966/221845622018010032004 
收稿日：2017年11月12日 
* 

廣流智權事務所專利師。本文相關論述僅為一般研究探討，不代表任職單位之意見。
 

1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Financial Services Market – Analysis and Forecast: 2017 to 2026, BI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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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諸國內專利布局現況，依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最新統計

資料2，今年前3季統計我國金融科技專利申請量為，發明專利申請128件，新型專利

申請260件，就專利申請種類而言，以新型專利申請量為大宗，顯逾發明專利申請

量之2倍；就專利申請人分布，我國384家金融機構（包含銀行業、證券期貨和保

險） 當 中以 銀行 業 最為 積極 ， 前3大分 別 為兆 豐銀 行 （64件） 、 第一 銀行 （54

件）、中國信託銀行（49件）。準此，本文將以銀行業者為主體，探討透過新型專

利保護金融科技之專利申請策略效果如何，並與中國大陸現況比較。 

貳、我國現況 

一、發明及新型專利概述 

在現行專利法制下，申請人可選擇以發明、新型或設計專利保護其智慧財產

權。專利權係指國家賦予權利人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實施其創作技術之權，學說

上稱之為排他權而非實施權。發明及新型專利係保護具有「技術性」之創作，即發

明及新型專利解決問題所採用的手段，必須是涉及技術領域的技術手段，而非人類

心智活動、簡單利用電腦、單純資訊揭示等。又，金融科技多涉及電腦程式方法，

其是否符合發明及新型專利之申請標的，需審酌該電腦程式在執行時，是否產生超

出程式和電腦間正常物理現象的技術功效，若然，則解決問題之手段的整體具有技

術性，可進一步檢驗其專利要件。惟設計專利主要以「視覺訴求」之創作為保護標

的，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合先敘明。 

稱發明者，謂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申請專利之發明必須是利用自

然界中固有之規律所產生之技術思想的創作。發明專利所保護標的可為實體之物或

抽象之方法，且須經實體審查，始予以發明專利，故發明專利權具有審查時間較

久、保護期間較長、權利本質較安定之特性。 

相較於發明專利，新型專利更進一步侷限於保護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之

創作，而不及於無特定形狀之物質或抽象之技術方法、操作步驟、處理流程。具體

而言，新型專利標的應具備2要件：保護標的應為一物品，以及包含至少一個形

                                                        
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智慧局公布106年第3季智慧財產權統計重點，2017年，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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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構造或組合之技術特徵。新型專利經形式審查，符合形式規定者，即應予新型

專利，其具有迅速核准、保護期間較短、權利本質具不安定性、不確定性之特質。 

我國發明專利係採早期公開、實體審查制度，為促進產業發展，專利法（下

同）第37條定有早期公開制度，發明專利自申請日後18個月公開，以避免社會公眾

重複研發、浪費資源；惟為同時周全保障發明申請人之權利，第41條明定專利權人

於獲准專利公告後，得對於上開公開至公告期間內實施該發明之第三人，請求補償

金。若侵權者於專利公告後仍繼續實施該發明專利，專利權人仍得依第96條請求賠

償金或除去侵害。 

惟新型專利另採形式審查制，因無早期公開制度之適用，故權利人亦無補償金

請求權，但仍可於專利權受侵害時，依第120條準用第96條規定尋求救濟。倘新型

專利權人欲行使其新型專利權，如未依第116條規定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則不

得進行警告，例如：不得逕發警告信函給侵權者及其上下游廠商。蓋新型專利權未

經實體審查即取得權利，該專利究竟是否符合專利要件，尚不確定。為避免專利權

人不當行使或濫用權利、影響第三人對技術之利用及研發，其行使權利時，應有客

觀之判斷資料。惟其並非提起訴訟之前提要件，非謂未提示新型技術報告進行警

告，即不得請求損害賠償3。 

二、一案兩請之權利接續制 

由前述比較可知，發明及新型專利相同之處在於，二者均可保護物品之形狀、

構造或組合之創作，且皆須符合技術性之要件，惟不同的是，發明專利需經實體審

察而費時較久，故設有早期公開以及補償金制度，然新型專利無需實體審查可迅速

取得專利權之保護，故設有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制度以避免不安定之專利權干擾交易

安全及技術研發秩序。為兼蓄新型專利及發明專利之利益，周全保護申請人之創

作，依第32條第1項規定，同一人就相同創作得於同日分別申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

利，此即「一案兩請」制度。 

實務上，申請人針對相同創作提出一案兩請，可在約6個月內取得新型專利權

之保護，發明專利嗣經約15個月（依智慧局106年統計資料）實體審查核准審定

                                                        
3 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215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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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由申請人擇一保留新型專利或發明專利。申請人擇定發明專利者，其創作可在

發明專利公告前先以新型專利權保護，而在公告後以發明專利權保護，具有法律保

護相延續之效果，是謂「權利接續制」。反之，若非屬「相同創作」之發明及新型

專利，或於申請時不符「同一人」、「同日」或「申請時分別聲明」之要件，或於

發明專利核准審定前不符「同一人」或「已取得新型專利權，且新型專利權非已當

然消滅或經撤銷確定」之要件，皆不適用權利接續，合先敘明。 

三、成也新型，敗也新型 

依前揭智慧局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多數銀行業者傾向以新型專利包裝電腦軟體

操作、資訊處理流程及通訊方法之創作，亦即，在請求項中以行動裝置或伺服器系

統等為申請標的，用以執行一步驟、流程或方法。如此記載型式，顯係以系統、設

備或裝置之形狀、構造等習知結構包裝電腦軟體方法發明。毋庸實體審查即可迅速

獲准新型專利證書，在申請策略上可迅速累積專利數量，實為一大便利。 

有學者主張，專利，在於專門圖利。據此以言，無法提出行使的專利權如同成

本昂貴的壁紙，將視為企業之負債。然而，新型專利權一站上訟爭戰場，必然面臨

對造提起行政舉發或權利有效性抗辯之挑戰。惟就權利有效性而言，上述新型專利

嗣後能否通過專利要件之審查，容有疑義。 

首先，有效的專利權必須至少具備產業利用性、新穎性以及進步性等專利要

件，始得有效保護申請人之專利技術，否則新型專利將遭智慧局撤銷原核准處分或

在訴訟中由法院宣告其權利無效。由於新型專利所保護之創作標的為物品之形狀、

構造或組合等結構特徵，與發明專利有所不同。因此，在「進步性」之審查上，新

型專利與發明專利係分別採取不同的審查基準，新型專利應視請求項中所載之「非

結構特徵」是否會改變或影響「結構特徵」而定，若非結構特徵不會改變或影響結

構特徵，則只要先前技術揭露所有結構特徵，則可認定不具進步性，而無需審酌其

非結構特徵。 

以某新型專利為例，其主要技術特徵在於無線通訊之加密驗證方法，本質上宜

申請發明專利較佳，惟系爭專利僅申請新型專利獲准在案，而未申請發明專利，其

請求項1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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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種管理伺服器，包含： 

a.一儲存單元，儲存……；及 

b.一處理單元，……； 

c.當該處理單元接收……。 

由此可知，系爭新型專利之創作標的係一種「管理伺服器」，其揭露之結構特

徵為「儲存單元」及「處理單元」，而非結構特徵主要為a段之「儲存一……」、

以及c段所述「當該處理單元接收……」等操作步驟、管理程序。需說明者，該等

非結構特徵不會改變或影響結構特徵，即「管理伺服器」不因執行上述加密、產生

驗證資料等管理程序步驟而改變「儲存單元」（例如DRAM）及「處理單元」（例

如CPU）之形狀、構造等結構特徵，且「儲存單元」及「處理單元」已為申請前之

習知技術，故宜認系爭新型專利不具進步性。 

從權利有效性角度分析，該等新型專利嗣後無法通過專利要件之進步性審查，

恐在行政舉發程序中遭智慧局撤銷專利或在專利訴訟程序中遭法院諭知權利無效，

因此，該等新型專利猶如紙老虎，站上訟爭擂台毫無攻擊力道，反而斲傷申請人專

利布局之根基。綜上，以新型專利包裝電腦軟體及通訊方法發明之專利申請及布局

策略，雖可在最初快速取得專利權，惟經實體審查後將受撤銷，此際，由於新型專

利之技術內容已透過專利公報公開於眾，申請人無法復以營業秘密保護之，即無償

將技術內容貢獻於公眾，而未獲得實質保障，是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四、權利接續，是否可行 

在專利檢索更可發現，部分銀行業者就電腦軟體及電子商務方法之創作，係以

一案兩請方式進行專利布局，冀於迅速取得新型專利又兼顧發明專利保護技術方法

之標的適格性。惟一案兩請制度，旨在針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之創作提供周

全之專利權接續保障制度。倘申請人為求迅速獲准專利權，誤將抽象之交易管理流

程、電腦軟體方法等發明技術包裝為新型專利，並與發明專利同日提出申請，不只

與新型專利定義相悖，更有遭受核駁審定之風險。 

在一案兩請之態樣下，依第32條第3項規定，發明專利審定前，新型專利權已

撤銷確定者，不予專利。其中，發明專利審結期間約15個月以上或更久，在這段審

查期間內，任何人均可對系爭專利權提起舉發。需注意者，此類發明專利通常併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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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項與裝置項，其中發明專利之裝置項與新型專利之請求項為相同創作，而發明

專利之方法項則不適用「權利接續制」，故暫未討論，合先敘明。 

依前所論，以新型專利包裝方法發明之專利申請案在實體審查上不具備進步性

要件，將面臨撤銷專利之不利處分，一旦處分確定後，縱然相對應的發明專利之裝

置項符合進步性要件（附帶一提，發明專利與新型專利就「進步性」之審查基準並

不相同，應分別審酌），可能將導致原本有機會核准之裝置發明隨同新型專利之撤

銷確定而胎死腹中，恐面臨第32條第3項明定不予專利之風險。實務上，可透過修

改發明專利之裝置項的申請權利範圍，克服前述風險，惟修改後的發明專利之裝置

項與新型專利已非屬「相同創作」，依前揭規定，已無適用「權利接續制」之餘

地，併此敘明。 

準此以言，就專利從業人員之角度而言，客戶願意多委辦一件申請案固然樂見

其成，然以審查基準來看，此舉恐未能有效保障申請人權益，其花費兩筆專利申請

案之費用，仍可能面臨修改請求項之風險，而無法享有「權利接續制」之益處，深

值省思。 

參、中國大陸現況 

一、探討對象及範圍 

目前全球金融科技專利布局區域主要在於美國，然美國並未採設新型專利制

度，只有發明或設計專利，與我國法制有所不同。相較之下，中國大陸與台灣之專

利制度頗為相似，中國大陸定有發明、實用新型以及外觀設計專利，可供申請人採

擇，在立法例上適合與台灣併同分析與比較。以下將進一步探討，中國大陸就金融

科技之專利申請現況，是否如同台灣現況以新型專利為主要申請專利種類，以及中

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審查實務。 

二、中國專利申請現況 

進入中國大陸專利檢索資料庫，依據IPC國際專利分類碼以「支付架構」、

「商業、購物」以及「金融、保險」為對象，申請人為「銀行」，輸入檢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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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分类号＝ (G06Q20 OR G06Q30 OR G06Q40) AND申请（专利权）人＝（银

行），在2017年11月12日執行檢索，獲得1130筆資料。去除同一申請號之公開與公

告重複，可得發明1021件，實用新型76件，設計0件，共1097件申請案。 

同理，在台灣智慧局專利資訊檢索系統中，輸入檢索式：((銀行)@AX) AND 

((IC="(G06-000*") OR (IC="G06Q-030*") OR (IC="G06Q-040*")) AND (RR=1)可得，

發明35件，新型123件，設計0件，共158件申請案，整理資料如下表1。 

表1 

專利種類／區域 中國大陸 台 灣 

數 量 1021 35 
發 明 

百分比 93% 22% 
數 量 76 123 

新 型 
百分比 7% 78% 

總 計 數 量 1097 158 

參照表1資料可知，第一，中國大陸就金融科技之專利申請量為1097件，數量

約為台灣申請量之7倍，就專利布局策略以觀，中國大陸銀行業者就金融科技之發

展正急起直追美國，且中國大陸自2017年開始推動科技公司與與傳統銀行進行「網

實整合」，料將持續提升中國大陸金融科技之研發能量及專利申請數量。 

第二，中國大陸在1千多件專利申請案中，僅不到一成選擇實用新型專利，其

中發明專利公開及公告申請案高達9成之多；反觀，在台灣的1百多件專利申請案

中，近8成選擇以新型專利為專利申請策略，僅約2成就金融科技申請發明專利。就

統計學角度以觀，樣本總數越多越易趨近常態分布，準此以言，銀行業者宜以發明

專利種類保護金融科技之創新，較為合理；就專利權有效性分析以觀，申請發明專

利始能達到有效保護技術之目的已如前述，在此不再冗述。 

三、他山之石足資借鏡 

若純以經濟效益而言，申請新型專利，費用低廉且無需實體審查，可快速獲准

專利證書，對內可贏得股東資金之挹注，對外獲取政府科技專案計畫之補助，十分

誘人。然而，由上述表1分析可知，中國大陸僅不到1成專利選擇申請實用新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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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與台灣現況完全相反，其背後原因值得探究。 

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細則第44條規定，審查員可以針對實用新型專利

申請是否明顯不符合專利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保護客體以及第22條第2款規定之新

穎性，進行初步審查。次按《國家知識產權局關於修改〈專利審查指南〉的決定》

（局令第67號，2013年10月15日實施），實用新型專利的初步審查已包含新穎性的

實質審查。簡言之，國家知識產權局自2013年10月15日起，對於實用新型專利之申

請係採初步實質審查，而非如台灣審查基準採單純形式審查。 

若申請人以實用新型專利包裝電腦軟體操作、資訊處理流程及通訊方法之創

作，則國家知識產權局將以「非屬實用新型保護客體」核駁申請案，表示審查委員

認為申請案之主要技術特徵在於處理方法，而非屬物品形狀、結構或其結合之技術

方案，故不符合專利法及審查指南之要求。 

據此，在法律定有明文之規制下，中國大陸現況主要係以發明專利保護金融科

技之創新，僅不到1成涉及裝置、系統及其組合等結構特徵之技術創作申請實用新

型予以保護。就保障申請人權益之角度而言，此種審查制度較能確實保護其技術創

作，符合專利法之宗旨。 

或許，台灣智慧局可參酌中國大陸立法例，折衷修改審查基準，對於新型專利

採取初步實質審查，是否要求審查委員檢索先前技術以檢驗「新穎性」要件仍有待

討論之空間，惟可先考慮針對新型專利申請標的進行初步實質審查，排除不符合新

型保護客體之專利申請案，以免申請人一昧追求經濟效益而錯失專利制度之保障。 

肆、結論與建議 

去年我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金融科技發展策略白皮書」，推動資通訊

業與金融業跨業合作，由此可知，金融科技涵蓋科技金融化及金融科技化，倘資通

訊科技業者切入新興網路金融領域，即科技金融化，而傳統金融機構轉型提供科技

服務，則為金融科技化。其中資通訊業者本屬科技業背景，長期接觸專利制度，多

能選擇申請適合之專利種類，較無疑問。然傳統金融業者近年來積極轉型金融科技

服務，或許對於專利制度未甚熟悉，在申請策略上落入文中所述以新型專利包裝方

法發明之盲區，而無法有效保護其核心技術，甚者落入新型專利、發明專利以及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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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秘密三頭空之窘途。 

就專利申請種類之擇採，電腦軟體及通訊方法本質上屬抽象之方法、流程，宜

選擇發明專利予以保護，對於具有形狀、構造或組合等結構特徵之系統、裝置，得

選擇申請發明、新型專利、甚或一案兩請均可。此外，建議專利專責機關可考量是

否就新型專利申請標的，採初步實質審查制，以保障申請人權益。期許國內金融業

者在金融監理沙盒實驗期內持續開發金融科技商品及服務之同時，能有效利用專利

制度保護其關鍵技術並建立競爭之門檻，為蓄勢待發之金融科技開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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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外，其餘二者至今仍舊在美國打得難分難捨。由此可見，在目前的商業環境，若

企業欲持續發展並與其競爭者一較高下，徹底落實「重質也重量」的智財保護與智

財策略管理，已然成為不可或缺之手段。 

貳、企業智慧財產環境現況 

各產業領域均有資產組合，統計顯示，自2005年起至今，多數企業逾80%之資

產組合（asset portfolio），係為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而此中絕大部分，屬

於智慧資產（intellectual asset）；企業相關內部資訊、產出與成果等智慧資產僅留

存於員工腦中時，稱為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經過詳實的文件化，使企

業能夠依相關法律，據以主張權利，即為吾人較常聽聞之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14。智慧財產權若受到充實重視與妥善利用，於多數產業領域及相關企

業，均能夠成為創造核心價值之基石。 

智慧財產權對維護企業營運具有舉足輕重地位。具體而言，企業由取得與主張

專利、商標、著作權、營業秘密，與積體電路之電路布局等各式各樣之智慧財產

權，不僅可排除競爭者盜用企業自身產品和服務的相關標識、外觀和功能；亦能侷

限競爭者產品和服務的設計自由度，得到其他企業之合作機會，或在產業間得到相

對競爭優勢。反之，競爭者與合法擁有相關智慧財產權者，將能夠透過法律手段，

使企業需支付高額授權金或損害賠償，而瓜分企業辛苦經營所獲得之利潤，甚至使

企業被驅逐出特定市場。因此，單就法律風險規避與科技保護之角度，觀察智慧財

產權對於企業可能帶來之影響，即應體認智慧財產權對於企業相當重要。 

再進一步從商業與管理層面而言，何謂好的智財策略管理，目前眾說紛紜，不

一而足；然而，眾多專家能夠得到之共識為單純取得和維持強大且多元的智慧財產

                                                                                                                                                        
 idUSKCN0Y00NE (last visited May 18, 2017). 
14 See e.g., Louis Carbonneau, IP Strategies for Changing Times, July 13, 2015, available at 

http://ipstrategy.com/2015/07/13/ip-strategies-for-changing-times/; Ocean Tomo, Annual Study of 
Intangible Asset Market Value from Ocean Tomo, LLC, Mar. 3,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oceantomo.com/2015/03/04/2015-intangible-asset-market-value-study/ (last visited  

 Mar. 1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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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對現今商業環境已然不足，持續進行妥善策略管理與應用，依據企業特性進行

適當調整，無疑是確保企業永續經營與提升其競爭力，不可或缺的過程與環節。而

企業透過策略性的智財管理，可帶來相當多的商業優勢，其中至少包括了提升產品

與服務設計之自由度、取得較佳產業話語權、制衡競爭者並降低授權金支出、透過

向外授權機制以增加營收等；此外，由隨時檢視自身企業之智財組合與市場相關產

品，便可能發現哪些企業正在無償使用自身企業的智慧財產，侵害相關合法權利，

蠶食原應由自身享有之市場，間接降低自身之競爭優勢，亦可將其列為談判籌碼利

器，達到制裁或增財的兩手策略。 

完善管理智慧財產組合過程不僅需要根據經驗，亦須隨時關注產業資訊、相關

法律和司法發展；此外，培養與充實一群具有能夠設身處地、揣摩通透、洞見表

裡、審時度勢與評估狀態之能力與智慧，且能夠適時考量各該利害關係人之實際需

求的智財團隊，為企業所不可或缺。 

值得注意者，儘管本文欲探討之企業智財策略管理議題，在國際學術領域之間

已得到一定程度之研究，亦引起不少國際大型企業的關注和應用，許多國際大型企

業紛紛以不同方式導入智財管理之時，智財管理對國際上規模較小和絕大多數的國

內企業而言，仍然是相對新穎且陌生之概念，獲得之關注亦非常有限，導致這些企

業大多遠遠低估妥善保護、管理與應用智財組合，可對企業經營帶來之幫助，或忽

略若未積極研擬自身企業所適用之智財策略，可能面臨之風險與威脅；此想法如同

對專業人才不重視一般，將任何智財相關支出皆視為不必要的成本，遑論進一步編

列其他智財策略管理與應用之經費與資源。無獨有偶，國內碩博士學位論文與智財

文獻大多係著重法令、訴訟與布局，對後續之智財策略管理與各種可能應用，亦著

墨甚少，於近5年出版者，更是屈指可數15。 

                                                        
15 本文作者於2017年1月8日，利用台灣博碩士論文系統檢索時，以學位論文名稱具有智慧財產

相關關鍵字，生成如：("智慧財產".ti or "智財".ti or "專利".ti or "商標".ti or "著作權".ti or "營
業秘密".ti)的檢索式，共計3451筆，以企業經營相關關鍵字限縮，例如and ("事業".ti or "企業

".ti) and ("經營".ti or "營運".ti or "運營".ti)，共計11筆，約智慧財產相關學位論文的千分之

3，5年內出版的有6筆，若進一步以策略或管理界定，例如and ("策略".ti or "管理".ti)，則共

計5筆，不及千分之1.5，屬於5年內出版的僅有「林芳瀅，企業經營模式對專利策略及專利

組織調整之研究──以Z公司為例，2015年，元智大學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及「高嘉霙，個

案研究智財策略管理與企業經營，2013年，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等兩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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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著眼智財策略管理之資訊及態度 

正如同吾人學習歷史之目的一般，藉由過去發生之成功與失敗案例，經由研究

分析及抽絲剝繭後，而得其原因，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方能培養鑑往知來之知識

基礎，與鍛鍊獨立思辨之能力技巧。進行策略管理的過程，難免涉及不同層級的

「人」與「事」，尤其在今日瞬息萬變的商業環境，展望性管理資訊（prospective 

managerial information）往往難以直接取得，多數外部調研機構和諮詢顧問所能夠

提供之服務與建議，亦僅係單純利用過往資訊，以時勢狀態皆不變或穩定為前提，

給予企業規劃未來策略之方向；然而，此前提的限制即隱含該策略建議僅於競爭環

境未產生明顯改變時可行，但在資訊洪流且傳遞便捷的今日，一旦競爭者興起或趨

勢轉向，則企業恐將面臨空前危機，即便過去曾為一方霸主之國際企業，亦可能就

此衰敗陣亡。 

若能將企業內部產出（corporate generated content）或由外部取得的各類原始資

料（ raw data），初步先整理為資訊（ information），再加以精要為有用的情報

（ intelligence），建立整體商業環境與交易過程，涉及敵我情報間彼此關聯與因

果 ， 進 而 內 化 為 可 供 經 營 管 理 階 層 ， 擬 訂 商 業 策 略 和 智 財 管 理 之 知 識

（knowledge），對於企業整體發展所能夠帶來之價值自然是不言可喻16。 

考量各個企業所屬產業、規模、特性、文化背景與所適用之法令規劃，皆未必

相同，欲達成適當的策略規劃，所需要的不再僅止於設身處地對企業資訊進行理

解，無差別性的套用過往類似且可行的策略；尚須具備揣摩通透、知悉各種策略間

之異同與策略性調整並套用適當策略之能力。因此，單憑一己之力往往僅足以達到

「通」的程度，透過與相關領域內專家討論，並且多方面了解相關資訊，方能夠接

近「透」的程度。 

除了設身處地與揣摩通透的能力，企業欲成功進行智財策略管理，團隊亦須培

養洞見「表」「裡」之思考技巧，方能夠從各類資訊與情報，分析出其隱含而未直

接呈現之訊息。舉例而言，企業選擇將擁有之智財組合，移轉或登記於海外子公司

或關係企業後，再透過適當之授權機制，供實際營運之事業體使用，企業所圖的除

                                                        
16 Adi Ignatius, Strategy’s Minefield, 93(3) HARV. BUS. REV. 1, 1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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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達到合法節稅目的，同時亦使競爭者不易察覺該智財組合之實際歸屬，對於高

度競爭之產業和技術領域，透過妥適分散智財組合歸屬，或可降低競爭者之戒心，

甚至可能獲得相關智慧財產收購或取得授權要約，進而發現他人之使用證據

（evidence of use, EoU），作為談判或訴訟之籌碼。 

於不利之競爭環境，尚能扭轉局勢，並創造趨勢，且仍舊永續維持的「逆天

型」企業，歷史上並不多見；因此，培養能夠審「時」度「勢」與具有客觀評估

「狀態」能力之智財團隊，係企業所不可或缺。企業進行智財策略管理，多數係為

提升與保護其獲利與競爭力，即便表面看似慈善或無企圖之舉動，通常係基於相關

資產經完整評估後，認為可能對企業帶來之利益或產生之威脅已降低，亦或是考量

在有限資源下，其他資產能產生較高之使用、交換或防禦價值，此亦再次突顯出團

隊應具備洞見表裡能力之重要性。 

如前所述，策略經營與智財管理過程，難免會涉及從企業經營管理階層、智財

團隊、研發人員、技術幕僚、外部顧問與各該利害關係人，而「人」雖然貴為企業

最重要之資產，卻亦能夠對企業造成最大的風險及威脅。因此，縱使維護企業透過

策略智財管理所提升之優勢有其重要性；然而，針對不同層級與不同領域之人，必

須考量個別思維邏輯與在乎之事項皆不盡相同，而給予適當與合理對待，否則即便

策略再完美，且執行團隊亦具有充分設身處地、揣摩通透、洞見表裡、審時度勢與

評估狀態之能力與智慧，卻仍可能不見執行成效，甚至將直接或間接的迫使相關人

等投奔敵營或他人，對企業造成重大而無法彌補之損失與威脅等反效果。 

肆、策略與策略管理之基礎意涵與面向 

首先，企業經營是企業透過管理活動與資源之密切配合，充分運用規劃、組

織、用人、領導、控制等管理活動，使人力、物力、時間、金錢、市場、方法等資

源投入以後，得到妥善且最佳利用；經過研發、採購、生產、品管、財務、法務、

公關、行政等各個使企業正常營運不可或缺的功能部門，使投入資源有效轉化為有

價值產出，並相較於競爭者產品或服務，更能滿足消費者需求。企業由此獲得可觀

利益，而可以繼續投入資源、提升員工待遇、給予投資人股利，藉此創造企業經營

者、員工、投資人、消費者多方皆贏的局面，此循環實是好的企業經營應該歷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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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 

欲使價值能夠有效率（efficient）與有效能（effective）的於經營循環中被創

造，妥適合理的使命擬訂（經營理念）、正確完善的策略規劃（經營策略）、強而

有力的管理執行（策略管理）、互動良好的組織行為（組織管理），在注入於功能

部門作用之過程中，缺一不可，否則可能導致員工不滿、管理不當、發展方向錯

誤、產品或服務不佳等諸多問題，遑論消費者滿意或良好營運績效17。 

「策略」和「策略管理」皆為吾人時常聽聞之詞彙，且將其隨時掛在嘴邊的企

業經營管理階層亦在所多見，但能夠完全了解其意涵者，卻寥寥無幾，原因或許在

於策略所涉及層次及複雜度較高；換言之，若將其層次暫時降低並融入日常生活，

則將較為容易為吾人所體會。 

舉例而言，全家欲於半年後進行3天2夜旅遊，事先至少對於去哪些景點、造訪

順序為何、預訂住宿及可能用餐地點，選擇交通工具及路線規劃等，必須取得相關

資訊，有了計畫之後，尚要估算可能花費，檢討預算來源、準備需要之物品、安排

假期等；否則可能發生準備出遊時卻無充分預算或無法請假、抵達目的地後才發現

景點尚未開放、選擇錯誤路線造成時間耽擱、臨時無空房或適當餐廳，導致乘興而

來，敗興而歸之結果。 

值得一提者，不論計畫再周詳，計畫永遠存在趕不上變化之風險，因此「看事

辦事」進行危機處理，並將危機化為轉機的能力仍然相當重要；然而，欲使危機處

理能力能有效發揮作用，先決條件為事前周詳之計畫，欠缺妥善計畫將會導致處處

是危機，再遇上變化來臨時，自然手足無措，而無法從容以對。 

所以，到底何謂策略？一言以蔽之，策略係「決策者對未來或現行計畫作決

定，或對未來或現行計畫提供指引方向的一組有價值之前提18」，其核心概念即係

在決策程序過程，遵循組織（國家、企業、家庭）存在或進行特定事件的理由，以

設定可為或不可為之限制，選擇目前或未來期待進行的各種事件，並且做出取捨

（trade off），再根據自身的定位，量身打造整套連續且具有關聯的目標活動與所

包括之目的事項，復進行相關決策（decision）19，策略管理則是圍繞於策略的規

                                                        
17 戴國良，策略管理——策略分析與本土個案實務，2010年，3-4、11-52、133-134頁。 
18 唐彥博、張甫任，策略管理，2011年，4-5頁。 
19 See Michael Porter, What Is Strategy?, 74(6) HARV. BUS. REV. 61, 61-78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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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執行與控制整體的「程序」，以確保目的（ objective）得以做到、目標

（goal）得以達成、願景（vision）得以實現、使命（mission）得以成就。 

了解「策略」和「策略管理」，接踵而來的「決策」、「目的」、「目標」、

「願景」、「使命」等貌似相似卻又模糊的概念為何？甚者，此些與「策略」和

「策略管理」之關聯又應如何理解？此或許係造成策略與策略管理不易被理解之另

一原因。就層次而言，方向由上到下為始於「使命」、終於「決策」之金字塔，為

求方便理解，本文暫時將此金字塔倒置進行說明。決策是為在特定限制下完成特定

目的所為之取捨；而多個目的之集合則是為達成特定目標所完成之任務；此目標必

需係基於實現願景，進行之明確可行，且可依照時程，分為短、中、長期之重要事

件；願景則是決策者內心，具有驅動力之願望，且願意投入資源，並付諸實踐與追

求，帶領組織陸續達到之境界；當然，此願景不應背離於組織存在之核心價值──

組織之使命。 

簡言之，使命必須對組織具有驅動力，而驅動力來源為願景，為了達成願景，

需設定具關聯性的階段目標，並對該目標以降之各個目的做出決策；策略在其中所

伴演之角色，則是在不違背組織設定之使命與願景的前提，以最大的彈性，進行動

態擬訂與調整為達到目標所須採取之具體行動，而策略管理則著眼於該具體行動從

擬訂至完全之程序。 

套用到上述計畫家人出遊之例子，若將其暫時獨立視為是單一使命、單一願

景、單一目標之策略，儲存之預算與預留之假期即為投入之資源，而景點、住宿、

用餐、交通選擇即為該策略規劃內部多個目的下之決策，於各決策當中，與家人商

量與妥協即為擬訂策略難以避免之取捨，實際出遊並確保家人安全及盡興，即為達

成此策略目標所需之策略管理。當然，國家政經與商業活動所涉策略鮮少僅具有單

一願景和單一目標，而為完成特定目標所做的各個目的事項決策，甚至可能造成願

景間產生衝突，即便日常生活亦如是，將上述單純的家人出遊融入至完整家庭生

活，家庭生活之使命例如是使全家人幸福快樂，此使命以降的願景，包括相處愉

悅、身體健康、經濟寛裕、心靈滿足等，而家人出遊則可歸類為相處愉悅與心靈滿

足此二願景下之共同目標，但為達成此目標所投入之資源，卻可能導致經濟寛裕願

景較晚實現，此時全家人則須進行利弊分析，充分討論以設定各願景之優先性，並

做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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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策略之意涵，並知悉策略當中所涉事件之層級後，組織（本文以下將採用

「企業」作為探討核心）即須善用策略思考，來訂定策略；應注意者，雖然策略思

考未必具有固定，而能夠一體適用的作法，但有若干要領和準則，若熟悉策略思考

要領，有助於策略分析、規劃、執行與控制，此些要領不外乎是審時度勢、綜觀全

局、知己知彼、洞悉人性、精算機率等20。管理學領域提供了許多可用於輔助掌握

此些要領之分析工具，諸如應用PEST分析21能夠從不同面向觀察現在與未來，充分

應用五力分析22、SWOT分析23及BCG矩陣24有助於了解產業與市場及產品之態勢，

並進一步應用RBV分析25發現自身企業所具之核心能力與競爭優勢，用以決定適當

之策略模型，進而透過市場、技術、競爭、預算、獲利等不同面向的評估，精算各

種狀況可能發生之機率，以利於企業在合理風險之條件下，進行資源投入，並回收

報酬26。 

對於利害關係人而言，企業經營管理階層運用策略經營企業，究竟是將各事業

之使命「做了」、「做完」或「做好」，3種情況差距甚遠，因此策略才需要管

理！如前所述，策略管理圍繞策略規劃、執行與控制整體的程序。首先，於策略規

劃層次，企業經營管理階層應當依照企業之使命與願景，決定逐步完成之目標及可

能採取之策略，藉由不同工具進行外部與內部之環境分析，當存在多個目標時，則

                                                        
20 See JOHN TRIANTIS, NAVIGATING STRATEGIC DECISIONS: THE POWER OF SOUND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4-22 (2016); SIMON WOOTTON & TERRY HORNE, STRATEGIC THINKING: A STEP-BY-
STEP APPROACH TO STRATEGY AND LEADERSHIP 41-63 (2010). 

21 See BABETTE BENSOUSSAN & CRAIG FLEISHER, ANALYSIS WITHOUT PARALYSIS: 12 TOOLS TO 

MAKE BETTER STRATEGIC DECISIONS 187-96 (2012). 另參照戴國良，註17書，147-179頁。 
22 See BENSOUSSAN & FLEISHER, supra note 21, at 109-19; Michael Porter, The Five Competitive 

Forces That Shape Strategy, 86(1) HARV. BUS. REV. 78, 78-93 (2008). 另參照戴國良，註17書，

209-230頁。 
23 See BENSOUSSAN & FLEISHER, supra note 21, at 199-212. 另參照戴國良，註17書，180-185、

260-265頁。 
24 See BENSOUSSAN & FLEISHER, supra note 21, at 23-31, 147-57. 另參照戴國良，註17書，277-

278頁。 
25 See BENSOUSSAN & FLEISHER, supra note 21, at 204-12. 另參照戴國良，註17書，189-197、

266-267頁。 
26 C. K. Prahalad & Gary Hamel,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68(3) HARV. BUS. REV. 

79, 79-91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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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考量一般化策略27，和企業整體、事業部門與功能部門等不同策略層級所需之資

源，依優先性進行經營目標之設定與排序，復依照目標時程，分為短、中、長期做

出相對應之營運規劃；在策略執行階段，企業經營管理階層至少應考量為能達成企

業目標與營運規劃，既有企業組織是否尚需要注入不同的企業文化元素，甚或進行

適當的組織改造，並依照營運規劃之時程對各面向績效進行評估；於策略控制階

段，前階段之評估結果一方面可作為人員考核的依據，最重要的更包括驗證與比較

相關作為對經營目標的達成，是否為有效率與有效能，若為肯定則應維持與觀察，

反之則有必要即時且持續進行調整與改善，以確保企業能保有持久性競爭優勢28。 

對大部分企業而言，所謂策略管理至今仍多著重於「產銷人發財資」等6管理

層面：「產」指生產與作業管理（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強調生

產是透過轉換過程，將各種投入資源轉換成最終產品或服務的過程；「銷」指行銷

管理（marketing management），目的在於發掘消費者實質或潛在需求，透過各種

適當手段加以滿足該需求的過程；「人」指人力資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功能在於配合企業各項策略及各項作業的需要，適時提供適質且適

量的人力；「發」一般指研究發展管理（research & development management），亦

或稱為科技管理（technology management），作用為配合企業的策略需求，維持企

業的產品及製程在一定水準之上，以求提升企業競爭力；「財」顧名思義係指財務

管理（finance management），企業經營管理階層與利害關係人，快速概略了解企業

經營成效所倚賴之部分，並且配合企業各項業務發展需要，將風險控制在可承受範

圍，找尋適當的資金來源，以最低資金成本，來滿足企業資金需求；而「資」則是

資訊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為配合近年資訊技術的快速發展，大部分企

業皆陸續建置企業資訊系統，提供企業各階層所需的資訊，以支援內部作業、輔助

決策制定，亦或透過網路及資訊分享相關機制以連結上、下游的供應商、通路與顧

客，進而提升企業之作業效率，並追求提昇企業的競爭優勢29。 

不可忽略者，隨著商業競爭越來越激烈，且資訊傳遞成本在網路時代趨近於

                                                        
27 See BENSOUSSAN & FLEISHER, supra note 21, at 199-212. 另參照戴國良，註17書，198-208頁。 
28 See CHARLES HILL ET AL., STRATEGIC MANAGEMENT: THEORY: AN INTEGRATED APPROACH 4-17, 

359-65 (2014); JOHN PARNELL, STRATEGIC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247-351 (2013). 
29 張緯良，企業概論：掌握本質創造優勢，2015年，156-3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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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造成競爭者於發現特定產品或服務，對於市場參與者具有吸引力時，便能夠快

速模仿，甚至是學習企業商業模式與策略30，引起部分企業警覺除了須妥善進行科

技管理，以便維持企業產品、製程和服務，皆具有相當水準，其更急迫的是需要一

套使競爭者難以模仿和學習的策略，而透過智慧財產和相應的競爭策略，即為適當

管道；然而，多數企業對企業經營的策略管理，目前仍僅著重於前述的「產銷人發

財資」等6層面，而忽略了智慧財產和相應策略，實為美中之不足。 

伍、智慧財產與智財策略管理對企業經營之重要性 

相關文獻有若干針對智慧財產及對於其企業之重要性，有所著墨；其中，較為

有趣者係曾經有學者將智慧財產比喻為宇宙之「暗物質31」，該篇文章假設性將專

利、營業秘密、商標、專有技術、著作、研發成果等各種與智慧財產具有關聯性之

企業資產，直接或間接對企業產品或服務所帶來之價值，暫時從所有商業交易抽離

並排除，以探討此種假設對於合理解讀貿易餘額時，將會造成之誤導及誤判，進而

將規模放大至此舉對國際經貿之影響，藉以彰顯智慧財產之重要32。另有其他學者

則進一步為文將暗物質之多樣性與智慧財產的多元性進行類比，內涵略為藉由暗物

質雖存在宇宙中，且對於各種宇宙間作用具有重要性，但卻難以確知其樣貌，類比

為如同智慧財產之於企業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縱使看似無形，卻對提升企業之價

值有重要功能33。 

                                                        
30 See Barry Newstead & Laura Lanzerotti, Can You Open-Source Your Strategy?, 88(10) HARV. BUS. 

REV. 31, 32 (2010). 
31 See general Bogdan A. Dobrescu & Don Lincoln, Mystery of the Hidden Cosmos, 313(1) 

SCIENTIFIC AMERICAN 32, 32-39 (2015).（暗物質以許多種不同型態存在，占宇宙總質量約

25%，能用以解釋宇宙星系團中星系的超高速運動、兩星系團碰撞造成的物質分布，及遙遠

星系的光偏折。） 
32 See general Ricardo Hausmann & Federico Sturzenegger, U.S. and Global Imbalances: Can Dark 

Matter Prevent a Big Bang?, Working Paper,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3,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cid.harvard.edu/cidpublications/darkmatter_ 051130.pdf 
(last visited Mar. 10, 2017). 

33 See Lily Kahng, The Taxation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66 FLA. L. REV. 2229, 223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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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允許企業於一定時間和範圍，取得避免競爭者模仿之空間，惟其之所

以具有可能實質壟斷市場的功能，不應被理解為取得智慧財產即等於擁有市場專屬

權，毋寧即係排除他人之權利；職是之故，企業如何進行智財布局、訴訟、授權與

交易，或知識及技術相關之企業併購與策略聯盟等，以使直接和間接取得的智慧財

產，能夠有效率與有效能的被利用，即為「智財策略管理」應關注的重要課題，唯

有妥善的進行，始可能為企業提升競爭優勢。 

套用前述對於不同面向策略管理之模板，智財策略管理（strategic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即係透過智慧財產權，取得保護、管理、應用企業產出之成

果，以允許企業在高度競爭的商業環境，能持續保有並提升產業競爭力之方法34；

然而，看似如此淺顯之概念，產業間對此議題的關注程度及相關之執行成果，相較

於對其他策略管理層面而言，卻是令人相當失望的。 

此外，前所提及PEST分析、五力分析、SWOT分析及BCG矩陣、RBV分析等策

略管理工具，目前似乎皆僅侷限於企業其他面向之分析，尚無專研於策略管理者，

針對智財策略管理發展新的理論架構，或將既有架構應用於此領域。由本文作者對

上述工具有限的理解，初步認為BCG矩陣為此中較為適合應用至智財策略管理之工

具，並將套用後之BCG矩陣，繪示如下表： 

                                                        
34 See Markus Reitzig,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45(3) MIT SLOAN MGMT. 

REV. 35, 35-40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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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問 題 智 財 組 合  

進行策略性評估： 
之後在自身企業有潛力為金牛智財組合

者，加碼投資使之先成為明星智財組合

在競業有潛力，出售或選擇其適當智財

組合交互授權。 
在他領域企業有潛力，出售或尋求跨領

域合作機會。 

 明 星 智 財 組 合  

進行策略性評估： 
在自身企業加碼投資，觀察市場及其他

企業動態。 
在他領域企業有潛力，尋求跨領域合作

機會。 

低 

 敗 家 智 財 組 合  

進行策略性評估： 
在競業有潛力，出售或選擇其適當智財

組合交互授權。 
在他領域企業有潛力，出售或尋求跨領

域合作機會。 
已無潛力，不繼續維持權利。 

 金 牛 智 財 組 合  

進行策略性評估： 
在自身企業穩定投資，觀察市場及其他

企業動態。 
在他領域企業有潛力，尋求跨領域合作

機會。 

 低 高 

 
 

表 BCG矩陣於智財策略管理之應用 

造成企業智財策略管理至今被大多數企業忽略之主要原因，本文作者認為一方

面源於在進行智財布局與管理之過程，企業需要做出相當份量之支出，二方面執行

之結果又未必能立竿見影，而導致企業經營管理階層排斥外；另一可能的原因，毋

寧為企業在猶豫是否導入智財策略管理時，不免會考量，早在智財布局與管理之概

念出現前，絲毫未倚賴智慧財產加持，經營成果非常耀眼之企業，亦多有所見，遂

認為自身企業自然能夠加以複製，並模仿所謂「成功方程式」，而沒必要立即引進

一套看起來虛實不明、程序繁複，且必然會提升成本之智財布局與管理策略，亦期

待得到與以往成功案例相當之回報。 

暫且不論選擇完全忽略策略性進行智財布局與管理之企業，但對於（曾經）有

心將智財策略管理納入整體經營策略進行整合性評估者，為何往往無疾而終，而將

技術領域版圖相對占有率 

技
術
領
域
成
長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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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交付於技術或法務部門？本文作者認為，部分因素可能係「智財策略管理」一

詞，與前述有關於對策略和策略管理，所提及的各項概念之特性相似，即其本身如

藝術般，具有高度抽象性，適當形容正如同當代著名藝術大師Georgia O’Keeffe曾說

過的「我不知道何謂藝術，但我看到就知道什麼不是屬於藝術的事物。（I don’t 

know what Art is but I know some things it isn’t when I see them.）」35。此或許可解釋

即便少部分依稀了解智財布局與管理，對於企業永續經營並維持競爭力，具有一定

必要性之企業，基於未對於企業智財策略管理具備充分認知，而無法明辨相關訊息

正確性，僅能停留在廣泛知悉及採納的部分內涵，而侷限於認定智慧財產即為專利

之階段，即智財布局當然等同於申請大量專利，智財管理則相對的僅代表著準時繳

納專利年費和嘗試提起專利訴訟。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除了智財策略管理概念如同其他策略管理不易理解外，另一方面亦可歸咎於多

數智財相關的公開資訊，大多是集中於專利申請量、專利訴訟、專利蟑螂等，此導

致企業經營者透過所可能接觸到之訊息，皆顯示出智慧財產權等於專利，而無須藉

由其它作為強化之，且具有的功能除了能夠象徵性保護智慧財產、提高產品與服務

之價格，及用以進行訴訟，亦不具其他的可能性，遂忽略專利交易與授權及專利管

理之重要性，甚至誤解如營業秘密、商標、著作權、積體電路之電路布局等其他智

慧財產種類，與其企業不具任何關聯，亦或僅有不顯著之幫助，故毋須多加了解，

遑論思考或導入如何妥善的使智財策略管理與企業經營間進行密切互動之可能性，

導致企業喪失原本藉由智財策略管理，可能提升之競爭力與經營之彈性。 

即便如此，企業仍應透過建置內部智財團隊和委外取得適當協助，相關團隊亦

應充分了解智財管理策略於企業經營層次，所欲達成之目標，並向其他團隊說明與

提供策略性之協助。倘若企業最終係於充分了解與評估之後，基於成本、過往經

驗、有效性或其他因素，故決定暫時不於整體企業整體策略管理中，導入企業智財

策略管理，此種狀況即便是能力再高深、經驗再豐富之專家，亦無能為力；然而，

假設企業係單純因為資訊不充分、礙於概念不容易了解、不確定應如何應用，而忽

略智財策略管理之重要性，此現象實非為本文作者所樂見，亦對於因而受影響之企

業甚感惋惜。 

                                                        
35 George O’Keeffe, Quote of George O’Keeffe, AZ Quote, available at http://www.azquotes.com/ 
 quote/1156005 (last visited May 1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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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者，成功經營企業需要的雖然不僅是智財策略管理，尚有賴其他部門

於相關決策，運用適當策略管理的加乘與配合，惟充分的善用智慧財產保護與管理

策略，絕對是企業邁向成功的過程中所不可或缺。智慧財產之於企業有如城堡之高

牆與護城河，其可以阻擋或延遲競爭者之侵犯。微軟公司創辦人比爾蓋茲於2004年

曾提出：「企業高層單純了解其企業和所處產業相關之智財議題，已不足夠，尚須

具備處理相關問題之專業技能；……不僅是法務部門之責任，企業高層必須有能力

規劃充分利用智慧財產，提升企業價值之策略，以利企業成長、促進創新與增加和

其他企業合作機會36」。 

針對此議題以觀，若稱比爾蓋茲屬於確實知悉商業環境與有效體認趨勢發展，

能夠於10餘年前即充分的體認智慧財產對於企業永續經營之重要性，並願意投入所

需資源之企業經理人，應屬允當。 

可惜的是，縱使其不遺餘力的於相關場合倡導相關議題，大多數企業之經理管

理階層仍然僅選擇關注不斷的創新與使用成果，無視智財管理為企業策略之元素，

而忽略了身為上位者，有權利也有義務帶領團隊，正確的進行智財策略管理之擬

定，而非僅單純的依賴貌似為企業成本中心之技術或法務此二部門設法處理37，毋

寧應體認企業之所以能夠藉由智慧財產創造價值與降低風險，並非單純的技術或法

律議題，自然不應將相關權責侷限於此二部門。 

欠缺企業經理管理階層結合智財策略管理進行整合性的策略規劃，將會導致企

業可能進行之策略活動的彈性大幅降低；反面言之，若企業願意妥善的透過智慧財

產與智財策略管理之應用，輔助其規劃企業經營策略，將會使企業提升獲致高度成

功之可能！ 

                                                        
36 See Chief Executive, Tak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riously – There’s more at stake at protecting 

and selling your IP than you may think, Nov. 1, 2004, available at http://chiefexecutive.net/taking-
intellectual-property-seriously/ (last visited Mar. 9, 2017). 

37 See William Fisher & Felix Oberholzer-Gee,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 An 
Integrated Approach, 55(4) CALIF. MGMT. REV. 157, 157-58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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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小 結 

企業經營單純倚賴傳統的企業策略管理面向，欲於現今產業環境競爭，已然有

所不足。從技術或各式各樣成果產出，到將產品與服務引進市場並等待其發酵，至

實際為企業帶來商業利益，並非一蹴可幾；相關契約與訴訟會涉及之層面及複雜

度，亦非單獨由法務部門即能夠完全掌握。因此，即使智財策略管理無法使企業在

短期，即明確的感受到究竟如何利用與管理，使智慧財產產生價值，但透過智財團

隊統合各相關部門通力合作，便有可能協助企業提升價值，且智財策略管理經過首

次完整導入與整合後，成果必將實現，且未來僅須不斷順應潮流，進行適當修改與

調整。換言之，若企業經營管理階層願意嘗試在傳統「產銷人發財資」等6策略管

理層面外，進一步的充分融入智財策略管理，與企業整體的企業經營管理，將能夠

使企業整體策略臻於健全，而更接近十全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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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行專訴第31號判決 

裁判要旨 

 

 

【專利法】 
【裁判日期】105年9月1日 

【裁判事由】發明專利申請 

【裁判要旨】 

系爭專利申請案說明書未違反審定時專利法第26條第1項之規定，且系爭專利

申請案請求項1至7未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2項之規定。原處分以系爭專利申請案違

反審定時專利法第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作成不予專利之審定，於法尚有未合，

訴願決定未及糾正，而維持原處分，亦非妥適，原告據此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

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惟因被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時陳稱：在審查意見通知函有

提到，因系爭專利申請案無法克服專利法第26條的問題，除專利法第26條第1項及

第2項問題外，無法進行後續的檢索工作，故是否還有其他問題就沒有去審查等語

（見本院卷第141頁第1至4行），核與被告103年7月9日審查意見通知函所載相符

（原申請卷二第249至250頁），職是，因系爭專利申請案是否符合專利申請要件，

或有無其他不應准予之理由，仍待被告審查，故本件未達本院可為特定行政處分內

容。參諸憲法上權力分立原則，核准或核駁系爭專利申請案之處分，應由被告先為

第一次判斷，藉由行政之自我控制，作為司法審查前之先行程序。是本件事證未臻

明確，有待發回審查，俟被告依本院上揭之法律見解，再為審查裁量，本院不得遽

予為之。準此，原告請求被告應就系爭專利申請案作成准予專利之處分部分，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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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行商訴字第18號判決  

 

 

【商標法】 
【裁判日期】106年10月25日 

【裁判事由】商標異議 

【裁判要旨】 

一、據爭商標為著名商標：(一)據爭商標之外文「TAIPEI」、中文「台北」及

數字「101」雖為普通習見之文字，但據爭商標為文字與數字之組合，並與其所使

用及註冊之百貨公司、購物中心、電信傳輸等相關服務無關聯性，消費者仍會將其

視為指示及區別來源之標識，而具識別性。又台北101大樓於93年間完工落成，時

為世界最高大樓，並成為世界新地標建築，廣泛為全球各地人民所知悉，每年均有

多數國內外旅客爭相參訪，為世界知名地標及觀光景點；大樓內並設有購物中心、

觀景台及辦公大樓，由國內外一流知名企業進駐，已成為國內重要商圈；加以參加

人透過台北101大樓建築的外觀、高度及樓層之特色，與各項商業活動相連結，廣

泛將據爭商標使用於百貨公司、購物中心之商品與服務，且設置專屬網站「www. 

taipei-101.com.tw」介紹台北101大樓各種設施及各項服務，並自90年起陸續以據爭

商標圖樣指定使用於衣服、皮包、背包、百貨公司、超級市場、購物中心、電信傳

輸等各類相關商品及服務，申請註冊，並取得註冊第00162920等百餘件「TAIPEI 

101」、「台北 101」、「Taipei101.com」、「101設計圖」等商標註冊，據爭商標

使用廣泛、多元，且行之有年，有多角化經營之實，為相關消費者所矚目，足以為

我國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所普遍知悉，其為著名商標無疑。(二)原告雖主張據爭商標

之著名範圍應僅限於「101大樓建築物本身」，而及於特定之商品或服務。惟如前

所述，台北101購物中心，於開幕之初，即受全國人民矚目而廣為我國民眾週知，

名聲更遠播國外，此觀101年6月9日、102年2月21日蘋果日報美國影星湯姆克魯斯

之妻凱蒂荷姆斯，及日本名歌手安室奈美惠至台北101購物中心購物之報導即明；

佐以101年7月26日蘋果日報報導台北101購物中心今年業績衝百億元、103年8月5日

中時電子報報導參加人與日本東京晴空塔舉辦攝影展，聯合境外百貨打跨國吸客

戰、94年9月7日大紀元報導珠寶品牌PIAGET進駐台北101購物中心、106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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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NEWS新聞雲報導蘋果直營店於台北101開幕、103年9月4日ETNEWS新聞雲報導

韓國衣戀集團來台北101購物中心設櫃，請韓國知名偶像Super Junior-M及f(x)團體造

勢代言，足徵據爭商標已長期使用於所提供之購物中心及百貨公司，並經各大媒體

廣泛宣傳，為相關消費者所知悉，而達著名程度，非僅止於101建築物本身而已。 

二、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為高度近似商標：(一)商標之功能主要在於指示商品

或服務的來源，而以之與他人的商品或服務相區別，只要商標整體具有識別性，即

具備商標功能，聲明專用制度，僅係於審查程序就可能發生商標權爭議的情形，預

作防範之行政措施，註冊商標是否就特定事項聲明專用，並非日後判斷該事項是否

具識別性之依據。準此，判斷兩商標是否近似時，圖樣「101」部分雖聲明專用，

仍應就該聲明專用之部分，進行整體觀察比對，並綜合各項因素，判斷是否有致相

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又判斷商標近似，以商標圖樣整體為觀察；但商品或服務

之消費者所關注寓目印象或者事後留存其印象之顯著部分即屬主要部分，主要部分

觀察方法與整體觀察並非牴觸對立，主要部分最終仍是影響商標給予商品或服務之

消費者的整體印象，殊不得執在判斷商標近似上以主要部分觀察方法之說明，質疑

其非以商標圖樣整體為觀察（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703號判決參照）。(二)

系爭商標係由數字「101」及中文「名品會」3字，由左至右依序排列所組成，其中

數字「101」係以粗字體呈現，雖於數字「0」之圓圈中間空洞部分加入實心圓形圖

案，但「101」所呈現之比例一致，並未有凸顯任一數字之態樣呈現，就消費者觀

察之認知上，未有特別之識別性，系爭商標數字部分仍予消費者留下數字10之印

象；至置於「101」數字後之中文「名品會」3字則予人為傳達有關名品聚集之意

涵，用於指定服務上識別性弱，系爭商標整體觀察，以起首粗字體設計之數字

「101」於外觀較為醒目，為消費者辨識來源之主要部分；而據爭商標亦為數字

「101」與中英文「台北」、「TAIPEI」或101建築體圖型組合而成，如前所述，據

爭商標已為相關消費者所熟知，尤其「101」更是消費者耳孰能詳之表徵，縱據爭

商標於申請註冊時，聲明專用，但參照前開說明，「101」仍為據爭商標整體之顯

著部分，不因聲明專用而受影響。系爭商標與據爭商標之顯著部分均為數字

「101」，二者不論讀音、外觀均有相當程度雷同及相似之處，近似度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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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著訴字第54號判決  

 

 

【商標法】 
【裁判日期】106年12月24日 

【裁判事由】侵害著作權有關財產權爭議 

【裁判要旨】 

一、按著作人專有重製、公開傳輸其著作之權利，著作權法第22條第1項、第

26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或製版權者，

負損害賠償責任，同法第88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再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

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同自認，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二、被告自承：其以系爭網頁登載系爭著作等語（見本案卷第83頁），此亦為

兩造不爭執事項，已如前述，並有原告提出、被告不爭執其為真正之系爭網頁資料

附卷為證（見本案卷第8頁左側圖示、第17頁），故被告以系爭網頁之系爭照片登

載系爭著作之事實，應堪認定。 

三、原告主張：系爭著作係其委由訴外人莊崇賢攝影工作室所攝影等語，為被

告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並有原告提出被告不爭執其形式上為真正之「出資委託創

作合約書」影本及附件在卷可證（見本案卷第65、66頁），復經原告於言詞辯論時

提出被告不爭執其形式上真實性之底片一張為證（見本案卷第86頁筆錄、第91、92

頁勘驗照片），並徵諸通常僅有攝影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始能提出底片之經驗法

則，應認原告為系爭著作之著作權人無誤。 

四、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將原告所有之系爭著作重製於其系爭網頁，並上

傳至網際網路，自屬侵害原告之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而被告於系爭網頁登載系爭

著作，既非由被告自行創作，即可客觀預見使用系爭照片可能涉及著作權之問題，

故被告對於所使用系爭照片之著作財產權人為何人、有無取得合法使用權利等情，

自應予適當查證，以避免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始得謂已盡交易上具有通常知識

經驗之人，所應盡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如無法查證，即應放棄使用，不應貿然

加以使用而登載於系爭網頁。查被告雖抗辯：系爭網頁之系爭照片係下載自大陸網

站「圖行天下」，該網站並標示為「免費圖片」，因此被告並無故意或過失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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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查：原告提出被告不爭執其形式上真正之「圖行天下」版權聲明記載：「圖行天

下站內所有涉及作品及素材圖片由會員上傳而來，圖行天下不擁有此類素材圖片的

版權，本站所有資源僅供學習與參考，請勿用於商業用途，否則產生的一切後果將

由您自己承擔！圖行天下作為圖片網路服務提供者，對非法轉載、盜版行為的發生

不具備充分的監控能力」（見本案卷第67頁），業已明確警示其站內圖片之著作財

產權並非該站自己所有，且因該站無法監控所提供之下載圖片確均具合法來源，故

已警示侵權之可能性，甚至由其語氣，已能使下載者知悉該站所提供下載之圖片並

無合法授權，否則何以不能使用於商業用途？以上均已使下載者認知：不因免費下

載而排除侵權之可能性；事實上，正因免費下載，其侵權之可能性甚高，否則何人

願平白無故耗費心力製作圖片供人免費下載？況該版權聲明業已明示「請勿用於商

業用途」，被告仍將之登載於系爭網頁而用於商業用途，足認被告侵害原告對於系

爭著作之著作權，應有過失。 

五、又被告辯稱：其系爭網頁之系爭照片，標註有「杭州銳泰實驗設備有限公

司」字樣等語，縱屬真實，非但不能用以證明被告並無侵害系爭照片著作財產權之

故意或過失，反而能據以證明被告之過失，蓋因被告與「杭州銳泰實驗設備有限公

司」素無往來，且被告亦自承：系爭照片非自「杭州銳泰實驗設備有限公司」下載

等事實，故被告應能因此意識到其下載系爭照片並將之登載於系爭網頁等行為，應

具侵害系爭照片著作財產權之可能性。 

六、系爭照片縱標示「杭州銳泰實驗設備有限公司」，一般人即使留意到該標

示，應係認知系爭照片內容所示之器材為「杭州銳泰實驗設備有限公司」所有，是

否因此認知系爭照片之著作財產權人即為「杭州銳泰實驗設備有限公司」，不無可

疑。縱為肯定，惟經由大陸網站下載之照片，即使標示有某人或某公司之名稱，經

常仍為非法者，且經常另有真正著作財產權人等事實，為眾所周知之事，亦為被告

客觀上所能預見者，況被告並無任何向「杭州銳泰實驗設備有限公司」求證之舉，

即貿然下載系爭照片並登載於系爭網頁，益徵被告侵害原告之系爭著作，具有過

失。被告既不法侵害原告對系爭著作之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則原告請求被告負損

害賠償責任，於法有據。 

七、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智慧財產分署105年度上聲議字第217號處分書（影本

見本案卷第55至58頁被證二）雖對被告之法定代理人黃宗源不起訴處分確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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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無拘束民事訴訟之效力，又刑事判決所為事實之認定，

於獨立民事訴訟之裁判時，本不受其拘束，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

果，依自由心證，為與刑事判決相異之認定，不得謂為違法」，最高法院著有41年

台上字第1307號民事判例，可資參照，況該案告訴人即本件原告所提告訴之著作權

法刑事責任（包括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第92條），係以「故意」為要件，並無

處罰過失之規定，被告若無故意即不成罪，但本件原告訴訟標的之著作權法第88條

第1項前段「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或製版權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在被告欠缺故意之情形下，仍得因「過失」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故尚難因

上開不起訴處分而解免本件被告之過失損害賠償責任。 

八、原告於系爭著作之著作權頁面記載：「本圖片或影視素材由富爾特數位影

像股份有限公司發布並銷售，富爾特數位影像對網站中所有圖片與影視素材擁有相

應的合法著作權或銷售代理權。富爾特數位影像有權辦理本圖片或影視素材之使用

授權，如果您侵犯了本圖片或影視素材的著作權，富爾特數位影像有權依據著作權

侵權懲罰性賠償標準或最高達新台幣二百萬元的法定賠償標準，要求您賠償富爾特

數位影像的損失。富爾特數位影像保留未提及之所有權利，侵權必究」（見本案卷

第17頁原證四），非但並未表示係供不特定多數人「免費下載」，反而聲明其著作

權，並要求使用者辦理授權，自不得在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之情形下，擅自下載使

用。被告辯稱：縱非原告會員，任何人可自原告網站免費下載具「www.imagemore. 

com」字樣浮水印之系爭著作等語，縱或屬實，亦不表示下載具「www.imagemore. 

com」字樣浮水印之系爭著作並加以使用等行為當然即屬合法，蓋因在事實上、功

能上是否能下載，與是否有權下載，係屬二事，不能因原告並未採取未加入會員或

未經原告授權即不得下載之電腦科技功能，即忽視其上開頁面保留權利之聲明，亦

不能因此斷認原告必然同意任何人隨意下載使用。 

九、本件原告主張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2、3項及民法第216條規定決定賠償

額，本案原告確實不易證明實際因被告侵權之損害額等語（見本案卷第5頁背面、

第6頁正面）。按「依前項規定，如被害人不易證明其實際損害額，得請求法院依

侵害情節，在新台幣1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酌定賠償額。如損害行為屬故意且情節

重大者，賠償額得增至新台幣500萬元」，著作權法第88條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 

(一)本件原告既無法證明被告明知系爭著作之著作財產權歸屬於原告而仍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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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以實其說，自應認被告僅有過失。 

(二)原告主張：「因眾多利用人為圖小利，捨合法授權管道不採，未經合法授

權利用原告著作，而須聘請專人查核網路上涉及未經合法授權利用之情形，並就可

疑照片逐一查核比對，耗費大量人力、時間、費用，並須逐案與涉及侵權之利用人

通知、協商，甚至個案提起訴訟」等語（見本案卷第6頁正面、第64頁正面），然

被告以外之他人，除非證明與本件被告具共同侵權行為，否則概與本件被告無關，

尚難以被告以外之他人行為，據以定被告之損害賠償額度。 

(三)兩造對於：原告於104年7月20日通知被告將系爭照片自系爭網頁中撤除，

被告當天即加以撤除，但先前已於系爭網頁登載1、2個月等事實，均不爭執（見本

案卷第83、84頁），故應堪認定，並應審酌該事實對原告所生之損害。 

(四)參酌原告所提之價格表（見本案卷第95頁），或有參考之餘地。 

(五)被告將系爭照片使用於被告之企業網站，但係作為插圖使用，並未因本件

侵權行為而直接獲得財產上利益。 

(六)綜上所述，並審酌系爭照片於系爭網頁使用之大小、比例、位置，並作為

插圖使用（見本案卷第8頁）等一切情狀，認原告本件請求損害賠償，於3萬元範圍

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過高，不應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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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委員會 
 

日  期 內  容 

8月7日 

上午十時假研發中心1108會議室，接待上海知識產權局交流團，本會由

吳冠賜理事長、洪澄文常務理事、秦建譜常務理事、廖鉦達常務理事、

王仁君秘書長、平謹榕副秘書長代表出席，會後安排於福華大飯店

蓬萊邨招待午宴。 

 

8月15日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於公會會議室召開編輯委員會2017年度第三次會議。

8月22日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假研發中心1108會議室召開發明實務委員會2017年發

明實務座談會，邀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三組林國塘組長進行交流座

談，討論主題為：「申請實務與審查基準」。 

會務動態與紀要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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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8月22日 
下午三時三十分於公會會議室召開企業智權管理實務委員會2017年度第

三次會議。 

8月25日 
上午九時三十分於公會會議室召開職前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

員2017年度第一次會議。 

8月25日 中午十一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2017年度第三次會議。 

9月19日～

9月20日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與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及

中華全國專利代理人協會於四川成都合辦「2017第十屆兩岸專利論

壇」，本會由林發立副理事長、秦建譜常務理事、廖鉦達常務理事、王

耀華副主任委員、陳政大副主任委員、洪陸麟委員、簡秀如委員等代表

出席。 

9月20日 

上午八時與中華全國代理人協會等一行，在第十屆兩岸專利論壇期間，

假太成賓館進行交流會談，廣泛就雙方業務現況及日後交流交換意見，

本會由林發立副理事長、秦建譜常務理事、廖鉦達常務理事、王耀華副

主任委員、陳政大副主任委員、洪陸麟委員、簡秀如委員等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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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9月22日 
上午九時二十分智慧財產法院舉辦106年度「智慧財產權相關訴訟議題

暨新興技術研討會」第4場次，由國立清華大學賴志煌教授擔任主講

人，本會由馮達發理事、盧建川監事報名參加。 

9月22日 

下午六時三十分假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貝塔廳201會議室，舉辦在職進

修系列講座第九場次，講題為：「台灣智慧財產發展與服務──挑戰與

機會」，由工業技術研究院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王鵬瑜主任擔任主講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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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9月22日 
中午十二時假萬國專利商標事務所召開設計專利實務委員會2017年度第

三次會議。 

9月27日 

下午二時假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探索館簡報室，由本會、科

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共同合辦「2017年企業智權管理實務座談

會──新竹場」，講題為：「企業跨國專利爭議管理」，由晴天智權工

作室創辦人劉致宏顧問擔任主講人。 

 

9月29日 

上午九時二十分假研發中心1103會議室，舉辦「台籍大陸專利代理人服

務組2017年秋季聯誼茶會」，當天共有60人出席參與本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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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0月5日 
上午九時三十分時於公會會議室，接待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美

國在台協會）Economic Officer Mr. Lossli，本會由王仁君秘書長代表出

席。 

10月18日 上午十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職前訓練委員會2017年度第二次會議。 

10月19日 
中午十二時十五分於公會會議室召開專利師在職進修委員會2017年度第

四次會議。 

10月20日 

下午六時三十分假國立成功大學力行校區社會科學院北棟2F實習法庭，

由本會、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及國立成功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及推廣

小組共同合辦在職進修系列講座第十場次，講題為：「最新專利審查基

準修正重點（舉發、更正、優惠期、進步性）」，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專利三組林國塘組長擔任主講人。 

 

10月20日 
上午九時十分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主辦，智慧財產法

院及本會、科技部、社團法人台灣法學會協辦「2017智慧財產權理論與

實務國際研討會」。 

10月25日 

下午六時三十分假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貝塔廳201會議室，舉辦在職進

修系列講座第十一場次，講題為：「專利審查品質管理-IP 5制度之分析

及TIPO制度之規劃」，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張仁平研究員擔任主講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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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0月25日 專利師季刊第三十一期出刊。 

10月27日 
中午十二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2017年度第四次會

議。 

10月30日 
下午三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企業智權管理實務委員會2017年度第四次會

議。 

11月1日 
中午十二時於寰瀛法律事務所701會議室召開國際事務委員會2017年度

第二次會議。 

11月3日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於公會會議室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2017年度第四次會

議。 

11月4日 

下午二時至二時三十分本會與法國商標專利律師協會CNCPI（French 
Trademark and Patent Attorney Association）於APAA年會期間進行會前

交流討論未來兩會建立固定交流互訪機制之相關事宜，本會由國際事務

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怡芳及副主任委員蘇建太代表出席。 

11月7日 

本會與英國專利師公會（CIPA）於Auckland APAA 2017年會期間，假

the restaurant Gusto舉行餐會，本次餐會係由CIPA宴請招待。本會由洪

澄文常務理事、周良吉理事、林景郁理事、祁明輝理事、宿希成理事暨

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盧建川監事暨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王仁君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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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長、林怡芳國際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蘇建太國際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涂綺玲專利師、王淑靜專利師、吳俊億專利師、吳爾軒專利師、

姚金梅專利師、童啟哲專利師、趙嘉文專利師、歐姿漣專利師、顏錦順

專利師、陳翠華專利師代表出席。 

11月14日 上午十二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編輯委員會2017年度第四次會議。 

11月20日 

下午六時三十分假國立交通大學臺北校區，舉辦在職進修系列講座第十

二場次暨第一次線上教學，講題為：「智慧財產訴訟有關法制面與程序

面之趨勢發展」，由司法院蔡惠如廳長擔任主講人。 

 

11月21日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假北平陶然亭餐廳召開日本事務委員會2017年度第三

次會議。 

11月23日 

下午六時三十分假研發中心1103會議室，由商標實務委員會主辦專題演

講、專利師在職進修委員會協辦，講題為：「智慧財產權實務講座──

商標訴訟實務與理論之交錯」，由智慧財產法院林洲富法官擔任主講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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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 中午十二時假工總十二樓第二會議室，召開第三屆第十次理監事會議。

 



 

 

《專利師》撰稿體例 

壹、正文 

一、文中段落號碼標寫格式順序為：壹、一、(一)、1.、(1)、A.、a. 

二、遇有數字時，以阿拉伯數字表示，例如：刑法第121條、民法第100條、86年台

上字第123號、釋字第100號。 

三、日期、年代呈現方式：以西元年呈現為主，除判決、函釋等例外。例如1996年

1月1日、86年台上字第123號。 

四、引用外文專有名詞、學術名詞，請翻譯成中文，文中第一次出現時附上原文即

可；如使用簡稱，第一次出現時使用全稱，並用括號說明簡稱，後續再出現時

得直接使用簡稱。例如：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五、圖片、表格分開標號，編號及標題，置於圖下、表上。 

六、引註號碼，除有特別用意外，統一置放於標點符號前。例如：……2。 

貳、引註 

一、引註以必要為限，引註應是已發表之文獻，引註未發表文獻應徵得相關著作權

人之同意。 

二、本刊採隨頁註（footnote）格式，引用同一著作，如緊接前引註時，則可使用

「同前註」；如其間隔有其他引註時，則以「作者名，註X書（文），XX頁」方

式呈現。 

三、來稿文章字數以5,000字至20,000字為宜（不含註解），引註總字數請勿超過全

文四分之一。 

四、大法官解釋、法條條文及行政函釋無需註明日期及出處，若非必要，請勿全文

摘錄。 



 

 

五、引註格式說明如下： 

(一)中、日文文獻 

1.專書 

作者名，書名，出版年，頁數。 

例如：顏吉承，專利說明書撰寫實務，2009年，117-118頁。 

2.專書論文 

作者名，篇名，收錄於書名，出版年，頁數。 

例如：陳佳麟，習知技術元件組合專利之均等論主張與習知技術抗辯

適用之研究，收錄於2003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

257頁。 

3.譯著 

原著，譯者，書名，出版年，頁數。 

例如：H. Maurer著，高家偉譯，行政法學總論，2002年，40-50頁。 

4.期刊論文 

作者名，篇名，期刊名，年月，卷期，頁數。 

例如：陳志清，企業與未實施專利實體之互動關係及因應策略（上），

專利師，2010年7月，2期，43-51頁。 

5.大法官解釋、法條 

例如：大法官釋字第645號解釋、專利法第44條。 

6.行政函釋 

例如：內政部(87)年台內地字第8673631號函。 

7.法院判決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552號判決。 

8.法院決議 

例如：最高法院91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二)其他外文文獻 

1.英文引註：請參The Bluebook引註格式。 

2.引用其他外文文獻，請依各國習慣，註明作者、論文或專書題目、論文

出處（如：期刊名、卷期數）、頁碼或邊碼。 

例如：Radbruch, Gustav, Rechtsphilosophie, 3. Aufl., S. 251. 



 

 

《專利師》徵稿簡則 

一、 本刊各專欄均歡迎投稿及提供資料。來稿請以中文撰稿，由左而右橫式打

字，篇幅請勿過長，專業論著每篇以5,000至20,000字為宜。請將稿件email
至：mail@twpaa.org.tw。 

二、 本刊自2017年7月第30期起，特增設「智慧財產案件審理制度研討專欄」，歡

迎產官學界專家學者針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相關制度，提出研討與建言，議

題包括但不限於針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及其施行細則施行九年來的相關議

題、現行智慧財產案件司法制度議題、智慧財產法規適用於訴訟過程之議

題、如何提升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效能議題、如何增進智慧局有效處理相關事

務議題、公眾利益與智慧財產權人利益衡量議題等等，請各界踴躍投稿，並

於投稿時註明投稿至「智慧財產案件審理制度研討專欄」。經由本刊審稿流

程通過後，本刊將優先以持續性方式於每期《專利師》以專欄形式刊出。 

三、 稿件初審： 
1. 稿件請附摘要（A4一頁為限），註明論文題目，300字左右，A4紙張由左至

右繕打，以word軟體製作（字體為標楷體14級），並需提供3至5個關鍵

字。此外，請提供以下資料：任職單位、職稱、通訊地址、白天聯絡電

話、手機、傳真、email。 
2. 來稿一經採用，請於接獲接受刊登信後三日內將定稿電子檔傳至上述電子

郵件信箱，以便排版作業。排版後之校對，由作者負責。 

四、 稿件如全部或主要部分已在其他刊物或將在其他刊物發表者，請勿投稿本

刊。一稿數投經查證屬實者，本刊得於二年內暫停接受該作者之投稿。 

五、 來稿一經刊登，文責由作者自負，本公會得多次利用。本刊編輯委員會得就

其著作重新編製紀念文集或彙集成冊及刊載於電子媒體；並得授權第三人使

用或授權予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

印、瀏覽等行為，並得為符合各資料庫之需求，為格式之修改。 

六、 投稿者欲撤回投稿時，若已完成編排作業者，需賠償本會損失，並經編輯委

員會同意後始得撤回。 



 

 

七、 來稿發表後由本刊贈送當期 1本；本刊稿酬為 12,000字內1字 1.2元，超過

12,000字部分每字0.6元，上限18,000元。 

八、 本季刊於每年1月25日、4月25日、7月25日、10月25日出刊，隨時歡迎產官學

界學者專家踴躍投稿，來稿一經審稿認為可以刊登，即依：(一)來稿先後順

序；及(二)審稿作業流程等因素而刊登於當期或下期《專利師》季刊。 

九、 本刊恕不接受翻譯著作。 

十、 聯絡資訊： 
1. 洽詢：02-2701-1990 分機：9 
2. 傳真：02-2701-0799   E-mail：mail@twpaa.org.tw 



 

 

 

 

《專利師》審稿辦法 

一、為建立本刊審稿制度，促進本刊文稿品質，特定本辦法。 

二、本刊採用雙向匿名審稿制，來稿由編輯委員會依稿件性質商請一或二名編輯

委員會委員或相關領域專家負責審稿。 

三、編輯委員會綜合審稿意見後，決定予以刊登、修改後刊登、修改後再送審、

或不予刊登。 

四、編輯委員會得視需要，就各期刊物設定主題，由各編輯委員選定各期主題，

並擔任當期主編。當期主編所邀稿件，得獨立審稿後逕為刊登。 

五、本辦法經編輯委員會修改通過後，自中華民國104年2月起實施。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ACaslonPro-Bold
    /ACaslonPro-BoldItalic
    /ACaslonPro-Italic
    /ACaslonPro-Regular
    /ACaslonPro-Semibold
    /ACaslonPro-SemiboldItalic
    /AdobeArabic-Bold
    /AdobeArabic-BoldItalic
    /AdobeArabic-Italic
    /AdobeArabic-Regular
    /AdobeFangsongStd-Regular
    /AdobeFanHeitiStd-Bold
    /AdobeGothicStd-Bold
    /AdobeHebrew-Bold
    /AdobeHebrew-BoldItalic
    /AdobeHebrew-Italic
    /AdobeHebrew-Regular
    /AdobeHeitiStd-Regular
    /AdobeKaitiStd-Regular
    /AdobeMingStd-Light
    /AdobeMyungjoStd-Medium
    /AdobeSongStd-Light
    /AGaramondPro-Bold
    /AGaramondPro-BoldItalic
    /AGaramondPro-Italic
    /AGaramondPro-Regular
    /AgencyFB-Bold
    /AgencyFB-Reg
    /Algerian
    /Arial-Black
    /Arial-BlackItalic
    /Arial-BoldItalicMT
    /Arial-BoldMT
    /Arial-ItalicMT
    /ArialMT
    /ArialNarrow
    /ArialNarrow-Bold
    /ArialNarrow-BoldItalic
    /ArialNarrow-Italic
    /ArialRoundedMTBold
    /ArialUnicodeMS
    /BaskOldFace
    /Batang
    /BatangChe
    /Bauhaus93
    /BellMT
    /BellMTBold
    /BellMTItalic
    /BerlinSansFB-Bold
    /BerlinSansFBDemi-Bold
    /BerlinSansFB-Reg
    /BernardMT-Condensed
    /BirchStd
    /BlackadderITC-Regular
    /Blackjack
    /BlackoakStd
    /BodoniMT
    /BodoniMTBlack
    /BodoniMTBlack-Italic
    /BodoniMT-Bold
    /BodoniMT-BoldItalic
    /BodoniMTCondensed
    /BodoniMTCondensed-Bold
    /BodoniMTCondensed-BoldItalic
    /BodoniMTCondensed-Italic
    /BodoniMT-Italic
    /BodoniMTPosterCompressed
    /BookAntiqua
    /BookAntiqua-Bold
    /BookAntiqua-BoldItalic
    /BookAntiqua-Italic
    /BookmanOldStyle
    /BookmanOldStyle-Bold
    /BookmanOldStyle-BoldItalic
    /BookmanOldStyle-Italic
    /BookshelfSymbolSeven
    /BradleyHandITC
    /BritannicBold
    /Broadway
    /BrushScriptMT
    /BrushScriptStd
    /Calibri
    /Calibri-Bold
    /Calibri-BoldItalic
    /Calibri-Italic
    /CalifornianFB-Bold
    /CalifornianFB-Italic
    /CalifornianFB-Reg
    /CalisMTBol
    /CalistoMT
    /CalistoMT-BoldItalic
    /CalistoMT-Italic
    /Cambria
    /Cambria-Bold
    /Cambria-BoldItalic
    /Cambria-Italic
    /CambriaMath
    /Candara
    /Candara-Bold
    /Candara-BoldItalic
    /Candara-Italic
    /Castellar
    /CataneoBT-Regular
    /Centaur
    /Century
    /CenturyGothic
    /CenturyGothic-Bold
    /CenturyGothic-BoldItalic
    /CenturyGothic-Italic
    /CenturySchoolbook
    /CenturySchoolbook-Bold
    /CenturySchoolbook-BoldItalic
    /CenturySchoolbook-Italic
    /ChaparralPro-Bold
    /ChaparralPro-BoldIt
    /ChaparralPro-Italic
    /ChaparralPro-Regular
    /CharlemagneStd-Bold
    /Chiller-Regular
    /ChockABlockNF
    /ColonnaMT
    /ComicSansMS
    /ComicSansMS-Bold
    /Consolas
    /Consolas-Bold
    /Consolas-BoldItalic
    /Consolas-Italic
    /Constantia
    /Constantia-Bold
    /Constantia-BoldItalic
    /Constantia-Italic
    /CooperBlack
    /CooperBlackStd
    /CooperBlackStd-Italic
    /CopperplateGothic-Bold
    /CopperplateGothic-Light
    /Corbel
    /Corbel-Bold
    /Corbel-BoldItalic
    /Corbel-Italic
    /CourierNewPS-BoldItalicMT
    /CourierNewPS-BoldMT
    /CourierNewPS-ItalicMT
    /CourierNewPSMT
    /CurlzMT
    /DFBiaoKai-W5-WIN-BF
    /DFBiaoKai-W5-WINP-BF
    /DFFangSongU-W6-WIN-BF
    /DFFangSong-W4-WIN-BF
    /DFFangSong-W4-WINP-BF
    /DFFangSong-W6-WIN-BF
    /DFFangSong-W6-WINP-BF
    /DFGirl-W5-WIN-BF
    /DFGirl-W5-WINP-BF
    /DFGuYin-W5-WIN-BF
    /DFGuYin-W5-WINP-BF
    /DFHei-W3-WIN-BF
    /DFHei-W3-WINP-BF
    /DFHei-W5-WIN-BF
    /DFHei-W5-WINP-BF
    /DFHei-W7-WIN-BF
    /DFHei-W7-WINP-BF
    /DFKaiShu-SB-Estd-BF
    /DFKaiShuStd-W7
    /DFKaiShuU-W5-WIN-BF
    /DFKaiShuU-W7-WIN-BF
    /DFKaiShu-W5-Estd-BF
    /DFKaiShu-W5-WIN-BF
    /DFKaiShu-W5-WINP-BF
    /DFKaiShu-W7-WIN-BF
    /DFKaiShu-W7-WINP-BF
    /DFKai-W9-WIN-BF
    /DFKai-W9-WINP-BF
    /DFKangKai-W5-WIN-BF
    /DFKangKai-W5-WINP-BF
    /DFLiShu-W5-WIN-BF
    /DFLiShu-W5-WINP-BF
    /DFLiuLi-W5-WIN-BF
    /DFLiuLi-W5-WINP-BF
    /DFLiuLi-W7-WIN-BF
    /DFLiuLi-W7-WINP-BF
    /DFMingStd-W9
    /DFMingU-W12-WIN-BF
    /DFMing-W12-WIN-BF
    /DFMing-W12-WINP-BF
    /DFMing-W14-WIN-BF
    /DFMing-W14-WINP-BF
    /DFMing-W3-WIN-BF
    /DFMing-W3-WINP-BF
    /DFMing-W5-WIN-BF
    /DFMing-W5-WINP-BF
    /DFMing-W7-WIN-BF
    /DFMing-W7-WINP-BF
    /DFNewChuan-W5-WIN-BF
    /DFNewChuan-W5-WINP-BF
    /DFNHei-W9-WIN-BF
    /DFNHei-W9-WINP-BF
    /DFNMing-W9-WIN-BF
    /DFNMing-W9-WINP-BF
    /DFPingJuStd-W7
    /DFPingJu-W7-WIN-BF
    /DFPingJu-W7-WINP-BF
    /DFPOP1Std-W5
    /DFPOP1Std-W7
    /DFPOP1Std-W9
    /DFPOP1-W5-WIN-BF
    /DFPOP1-W5-WINP-BF
    /DFShiYiU-W5-WIN-BF
    /DFShiYi-W5-WIN-BF
    /DFShiYi-W5-WINP-BF
    /DFTongTongU-W3-WIN-BF
    /DFTongTong-W3-WIN-BF
    /DFTongTong-W3-WINP-BF
    /DFWaWa-W5-WIN-BF
    /DFWaWa-W5-WINP-BF
    /DFWeiBei-W7-WIN-BF
    /DFWeiBei-W7-WINP-BF
    /DFXingKai-W5-WIN-BF
    /DFXingKai-W5-WINP-BF
    /DFXingShu-W5-WIN-BF
    /DFXingShu-W5-WINP-BF
    /DFYanKaiU-W5-WIN-BF
    /DFYanKai-W5-WIN-BF
    /DFYanKai-W5-WINP-BF
    /DFYuan-W3-WIN-BF
    /DFYuan-W3-WINP-BF
    /DFYuan-W5-WIN-BF
    /DFYuan-W5-WINP-BF
    /DFYuan-W7-WIN-BF
    /DFYuan-W7-WINP-BF
    /DLCFongSung
    /DLCKaiMedium
    /DLCLiShu
    /DLJGyShoMedium
    /Dotum
    /DotumChe
    /EdwardianScriptITC
    /EggoNormal
    /Elephant-Italic
    /Elephant-Regular
    /EngraversMT
    /ErasITC-Bold
    /ErasITC-Demi
    /ErasITC-Light
    /ErasITC-Medium
    /EstrangeloEdessa
    /Euclid
    /Euclid-Bold
    /Euclid-BoldItalic
    /EuclidExtra
    /EuclidExtra-Bold
    /EuclidFraktur
    /EuclidFraktur-Bold
    /Euclid-Italic
    /EuclidMathOne
    /EuclidMathOne-Bold
    /EuclidMathTwo
    /EuclidMathTwo-Bold
    /EuclidSymbol
    /EuclidSymbol-Bold
    /EuclidSymbol-BoldItalic
    /EuclidSymbol-Italic
    /FelixTitlingMT
    /FencesPlain
    /FootlightMTLight
    /ForteMT
    /FranklinGothic-Book
    /FranklinGothic-BookItalic
    /FranklinGothic-Demi
    /FranklinGothic-DemiCond
    /FranklinGothic-DemiItalic
    /FranklinGothic-Heavy
    /FranklinGothic-HeavyItalic
    /FranklinGothic-Medium
    /FranklinGothic-MediumCond
    /FranklinGothic-MediumItalic
    /Freehand521BT-RegularC
    /FreestyleScript-Regular
    /FrenchScriptMT
    /FuturaBT-Bold
    /FuturaBT-Medium
    /Garamond
    /Garamond-Bold
    /Garamond-Italic
    /Gautami
    /Georgia
    /Georgia-Bold
    /Georgia-BoldItalic
    /Georgia-Italic
    /GiddyupStd
    /Gigi-Regular
    /GillSansMT
    /GillSansMT-Bold
    /GillSansMT-BoldItalic
    /GillSansMT-Condensed
    /GillSansMT-ExtraCondensedBold
    /GillSansMT-Italic
    /GillSans-UltraBold
    /GillSans-UltraBoldCondensed
    /GloucesterMT-ExtraCondensed
    /GoudyOldStyleT-Bold
    /GoudyOldStyleT-Italic
    /GoudyOldStyleT-Regular
    /GoudyStout
    /Gulim
    /GulimChe
    /Gungsuh
    /GungsuhChe
    /Haettenschweiler
    /HarlowSolid
    /Harrington
    /HerSin-Medium
    /HighTowerText-Italic
    /HighTowerText-Reg
    /HoboStd
    /Impact
    /ImprintMT-Shadow
    /InformalRoman-Regular
    /InnMing-Light
    /Jokerman-Regular
    /JuiceITC-Regular
    /Kartika
    /KozGoPr6N-Bold
    /KozGoPr6N-ExtraLight
    /KozGoPr6N-Heavy
    /KozGoPr6N-Light
    /KozGoPr6N-Medium
    /KozGoPr6N-Regular
    /KozGoPro-Bold
    /KozGoPro-ExtraLight
    /KozGoPro-Heavy
    /KozGoPro-Light
    /KozGoPro-Medium
    /KozGoPro-Regular
    /KozMinPr6N-Bold
    /KozMinPr6N-ExtraLight
    /KozMinPr6N-Heavy
    /KozMinPr6N-Light
    /KozMinPr6N-Medium
    /KozMinPr6N-Regular
    /KozMinPro-Bold
    /KozMinPro-ExtraLight
    /KozMinPro-Heavy
    /KozMinPro-Light
    /KozMinPro-Medium
    /KozMinPro-Regular
    /KristenITC-Regular
    /KunstlerScript
    /Latha
    /LatinWide
    /LetterGothicStd
    /LetterGothicStd-Bold
    /LetterGothicStd-BoldSlanted
    /LetterGothicStd-Slanted
    /LinGothic-Medium
    /LithosPro-Black
    /LithosPro-Regular
    /LucidaBright
    /LucidaBright-Demi
    /LucidaBright-DemiItalic
    /LucidaBright-Italic
    /LucidaCalligraphy-Italic
    /LucidaConsole
    /LucidaFax
    /LucidaFax-Demi
    /LucidaFax-DemiItalic
    /LucidaFax-Italic
    /LucidaHandwriting-Italic
    /LucidaSans
    /LucidaSans-Demi
    /LucidaSans-DemiItalic
    /LucidaSans-Italic
    /LucidaSans-Typewriter
    /LucidaSans-TypewriterBold
    /LucidaSans-TypewriterBoldOblique
    /LucidaSans-TypewriterOblique
    /LucidaSansUnicode
    /Magneto-Bold
    /MaiandraGD-Regular
    /Mangal-Regular
    /Map-Symbols
    /MathA
    /MathB
    /MathC
    /MaturaMTScriptCapitals
    /MesquiteStd
    /MicrosoftJhengHeiBold
    /MicrosoftJhengHeiRegular
    /MicrosoftSansSerif
    /MingLiU
    /MinionPro-Bold
    /MinionPro-BoldCn
    /MinionPro-BoldCnIt
    /MinionPro-BoldIt
    /MinionPro-It
    /MinionPro-Medium
    /MinionPro-MediumIt
    /MinionPro-Regular
    /MinionPro-Semibold
    /MinionPro-SemiboldIt
    /Mistral
    /Modern-Regular
    /Monospace821BT-Bold
    /Monospace821BT-BoldItalic
    /Monospace821BT-Italic
    /Monospace821BT-Roman
    /MonotypeCorsiva
    /MonotypeSorts
    /MS-Gothic
    /MS-Mincho
    /MSOutlook
    /MS-PGothic
    /MS-PMincho
    /MSReferenceSansSerif
    /MSReferenceSpecialty
    /MS-UIGothic
    /MT-Extra
    /MVBoli
    /MyriadPro-Bold
    /MyriadPro-BoldCond
    /MyriadPro-BoldCondIt
    /MyriadPro-BoldIt
    /MyriadPro-Cond
    /MyriadPro-CondIt
    /MyriadPro-It
    /MyriadPro-Regular
    /MyriadPro-Semibold
    /MyriadPro-SemiboldIt
    /NewGulim
    /NiagaraEngraved-Reg
    /NiagaraSolid-Reg
    /NSimSun
    /NuevaStd-BoldCond
    /NuevaStd-BoldCondItalic
    /NuevaStd-Cond
    /NuevaStd-CondItalic
    /OCRAbyBT-Regular
    /OCRAExtended
    /OCRAStd
    /OCRB10PitchBT-Regular
    /OldEnglishTextMT
    /Onyx
    /OratorStd
    /OratorStd-Slanted
    /PalaceScriptMT
    /PalatinoLinotype-Bold
    /PalatinoLinotype-BoldItalic
    /PalatinoLinotype-Italic
    /PalatinoLinotype-Roman
    /Papyrus-Regular
    /ParagonPlain
    /Parchment-Regular
    /Perpetua
    /Perpetua-Bold
    /Perpetua-BoldItalic
    /Perpetua-Italic
    /PerpetuaTitlingMT-Bold
    /PerpetuaTitlingMT-Light
    /Playbill
    /PMingLiU
    /PoorRichard-Regular
    /Pop1-Bold
    /Pop3EG-Bold-Big5
    /PoplarStd
    /PrestigeEliteStd-Bd
    /Pristina-Regular
    /Raavi
    /RageItalic
    /Ravie
    /Rockwell
    /Rockwell-Bold
    /Rockwell-BoldItalic
    /Rockwell-Condensed
    /Rockwell-CondensedBold
    /Rockwell-ExtraBold
    /Rockwell-Italic
    /RosewoodStd-Regular
    /ScriptMTBold
    /SegoeUI
    /SegoeUI-Bold
    /SegoeUI-BoldItalic
    /SegoeUI-Italic
    /ShowcardGothic-Reg
    /Shruti
    /SimHei
    /SimSun
    /SimSun-PUA
    /SnapITC-Regular
    /Stencil
    /StencilStd
    /Swiss721BT-Black
    /Swiss721BT-Bold
    /Swiss721BT-Heavy
    /Swiss721BT-Light
    /Swiss721BT-Roman
    /Sylfaen
    /SymbolMT
    /Tahoma
    /Tahoma-Bold
    /TektonPro-Bold
    /TektonPro-BoldCond
    /TektonPro-BoldExt
    /TektonPro-BoldObl
    /TempusSansITC
    /TimesNewRomanPS-BoldItalicMT
    /TimesNewRomanPS-BoldMT
    /TimesNewRomanPS-ItalicMT
    /TimesNewRomanPSMT
    /TrajanPro-Bold
    /TrajanPro-Regular
    /Trebuchet-BoldItalic
    /TrebuchetMS
    /TrebuchetMS-Bold
    /TrebuchetMS-Italic
    /Tunga-Regular
    /TwCenMT-Bold
    /TwCenMT-BoldItalic
    /TwCenMT-Condensed
    /TwCenMT-CondensedBold
    /TwCenMT-CondensedExtraBold
    /TwCenMT-Italic
    /TwCenMT-Regular
    /Vani
    /Verdana
    /Verdana-Bold
    /Verdana-BoldItalic
    /Verdana-Italic
    /VinerHandITC
    /VinetaBT-Regular
    /Vivaldii
    /VladimirScript
    /Vrinda
    /Webdings
    /WeiBei-Bold
    /Wingdings2
    /Wingdings3
    /Wingdings-Regular
    /WP-ArabicScriptSihafa
    /WP-ArabicSihafa
    /WP-CyrillicA
    /WP-CyrillicB
    /WP-GreekCentury
    /WP-GreekCourier
    /WP-GreekHelve
    /WP-HebrewDavid
    /WP-MultinationalAHelve
    /WP-MultinationalARoman
    /WP-MultinationalBCourier
    /WP-MultinationalBHelve
    /WP-MultinationalBRoman
    /WP-MultinationalCourier
    /YenRound-Bold
    /YenRound-Light
    /YenRound-Medium
    /ZeroGirl
    /ZWAdobeF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Unknown

  /Description <<
    /FRA <FEFF004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7000650072006d0065007400740061006e0074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7400e900730020006400270075006e00650020007200e90073006f006c007500740069006f006e002000e9006c0065007600e90065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61006d00e9006c0069006f007200e90065002e00200049006c002000650073007400200070006f0073007300690062006c0065002000640027006f0075007600720069007200200063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c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20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75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PDF documents with higher image resolution for improved printing quality. The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Reader 5.0 and later.)
    /JPN <FEFF3053306e8a2d5b9a306f30019ad889e350cf5ea6753b50cf3092542b3080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924f5c62103059308b3068304d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537052376642306e753b8cea3092670059279650306b4fdd3064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7305f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8868793a3067304d307e30593002>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650069006e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65006e002000420069006c0064006100750066006c00f600730075006e0067002c00200075006d002000650069006e0065002000760065007200620065007300730065007200740065002000420069006c0064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400740020007a0075002000650072007a00690065006c0065006e002e002000440069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d00690074002000640065006d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5006e0064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d00200075006d00610020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e700e3006f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6100670065006d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72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f006200740065007200200075006d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e3006f0020006d0065006c0068006f0072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72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8006a0065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c00650064006f0070006c00f8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6006f00720020006100740020006600e50020006200650064007200650020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73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7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NLD <FEFF004700650062007200750069006b002000640065007a00650020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20006f006d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7400650020006d0061006b0065006e0020006d00650074002000650065006e00200068006f0067006500720065002000610066006200650065006c00640069006e00670073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740069006500200076006f006f0072002000650065006e0020006200650074006500720065002000610066006400720075006b006b00770061006c0069007400650069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b0075006e006e0065006e00200077006f007200640065006e002000670065006f00700065006e00640020006d0065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e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e00200068006f006700650072002e>
    /ESP <FEFF0055007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730020006f0070006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e0020006d00610079006f00720020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6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6100670065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10075006d0065006e0074006100720020006c0061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00061006c00200069006d007000720069006d00690072002e0020004c006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7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9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SUO <FEFF004e00e4006900640065006e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7300740065006e0020006100760075006c006c0061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c0075006f006400610020005000440046002d0061007300690061006b00690072006a006f006a0061002c0020006a006f006900640065006e002000740075006c006f0073007400750073006c00610061007400750020006f006e0020006b006f0072006b006500610020006a00610020006b007500760061006e0020007400610072006b006b007500750073002000730075007500720069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1007300690061006b00690072006a0061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d0020006a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2d006f0068006a0065006c006d0061006c006c00610020007400610069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1006c006c0061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c006c0061002e>
    /ITA <FEFF00550073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e00200075006e00610020007200690073006f006c0075007a0069006f006e00650020006d0061006700670069006f00720065002000700065007200200075006e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0006400690020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d00690067006c0069006f00720065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800790065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40065006f00700070006c00f8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6006f00720020006200650064007200650020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73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7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e00e40072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4007500700070006c00f6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f006300680020006400e40072006d006500640020006600e50020006200e400740074007200650020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73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KOR <FEFFd5a5c0c1b41c0020c778c1c40020d488c9c8c7440020c5bbae300020c704d5740020ace0d574c0c1b3c4c7580020c774bbf8c9c0b97c0020c0acc6a9d558c5e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b9ccb4e4b824ba74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2edc2dcc624002e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9ccb4e0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7f6e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ff0c5c065305542b66f49ad8768456fe50cf52068fa87387ff0c4ee563d09ad8625353708d2891cf30028be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4ee54f7f75280020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4e0e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48c66f49ad87248672c62535f00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5b9a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05542b8f039ad876845f7150cf89e367905ea6ff0c4fbf65bc63d066075217537054c18cea3002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3ca66f465b07248672c4f86958b555f3002>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