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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師》季刊發行已逾三年，以此平台發表的專題研究文獻已有百篇，

一直以來本刊均本於成為臺灣在智慧財產權方面專業刊物的期許，齊力廣邀各

界學者專家以季刊為園地，發表研究成果或專題論述；另方面季刊也是專利師

公會與專利師會員及各方智慧財產權專業人士，交流專業訊息及實務動態的媒

介，除了專利師公會會務資訊外，我們也希望各界先進，得以藉由此平台獲取

或提供國內及國際學術與實務動向的訊息，憑以提升專利師執業能力，為智慧

財產權的蓬勃發展略盡綿薄之力。 

本期專題研究共有五篇文章，以促進兩岸智慧財產權學術與實務交流為目

標，除國內有關專利課題的新興議題研究外，本期也收錄了二篇來自中國大陸

的投稿文章。另切合目前實務界密集交流的狀態，涵括另一篇中國大陸地方協

會的報導。 

此期專題研究主要圍繞於專利相關議題，包括宋皇志助理教授，從申請專

利範圍明確性要件論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一文，嘗試釐清申請專利範圍之明確

性要件與申請專利範圍解釋間之關係，以實務的法院判決為基礎，探討實務上

最常困擾的申請專利範圍解釋問題，對讀者應會有所啟發。劉國讚副教授為首

發表的「現代國際專利申請策略之分析」，則以Apple公司的手勢專利為例，探
討運用各國專利系統的申請策略，提出現代大型企業所運用的標準申請模式，

提供跨國企業之參考。王雅萱等專利師以「專利基改植物的種子權利耗盡與立

法建議」為題，從孟山都案例出發，探討我國專利法若給予動植物專利權保

護，農業是否受到衝擊，應保護至何種程度及是否訂定免責條款等。 

在兩岸專利界持續熱切交流的氛圍下，本期也有二篇來自中國大陸楊利華、

劉穎、張宇等專家投文，針對「中國大陸地方專利立法研究」及「《專利代理

條例》修訂中的問題探討」為文論述。其中地方專利立法，是中國大陸允許各

地方根據其科技經濟需要，頒布針對性強的地方法規，為其法制特點，本文對



 

 

於台商遍布中國大陸各地經營的狀況，須熟稔各地方立法應有一定程度助益。

而《專利代理條例》時值修訂探討，該條例涉及專利代理職業的根本法制，有

意進軍中國大陸市場的專業人員，均值注意其修法動向。適本期季刊開始編輯

前，北京專利代理人協會4月來訪，專利師公會亦派員交流，特請林景郁專利師
為文記錄並向各讀者報導該公會狀態。 

本期文章及各項訊息報導希能符合各界讀者需求，如有編輯不周或改進意

見，亦請各先進給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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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不明確要怎麼解釋？ 
——從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要件 

論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 

宋皇志* 

壹、前 言 

我國專利法第56條第3項規定：「發明專利權範圍，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於

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是為我國專利法中明定解釋申請

專利範圍之法源依據1。觀諸我國法院審判實務，無論是最高行政法院與智慧財產法

院於審理專利新穎性或進步性時，或是最高法院與智慧財產法院於審理專利有效性

（包含新穎性與進步性等要件）及侵權與否時，多會先解釋申請專利範圍。 

惟申請專利範圍既經白紙黑字記載於專利說明書中，為何需要再行解釋，是個

經常被詢問到的問題。何時須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何時又不須解釋申請專利範圍，

攸關專利法第56條第3項之解釋與適用。觀諸我國各級行政法院與民事法院之判

決，多以當「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不明確時」（或相類似用語），做為必須解釋申

請專利範圍之時機。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申請專利範圍之

記載必須「明確」；當「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不明確」時，不是應該認定該申請專

利範圍違反專利法第26條之規定，從而審定不准予專利或撤銷專利嗎？為何法院反

                                                        
DOI：10.3966/221845622013100015001 
收稿日：2013年8月30日 
*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助理教授。 
1 修法前舊專利法第56條第3項亦有類似規定：「發明專利權範圍，以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
範圍為準，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得審酌發明說明及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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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此時方為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時機？ 

本文嘗試釐清申請專利範圍之明確性要件與申請專利範圍解釋間之關係。究竟

何種情形應認為申請專利範圍不符明確性要件，何種情況須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是

本文探究之要點。本文先針對我國各級行政法院與民事法院之判決進行實證研究，

探求並整理法院認為必須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時機。之後由申請專利範圍之明確性

要件看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指出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應以符合申請專利範圍之明

確性要件為前提。之後由台美法制之差異探討我國是否需要類如美國馬克曼審理庭

（Markman Hearing）之單獨程序以解釋申請專利範圍。 

貳、實證研究：我國法院認定必須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

時機 

本文首先針對我國各級行政法院與民事法院之判決進行實證研究，探求並整理

法院認為必須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時機。分析結果發現我國法院認為在「申請專利

範圍之記載不明確」、「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載之技術特徵不明確」、或「申請專利

範圍中有含混、模糊或未臻明確之用語」時，必須解釋申請專利範圍，茲整理並分

析如下： 

一、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不明確時 

最高行政法院90年度判字第2543號判決指出：「申請專利範圍記載之用語及內

容，於新型說明中有定義及說明者，或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雖不明確，但在新型說

明中有明確記載者，於解釋該用語或內容時，應參酌新型說明之記載內容，如有圖

式者，應一併參酌該圖式。」此判決認定當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不明確」時，應

解釋申請專利範圍。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3060號判決指出：「專利法第一百零六條規

定：『新型專利權利範圍，以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於解釋申請專利範

圍時，並得審酌創作說明及圖式。』所謂得審酌創作說明及圖式，限於申請專利範

圍所載不明確時，始有適用之餘地，如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明確，即應完全依照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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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內容認定之。」此判決同樣認為，唯有當申請專利範圍所載「不明確」時，始得

審酌創作說明及圖式以解釋申請專利範圍。 

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行專訴字第75號行政判決亦指出：「專利法第106條第2

項規定：『新型專利權範圍，以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於解釋申請專利

範圍時，並得審酌創作說明及圖示』，則創作說明及圖式雖可於申請專利範圍不明

確時作為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參考，但申請專利範圍方為定義專利權之依據，故創

作說明及圖式僅能用以輔助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中既有之限定條件（文字、用語），

而不可將創作說明及圖式中之限定條件讀入申請專利範圍，亦即不可透過創作說明

及圖式之內容增加或減少申請專利範圍所載之限定條件，否則將混淆申請專利範圍

與創作說明及圖式各自功用及目的，亦將造成已公告之申請專利範圍對外所表彰之

客觀權利範圍變動，違反信賴保護原則。」此判決同樣認為，唯有當申請專利範圍

所載「不明確」時，始得審酌創作說明及圖式以解釋申請專利範圍。 

此外，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行專訴字第82號行政判決、101年度行專訴字第45

號行政判決、98年度行專訴字第128號行政判決、99年度行專訴字第20號行政判

決、99年度民專上字第76號民事判決、99年度民專訴字第204號民事判決、99年度

民專上字第68號民事判決、99年度民專訴字第11號民事判決，亦皆同此觀點。 

二、於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載之技術特徵不明確時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099號民事判決指出：「在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

創作說明及圖式係屬於從屬地位，未曾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之事項，固不在保護範

圍之內；惟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僅就請求保護範圍之必要敘述，既不應侷限

於申請專利範圍之字面意義，也不應僅作於為指南參考而已，實應參考其創作說明

及圖式，以瞭解其目的、作用及效果。再參諸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制訂專利侵害之鑑

定原則下篇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原則中，亦訂於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載之技術特徵不

明確時，得參酌發明（或新型）說明與圖式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此判決認為，唯

有當申請專利範圍所載「技術特徵不明確」時，始得審酌創作說明及圖式以解釋申

請專利範圍。 

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專上易字第3號民事判決指出：「專利法第56條第3項規

定，發明專利權範圍以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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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審酌發明說明及圖式。是以專利權範圍主要取決於申請專利範圍中之文字，若

申請專利範圍中之記載內容明確時，應以其所載之文字意義及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認知或瞭解該文字在相關技術中通常所總括的範圍予以解釋。

於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載之技術特徵不明確時，始得參酌發明說明與圖式解釋申請專

利範圍。」此判決同樣認為，唯有當申請專利範圍所載「技術特徵不明確」時，始

得審酌創作說明及圖式以解釋申請專利範圍。 

此外，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146號民事判決、99年度民專訴字第146

號民事判決、99年度民專訴字第13號民事判決、98年度民專上字第47號民事判決、

98年度民專上字第22號民事判決與97年度民專訴字第1號民事判決亦皆同此見解。

我國專利侵害鑑定要點2，亦有相類似之記載3。 

與前一類不同者，在於第一類判決所指不明確者是「申請專利範圍」，第二類

判決所指則為「申請專利範圍之技術特徵」。申言之，第一類判決認為無論是「申

請專利範圍中之技術特徵」或「申請專利範圍中之非技術特徵」（例如：「包含」

或「至少包含」等連接詞，或「之上」、「大約」等非技術用語）不明確時，都必

須解釋申請專利範圍。然第二類判決則認為，唯有當「申請專利範圍中之技術特

徵」不明確時，方得參酌發明說明及圖式以解釋申請專利範圍；至於「申請專利範

圍中之非技術特徵」，則非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標的。 

三、申請專利範圍中有含混、模糊或未臻明確之用語時 

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裁字第1309號裁定指出：「就專利法第106條第2項規定所

謂『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得審酌創作說明及圖式』，係指申請專利範圍所載

之文字用語模糊、定義不明確，而說明書或圖式另有明確之定義或揭露時，可予參

酌而言」。此裁定認為，唯有當申請專利範圍所載之文字「用語模糊、定義不明

確」時，始得審酌創作說明及圖式以解釋申請專利範圍。 

類似地，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訴字第33號民事判決指出：「對於申請專利

                                                        
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93年10月5日以經授智字第0932003111-0號函送司法院，司法院於93年

11月2日以秘台廳民一字第0930024793號函函送各法院，供鑑定時之參考。 
3 專利侵害鑑定要點，2004年，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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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之解讀，應將據以主張權利之該項申請專利範圍文字，原原本本地列述

（recite），不可讀入（read into）詳細說明書或摘要之內容，亦不可將任何部分之

內容予以移除。如有含混或未臻明確之用語，可參酌發明說明、圖式，以求其所屬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得以理解及認定之意涵。」此判決指出，當申請專利範

圍有「含混或未臻明確之用語」時，可參酌發明說明、圖式以解釋申請專利範圍。 

此外，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字第34號民事判決、101年度民專上字第19

號民事判決、100年度民專上字第43號民事判決、100年度民專訴字第88號民事判

決、100年度民專訴字第126號民事判決、100年度民專上字第21號民事判決、100年

度民專上字第48號民事判決、100年度民專上字第20號民事判決、100年度民專訴字

第69號民事判決、100年度民專上字第9號民事判決、99年度民專訴字第189號民事

判決、99年度民專上字第81號民事判決、99年度民專上字第80號民事判決、99年度

民專訴字第48號民事判決、99年度民專上易字第31號民事判決、99年度民專上易字

第19號民事判決、99年度民專上字第14號民事判決、99年度民專上易字第9號民事

判決、98年度民專上字第63號民事判決、99年度民專訴字第84號民事判決、99年度

民專訴字第70號民事判決、99年度民專訴字第58號民事判決、98年度民專更(一)字

第2號民事判決、98年度民專上字第45號民事判決、98年度民專上字第42號民事判

決、98年度民專訴字第73號民事判決、98年度民專上易字第6號民事判決等等判

決，亦皆同此見解。 

第三類判決指出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時機，除了申請專利範圍不明確外，尚有

「文字用語模糊」或「申請專利範圍有含混用語」時。較諸前開二類判決，第三類

判決似乎更強調申請專利範圍文字之「含混」、「模糊」，方為解釋申請專利範圍

之時機。 

參、由申請專利範圍之明確性要件看申請專利範圍之 
解釋 

一、申請專利範圍之明確性要件 

前開實證研究結論顯示，我國法院無論採前揭三種見解其中哪一種，俱皆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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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前提是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或其所載技術特徵）「不明確」

時。此般見解著實令人感到困惑，蓋其明顯與專利法中所規範申請專利範圍之明確

性要件相左。 

不似一般有體財產權皆有具體之權利界線，專利權之範圍，係由申請專利範圍

之文字所界定。專利既經核准公告，其申請專利範圍即有公示及公信之效力4。申請

專利範圍之文字必須明確，專利權之範圍與界線才能確定，專利權之行使與競爭者

之技術利用才有明確之界線可資遵循5。準此，明確性要件（definiteness）係申請專

利範圍撰寫上最基本之要件。 

我國現行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申請專利範圍應界定申請專利之發明；

其得包括一項以上之請求項，各請求項應以明確、簡潔之方式記載，且必須為說明

書所支持」，要求請求項應以「明確」之方式記載。修訂前專利法則係於第26條第

3項規定：「申請專利範圍應明確記載申請專利之發明，各請求項應以簡潔之方式

記載，且必須為發明說明及圖式所支持」，同樣要求申請專利範圍應「明確」記載

申請專利之發明。 

如何認定申請專利範圍是否明確，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031號判決指

出應以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為標準：倘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能藉由專利說明書而瞭解申請專利範圍之內容，則該申請專利範圍符合明確性

要件；反之倘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藉由專利說明書而瞭解申請專利

範圍之內容，則該申請專利範圍不符明確性之要件6。專利申請案之申請專利範圍若

                                                        
4 See Honeywell Int’l, Inc. v. Int’l Trade Comm’n, 341 F.3d 1332, 1338 (Fed. Cir. 2003). 
5 See MARTIN J. ADELMAN, RANDALL R. RADER & JOHN R. THOMAS, CASES AND MATERIALS ON 

PATENT LAW 583 (2003). 
6 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031號判決：「按申請專利範圍應明確記載申請專利之新型，

各請求項應以簡潔之方式記載，且必須為新型說明及圖式所支持，專利法第26條第3項、第

108條定有明文。準此，判斷申請專利範圍是否具有明確性，應以熟習該項技術之人或所屬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為標準，倘該等人士閱讀專利說明書所記載申請專利範圍，可知

悉申請專利範圍者，說明書之內容符合明確性之法定要件。反之，無法經由專利說明書，瞭

解申請專利範圍，則無法滿足明確性要件。至於熟習技術之人或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其等解讀之程度，必須已盡合理之努力，仍無法明瞭專利範圍，始可認定該申請專利

範圍因不明確而無效，以保護專利權人之發明或創作之貢獻，不致因說明書撰寫方式不理

想，而導致專利應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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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專利法第26條明確性之規定，智慧財產局應依同法第46條規定為不予專利之審

定。縱已獲准專利，任何第三人仍得依同法第71條之規定提起舉發；對於違反專利

法第26條明確性之專利，智慧財產局應做成舉發成立之處分。 

準此，倘訴訟中之專利所載申請專利範圍有「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不明確」、

「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載之技術特徵不明確」、或「申請專利範圍中有含混、模糊或

未臻明確之用語」之情事，法院究應解釋申請專利範圍從而進一步審酌專利有效性

或侵權與否，抑或應認定不符明確性要件而判定專利有得撤銷之事由7？拙見以為，

專利法第26條既已明定明確性之要件，當法院審認申請專利範圍不明確時，似應依

法認定專利有得撤銷之事由，而非於此時進行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前揭最高法

院、最高行政法院與智慧財產法院諸多判決之見解，或有再研議探究之餘地。 

二、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應以符合申請專利範圍之明確性要件 
為前提 

實則申請專利範圍是否明確之判斷標準，是該申請專利範圍是否能被解釋8：若

申請專利範圍能被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專利說明書所解釋，則該申

請專利範圍即屬明確9；反之，若申請專利範圍之文義曖晦不明至難以解釋之程度

（insolubly ambiguous），且無法經由合宜之限縮解釋（narrowing construction）使

其明確時，則該申請專利範圍即屬不明確10。 

準此，若如下圖將申請專利範圍不明確之程度區分為「不須透過解釋即已明

確」、「透過解釋可臻明確」及「不明確且無法透過解釋使其明確」（不明確之程

度依序遞增）三類，則「不須透過解釋即已明確」及「透過解釋可臻明確」皆符合

明確性之要件，僅有「不明確且無法透過解釋使其明確」一類應被認定為不明確。

前揭我國判決所指「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不明確」、「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載之技術

                                                        
7 民事訴訟當以被告有以「欠缺明確性要件」為專利無效之抗辯事由時為限，下同。 
8 Datamize, LLC v. Plumtree Software, Inc., 417 F.3d 1342, 1348 (Fed. Cir. 2005). 
9 Exxon Research & Eng’g Co. v. United States, 265 F.3d 1371, 1375 (Fed. Cir. 2001); 最高行政法

院101年度判字第1031號判決。 
10 Praxair, Inc. v. ATMI, Inc., 543 F.3d 1306, 1320 (Fed. Cir. 2008); 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

103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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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不明確」、或「申請專利範圍中有含混、模糊或未臻明確之用語」等三種態

樣，進而進行申請專利範圍解釋者，理論上應屬第二類「透過解釋可臻明確」之態

樣，而非如判決文字所言之「不明確」11。 

 
不明確程度 

不明確且無法透過 
解釋使其明確 

透過解釋 
可臻明確 

符合明確性要件 不符明確性要件 

不需透過解釋 
即已明確 

 

三、明確與不明確間確實存有灰色地帶 

「透過解釋可臻明確」與「不明確且無法透過解釋使其明確」二種態樣並非涇

渭分明，其實二者間存有若干灰色地帶，在美國專利侵權訴訟上曾發生不少爭執。 

例如在Enzo Biochem, Inc. v. Applera Corp.訴訟事件12中，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

院即認為當被告對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之明確性提出質疑時，透過適當之解釋申

請專利範圍，可使申請專利範圍臻於明確13。 

本 件 訴 訟 原 告 係 Enzo Biochem, Inc 與 Enzo Life Sciences, Inc. （ 下 稱

「Enzo」），以被告Applera Corp.（下稱「Applera」）侵害其專利權為由，於

Conneticut州地方法院提起專利侵權訴訟。地方法院首先召開馬克曼審理庭

（Markman Hearing）以解釋申請專利範圍，雙方攻防重點主要在系爭專利申請專利

範圍中「not interfering substantially」一語，地方法院採用Enzo所提出之解釋方法，

從而做成「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決議（claim construction ruling）」14。被告Applera則

                                                        
11 否則如前所述，法院應認為申請專利範圍不符明確性要件，從而認定專利具得撤銷之事由。 
12 Enzo Biochem, Inc. v. Applera Corp., 599 F.3d 1325 (Fed. Cir. 2010). 
13 Id. at 1332-36. 
14 Enzo Biochem, Inc. v. Applera Corp., No. 3:04-CV-929, 2006 WL 2927500 (D. Conn Oct. 12, 

2006) (“Clai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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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採此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方式將導致申請專利範圍不明確，因此聲請簡易審判

（summary judgment），主張系爭專利無效。地方法院審理後做成簡易判決15，認

定依據該「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決議」確實導致申請專利範圍不明確16，從而認定專

利無效而駁回原告之訴。 

Enzo上訴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主張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並無不明確。聯邦

巡迴上訴法院揭示申請專利範圍是否明確之判斷標準為「申請專利範圍是否為所屬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了解」17。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審理結果認為系爭專

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藉由專利說明書即可了解，故

認定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並無不明確18，從而認定專利有效，廢棄地院判決並

發回重審19。 

相反地，申請專利範圍解釋不當反將導致申請專利範圍不明確，從而違反明確

性要件。美國Eli Lilly & Co.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訴訟事件20即為適例。 

本件原告Eli Lilly & Co.以被告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侵害其專利權為

由，提起侵權訴訟並主張永久禁制令（permanent injunction）。地方法院於解釋申

請專利範圍時，對申請專利範圍中「in articulate form」一語採取原告較寬廣之解

釋21。然而地方法院進一步認為，由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將其做較廣之解釋，導

致該較廣之申請專利範圍違反專利法第112條之規定，從而導致專利無效22。 

原告不服提起上訴。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重申申請專利範圍是否明確之判斷標準

為「申請專利範圍是否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了解」23。聯邦巡迴

                                                        
15 Enzo Biochem, Inc. v. Applera Corp., No. 3:04-CV-929, 2007 WL 2669526 (D. Conn Sept. 6, 

2007) (“Summary Judgment”). 
16 Id. at 12. 
17 Applera Corp., 599 F.3d at 1332 (“Indefiniteness requires a determination whether those skilled in 

the art would understand what is claimed.”). 
18 Id. at 1336. 
19 Id. at 1343. 
20 Eli Lilly & Co.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619 F.3d 1329 (Fed. Cir. 2010). 
21 Eli Lilly & Co.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657 F. Supp. 2d 967, 1021 (S.D. Ind. 2009). 
22 Id. at 1027. 
23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619 F.3d at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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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法院認為本件確實因將申請專利範圍做較廣之解釋，導致該較廣之申請專利範

圍違反專利法第112條之規定。因此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維持地院判決，將上訴駁

回24。 

綜上二件判決顯示，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會影響專利明確性之判斷：原告於馬

克曼審理庭時試圖將申請專利範圍解釋得較廣，並非永遠是好主意。倘將申請專利

範圍解釋得太廣，反恐將導致申請專利範圍不符明確性要件從而導致專利無效，反

而得不償失。 

肆、美國馬克曼審理庭係因應陪審團制度所發展出之 
法庭程序 

一、美國專利訴訟舉行馬克曼審理庭以解釋申請專利範圍 

對於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美國專利制度於 1996年邁入一個新紀元。在

Markman v. Westview Instruments, Inc.一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宣示申請專利範圍之解

釋是法律問題（matter of law），應由法院決定之25。自此以後，多數聯邦地方法院

於審理專利侵權訴訟時，會於正式開庭審判前一段時間，先就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

開庭聽取雙方對申請專利範圍之意見，隨後並依職權對申請專利範圍為解釋26。由

於此制度係源於Markman v. Westview Instruments, Inc.一案，故此正式開庭審判前針

對申請專利範圍解釋之審理程序便被稱為馬克曼審理庭（Markman hearing）。 

在專利侵權訴訟中，原告專利是否有效（特別是進步性）與被告被控侵權品是

否侵權，都與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息息相關。訴訟中原被告當然都希望對申請專利

範圍做有利於己之解釋：被告希望在判斷侵權時將申請專利範圍解釋得小一點，以

降低陪審團認定侵權之機會；然被告也會希望在判斷專利進步性時將申請專利範圍

                                                        
24 Id. 
25 Markman v. Westview Instruments, Inc., 517 U.S. 370, 384 (1996). 
26 法院是否可以不採原被告所提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進而自行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是值得探

究之議題。我國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訴第103號判決指出：「申請專利範圍解釋為法律

問題，並無辯論主義之適用……」，愚見以為似有進一步討論之空間，將另撰文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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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得廣一點，以提升專利無效之機會。相反地，原告希望在判斷專利進步性時將

申請專利範圍解釋得小一點，以免被認定專利無效；然原告也會希望在判斷侵權時

將申請專利範圍解釋得大一點，以提高陪審團認定被告侵權之機會27。因此，申請

專利範圍之解釋可說是專利訴訟的兵家必爭之地。法院當然不能在判斷專利有效性

及侵權與否時採用不同之申請專利範圍解釋，否則一定對其中一方不公平28。故而

在判斷專利有效性及侵權與否時必須採用相同之申請專利範圍解釋29，當無疑義。 

儘管原被告對於申請專利範圍通常有不同之解釋，基於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原

則，申請專利範圍之意義與範圍應該在專利公告時即已確定30，換言之，申請專利

範圍之解釋僅有一個正確答案。馬克曼審理庭之用意，即是在找出這個正確之解

答31。 

二、馬克曼審理庭係為讓陪審團瞭解申請專利範圍 

在美國之專利訴訟制度下，侵權與否是事實問題，須由陪審團來判斷32。惟陪

審團成員係由普羅大眾中選出，並無任何學經歷之限制33，因此，我們無法期待陪

審團成員都能瞭解訴訟中系爭專利之相關技術，換言之，陪審團成員多非發明所屬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然而專利法中對專利說明書揭露要求所設定之讀者係所屬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27 Mark A. Lemley,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Patent Claim Terms, 104 MICHIGAN L. REV. 105, 115 

(2005). 
28 若在判斷專利進步性時將申請專利範圍解釋得小一點，卻在判斷侵權時將申請專利範圍解釋

得大一點，對被告極不公平。反之則對原告不公平。 
29 KIMBERLY A. MOORE, PAUL R. MICHEL & RAPHAEL V. LUPO, PATENT LITIGATION AND STRATEGY 

226 (2003). 
30 Lemley, supra note 27, at 109. 
31 M. Reed Staheli, Deserved Deference: Reconsidering the De Novo Standard of Review for Claim 

Construction, 3 INTELLECTUAL PROPERTY L. REV. 181, 197 (1999). Available at http://scholarship. 
law.marquette.edu/iplr/vol3/iss1/6 (last visited Aug. 31, 2013). 

32 Winans v. Denmead, 56 U.S. 330, 338 (1853); Markman v. Westview Instruments, Inc., 517 U.S. 
370, 385 (1996). 

33 WILLIAM BURNHAM, INTRODUCTIN TO THE LAW AND LEG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90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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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34、35。陪審團成員既然多非發明所屬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然無法讀懂專利

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因此在專利侵權訴訟上，必須將專利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

圍之技術名詞「轉換」成陪審員所能瞭解之語言36，並由法官於審判中將專利說明

書及申請專利範圍相關技術知識及法律問題「教示（instruct）」陪審團後37，由陪

審團進行侵權與否之判斷。 

準此，在美國專利侵權訴訟中以馬克曼審理庭進行申請專利範圍解釋（claim 

construction）最主要之目的，在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文義以便於法官於後續審判

時教導陪審團，讓陪審團成員能瞭解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觀

點與看法38，進而進行侵權與否之判斷。故有學者指出，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程序

應僅針對技術名詞（technical terms）進行解釋；至於「之上（on, above）」、「大

約（about）」等非技術名詞（non-technical terms）」，由於陪審團成員不須他人解

釋亦可明白，故不應列為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對象39。 

由此觀之，前開第一類「不須透過解釋即已明確」之申請專利範圍，係為陪審

團成員──縱非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不須他人幫忙亦能瞭解其內涵，

進而能進行侵權與否判斷之申請專利範圍。故法院對於此類申請專利範圍，並不須

另行解釋申請專利範圍，即可教示陪審團成員為侵權與否之判斷。 

至於前開第二類「透過解釋可臻明確」之申請專利範圍，則是所屬技術領域中

具有通常知識者能藉由專利說明書與圖式瞭解其內容，但陪審團成員無法瞭解其內

                                                        
34 美國專利法第112條(a)要求專利說明書應完整、清楚及簡潔地記載發明內容，並讓發明所屬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據以實施。英文原文如下：35 U.S.C. § 112 (a): “The specification 
shall contain a written description of the invention, and of the manner and process of making and 
using it, in such full, clear, concise, and exact terms as to enable any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 to 
which it pertains, or with which it is most nearly connected, to make and use the same, and shall set 
forth the best mode contemplated by the inventor or joint inventor of carrying out the invention.” 

35 相類似地，我國專利法第26條第1項亦規定：「說明書應明確且充分揭露，使該發明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 
36 MOORE ET AL., supra note 29, at 686. 
37 Id. at 698. 
38 Peter S. Menell, Matthew D. Powers & Steven C. Carlson, Patent Claim Construction: A Modern 

Synthesis and Structured Framework, BERKELEY TECH. L.J. 711, 731 (2010). 
39 Id. at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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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之申請專利範圍。故而在美國專利訴訟中對此類申請專利範圍，法院必須先解釋

申請專利範圍，由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觀點解釋申請專利範圍40，將

解釋後之申請專利範圍教示予陪審團，之後才讓陪審團進行侵權與否之判斷。 

 
不明確程度 

不明確且無法透過 
解釋使其明確 

透過解釋 
可臻明確 

不需透過解釋 
即已明確 

不須解釋申請 
專利範圍 

必須解釋申請 
專利範圍 

不符明確性要件 

  
至於法官是否有能力由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觀點來解釋申請專利

範圍，係另一值得探究之問題。實則即使在美國這個法官教育背景相當多元之國

家41，具有技術背景之法官之比例仍然不高42。縱使法官具有理工科技教育背景，

也不可能各種技術領域樣樣精通，例如一位具有生物科技背景之法官，在電機或機

械領域亦難認具有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知識水準，反之亦然。因此有

論者認為，法官由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觀點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似

無法避免地必須仰賴外部證據（extrinsic evidence）43，特別是專家之證詞（expert 

                                                        
40 Dan L. Burk & Mark A. Lemley, Fence Posts or Sign Posts? Rethingking Patent Claim 

Construction, 157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 REV. 1743, 1759 (2009). 
41 美國法學教育是「學士後」課程，故美國法官及律師在進入法學院研讀法律之前，大多曾在

大學裡取得其他領域之學士學位或更高學位。 
42 David L. Schwartz, Courting Specializ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Claim Construction Comparing 

Patent Litigation Before Federal District Cour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50 WM. 
& MARY L. REV. 1699, 1704 (2009), available at http://scholarship.law.wm.edu/wmlr/vol50/iss5/5 
(last visited Oct. 16, 2013). 

43 基於專利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公告後之公示及公信作用，筆者拙見以為「理論上」，申請

專利範圍之解釋應當僅能採用內部證據，而應摒棄外部證據，否則對於信賴申請專利範圍公

告之第三人甚不公平。然筆者也認同論者所言，「實務上」法官由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之觀點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似無法避免地必須仰賴外部證據。對此問題，筆者將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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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mony）44。然而提供專家證詞之專家畢竟是由雙方當事人各自聘任，難以期待

其公正與客觀。故有美國法院自行聘用「中立專家（neutral expert）」，以協助法

官由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觀點來解釋申請專利範圍45。 

三、我國是否有單獨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必要? 

美國專利侵權訴訟之所以必須以馬克曼審理庭先行解釋申請專利範圍，在於對

第二類「透過解釋可臻明確」之申請專利範圍而言，大多數陪審團成員無法瞭解其

內涵。然而，美國專利訴訟中侵權與否之判斷，係陪審團之權責。為讓陪審團成員

能於審判中瞭解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進而能對被告侵權與否進行判斷，才於

1996年以後發展出馬克曼審理庭制度，先讓雙方當事人就申請專利範圍表示意見，

進而由法官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立場，依職權解釋申請專利範圍。 

然而我國法制並無陪審團，無論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或侵權與否之判斷，皆屬

法院之職權。準此，我國似無須如美國般以類似馬克曼審理庭之方式，單獨地來解

釋申請專利範圍，進而將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瞭解之申請專利範圍用

語「轉換成」陪審團可瞭解之用語46。既然我國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與侵權與否之

判斷皆屬法院之職權，法院似僅需於準備程序與言詞辯論程序基於訴訟指揮權限，

導引雙方當事人同時對申請專利範圍、有效性、侵權與否等之爭執一併為辯論即

可。 

當然我國法官是否有能力由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觀點來解釋申請

專利範圍，同樣係值得探究之問題。由於我國智慧財產法院配置有技術審查官，於

技術事項可協助法官釐清爭點，因此拙見以為問題不大。前開美國法院所採用之中

立專家，亦可供智慧財產法院參考，此有行政訴訟法第162條47可資為法源依據。 

                                                                                                                                                        
行撰文探討之。 

44 William F. Lee & Anita K. Krug, Still Adjusting to Markman: A Prescription for the Timing of 
Claim Constructin Hearings, 13 HARV. J. L. & TECH. 55, 65 (1999). 

45 Id. at 66. 
46 我國專利侵害鑑定要點，27頁規定：「專利侵害之鑑定流程分為兩階段：(一)解釋申請專利

範圍；及(二)比對解釋後之申請專利範圍與待鑑定對象（物或方法）。」似比照美國將解釋

申請專利範圍列為專利訴訟中必要之單獨程序。 
47 行政訴訟法第162條第1項規定：「行政法院認有必要時，得就訴訟事件之專業法律問題徵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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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 語 

儘管原被告對於申請專利範圍通常有不同之解釋，基於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原

則，申請專利範圍之意義與範圍應該在專利公告時即已確定。換言之，申請專利範

圍之解釋僅有一個正確答案，而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即是在找出這個正確之解答。

故而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應以符合申請專利範圍之法定明確性要件為前提。若申請

專利範圍不明確，則根本無從解釋48。 

倘訴訟中之專利所載申請專利範圍有「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不明確」、「申請

專利範圍中所載之技術特徵不明確」、或「申請專利範圍中有含混、模糊或未臻明

確之用語」之情事，法院究應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抑或應逕認專利有得撤銷之事

由？愚見認為，專利法第26條既已明定明確性之要件，當法院審認申請專利範圍不

明確時，似應依法認定專利有得撤銷之事由，而非於此時進行申請專利範圍之解

釋。 

若將申請專利範圍不明確之程度區分為「不須透過解釋即已明確」、「透過解

釋可臻明確」及「不明確且無法透過解釋使其明確」三類，則「不須透過解釋即已

明確」及「透過解釋可臻明確」皆符合明確性之要件，僅有「不明確且無法透過解

釋使其明確」一類應被認定為不明確。前揭我國判決所指「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不

明確」、「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載之技術特徵不明確」、或「申請專利範圍中有含

混、模糊或未臻明確之用語」等三種態樣，進而進行申請專利範圍解釋者，應屬第

二類「透過解釋可臻明確」之態樣，而非如判決文字所言之「不明確」。法院若欲

解釋申請專利範圍，其時機應非「申請專利範圍不明確時」，而係當事人雖對申請

專利範圍之解釋有歧異，但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藉由內部證據

（或外部證據）以解釋申請專利範圍，進而消弭該歧異時。 

美國專利侵權訴訟之所以必須以馬克曼審理庭先行解釋申請專利範圍，在於對

第二類「透過解釋可臻明確」之申請專利範圍而言，大多數陪審團成員無法瞭解其

                                                                                                                                                        
從事該學術研究之人，以書面或於審判期日到場陳述其法律上意見」。我國實務一向認定申

請專利範圍之解釋屬於法律問題，故此條文應有適用空間。 
48 Enzo Biochem, Inc. v. Applera Corp., 599 F.3d 1325, 1332 (“If a claim is indefinite, the claim, by 

definition, cannot be constr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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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然美國專利訴訟中侵權與否之判斷，係陪審團之權責。為讓陪審團成員能於

審判中瞭解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進而能對被告侵權與否進行判斷，才發展出馬

克曼審理庭制度，先讓雙方當事人就申請專利範圍表示意見，進而由法官以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立場，依職權解釋申請專利範圍。然而我國法制並無陪

審團，無論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或侵權與否之判斷，皆屬法院之職權。故而我國似

無須如美國般以類似馬克曼審理庭之方式，單獨地來解釋申請專利範圍，進而將所

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瞭解之申請專利範圍用語「轉換成」陪審團可瞭解

之用語。既然我國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與侵權與否之判斷皆屬法院之職權，法院似

僅需於準備程序與言詞辯論程序基於訴訟指揮權限，導引雙方當事人同時對申請專

利範圍、有效性、侵權與否等之爭執一併為辯論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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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現代國際專利申請策略之 
分析 
——以Apple公司的手勢專利為例 

劉國讚*、許秝禎** 

壹、前 言 

在全球化與高科技化的趨勢下，多國專利的取得是許多國際型企業必須重視的

一環。激烈的技術發展競爭中，公司申請專利數量有增無減，專利費用成為龐大的

負擔，如何以有限的預算取得優質且覆蓋地域廣大的專利數量，遂成為重要課題。 

一件創作欲取得多國專利，先向母國提出申請以作為優先權基礎案，再向其他

國家申請並主張國際優先權，是最基本的模式。若想一次申請取得特定區域內的多

國專利，尚有歐洲專利公約（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所建立的歐洲專利系統

可茲利用。另外，專利合作條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之專利申請系統

更能藉由一次專利申請，進入超過一百個以上國家並取得專利。多種申請系統提供

申請人更多的選擇，評估各種可能性以擬定有利的申請策略也更為重要。 

申請策略的主要考量因素不外乎費用與待審期間。在費用的考量上，PCT申請

系統固然便利，但實質上一件發明需要取得超過一百個國家以上專利的情況極少，

                                                        
DOI：10.3966/221845622013100015002 
收稿日：2013年7月9日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副教授。 
** 開元法律專利事務所專利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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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花費包含翻譯及維護費用也太高。利用PCT系統主要目的在延後繳納實審或翻譯

費用的時間，以便有緩衝時間可評估專利的價值性及繼續進行程序的必要性。利用

歐洲專利系統可一次申請取得超過三十個以上國家的專利，也是相同的情況，實務

上會準備需要的翻譯本以取得全部會員國專利的案件極少。在待審期間的考量上，

各國專利局的審查期間不一，但專利審查高速公路（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之

合作，也有利縮短取得專利的待審期間，端視申請人如何運用。 

本文主要目的是探討在既有專利系統下，如何研擬有利的國際專利申請策略，

以提供企業參考運用。所設之前提條件是全球性專利的申請與取得，而非侷限於單

國或少數國家。雖然我國許多企業的國外市場集中在少數國家而未必有全球性申請

的需求。但今日科技的全球化競爭下，評估一家高科技企業的實力與價值，是否持

有數量足夠、且覆蓋地域範圍廣的專利是重要一環。況且，企業間的合縱連橫興

盛，企業有可能被迫需與次要競爭者合作以對抗主要競爭者，而有預先取得主要競

爭者市場專利之需求。因而，恐不能單純只以眼前的市場來擬定專利申請國家。 

本文將以蘋果電腦公司（Apple Computer Incorporated，下稱「Apple公司」）

的手勢（gestures）專利為例，探討其如何在全球進行專利申請，進而探討其策略的

考量與檢討其優劣點。以Apple公司手勢專利為標的之主要理由，是因Apple從2007

年推出智慧型手機開始，到2010年3月開啟專利訴訟，其間不到三年。而從Apple陸

續提出多件專利訴訟以觀，Apple應該一開始就有意將專利權當作武器以爭奪新興

產品之市佔率。以專利作為武器的先決條件是必須先取得專利權，而專利申請到核

准的平均期間，平均三年是常態，在我國甚至需要四年以上，如果審查過程中經過

多次修正或申復，所需時間更長。Apple如何充分利用專利系統，短時間內在許多

國家取得多件具有威力的專利，是探討重點之一。 

智慧型手機之市場競爭，從Apple公司前執行長賈伯斯（Steve Jobs）在2007年

初公開發表iPhone並在同年6月29日正式上市1，迄今約五年間已有功能更強大的新

                                                        
1 iPhone的發展始於2004年，Apple集合約1,000人的團隊進行研發計畫。……賈伯斯在2007年1

月9日，於舊金山Moscone中心的Macwored會議中將iPhone正式公開，兩種原始形式4GB定

價499美金，8GB定價599美金。2007年6月29日正式銷售時吸引數百名顧客在各國的銷售店前

大排長龍。以上參考維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Iphone#History_and_availability，

最後瀏覽日：2013年6月3日。 



現代國際專利申請策略之分析 19 

專利師︱第十五期︱2013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機種不斷推陳出新。智慧型手機一開始呈現三強鼎立的局面，包括Apple公司、南

韓的三星（Samsung）電子與我國的宏達國際電子（HTC）。而Apple開啟專利訴訟

後，各家廠商之市佔版塊已有消長，依市場研究機構ComScore的報告，美國2013年

第一季的智慧型手機市佔率仍以Apple居首達39%，較前一季增加2.7%，居次的三星

則有21.7%，第三的HTC佔9%則較前一季減少1.2%，與第四位Motorola的8.5%已相

當接近2。 

有關Apple手勢專利的佈局研究，過去曾有相關論文探討3，惟著重在解析Apple

的手勢基本專利之權利範圍佈局，以及如何在該基本專利上發展其他應用型的專

利，以獲得可能的交互授權機會而避免受到該專利之阻擋。而本文則將以Apple所

申請的約三十餘件手勢專利，如何在美、歐、日及其他國家進行申請與佈局，為主

要研究對象。 

貳、選擇申請系統之考量因素 

一、第一申請局之選擇 

多國專利申請策略首先要決定第一申請局，以申請人的母國專利局為第一申請

局當然是最直接的選擇。而且，第一申請局宜選擇相對費用較低者，在可主張優先

權的一年期間內，可進一步評估創作的價值與市場應用性，以篩選較佳的專利向其

他相對費用較高的專利局提出申請，以節省費用。過去我國許多申請案是先在我國

提出申請，再利用優先權期間評估是否適合申請美國或其他國家。 

然而，隨著各國專利局合作關係之增進，形成專利規模大的大局影響力愈大的

趨勢，必須納入考量。以母國為第一申請局雖然方便，但也不得不考慮後續進入其

他申請局的便利性以及通過實質審查的快速性。 

                                                        
2 iOS 新 聞 ， 2013 年 5 月 6 日 ， http://iapp.com.tw/2013/05/apple-still-leads-in-us-marketshare-

survey/，最後瀏覽日：2013年7月1日。 
3 劉國讚、劉思芸，Apple公司觸控面板手勢專利權布局之剖析，專利師，2013年1月，12期，

頁6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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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專利局間專利審查高速公路的合作愈益密切，同時在多個專利局進行實體

審查之專利申請案，獲得某一局准予專利或有利的審查結果後，即可運用專利審查

高速公路，其他局會以較為簡化的程序速審。因此，平均待審期間也是考量因素。

近年來我國有許多創作以美國專利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為第一申請局的案件不少，專利公報常出現我國申請人以美國申請

案主張優先權之案件。另外，在中國大陸設有營業所之台商，以中國國家知識產權

局為第一申請局的情況也很常見，相較於美國，更具有語文上之便利性以及較低費

用的優點。以USPTO或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為第一申請局，均有利於PCT申請系統

之利用，因我國並非PCT會員國。 

二、可專利性之評估 

提出專利申請前，雖然可先進行先前技術調查，以評估其可專利性，但官方的

實質審查才能決定是否准予專利。通常，官方首次審查結果通知會包含先前技術調

查的結果與可專利性的初步意見，因而，首次通知的時間與檢索報告品質是必須考

量的因素。各國專利局的平均等待首次通知的期間約從一年半至四年不等，這代表

同一創作先接到首次通知的專利局未必是第一申請局。 

歐洲專利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 EPO）檢索報告的品質在專利界頗負盛

名，且等待期間最短，通常在第16個月即可取得，不僅可用來評估是否進行實體審

查，也可用來評估其他專利局的申請案是否該作適當之修正，或放棄以省費用。然

而，EPO的申請費用相較於其他專利局是偏高的，一件申請案的官方規費不含審查

費至少需申請費（非線上申請）200歐元、歐洲檢索費用1,165歐元（國際檢索需

1,875歐元），指定費555歐元，欲進入實審還要繳實審費用1,555歐元4。 

就費用與待審期間平衡考量，歐洲專利局並不是很適合作為第一申請局，但作

為檢索機構則頗為有利，因其檢索報告的高品質及快速性，頗有利於評估後續程序

之進行，包含是否進入各國取得專利。 

                                                        
4 參閱EPO官網公布之規費表，http://www.epoline.org/portal/portal/default/epoline.Scheduleoffees，

最後瀏覽日：2013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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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CT系統之運用 

PCT系統提供一次申請，可以進入超過一百個國家取得專利的途徑，對於申請

人而言當然是很方便且常用的選擇。由WIPO主管的PCT系統並未設有審查部門，而

是借用各國專利局，因此利用PCT系統者仍需選擇受理局、檢索機構、預審機構

等。 

PCT申請分為「國際階段」（ international phase）與「國家階段」（national 

phase），申請人提出申請後便須指定日後欲進入的國家，得到國際初步審查報告並

不代表已得到專利權，還須取決於國家階段之各國專利審查通過與否。但許多國家

對於取得USPTO或EPO檢索報告的案件，會簡化程序或減少規費以較快的程序處

理。 

PCT受理局的選擇，自然是以母國專利局或與第一申請局相同的專利局最為便

利，不同受理局所收取的國際申請費差異不大5。例如，以USPTO或中國知識產權

局為第一申請局，再於一年期間內以USPTO或中國知識產權局為PCT受理局提出

PCT申請並主張優先權。  

檢索機構的選擇則必須考量檢索報告的品質，以及進入國家階段後，各國是否

認可檢索報告的情況。在國際預審機構的考量上，有PCT專利高速公路（PCT-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可資運用，PCT高速公路尤指EPO與USPTO之間的合

作。當申請人接到EPO或USPTO的初審意見或國際預審報告，至少一請求項有新穎

性、進步性及產業利用性時，可要求另一局就該請求項快速審查。PCT專利高速公

路會利用兩專利局既有的有利程序讓申請更快速有效率地取得專利。 

四、進入國家階段的選擇 

PCT申請系統從優先權日起算30個月會進入國家階段，此時距離向第一申請局

提出申請已有30個月，也已取得部分檢索報告及初步審查結果，更能就市場應用性

及專利性評估專利價值，決定須進入那些國家及準備翻譯本。有些國家市場不大，

                                                        
5 參閱WIPO官網公布之規費表，例如以EPO為受理局收取1,100歐元，USPTO為受理局收取

1,419美元，http://www.wipo.int/export/sites/www/pct/en/fees.pdf，最後瀏覽日：2013年8月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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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評估準備這個國家的翻譯本及年費等費用是否值得。實務上PCT申請案雖多，但

最後會進入超過10個國家或地區的案件極少（EPO算一個地區）。 

參、Apple手勢專利之申請策略 

一支智慧型手機包含的專利非常多，本文僅以「手勢」（gesture）專利為範

圍。手勢本身是一種人為動作，理論上非屬專利保護之標的，但手勢在觸控面板給

予指令後，與指令連結的軟體程式本身則屬專利保護之標的。智慧型手機的特點之

一是改變傳統的按鍵輸入，各家廠商推出自己的機型時，當然必須自行設計軟體程

式，一般的軟體程式之間原本相互侵害專利的可能性較低。但手勢專利則不然，為

了讓消費者使用手機時不必閱讀複雜的操作手冊，在手勢程式設計時，通常會以人

性直覺的角度來設計，這代表各家廠商所設計對應於手勢之程式可能是相同或接近

的。 

以著作權而言，在此種情況下，各家廠商就各自發展的軟體程式均可取得電腦

程式著作權，彼此相安無事。但專利是一種排他權，就自己發展的程式取得專利權

後，即可發動專利訴訟阻擋競爭對手。 

本文挑選Apple的手勢專利共34件申請案，探討其國際申請策略。 

一、以USPTO為第一申請局 

Apple公司以其母國的USPTO為第一申請局是很合理的，本文挑選的34件手勢

專利中在美國有31件申請案公開，其公開號，申請日、公告號及名稱如表1所示，

其中三件無公開號者有PCT申請（參見後述之表2），無公告號者代表尚未獲准公

告。 

這些申請案實質上是從許多臨時案整併而得，Apple從2006年9月6日起提出31

件有關手勢的臨時案，於一年內整併成34件正式案。其中有四篇臨時案被許多正式

案沿用，分別是60/824769（2006年9月6日）、60/879253（2007年1月7日）、

60/879469（2007年1月8日）、60/937993（2007年9月29日）。臨時案可作為優先權

基礎案，整併在說明書時要完整以免喪失優先權，因此有些說明書實施例甚多且高

達300餘頁，請求項則需符合單一性要求而只好分成多案，造成有些案件的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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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相同，申請專利範圍請求不同實施例的情況。 

表1 Apple公司手勢專利的美國申請案 

序號 US公開號 申請日 公告號 名稱 

1 2008057926 2007.6.27 8014760
Missed Telephone Call Management for a Portable 
Multifunction 

2 2008055269 2007.8.30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 for Instant Messaging 

3 2008055263 2007.6.27  
Incoming Telephone Call Management for a Portable 
Multifunction Device 

4 2008052945 2007.6.28 8106856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 for Photo Management 

5 2008055264 2007.6.28 7996792
Voicemail Manager for Portable Multifunction 
Device 

6 2008055272 2007.9.4 7956849 Video Manager for Portable Multifunction Device 

7 2008082930 2007.9.4  
Portable Multifunction Device, Method, and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Configuring and 
Displaying Widgets 

8 2008055273 2007.9.4 7940250
Web-Clip Widgets on a Portable Multifunction 
Device 

9 2008094368 2007.9.4 7864163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 Method, And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Displaying Structured Electronic 
Documents 

10 2008094356 2007.9.4 7843427
Methods for Determining a Cursor Position from a 
Finger Contact with a Touch Screen Display 

11 2008094369 2007.9.5 8253695 Email Client for a Portable Multifunction Device 

12 2008094370 2007.9.5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 Performing Similar 
Operations for Different Gestures 

13 2008082934 2007.9.5 7941760
Soft Keyboard Display for a Portable Multifunction 
Device 

14 2008094371 2007.9.5 7934156
Deletion Gestures on a Portable Multifunction 
Device 

15 2008122796 2007.9.5 7479949
Touch Screen Device, Method, and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Determining Commands by Applying 
Heu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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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US公開號 申請日 公告號 名稱 

16 (PCT-US)   
Portable Multifunction Device, Method, and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Adjusting an Insertion 
Point Marker 

17 2008165144 2007.12.9 7978176
Portrait-Landscape Rotation Heuristics for a Portable 
Multifunction Device 

18 (PCT-US)   
Portable Multifunction Device, Method, and 
Graphical Interface for Interacting with User Input 
Elements in Displayed Content   

19 2008168361 2007.12.19 7975242
Portable Multifunction Device, Method, and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Conference Calling 

20 2008168405 2007.12.19 7966578
Portable Multifunction Device, Method, and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Translating Displayed 
Content 

21 2008168353 2007.12.20  Voicemail Set-up on a Portable Multifunction Device 

22 2008165147 2007.12.20  
Portable Multifunction Device, Method, and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Displaying User 
Interface Objects Adaptively 

23 2008165148 2007.12.20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 Method, and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Displaying Inline Multimedia 
Content 

24 2008168365 2007.12.19 8060825
Creating Digital Artwork Based on Content File 
Metadata 

25 2008165136 2007.6.28 8091045 System and Method for Managing Lists 

26 2008168404 2007.12.14 7469381
List Scrolling and Document Translation, Scaling, 
and Rotation on a Touch-Screen Display 

27 2008168396 2008.1.3  
Portable Multifunction Device, Method, and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Providing Maps and 
Directions   

28 2008168379 2008.1.6 8082523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 Supporting Application 
Switching 

29 2008165151 2008.1.4  
System and Method for Viewing and Managing 
Calendar E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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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US公開號 申請日 公告號 名稱 

30 2008165160 2008.1.4  
Portable Multifunction Device, Method, and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Interpreting a Finger 
Gesture on a Touch Screen Display 

31 2008165152 2008.1.4  
Modal Change Based on Orientation of a Portable 
Multifunction Device     

32 2008165153 2008.1.4  

Portable Multifunction Device, Method, and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Supporting User 
Navigations of Graphical Objects on a Touch Screen 
Display 

33 2008201650 2008.1.6  
Web-Clip Widgets on a Portable Multifunction 
Device 

34 (PCT-US)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 Method, and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Displaying Electronic Lists and 
Documents 

最後檢索日期：2013年7月5日 
 
這些專利中有不少已廣泛應用在智慧型手機中，限於篇幅無法一一詳細介紹，

但舉數例如下： 

US7469381「滾動列表以及在觸控顯示器上平移、縮放、旋轉文件」（第26

件）是「文件自動彈回」的專利，當螢幕文件被移動至範圍邊緣時，會顯示出一空

白畫面，讓使用者了解已超出邊緣，接著會將畫面彈回，使文件邊緣停留對齊至觸

控顯示器的邊緣。 

US8106856「便攜式電子裝置上的照片管理功能」是「瀏覽照片」之手勢專

利，使用者平移第一數位物件直到顯示該數位物件邊緣之外區域，該區域會以色塊

表示告知使用者，若無繼續平移，該數位物件會彈回原本邊緣位置；若使用者繼續

平移，可移至完全顯示該第二數位物件。 

US7966578「便攜式多功能電子裝置、方法和圖形用戶界面用於平移顯示內

容」 是「網頁中子頁面之操控」的手勢專利，在觸控顯示器上顯示網頁視窗的一

部分，該網頁包含一個獨立捲軸的子頁面；使用者可利用手勢選擇想捲動子頁面或

整個網頁，使用者利用單指平移手勢可移動控制整體網頁之捲軸，而使用兩指平行

手勢則可控制子頁面的捲軸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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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7975242「電話會議通話於便攜式多功能電子裝置、方法和圖形用戶界面」

是「三方通話」之手勢專利，使用者與一名聯絡人通話的過程中，有另一名聯絡人

來電，使用者便可選擇暫停第一方的通話，與第二方進行通話，或可選擇合併通話

圖標（merge call icon），將第一、二方進行三方通話，在合併通話圖標的介面中，

會顯示第一、二方個別的通話訊息資料。 

US7940250「便攜式多功能電子裝置上的網路剪輯工具」是「網路剪輯工

具」，當使用者希望擷取網頁中全部或部分畫面時，可使用該工具；觸控顯示器會

偵測手指並藉由縮放所選取的區域，就可將所選取的畫面轉移並儲存在該工具中。 

US8013839「確認手指接觸之游標位置的方法」是就手指接觸面積找到定位點

的專利；US7978176「便攜式多功能電子裝置上的縱向－橫向旋轉啟發式演算法」 

則是顯示器自動以橫式或直式方式顯示訊息的專利，使用者可利用手指觸控轉動的

方式，使顯示資訊轉向。 

這些專利中已有近六成的18件獲准公告，統計其平均審查期間約3年5個月。 

二、PCT專利申請與進入歐洲專利局 

(一)PCT申請及檢索機構 

USPTO是PCT的受理局之一，Apple以USTPO為第一申請局，一年內提出PCT申

請時自然是以USPTO當作受理局最為便利，表2呈現這34件手勢專利的PCT申請

號、申請日與公開號，表2與表1之序號是對應的。 

這些案件申請集中在2007年8月30日至2008年1月7日之間，前後不到五個月，

大致可分成四組：第一組是前5件，於2007年8月30、31日申請；第二組是序號6至

16共11件，集中在同年9月5、6日申請；第三組是序號17至25共9件，集中在同年12

月27、28日申請；第四組是最後9件集中在2008年1月4日及7日申請。 

表2 Apple手勢專利之PCT申請案 

序號 申請號 申請日 公開號 進入EP 進入JP 

1 PCT-US2007-077307 2007.8.30 WO2008-030762   
2 PCT-US2007-077424 2007.8.31 WO2008-030776  ◎ 
3 PCT-US2007-077436 2007.8.31 WO2008-0307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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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申請號 申請日 公開號 進入EP 進入JP 

4 PCT-US2007-077441 2007.8.31 WO2008-030779 ◎ ◎ 
5 PCT-US2007-077443 2007.8.31 WO2008-030780 ◎ ◎ 
6 PCT-US2007-077638 2007.9.5 WO2008-030874   
7 PCT-US2007-077639 2007.9.5 WO2008-030875   
8 PCT-US2007-077643 2007.9.5 WO2008-030878 ◎  
9 PCT-US2007-077644 2007.9.5 WO2008-030879 ◎ ◎ 

10 PCT-US2007-077645 2007.9.5 WO2008-030880 ◎ ◎ 
11 PCT-US2007-077771 2007.9.6 WO2008-030970   
12 PCT-US2007-077773 2007.9.6 WO2008-030972  ◎ 
13 PCT-US2007-077775 2007.9.6 WO2008-030974   
14 PCT-US2007-077776 2007.9.6 WO2008-030975   
15 PCT-US2007-077777 2007.9.6 WO2008-030976 ◎ ◎ 
16 PCT-US2007-082486 2007.10.25 WO2008-052100 ◎  
17 PCT-US2007-088881 2007.12.27 WO2008-085741 ◎  
18 PCT-US2007-088882 2007.12.27 WO2008-085742   
19 PCT-US2007-088884 2007.12.27 WO2008-085743   
20 PCT-US2007-088885 2007.12.27 WO2008-085744 ◎  
21 PCT-US2007-088886 2007.12.27 WO2008-085745   
22 PCT-US2007-088889 2007.12.27 WO2008-085746   
23 PCT-US2007-088893 2007.12.27 WO2008-085747   
24 PCT-US2007-088914 2007.12.27 WO2008-085751   
25 PCT-US2007-089023 2007.12.28 WO2008-085768 ◎  
26 PCT-US2008-050292 2008.1.4 WO2008-086218 ◎ ◎ 
27 PCT-US2008-050295 2008.1.4 WO2008-086220   
28 PCT-US2008-050420 2008.1.7 WO2008-086298   
29 PCT-US2008-050423 2008.1.7 WO2008-086301   
30 PCT-US2008-050426 2008.1.7 WO2008-086302 ◎ ◎ 
31 PCT-US2008-050428 2008.1.7 WO2008-086303   
32 PCT-US2008-050430 2008.1.7 WO2008-086305   
33 PCT-US2008-050431 2008.1.7 WO2008-086306   
34 PCT-US2008-050446 2008.1.7 WO2008-086319   

最後檢索日期：2013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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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檢索機構的選擇上，固然選擇USPTO最為便利，但Apple卻全部選擇

EPO作為國際檢索機構6。此一策略可縮短專利進入歐洲專利系統之審查時間，因

EPO不會再重新檢索7；另一好處則是不必再繳檢索規費以節省費用8。另外，可以

平行獲得兩大局EPO及USPTO的獨立檢索結果，有利評估可專利性，以決定是否進

行後續的審查或進入其他國家。 

分成四組集中申請的案件，取得檢索報告及公開時的時間也相當集中，前兩組

的公開日集中在2008年3月，後兩組則集中在6至8月。多數案件都在公開前已取得

檢索報告，其距離PCT申請日不到半年，可說相當快速，最晚者也不超過2008年

底。 

(二)從PCT進入EPO 

Apple就手勢相關發明共提出34件PCT申請，且在2008年3至9月間就已公開，並

且在很短的時間全部取得歐洲專利局所製作的檢索報告，對於進入國家階段進行實

體審查是相當有利的。 

Apple並沒有將這34件PCT申請案全部進入EPO實審，而是篩選了其中的13件，

參見表2第5欄。由於檢索報告是歐洲專利局所製作，檢索報告對於專利要件評價較

佳的案件當然是優先選擇，另外，距離提出PCT申請的時點已經過一年多，此時也

可從專利的應用價值及市場面評估，選擇較優的案件進入歐洲專利局。 

進入歐洲專利局後，根據歐洲專利公約（EPC）第153條之3規定，PCT申請案

若使用歐洲專利局的官方語言者，國際公開會取代歐洲專利申請專利之公開9。這13

件進入歐洲專利局之案件，歐洲專利局在2009年5至9月進行文件形式為A0之公開，

                                                        
6 WIPO網站：http://www.wipo.int/portal/index.html.en，最後瀏覽日：2013年4月18日。這些專

利案除指定歐洲專利局為檢索機構外，且超過半數專利之檢索報告皆為審查官「Kanlis, 
Angelos」負責檢索。 

7 EPC第153條之6：一件Euro-PCT申請的國際檢索報告會取代歐洲檢索報告，且會在歐洲專利

公報指出。 
8 EPC第153條之7：一件Euro-PCT申請在第5項下會製造一份歐洲檢索報告，行政部門會決定

免除檢索報告或降低檢索費用。 
9 EPC第153條之3：一件Euro-PCT申請使用歐洲專利局的官方語言者，國際公開會取代歐洲專

利申請專利之公開，且會在歐洲專利公報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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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以國際公開取代歐洲專利申請案之公開。 

接下來是請求實體審查，由於歐洲專利局對於申請專利範圍請求項之限制嚴

格，請求項在15項之內不加收費用，第16項起便逐項收費，每項225歐元，若到了

第51項則會加收高達555歐元的費用，若申請人不繳交所加費用，審查委員便只針

對前15項申請專利範圍進行審查，其餘視同申請人放棄權利。如此的規定被視為每

件申請案必須確定該權利範圍，若有模糊範圍便會導致公眾無法確認該範圍界線，

而請求項過多則會增加不確定因素的產生。另外，若過多的請求項會影響審查委員

審查速度或品質，限制請求項可確保審查速度及審查準確性。在此規定下，Apple

必須重新整理請求項，除了節省費用外，也可以就檢索報告列出的先前技術作適當

之修正。 

由於歐洲專利申請費用高，Apple由PCT進入歐洲專利局時，藉由整併成正式申

請案篩選出較有價值的專利，因此出現一件歐洲專利案主張的優先權數量平均多於

美國申請案的情況，而且為了節省費用，一件歐洲專利申請案不能有太多請求項，

「將較多的優先權基礎案併入較少的請求項」原則下，當然有其困難度，但這也代

表範圍最大的獨立項有可能具有更廣的權利範圍。 

進入歐洲專利局進行實體審查的13件專利審查過程略述如下： 

第一件是EP2060096（即第3件PCT申請案），於2009年5月20日公開，本件審

查時提出一件分割案EP2387215，原案已在2011年11月26日核駁審定。 

第二件是EP2059868（即第4件PCT申請案），於2009年5月20日公開，本件審

查時提出三件分割案，分別是EP2282275、EP2390779、EP2390799。原案已在2010

年9月29日取得專利，其距國際申請日約3年1個月。 

第三件是EP2069895（即第5件PCT申請案），於2009年6月17日公開，並於

2011年11月30日取得專利，其距國際申請日約4年3個月。 

第四件是EP2069982（即第8件PCT申請案），於2009年6月19日公開，其於

2012年7月25日提出分割案EP2565803，兩件都尚未取得專利權。 

第五件是EP2078239（即第9件PCT申請案），於2009年7月15日公開，其後分

別提出三件分割案：EP2166438、EP2495647、EP2508976，這四件都尚未取得專利

權。 

第六件是EP2067094（即第10件PCT申請案），於2009年6月10日公開，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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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20日取得專利權，距國際申請日約3年7個月。本件也有一件分割案

EP2336869，仍審查中。 

第七件是EP2074550（即第15件PCT申請案），於2009年7月1日公開，之後提

出兩件分割案EP2527969及EP2541389，均尚未取得專利權。 

第八件是EP2095214（即第16件PCT申請案），於2009年9月2日公開，之後提

出分割案EP2437155，均尚未取得專利權。 

第九件是EP2118730（即第17件PCT申請案），於2009年11月18日公開，並於

2013年1月23日取得專利權，其距國際申請日已有4年。 

第十件是EP2118728（即第20件PCT申請案），於2009年11月18日公開，本件

已被視為撤回而未取得專利權。 

第十一件是EP2118729（即第25件PCT申請案），於2009年11月18日公開，並

於2012年11月14日取得專利權，其距國際申請日已有3年11個月。 

第十二件是EP2126678（即第26件PCT申請案），於2009年12月2日公開，並於

2011年11月2日取得專利權，其距國際申請日已有3年11個月，但隨即被三星提出異

議。本件核准前提出四件分割案，分別是EP2402848、EP2402849、EP2402850、

EP2402851，均在2012年1月1日公開。 

第十三件是EP2126676（即第30件PCT申請案），於2009年12月2日公開，並於

2013年5月22日取得專利權，其分割案EP2426591於2012年3月7日公開後，也在同年

5月22日取得專利權，其距國際申請日4年4個月。 

以上Apple篩選進入EPO的13件專利申請案，若加上審查過程中的分割案，一共

有30件。這30件專利目前只有8件已取得專利，其取得專利的平均期間約4年。 

(三)從PCT進入日本 

Apple公司的手勢相關軟體發明採用美國與PCT平行申請的策略，在日本的專利

申請是從PCT申請後進入日本。依日本特許法第184條之3，PCT申請案之指定國包

含日本時，其國際申請日視為在日本的申請日，此種PCT的國際申請案在日本稱為

「國際專利申請」10。取得國際專利申請日的申請書，依第184條之6第1項規定，視

                                                        
10 特許法第184條之3：依據1970年6月19日在華盛頓作成的專利合作條約（本章以下稱「條

約」。）第11條(1)、(2)(b)及第14條(2)之規定所認可國際申請案之國際申請日，條約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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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日本提出的申請書11。 

另外，特許法第184條之4第1項規定，以外文提出的國際專利申請案，必須在

規定期限內提出取得國際申請日之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圖式之日文翻譯本12。

依第184條之9第1項規定，特許廳長官對於此種以外文提出申請的申請案，提出日

文翻譯本後，必須將該翻譯本「國內公表」13，國內公表就是將翻譯本登載於公開

公報，使用「公表」有別於向日本特許廳提出專利申請的「公開」。 

Apple公司是以美國當PCT申請案的受理局，提出申請時使用英文，進入日本時

即屬外文申請案，因此必須在期限內提出日文翻譯本並進行國內公表。 

Apple從34件PCT申請案中，選出9件進入日本並請求實體審查，參見表2第6

欄。這些從PCT系統進入日本的申請案要在期限內提出日文翻譯本以進行日本國內

公表。Apple並未採取在美國與PCT申請之外，直接向日本平行提出申請的策略，這

九件專利的申請歷程分述如下： 

第一件為特願2009-527503號（即第2件PCT申請案），本件在2010年1月28日以

特表2010-503121公表，名稱為「可攜式電子裝置即時訊息」，本案在2012年11月16

日取得特許第5133997號專利，其距國際申請日約5年2個月。 

第二件是特願2009-526943號（即第4件PCT申請案），本件於2010年1月23日以

特表2010-503082公開，名稱為「可攜式電子裝置之照像管理」。本案於審查過程中

被核駁，而提出分割案「電子裝置、方法、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分割案於2012

                                                                                                                                                        
(1)(ii)之指定國包含日本時（發明專利申請為限），視為以該國際申請日之專利申請。 
依前項規定適為專利申請的國際申請（以下稱「國際專利申請」），第43條之規定不適用。 

11 特許法第184條之6第1項：國際專利申請之國申請日的申請書，視為依第36條第1項規定提出

的申請書。 
12 特許法第184條之4第1項前段：以外文題出國際專利申請（以下稱「外文專利申請」）之申

請人，從條約第2條(xi)之優先日（以下稱「優先日」）起二年六月（以下稱「國內書面提出

期間」）內，必須向特許廳長官提出前條第1項規定國際申請日（以下稱「國際申請日」）

及條約第3條(2)規定的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圖面及要約之日文翻譯本。 
13 特許法第184條之9第1項：特許廳長官對於依第184條之4第1項規定提出翻譯本的外國專利申

請，除已記載於專利揭載公報外，國內書面提出期間（第184條之4第1項但書之外文專利申

請，翻譯本提出特例期間，以下同。）經過後，國內書面提出期間內從申請人提出申請請求

的國際專利申請案在條約21條規定國際公開（以下稱「國際公開」），在申請審查後，必須

立即國內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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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17日刊載於公開公報，公開編號特開2012-94170。原案於2011年12月22日取得

特許第4892061專利，其距國際申請日約4年4個月；分割案則還在審查中，迄今未

取得專利。 

第三件是特願2009-527504號（即第5件PCT申請案），名稱為「可攜式電子裝

置之語音郵件管理器」本件於2010年1月28日以特表2010-503332公開，本件歷經多

次核駁及申復，迄今仍在審查中。 

第四件是特願2009-527541號（即第9件PCT申請案），本件於2010年1月28日以

特表2010-503124公開，名稱為「顯示構造化電子文件之可攜式電子裝置、方法及圖

形化使用者介面」。本案在2012年12月10日被核駁審定，迄今未取得專利。 

第五件是特願2009-527542號（即第10件PCT申請案），本件於2010年1月28日

以特表2010-503125公開，名稱是「觸控顯示幕之決定手指接觸游標位置之方法」。

本案於審查過程中被核駁而提出分割案，分割案於2012年6月14日刊載於公開公

報，公開號為特開2012-113735。原案於2012年2月24日取得特許第4934725號專利，

其距國際申請日約4年6個月，分割案則還在審查中。 

第六件是特願2009-527566號（即第12件PCT申請案），本件於2010年1月28日

以特表2010-503126公開，名稱是「對不同手勢進行相同動作的可攜式電子裝置」。

本案歷經多次核駁及申復，迄今仍在審查中。 

第七件是特願2009-527567號（即第15件PCT申請案），本件於2010年1月28日

以特表2010-503127公開，名稱是「藉由運用啟發法決定命令之觸控螢幕裝置、方法

和圖形使用者介面」。本件在2010年6月7日被核駁後，提出兩件分割案，一件是

2011年3月31日公開的特開2011-65654號，另一件是2013年1月10日公開的特開2013-

8377號，兩件都還在審查中，原案提出審判請求於2013年1月29日被審定不成立，

迄今未取得專利。 

第八件是特願2009-544996號（即第26件PCT申請案），本件於2010年5月13日

以特表2010-515978公開，名稱為「在一觸控顯示幕上之列表捲動和文件平移、縮

放、旋轉」。本件審查過程被核駁，提出兩件分割案，兩件分割案都在2011年2月3

日登載於公開公報，第一件分割案是特開2011-23004號，已於2012年11月9日取得特

許第5130331號，其距申請日約4年10個月；第2件分割案是特開2011-23005號，其被

核駁後提出申復，迄今仍在審查中。原案則在2011年5月20日取得特許第474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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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其距申請日約3年4個月。 

第九件是特願2009-545010號（即第3件PCT申請案），2010年5月13日以特表

2010-515980公開，名稱為「在一觸控螢幕顯示器上解析一手指手勢之可攜式多功能

裝置、方法和圖形使用者介面」，本案在2012年8月6日發出核駁理由通知，迄今未

取得專利。 

 

1 JP2010-503121         
2 JP2010-503082         
 JP-2012-094170         
3 JP2010-503332         
4 JP2010-503124         
5 JP2012-503125         
 JP2012-113735         
6 JP2010-503126         
7 JP2010-503127         
 JP2011-65654         
 JP2013-08377         
8 JP2010-515978         
 JP2011-23004         
 JP2011-23005         
9 JP2010-515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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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Apple手勢專利由PCT進入日本國家階段時間圖 

以上9件申請案在日本的申請、公開及審查歷程整理如圖1所示。這9件進入日

本的申請案若包含分割案共有15件，其中只有5件已取得專利。取得專利的時間從

國際申請日起算，短則3年4個月，多則5年2個月，平均約4年。其餘申請案迄今不

是在審查中，就是已被核駁審定而進入審判程序，這些申請案大多是在2007年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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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迄今已超過5年半，即使到最後取得專利恐怕也已近6年。 

(四)從PCT進入其他國家 

PCT申請進入「國家階段」後，申請人可以選擇想要進入的國家。僅負責國際

階段的WIPO雖也提供國家階段的相關資訊查詢，但國家甚多，有些國家後續處理

未必會即時傳給WIPO而可查詢得到。 

藉由WIPO網站查詢Apple手勢專利進入國家階段之資訊，顯示進入歐、日以外

國家之案件更少，以WO2008-030779為例，該案於2008年2月19日進入澳洲（號

碼：2007283771），2008年6月3日已公告。2008年4月23日進入加拿大（號碼：

2627118）於2012年3月6日獲准專利。2009年4月6日及5月8日分兩案進入南韓（號

碼：1020097007065、1020097009549）前者於2009年6月12日公開、2012年2月5日

公告，後者於2009年6月23日公開、2012年6月11公告。本案已得到南韓及加拿大、

EPO之核准。 

另 以 WO2008-03879 為 例 ， 該 案 於 2007 年 2 月 24 日 進 入 澳 洲 （ 號 碼 ：

2007292383），2009年3月19日公開，2012年5月17日公告獲准。2009年2月26日進

入加拿大（號碼：2662134），還未公告。分四案進入南韓，1020097007064於2009

年 6 月 5 日公開還未公告， 102117026453 於 2011 年 11 月 21 日公開還未公告、

1020117019633於2012年5月18日公告、1020097009491於2009年6月23日公開並於

2011年10月31日公告，因此目前已得到南韓及澳洲之專利權。 

由於WIPO的國家階段資訊並非完整，為瞭解手勢專利在各國申請的狀況，以

最基本的手勢專利US7479949為核心，查詢其專利家族，可得表3。 

Apple的手勢專利在美國提出的臨時案至少有31件，如此多的臨時案作為優先

權基礎案，整併成許多正式案而申請許多國家，造成龐大的專利家族。表3包含公

開及公告案，因此有些案件可能會重複計算。從表中的總件數可知，美國、歐洲列

為首要；日本、南韓及澳洲可列第二級，日本市場經濟規模大，南韓則是主要競爭

對手三星公司的母國，澳洲則有官方語文是英文而不必準備翻譯本的優點。市場頗

大的中國46件沒有想像中多，我國是競爭公司HTC之母國卻只有4件還不如香港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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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US7479949廣義專利家族表14 

國家 

年分 
KR US JP EP CN WO AT AU CA DE ES HK IL PL TW 總數

2001  2          1    3 
2004  6              6 
2005 5 14 5 9 5 4    2      44 
2006 23 28 8 3 7 4  5        78 
2007 18 78 32 33 26 50 3 19 11 14 2 4  1  291
2008 11 40 7 13 7 27 2 29 5 7 1 4   4 157
2009 12 10  1 1 3  23    1 1   52 
2010  10 5         1    16 
2011  8 2     6        16 
2012  14 7     2        23 
總數 71 211 68 84 46 89 5 86 18 23 3 11 3 1 4 723

EPO資料庫，最後檢索日期：2013年3月10日 

肆、Apple申請策略之分析與討論 

Apple手勢專利之申請及取得，可分成申請佈局策略以及取得專利的結果討論

之。 

一、Apple的申請佈局策略 

(一)佈局地區以美、歐、日、南韓為主，台灣非佈局重點 

從’949專利的家族數來看，Apple佈局以美、歐、日、南韓為主，我國並非其佈

局重點。我國在智慧型手機市場有一家足以威脅Apple的HTC，事實上Apple也在美

國提出訴訟，顯然也將其當作重要的競爭對手，但卻幾乎未在我國進行手勢專利申

                                                        
14 以相同的查詢條件，在2012年4月29日得到的家族件數是296件，參見劉國讚、劉思芸，註3

文，頁75。代碼說明：KR（韓國）、US（美國）、JP（日本）、EP（歐洲專利局）、CN
（中國）、AT（奧地利）、AU（澳洲）、CA（加拿大）、DE（德國）、ES（西班牙）、

HK（香港）、IL（以色列）、PL（波蘭）、TW（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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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其理由頗耐人尋味。 

沒有在我國佈局的真正理由為何恐怕只有Apple才瞭解，但仍可推測以下可能

的原因：1.PCT系統的考量，因我國非PCT會員國，無法從PCT申請程序進入我國，

而Apple採取從PCT進入歐、日的策略，如果要在我國取得專利，除了平行申請美國

與PCT專利外，還要同時提出我國專利申請，Apple有可能認為不夠便利而捨棄。2.

待審期間的考量，Apple若一開始就有意運用專利當訴訟武器，必須考慮取得專利

的時間，本文所列Apple專利集中在2007年下半年提出申請，到2010年3月提出訴訟

時，美國已有多件專利獲准，而以我國目前專利待審期間平均達3至4年，恐怕要到

2011年才會接到首次官方通知。 

(二)以USPTO作為第一申請局提出臨時案，再平行申請美國與PCT 

智慧型手機的研發競賽中，取得越早之申請日才能佔有先機，Apple公司善用

美國臨時案不必撰寫申請專利範圍的優點，取得較早申請日，因此以USPTO作為第

一申請局相當合理。Apple公司先提出臨時案取得申請日作為優先權基礎案後，再

以平行申請美國與PCT的佈局方式，有利取得美國專利並利用PCT體系進入各國。 

Apple公司觸控手勢專利皆大量援用臨時案，有些臨時案可能是完成某一應用

程式即提出申請，累積許多應用程式後，再檢視這些應用程式共通之手勢，將其寫

成範圍廣大之申請專利範圍後提出正式申請案，此種正式申請案既然是整併許多應

用程式，因此必須將多件臨時案的實施例都寫入其說明書內。 

(三)PCT申請以USPTO為受理局，並以EPO為檢索機構 

Apple公司在PCT申請時理所當然以USPTO為受理局最方便，並統一指定EPO作

為國際檢索機構，除了可獲得歐洲專利局所製作的檢索報告以利評估後續程序的進

行，也可縮短進入歐洲專利系統之審查時間及減少歐洲專利局的費用。 

(四)由PCT系統進入EPO、JP及其他國家 

PCT系統進入國家階段的時間是優先權日起30個月，此時更能評估專利的市場

應用性，並藉由EPO的檢索報告與USPTO的初步審查結果評估可專利性。Apple在

34件美國申請案中，選出不到四成的13件進入EPO，選出不到三成的9件進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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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即使有相當的財力，也必須考量付出的費用與專利價值是否相襯。 

在其他國家的選擇上，除南韓外，澳洲及加拿大是重點，這和澳洲與加拿大市

場不小且可直接使用英文本應是主要原因。 

PCT申請雖然可進入超過一百個國家，但實質上在費用的考量下，最後只會進

入少數國家。從專利家族表（表3）可知，在700件以上的專利家族中，最後進入的

國家或地區（超過50件以上）是以US、KR、JP、EP、AU等六個為主。如果需要國

家或地區數只有六個至十個，則一一向這些國家或地區申請也是可行的途徑。然

而，PCT系統在國家階段以單一申請程序付出一次申請費用，相較於一一向各國申

請的規費仍相當有利。 

二、各國專利取得之檢討 

(一)美國專利取得之檢討 

Apple提出的31件美國案，迄今已有超過一半的18件已公告取得專利，平均審

查期間3年5個月並不算長。 

USPTO並不像EPO以高額超項規費限制請求項數15，因此美國案的請求項頗

多，例如US8130205共76項請求項，光獨立項就高達15項。經統計這些公告案之申

請專利範圍獨立項平均達5.6項。 

(二)歐洲專利取得之檢討 

Apple從34件PCT申請案中只選出不到四成的13件進入EPO，而進入EPO之後又

提出許多分割案，總共30件的EPO申請案經過四年也只有八件獲准專利。此一結果

顯示EPO專利取得困難，至少必須說花費相當長的時間。 

如果Apple一開始就有意藉由專利的取得及訴訟作為商業競爭的手段，以智慧

型手機的上市時機顯示在歐洲專利的取得及運用有點遲緩。然而，Apple仍然在歐

洲提出不少專利訴訟，這說明即使取得專利不多，但幾乎每一件都是範圍廣且有殺

傷力的專利，另外，已核駁確定的案件也很少，審查中的案件隨時可能獲得專利

                                                        
15 依EPO官網公布之規費，請求項超過15項者會加收高額費用，第16項至第50項每項加收225

歐元，第51項以上每項加收555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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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競爭對手也不得不注意這些未來有可能核准的專利。 

在這8件獲准的專利中，Apple並未提出需要的翻譯本進入全部會員國取得專利

權與維護，即使像Apple有相當財力的公司，也必須考量高額的翻譯費用，特別是

許多說明書超過百頁甚至三百頁規模，所需翻譯費更高。 

(三)日本專利取得之檢討 

Apple篩選進入日本的件數只有9件，對照進入EPO有13件，可說篩選更為嚴

格，或者說較重視歐洲的市場。 

Apple採用從PCT申請，並指定歐洲專利局作為檢索機構的策略，無非是希望藉

由歐洲專利局的優質檢索報告，以快速取得許多國家的專利。許多專利數量規模較

小的國家專利局，對於已附檢索報告的PCT申請案，通常不會再重複檢索。但就日

本專利的取得，採用此一策略似乎無法達到目的，日本特許廳並未直接沿用歐洲專

利局的檢索報告，仍然會對這些專利申請案作檢索及實質審查，即使歐洲專利局檢

索報告並未出現有新穎性或進步性要件之虞的X或Y代碼，在日本也無法縮短審查

期間。 

Apple採PCT申請再進入日本的程序，平均超過4年才取得專利，雖然這包含核

駁通知與申復的期間，但至少可以說從PCT進入日本的程序並不比直接向日本申請

專利為快。 

另外一項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專利申請案的請求項數遠超過歐洲專利申請案，

歐洲專利局對於超項的高額費用當然是重要因素，較多的請求項自然在審查上也會

較為費時。還有，Apple想盡可能擴大權利範圍的策略，碰到以嚴格著稱的日本審

查者，不得不一再修正請求項，從Apple獲准的5件專利公告本與公開本比較，幾乎

都經過大幅度的修正。 

歐洲與日本專利取得的結果顯示，PCT系統並沒有比較快速，其最大優點在於

延後繳納規費，有充分的時間可評估專利的價值。如果不採PCT系統，則最晚在

2008年初就要提出申請，才能主張優先權，此一時點篩選有價值的專利當然不如

PCT系統進入國家階段（約2009年底）的時點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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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 論 

全球有超過一百個國家設有專利制度，但即使是以全世界為市場的大企業，也

未必要取得全世界的專利，主要原因是費用太高。PCT系統提供的程序可以一次申

請以節省一開始就平行申請多國的費用，但這僅是在國際階段，一旦進入國家階

段，仍有高昂的翻譯本及維護費用，這會讓取得及維護一件專利的費用遠高於該件

專利的價值。 

本文以Apple的手勢專利為例，實質上手勢專利不僅在Apple所有的專利中具有

代表性，在全球專利佈局的大企業也具相當之代表性。在費用、待審期間與專利價

值考量下，基本策略為：1.以USPTO為第一申請局並利用臨時案取得較早申請日；

2.以美國臨時案為優先權基礎案，平行申請美國及PCT；3.PCT申請案以EPO為檢索

機構；4.以EPO檢索報告及USPTO審查結果篩選較優的專利以及要進入那些國家取

得專利權。 

統計數字也印證前述策略是許多企業運用的標準模式，USPTO於2006年受理超

過40萬件的申請案達425,967件，2012年已超過50萬有542,815件，成長達21%。而

且，2012年申請案有50.5%來自外國申請人，相較於2006年47.9%提高不少16。若對

照日本特許廳受理件數從2006年的408,674件降至2012年的342,796件（減少16%）17，

以及我國智慧財產局受理的發明專利申請件數2006年50,111件，2012年為51,189件

則幾乎沒有成長18，更可突顯USPTO吸引他國申請人選擇其為第一申請局的魅力。 

至於PCT的指定檢索機構仍EPO最多，依WIPO統計，PCT申請件數在2012年約

194,400件，較前一年成長6.6%；而USPTO仍是最大的受理局，當年受理51,677件，

EPO卻是最大的指定檢索機構，檢索74,799件佔38.5%，遠較居次的USPTO之16,815

件為高19。 

 

                                                        
16 參閱USPTO統計資料，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ac/ido/oeip/taf/us_stat.pdf，最後瀏覽

日：2013年7月5日。 
17 參閱日本特許廳，特許行政年次報告書，2013年版。 
18 參閱經濟部智慧財局101年年報。 
19 參閱WIPO公布之2013年PCT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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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選用專利系統也形成各國專利局的規模消長，相對不夠便利或不夠重要的

專利系統，在有限預算下只好被捨棄。專利系統的便利性除了費用、待審期間、檢

索品質外，是否可用英文本似乎愈益重要（例如澳洲、加拿大）。 

在全球化的專利競爭中，PCT系統之運用頗為重要，然而依WIPO之統計，2012

年PCT申請量排名，前50企業、前50大學、前30研究機構中，均無我國申請人在

內。本文以Apple公司為例說明如何運用PCT系統，或可提供我國企業參考，進一步

思考如何擬定更有利之專利申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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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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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植物本是自然產物，其繁衍以及因應外在環境進行物種演化，實屬天經地義之

理。自古以來，各式各樣的植物除了作為農糧作物外，更應用在疾病治療上，具有

高度經濟價值。對於人類而言，為了維持生命並延續生存，植物新品種的開發，早

已成為各個國家農業發展上的重要發展方向。近年來，隨著生物技術的發達，新品

種植物已經可以帶有各種不同特性與功能，例如耐旱、抗凍、抗除草劑等等，而能

夠適應惡劣的環境。 

我國經濟部2012年的生技產業白皮書1指出，全球農業生技市場中以基因轉殖作

                                                        
DOI：10.3966/221845622013100015003 
收稿日：2013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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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濟部工業局，2012生技產業白皮書，2012年，34-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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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規模最大，截至2011年底，全球已有29個國家從事基因轉殖作物的種植，19個為

發展中國家，另10個為先進國家，而最大基因轉殖作物種植國家為美國，種植面積

占全球基因轉殖作物種植面積的43%。另外，2011年全球參與基因轉殖作物的種植

農民人口有1,670萬，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占了1,500萬，中國大陸及印度則各占了700

萬人。然而，隨著生物技術愈趨發展，各國農業發展上重要自然資產的利用逐漸演

變成全球性的利用，且所衍生出的商業利益逐漸受到生物技術先進國家的私人企業

以研究、開發及智慧財產權保護手段加以獨佔或壟斷。因而，植物財產權保護制度

的實施，往往引起農民的對抗，甚而影響各國的農業發展，有名的例子像是全球知

名的農業生物技術公司Monsanto於加拿大向農民Schmeiser2挑起油菜種子專利的侵

權訴訟以及Monsanto於美國向農民McFarling3及Bowman4挑起抗除草劑種子專利的

侵權訴訟。 

2012年10月5日，美國最高法院受理了農民Bowman上訴Monsanto公司所提出之

黃豆基因改造種子專利使用限制過於嚴苛的訴訟案。本案的爭點在於Monsanto的專

利是否不及於含有基因改造的黃豆種子的子代，而有專利權耗盡原則（patent 

exhaustion doctrine）之適用。農民Bowman在聯邦法院及上訴法院均敗訴。日前，

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出爐，結果仍是Monsanto贏得勝利，聯席法官一致認為專利權耗

盡原則不適用於農民自行耕種含改造基因種子所繁衍出的子代。 

一般而言，專利權耗盡是指專利權人或經其同意之被授權人，對於受其專利權

保護之產品，一旦提供予下游市場（downstream）進行交易後，不得就該產品在下

游市場的流通進行控制，因為其受法律保護的流通交易權能已獲得滿足。為衡平公

益與私益，在專利權人獲得公平報酬後，應限制其專用權。此外，專利物品受讓人

取得物品所有權後，依照民法規定，所有權人享有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

之權利，與專利權人享有之禁止他人販賣專利物品的排他權，兩者間顯然衝突。為

                                                        
2 Monsanto Canada Inc. v. Schmeiser, [2004] 1 S.C.R. 902, 2004 S.C.C. 34，判決內文請參照

http://scc.lexum.org/decisia-scc-csc/scc-csc/scc-csc/en/item/2147/index.do，最後瀏覽日：2013年

9月30日。 
3 Monsanto Co. v. McFarling, 488 F.3d 973 (Fed. Cir. 2007)，判決內文請參照 http://www.cafc. 

uscourts.gov/images/stories/opinions-orders/05-1570.pdf，最後瀏覽日：2013年8月21日。 
4 Monsanto Co. v. Bowman, 657 F.3d 1341 (Fed. Cir. 2011)，判決內文請參照 http://www.cafc. 

uscourts.gov/images/stories/opinions-orders/10-1068.pdf，最後瀏覽日：2013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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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決這種衝突，而能保有商品的自由流通性，專利權耗盡的設計有其合理性5。 

專利權耗盡可分為國內耗盡及國際耗盡兩種。國內耗盡是指：專利權人就其所

製造或經其同意製造或重製的專利物品，於本國內第一次進入市場後，其對該物品

之販賣權與使用權始被耗盡。因此，專利權人之專利物品在外國第一次銷售後，專

利權人對該物品的排他權利仍未耗盡，仍得於本國就該物品主張專利權；國際耗盡

是指：專利權人就其所製造或經其同意製造或重製的專利物品，於國際上任一國家

第一次銷售後，其對該物品之販賣權與使用權即被耗盡。我國目前採國際耗盡原

則。 

我國目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是基於植物品種及種苗法，而植物本身在現行專利

法上被明定為不予發明專利之標的，然而將植物納為可申請專利標的之修法草案已

被提出。不論如何，轉殖基因於種子的技術仍可申請專利而取得方法專利權，因而

前述美國Monsanto與農民Bowman之間的種子戰爭仍可能會在我國上演。換言之，

我國仍可能面對含轉殖基因之植物種子的專利權耗盡與專利排他權之間的抗衡問

題，此時，應如何站在我國的農業發展立場，從智慧財產權保護角度尋求適合的因

應及解決之道，值得討論。以下為本文針對此一議題的探討。 

貳、現況分析 

一、台灣曾經考慮將植物納入專利保護並著手修法 

世界各國為了提升自身農業發展上的競爭力，都訂有法律保障智慧財產權。根

據WTO之「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之第27-3(b)規定，WTO會員國對於植物品種的保護，應以

專利法、特別立法或二者組合之方式來實施6。另外，有關生產植物之非主要生物學

                                                        
5 陳昱儒，專利權耗盡理論之公法研究——兼論美國最高法院Quanta Computer, Inc. v. LG 

Electronics, Inc.（2008）判決，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碩專班碩士論文，2009年。 
6 Article 27-3(b) Members may also exclude from patentability: plants and animals other than micro-

organisms, and essentially biological process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plants or animals other than 
non-biological and microbiological processes. However, Members shall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plant varieties either by patents or by an effective sui generis system or by any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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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不違反善良風俗之植物基因序列、組織或生物材料均可以專利法保護。 

台灣積極發展農業，基於植物育種權之保護及品種改良之促進，早於1988年參

酌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 UPOV）1978年公約制定「植物種苗法」。另於2005年參考UPOV 

1991年公約版本修訂為「植物品種及種苗法」，同時訂定實行細則及相關行政規

章，強化品種權利保護措施。 

依照我國2010年8月25日修正公布之「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經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公告適用該法植物種類之品種具備新穎性、可區別性、一致性、穩定性及一適

當品種名稱等要件7，申請權人可備齊申請書件提出品種權登記申請。另外，「植物

品種及種苗法」第24條規定：「品種權人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對取得品種

權之種苗為下列行為：一、生產或繁殖。二、以繁殖為目的而調製。三、為銷售之

要約。四、銷售或其他方式行銷。五、輸出、入。六、為前五款之目的而持有。

七、利用該品種之種苗所得之收穫物，為上述各款之行為。八、利用收穫物所得之

直接加工物，而為第一項各款之行為，但以主管機關公告之植物物種為限」。 

同時，考量國內農業技術現況及新品種開發需求，「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26

條訂有品種權效力不及之行為態樣，通稱為免責條款：一、個人非營利之目的行

為：一般人栽種具品種權作物自己使用，無銷售行為亦無侵權問題。二、實驗研究

及育成其他品種之目的行為：未經過權利人允許，以具品種權之品種進行試驗，無

侵權問題，亦可以用來研發新品種，但若研發出來的新品種是為實質衍生品種，那

就構成侵權，權利人可以請求損害賠償。三、農民部分：農民可種植、留種自用，

但僅限於農委會公告之植物物種——目前只有水稻，農民進行培育及將其收穫物於

國內販售等行為，皆無侵權之慮，然不可以販賣生產之種苗；另外受農民委託以提

供農民繁殖用為目的，從事調製培育上述種苗之行為，亦具免責，但若產品外銷至

具該品種權之國家，未經權利人授權將構成侵權。 

                                                                                                                                                        
there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ubparagraph shall be reviewed four years after the date of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WTO Agreement. 

7 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具備新穎性、可區別性、一致性、穩定性及一適當

品種名稱之品種，得依本法申請品種權」。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申請品種權，應填具

申請書，並檢具品種說明書及有關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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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從專利保護制度來看，目前國際上採取全面開放植物專利之國家只

有美國、日本、澳洲及韓國。就我國而言，依照現行專利法第24條第1款規定，

動、植物不予發明專利。然而，智慧局正積極將含有植物基因、植物基因之質體、

植物細胞、植物組織培養物、植物器官及植物本身（包括基因改造植物）、植物之

非主要生物學育成方法及相關用途等，都納入專利保護，並於現行專利法修正公布

前提出修法草案。回顧最近一次專利法的修法歷程，最終維持植物不予以專利保護

的原因，來自於2011年8月智慧財產局所舉行之植物納入專利保護之專利法修法公

聽會8上，學者、業者及農民均持反對立場。主要理由有以下幾點： 

第一點、從法規面來看：大多數生物科技，例如微生物、基因、植物成分、生

物製劑、生物醫學技術、以及基因改造技術等，早就可用專利來保護，沒有修法納

入植物個體的必要。植物品種已有99.9%納入品種權的範圍內，根本不需要專利權

保護。從國際條約的角度，原來的規定已符合要求。品種權保護比較適合植物特

性。 

第二點、從台灣農業發展現況來看：台灣品種研發在全世界排名前10名，主要

原因為具備彈性活潑的研發環境，最大優勢在於品種研發的多元化。靠著政府單位

與民間中小型企業之間的合作，台灣的強項在於每年創新品種數以百計的傳統植物

育種，而不是一年做不到一個品種的基因改造技術。換言之，這些中小型企業的種

苗公司，還沒有能力可以做到基因改良技術，專利保護制度的引入將削弱國家育種

的競爭力，專利權制度的引入，恐怕引起專利大戰而限縮育苗發展，不利研發。 

第三點、從制度面來看：考量利用傳統雜交方式培育植物的技術層次較低有其

必要以品種權制度進行保護。植物品種權的制度設計比較站在農業發展的角度上考

量，相較於站在工業發展的角度而發展出的專利法而言，對於農業發展與公共利益

的衡平，較為周全。我國植物相關生物技術尚處萌芽階段，讓技術先進國家取得本

國專利權時，技術先進國家的專利權人極有可能藉此對本國的農業發展造成相當大

的限制。技術引進與給予專利保護之間不存在絕對必然關係，外國人是否願意引進

技術進入國內，所需考量的因素包含了土地、人力、原料、稅捐等，當技術產品不

                                                        
8 1000812植物專利公聽會議紀錄，2013年6月14日，取自：http://www.tipo.gov.tw/public/ 

Attachment/1000812植物專利公聽會議紀錄.doc，最後瀏覽日：2013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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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內市場為主，而以國外市場為主時，將降低引進專利保護制度的必要性。 

此外，儘管智慧局的修法草案將育種家研發新品種免責納入修訂條文，但並未

將種苗場免責納入。根據專利修法條文，小種子公司只可研發卻不能賣，不算免

責，且農民表示水稻育苗比率低於1%，秧苗多來自於種苗中心，專利權若排除「種

苗場免責」，可能造成稻農購買秧苗的價格攀升、農民生產成本提高、米價上漲等

問題，進而嚴重影響人民生計。如此一來，無異是危害本國種苗公司、蘭花公司的

生存，將嚴重傷害到台灣旗艦農產業。 

有關植物等可繁衍生物之專利權耗盡問題，目前我國實務上雖尚未遭遇。然

而，不管是在外國施壓下或是我國生技業的要求，最終可能還是會面臨到種子權利

是否耗盡的問題。 

二、美國最高法院對於孟山都案判決 

2013年5月13日，美國最高法院對於可再生產品的權利耗盡問題給了一個答

案。在Bowman v. Monsanto Company, 569 U. S.___ (2013)上訴案裡的主要爭議是：

專利權耗盡是否適用於再生性的物品。 

農民保曼（Bowman）每年第一季向孟山都（Monsanto）購買基因改造的黃豆

種子9來播種。但因第二季風險比較大，因為如果冬天來得早會收成不好，所以保曼

不願意多花錢購買基因改造的黃豆種子，但他認為黃豆經銷商那邊所買到的黃豆，

應該也會含有基因改造的種子。果真如他所料，他使用那些應販售作為飼料用的黃

豆，種植出了耐Roundup®除草劑的基因改造黃豆種子。於是，他計畫把這些種子留

下來用於每年第二季的播種。孟山都公司知道此情況後，遂對保曼提起侵權訴訟。 

在第一審與第二審的訴訟中，保曼以專利權耗盡為抗辯理由，因為農民收成之

後所販賣給黃豆經銷商的黃豆，是孟山都允許的銷售行為，一旦為經過允許的銷

售，則其專利權就耗盡。一審法官不認同這個說法，因為孟山都所允許的種子銷售

應為非播種用途。二審維持一審的判決，並認為保曼在種植這些種子時，「製造」

                                                        
9 孟山都的銷售契約允許農民以基因改造種子播種一季，並銷售所收成的農產品，但是農民不

可以留種子以便再播種，或把收成的種子給他人再去播種。這條限制是因為新生的種子裡也

會有抗除草劑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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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個新的專利產品。專利產品販賣之後，允許購買者「使用」或再「銷售」該產

品，但不允許購買者以產品為樣板「製造」另外一個專利產品。 

在最高法院的抗辯，保曼再度聲明專利權耗盡，並聲明他沒有依據孟山都的專

利技術複製一個新的專利產品，因為他只把種子播種到土裡。 

最高法院首先聲明在廣達電案子10裡闡明的專利權耗盡原則：「在專利權人允

許的初次銷售之後，對該產品所有的專利權盡失」。「在此銷售之後，購買者或更

下游的購買者可以隨意使用或販賣該產品」。但是「此原則只適用於被販賣的那件

物品，此耗盡原則並不影響專利權人的其他權利」。專利物品的購買者並沒有獲得

「再製造」專利產物品的權利，因為專利權人只取得「已銷售」物品的利益。 

根據此原則，保曼有權利把他從黃豆經銷商那裡買來的黃豆轉賣給別人、自己

吃、或當飼料。但是，保曼沒有權利「製造」額外的專利黃豆。 

因為若非如此，專利權對孟山都來說無任何益處，孟山都也不可能享有專利法

賦予的壟斷期，因為一旦孟山都賣出了第一批種子後，就將不會再有人向孟山都購

買了。倘若如此，就不會有公司願意花錢作研發，農民也會得不到改良的種子11。 

保曼另一答辯理由是，他買的種子只是用於一般農民的常規應用，如果說這些

常規行為不適用專利耗盡，那會給專利耗盡原則創造了不合理的例外。但，法院認

為反而是保曼在創造不合理的例外，因為專利耗盡本來就不允許購買者「製造」新

的專利產品。在專利耗盡的原則下，農民可以以常規的行為使用買來的種子生產農

作物，這在孟山都的契約裡有明文規定。 

保曼更進一步辯稱種子是特殊的產品，因為種子會自己複製。所以是播種到土

裡的種子自己（不是保曼）自行複製出新的種子，法官認為保曼並非是一個被動的

觀察者，種子不會自己長出下一代的專利基改植物種子。被告是經由精心策畫，從

黃豆經銷商買來種子，播種後澆水撒除草劑，收取抗除草劑的種子以便下一年使

用。所以是保曼控制了種子的再生過程。 

據此，美國最高法院作出了一致的判決（無異議）：「專利權耗盡」原則不適

用於將合法買來的種子經播種所產生的下一代種子，所以農民將這些專利權尚未耗

                                                        
10 Quanta Computer, Inc. v. LG Electronics, Inc., 553 U.S. 617, 625 (2008). 
11 美國黃豆協會和其他農業組織在他們支持孟山都的法庭之友意見書（Amicus Brief）裡也提

出這個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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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的專利基改植物之子代種子再次種植時，則構成了侵權行為。孟山都案在美國最

高法院的主要爭點整理如下表1。 

表1 孟山都案在美國最高法院的主要爭點 

保曼的抗辯 孟山都的主張 最高法院認定 

一旦販賣，專利權就耗盡。 專利耗盡只適用於被販賣的物

件，專利基改植物子代種子尚

未被販賣過。 

專利耗盡只適用於被販賣的物

件，專利基改植物子代種子尚

未被販賣過。 
基改植物子代種子基本上是第

一代種子的化身（賣了半成

品，最終產品專利耗盡）。 

比喻失當，基改植物子代種子

在第一代種子買賣時不存在。

比喻失當，基改植物子代種子

在第一代種子買賣時不存在。

基改植物子代種子屬於農民。 專利權與財產權無關。 未表明立場。 
把會複製的種子排除在專利耗

盡之外是不合理的。 
專利耗盡只適用於被販賣的物

件，複製的種子沒經過買賣，

無專利耗盡可言。 

專利耗盡只適用於被販賣的物

件，複製的種子沒經過買賣，

無專利耗盡可言。 
只「使用」了買來的種子，沒

有製造基改植物子代種子，那

是天然過程的產品。 

被告積極地參與了基改植物子

代種子產生的過程。 
被告積極地參與了基改植物子

代種子產生的過程。 

 
最高法院特別強調本判決是針對本案的情況，並不是對所有會再生的專利產

品，因為可再生的產品包括很廣，很複雜。說不定某些可再生的產品的再生過程不

是被告可以控制的。所以，這是一個狹義的判決，美國最高法院沒有通盤的解決有

關可再生專利產品的權利耗盡問題。 

參、問題檢討 

回顧我國，台灣於2006年及2011年的專利法修正案中，都曾研議是否開放植物

專利。在研議刪除植物不予發明專利的規定的同時，亦增訂了配套的條文，其中包

括「生物材料發明專利權之權利耗盡原則」及增訂「農民留種自用免責」。 

大體而言，「生物材料專利權之權利耗盡原則12」係規定若透過合法方式取得

                                                        
12 第62條：發明專利權人所製造或經其同意製造之生物材料販賣後，其發明專利權效力不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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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生物材料，且該專利生物材料的使用必然導致繁殖的結果，則因繁殖而直接產

生的生物材料為專利權所不及。然而，若將該繁殖而直接產生的生物材料再用於繁

殖下一子代，則不為專利權之權利耗盡所排除。舉例而言，若某甲由專利權人某乙

手上購得繁殖用的專利稻米種子，則種植該專利稻米種子而直接產生的稻米，某甲

除了將該自行生產的稻米再次用於繁殖或者販賣做為繁殖用的生物材料外，能夠自

由的處分及使用這些稻米。 

另一方面，「農民留種自用免責13」，是對於專利基改植物之所產生的子代種

子再被用於繁殖時的免責。延續上述的例子，假若上述的某甲具有農民的身分14，

則農民某甲也可以再種植其由專利權人購得的專利基改植物之種子經種植所產生的

子代農作物。 

關於上述的配套措施，可能衍生三點問題。 

第一點，由於農民留種自用免責的強制性規定，諸如孟山都在販售種子時通常

會與買受人所簽署的禁止留種種植的契約，此契約將無約束力。因此，享受專利基

改植物之優點的農民，僅需購買一次專利基改植物種子，就可以重複的繁衍其子代

而無需再重複的購買。更甚者，基於專利基改植物種子在繁殖時，僅少數的專利基

改植物種子就可以繁殖產生眾多的子代種子，農民可能僅需要購買少數的專利基改

植物種子，便能夠經由自己重複的種植，而不斷的擴大其對於專利基改植物種子的

使用規模，且無需支付其他的對價。因此，關於農民留種自用免責的強制性規定，

是否實際上調和了社會大眾的利益以及專利權人的利益，進而使得社會大眾能夠享

受專利生物材料所帶來的好處，又使得專利權人能夠獲得合理的報酬，恐有討論的

空間。 

除此之外，針對不同的專利基改植物，農民留種自用免責的強制規定也會產生

                                                                                                                                                        
該生物材料經繁殖而直接獲得之生物材料。但不得為繁殖之目的，再使用該直接獲得之生物

材料。前項販賣後之生物材料，以其使用必然導致生物材料之繁殖者為限。 
13 2009年12月3日行政院院會通過並送請立法院審議之專利法修正草案，第63條：發明專利權

人所製造或經其同意製造之專利植物繁殖材料販賣後，其專利權效力不及於農民為繁殖目的

留種自用之行為。前項所稱植物，以依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26條公告之植物物種為限。 
14 專利法修正草案，同前註，其中第63條之說明：「關於農民之定義，參考農業發展條例第二

條之規定，指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之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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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影響，以Bowman v. Monsanto Company一案的系爭專利15為例，其專利基改

植物所帶有的基因能夠使得該專利基改植物種子種植所產生的作物具有抗Roundup®

除草劑的能力，且Roundup®除草劑亦由孟山都公司所生產，因此只要種植該專利基

改植物，並且施用Roundup®除草劑，便能夠降低作物的生長受到雜草影響，進而提

高生產量。這樣的情形，可能會有搭售（tying）的可能性，即購買專利產品，必須

要一起購買非專利產品，有可能夠成專利濫用（patent misuse）的情況。 

以專利權人的角度來說，在自留種免責下，既然販售種子僅能獲得一次性的利

益，可能的變通方式是提高專利基改植物種子一次性販售的售價，或者提高搭配該

專利基改植物種子所使用的Roundup®除草劑的售價，由於除草劑屬於消耗性的用

品。因此即使農民能夠留種自用，然還是需要重複的購買除草劑，以搭配各專利基

改植物之子代種子使用，方能達到專利基改植物所帶來的利益。 

然上述的變通方式如果對於一些藉由基因改造便提高農作物生長速度或者是藉

由基因改造便強化了農作物的抗病蟲害能力而無須搭配其他特定的施作方式的專利

基改植物來說，似乎無法適用。因此，通盤的強制性規定農民留種自用免責適用於

所有的專利基改植物，是否合適呢？似乎有過於粗糙的問題，恐有討論的空間。 

第二點，自留種免責的目前僅適用於農民使用生物材料的子代再進行種植的情

形，然而以台灣稻作模式為例，實際上的種植模式是農民會向秧苗場購買新的秧苗

來進行種植而不會留下種子待下一季播種，因此農民自留種免責實際上可能無法給

農民帶來保障。此外若通過植物可專利後，秧苗場恐將專利生物材料的授權金成本

轉嫁給農民。 

另一方面，現行植物品種及種苗法中要求申請品種權必須具有可區別性、一致

性、穩定性以及具有一個品種名稱16。其中可區別性指品種可用一個以上之性狀，

和申請日之前已於國內或國外流通或已取得品種權之品種加以區別，且該性狀可加

以辨認和敘述。 

                                                        
15 US5352605 Chimeric genes for transforming plant cells using viral promoters、US5633435 

Glyphosate-tolerant 5-enolpyruvylshikimate-3-phosphate synthases. 
16 第12條：具備新穎性、可區別性、一致性、穩定性及一適當品種名稱之品種，得依本法申請

品種權。第1項所稱可區別性，指一品種可用一個以上之性狀，和申請日之前已於國內或國

外流通或已取得品種權之品種加以區別，且該性狀可加以辨認和敘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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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品種權，植物專利權劃定專利權範圍的方式，係透過申請專利範圍的描

述，僅要符合專利法26條第2項17的規定即可，以Bowman v. Monsanto Company一案

的申請專利範圍來說，其標的（subject matter）就包含了「一種酵素（抗除草劑酵

素）之DNA分子」、「一種帶有該DNA分子之植物細胞」、「一種帶有該DNA之

種子」、「一種帶有該DNA之植物」、「一種生產該植物（帶有該DNA）之方

法」、「一種利用種植該植物而控制野草生長的方法」。透過以上例子，可見透過

專利權保護植物時，其多樣性及全面性，因此對於是否落入專利權範圍的判斷，或

者行為是否造成侵權，並非台灣普遍的自耕農所能判斷的。如表2中，孟山都的專

利若是可以在台灣申請的話，其專利範圍種類範圍極大，皆需要專業人士的判斷。 

表2 孟山都的基改植物若在台灣申請專利，農民之侵權態樣表 

專利權標的 
假如未來種子與植物受專利權

保護，農民可能落入的範圍 

假如未來種子與植物不受專利

權保護，農民可能落入的範圍

單離之DNA分子 不會落入 不會落入 
植物細胞 可能落入專利權範圍 可能落入專利權範圍 
種子 可能落入專利權範圍 (無專利權) 
基因改造植物 可能落入專利權範圍 (無專利權) 
生產基因改造植物的方法 可能落入專利權範圍 可能落入專利權範圍 
控制野草生長的方法 可能落入專利權範圍 可能落入專利權範圍 

 
第三點，若把專利基改植物自由散布特性納入考量，假設專利基改植物的DNA

透過自然的傳播方式，進入了農民的作物之中，進而使得農民種植的作物的子代

中，具有了專利基改植物的DNA，則農民恐面對專利權人對於不當得利的指控。 

其一，對於專利權人的對於不當得利的指控，農民如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無法與

之抗衡，舉例而言，以前述孟山都的專利而言，在生產帶有該專利DNA的植物時，

已經落入了其申請專利範圍，然農民或許可以主張未使用Roundup®除草劑，因此並

沒有獲得實際上的利益18，因此無須返還不當得利，但是這些抗辯都需要經過專業

                                                        
17 第26條第2項申請專利範圍應界定申請專利之發明；其得包括一項以上之請求項，各請求項

應以明確、簡潔之方式記載，且必須為說明書所支持。 
18 謝銘洋、楊擴舉、林佳瑩，植物品種專利的侵權事件與案件解析，專利法保護植物品種之法

制趨勢研討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辦，2002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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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的輔助。 

其二，縱然農民可以如上述的主張，但是被控侵權人以及專利權人雙方資源的

不對稱，再加上專利基改植物之自由散布特性，若專利權人屢屢興訟，進而對農民

產生壓力，是否會變成專利權人的強迫推銷其專利權物品手段並不無可能。另一問

題點，台灣自耕農其生產的規模不大，應不會造成大型的植物生產公司興訟，就如

電子產品的專利權人，不會對於使用侵權產品的消費者興訟一般。然僅交由市場機

制的制衡，而忽略了對於小農的保護，並且否定了專利權人透過其專利權的行使，

而對於其本意並不想使用該專利基改植物的農民的影響，似乎有違公平。 

肆、解決方案建議 

綜上所述，專利基改植物之子代種子是否有權利耗盡之爭議，是一個很重要的

問題。因此，本文提出一些更分層管理之立法建議，可以讓農民與專利權人之間的

利益衝突盡量在專利制度之天秤上達到平衡。以下為本文所提出的立法建議： 

建議一：制定在原購買數量範圍的專利基改植物之子代種子 
權利耗盡 

農民或種苗場只可以在原購買的範圍保留專利基改植物之子代種子，若是超過

此範圍，則不受免責權的保障。例如，若是向專利權人購買100顆專利基改植物的

種子，那麼農民或種苗場可以保留100顆下一代種子的權利。但若將來繁衍生長出

1,000顆種子，那麼超出原購買數量範圍的900顆種子，就無法供農民或種苗場自行

使用，即多出來的900顆種子之權利尚未耗盡。若農民或種苗場仍自行使用超出原

購買的數量範圍的種子，即構成專利侵權。 

本建議提出相對於智慧財產局先前一版的修法版本，賦與農民保留育種權，更

為放寬了權利未耗盡的範圍，給予專利權人較大的權利範圍。 

因為，若農民保留育種權，等於是專利基改植物之子代種子之權利完全耗盡，

嚴重影響生技業的研發。另一方面，若採用美國最高法院孟山都的相關判決，等同

完全犧牲農民自古以來的育種權，對於農民之權利又衝擊過大。 

因此，本建議提出了在農民或種苗場原購買數量範圍內的專利基改植物，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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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已耗盡。基於此種折衷的方法，既不會完全喪失農民或種苗場的傳統權利又可以

保護生技業的研發能量。 

建議二：採用時間限制的方法 

採用分層立法的方法，為了讓這複雜的問題於立法上更細膩，本建議再採用時

間限制的方法。即在原購買數目範圍的專利基改植物之子代種子權利耗盡再加入了

時間限制，例如第三年後，在原購買數目範圍內的專利基改植物之子代種子，即喪

失免責權。即在第四年，若需要再種植專利基改植物，則需要再跟專利權人購買種

子。如此分層設計，可以讓專利權人的權利更獲保障。 

建議三：種植範圍小於1甲田之小農民與家庭種植自用的免責 
條款 

第一類農民，為存在於台灣鄉下地區的一群種植範圍小於1甲田之小農民，其

種植面積很小，即其從事商業行為的規模很小，甚至此農民的種植農作物，根本就

是虧損的。第二類農民，由於祖先留下的一塊小土地，種植蔬菜自己使用（本身無

農民證），並無販賣到市場上之商業上行為。此兩類農民應該可透過立法免責。 

建議四：設立專利基改植物之種子回購中心 

需要設立專利基改植物之種子回購中心，即若是專利基改植物之子代種子超出

原有購買範圍的，種子回購中心需要以合理的價格回購。例如，不得低於新種子購

買價的30%。 

所謂合理價格，乃是因為專利基改植物之子代種子的出現，並不可以全部歸功

於專利權人。因為，專利基改植物之子代種子的出現需要農民的努力。植物的種植

可不是直接把種子灑在稻田裡面就行，農民需要浸泡種子、種子發芽、種植種苗、

長成秧苗、插秧、施肥、除草、收割、曬穀、植綠肥厚植土壤。若是沒有農民的上

述努力，並不會有專利基改植物之子代種子產生。若超出原購買範圍的專利基改植

物之子代種子的財產權，全歸功給專利權人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因此，專利基改

植物之子代種子之財產權的利益，當然要合理的價格歸於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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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五：增加專利基改植物之種子污染農田，農民或種苗場的

免責條款 

因為，專利基改植物之子代種子具有自由散布特性，會污染農民之稻田。若農

民可證明該農田，因為被專利基改植物之子代種子所散播污染，所以長出了帶有專

利基改植物，此情況為專利權所不及之態樣，用以保障農民不種植帶有專利基改植

物之權利。 

此立法主要可解決孟山都發生過的案例，孟山都的專利基改植物之子代種子落

在其他農民的土地上，孟山都是否有權控告有機作物的農民們專利侵權之爭議。 

過去孟山都在與農民的承諾契約書中訂立：「當有微量的專利基改植物之子代

種子，是在非故意的情況下，顯露在農民的農地中時，我們不會動用我們的專利

權。」唯事實上，孟山都仍然以專利侵權為由，控告了數百位的農民。因此，增加

專利基改植物之種子散播污染一般農田，農民或種苗場的免責條款。 

建議六：專利權人故意或過失污染農地，專利權人應負擔損害

賠償 

因為，專利基改植物之種子和有機種子的並存是不可能的，因為歷史已印證了

專利基改植物之種子會污染有機種子，例如，國外曾有案例在油菜籽的基改植物之

種子被引進了之後，有機的油菜籽就在基改植物的污染下瀕臨絕種。因此，嚴格來

說，這樣的行為侵害了農民種植傳統植物的權利，需要立法歸責專利權人。若專利

權人故意或過失而污染一般農地的情形，專利權人應負擔損害賠償。 

建議七：訂定專利基改植物種子價格上限 

為免專利基改種子公司壟斷市場後，任意調漲價格而發生農產品供應危機及糧

食問題，建議參考例如國內「緊急時期石油處置辦法第11條」或其他國家有關於價

格上限之法規，制定專利基改種子價格上限的法源依據，並授權農業主管機關以法

規命令訂定專利基改植物種子價格上限之計算式，使各類型之專利基改植物種子都

能據其性質及研發成本而得出合理之價格上限，以避免專利基改種子公司任意調漲

價格而發生農產品供應危機及糧食問題。在此立法建議制度下，農業主管機關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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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檢視該價格上限計算式之合理性，以適時作出合宜之調整，達到憲法第22條有關

衡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以及保障人民自由與權利之立法精神。 

建議八：搭售之免責條款 

若專利基改植物之種子的栽種成長上，必須要一定使用該專利權人的特定產品

（如除草劑、農藥等），且市場上無其他可以替代的產品，將可能構成專利搭售

（tying）之可能性。 

由於搭售行為可能會有專利濫用之可能，因此，本建議認為此類專利基改植物

之種子，應該要使農民或種苗場全面保留育種權。 

此時專利權人可以藉提高專利權人之特定產品（如農藥）之售價，來回收其投

資研發專利基因種子的投資。 

建議九：建立專利權人監督之機制 

建立專利權人監督，可採用以農民耕作之農田的面積是否有擴大，來認定是否

有種植超出原購買數目範圍的專利基改植物之子代種子，如此可以讓整個監督方法

更簡化。 

伍、結 語 

由於美國最高法院判決結果，孟山都擁有具有抗除草劑特性的基因改造種子的

專利權，法官一致的認同專利基改植物之種子，經合法購買具有該基因專利的種子

後，其權利耗盡不及於子代。 

由於科技進步的速度太快，我國不管是外國施壓或是生技業的要求，最終還是

要面臨到專利基改植物之種子之權利是否耗盡的問題。因此，本文提出了九個立法

建議如下列表3： 



56  

專利師︱第十五期︱2013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表3 立法建議之整理 

建議一 制定在原購買數目範圍的專利基改植物之子代種子權利耗盡 
建議二 採用時間限制的方法 
建議三 種植範圍小於1甲田之小農民與家庭種植自用的免責條款 
建議四 設立專利基改植物之種子回購中心 
建議五 增加專利基改植物之種子污染農田，農民或種苗場的免責條款 
建議六 專利權人故意或過失污染農地，專利權人應負擔損害賠償 
建議七 訂定專利基改植物種子價格上限 
建議八 搭售之免責條款 
建議九 建立專利權人監督之機制 

 
本文認為由於此問題十分複雜，因此，需要建立了一套層層管制的立法設計，

並藉由農業主管機關的官方力量加以管制。例如，採用表3這種細緻且層層管制的

立法方法，可以避免孟山都公司在國外所發生的極具爭議的事件，讓農民與專利權

人之權利義務的平衡，達到雙贏的目的。 

生物科技的進步越來越快，必須歸功於生物科技的研究團隊的貢獻。因此，台

灣專利法將來必定會面臨到美國孟山都案之情形，立法設計上如何讓雙方的權利與

義務不會嚴重的失衡，將是台灣專利主管機關與台灣專利師責無旁貸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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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地方專利 
立法研究

* 
楊利華**、劉 穎*** 

壹、前 言 

專利權是國家依法賦予發明創造者的專有實施權，專利法則是規範專利權的確

認、行使、保護的法律。不過，專利法並非純粹的私法，專利法「保護發明創造專

利權」的目的與鼓勵發明創造，有利於發明創造的推廣應用，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和

創新等目的1並列。專利法的保護對象、保護措施與保護水平，既受到一個國家的法

律體系和法律傳統的影響，也與民眾的發明創造能力、社會的市場發育成熟狀況乃

至公眾的技術市場化的專利意識等緊密相關。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將技術成果市場

化的社會文化環境，清末到民國時期建立的專利制度體系也在1949年後中止。中國

大陸當代的專利法始於20世紀80年代，不過當代《專利法》，是應對改革開放尤其

                                                        
DOI：10.3966/221845622013100015004 
收稿日：2013年8月27日 
*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國家知識產權文獻及信息資料庫建設研究」（項目

編號：10&ZD133）；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特色知識產權理論體系研究」，項
目編號：11AZD047。 

** 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理事、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法研究所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 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法學專業碩士生。 
1 參見中國大陸《專利法》（2008年修訂）第1條；馮曉青，專利法第四次修改旨在提升國家
創新能力，中國社會科學報，A07版，2012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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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際智慧財產保護需要開始的，而非適應本國科技經濟需要的結果。自1984年制

定《專利法》以來，通過較低層次的部門專利規章和地方性專利立法，以及實行較

靈活的專利司法措施，以柔化國際化的高水平的專利立法與國內尚不發育的專利法

制需求的矛盾，是中國大陸近幾十年專利法發展的重要特點。在新穎性條件的地域

標準方面，1984年《專利法》並未採用當時為發展中國家普遍接受的相對新穎性標

準，而選擇了混合新穎性標準，與當時美國、日本的做法一致。在20世紀80年代中

國大陸的經濟科技水準整體落後的情況下，這樣的專利授權條件對於從事發明創造

的科技人員，乃至整個利用專利制度激勵科技創新的機制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挑

戰。因此，在中國大陸科研基礎較弱、人才稀少、科研經費緊張的背景下，一些地

方政府設立了專利發展基金，並公布了相應的地方立法，以支持、資助新技術開發

和專利申請，推動本地區專利事業發展。例如，湖南省科學技術委員會、湖南省財

政廳於1986年12月2日發布的《湖南省專利發展基金管理暫行辦法》，以及海南省

政府於1989年7月24日發布的《海南省專利發展基金管理辦法》就是體現。 

中國大陸的地方性專利立法內容相當豐富，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國務

院批准的較大的市的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根據其工作需要，都是地方專利立法的

主體。本文主要以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省級地方機關頒行的涉及專利工作的

法規文件為對象，只在研究中部分涉及更低層次的地方性專利立法。這些地方性專

利立法具體包括：一、各省級（含省、自治區、直轄市，下同）人民代表大會頒行

的地方性專利法規；二、省級政府頒行的涉及專利的地方政府規章；以及三、省級

政府所轄部門，如省級知識產權局2（原為專利管理局）、科技廳（局）、財政廳

（局）等發布的有關專利的地方規範性文件。本文即擬從1984年中國大陸《專利

法》頒布以來的近30年中，各省級地方機關制定或認可的，以規定專利權益及專利

事務為內容的規範為研究對象，以圖全面瞭解中國大陸地方專利立法狀況。資料的

來源主要包括：一、「北大法寶」等專門資料庫；二、國家知識產權局、省級知識

產權局等相關政府網站；三、有關工作報告和論述的記載。 

                                                        
2 在中國大陸，「智慧財產權」被稱為「知識產權」。因此，相應的行政管理機構被稱為「知

識產權局」，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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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即擬在儘量全面收集相關資料3的基礎上，進行綜合分析與統計，據此形成

中國大陸地方專利立法狀況的藍圖，並結合與專利相關的科技經濟狀況尤其是專利

授權狀況，對中國大陸地方專利立法進行一個全面的展示，從一個側面反映中國大

陸近30年專利工作的狀況。 

貳、中國大陸地方專利立法概況 

中國大陸當代專利法，始於1984年3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下稱《專利法》）。該法經歷了

1992年、2000年、2008年三次正式修改，2012年國家知識產權局根據人大立法安

排，啟動了第四次修改。為了配合《專利法》的施行，國務院制定並適時修訂了相

應的《專利法實施細則》，主管專利工作的國家知識產權局（原為中國專利局）則

通過了與專利審核、收費、代理、行政執法等有關的專利部門規章，科技部、財政

部、人事部、海關、教育部等部門也根據其所轄工作與專利事務的關聯性而頒行了

有關專利的技術促進、人才政策、財政稅收、海關管理等的規章，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根據專利司法保護的需要則發布了多項與專利有關的司法解釋，軍

隊系統也發布了有關國防的專利保護與促進規範。這些立法主體制定的專利法規和

加入的有關專利的國際公約（如《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世界貿易組織《與貿

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專利合作條約》等）一樣，因制定和發布機關的權限

而在一定範圍內發生全國性效力。本文研究的中國大陸的地方性專利法規，則主要

在其頒發機構的地域範圍內有效。從發展歷史、立法層次、地區分布、立法主題四

個方面，可以把握近30年中國大陸地方專利立法的基本情況。 

一、中國大陸地方專利立法的歷史分析 

中國大陸《專利法》從1984年頒布至今，歷經三次修改，其修訂變遷反映出中

國大陸當代專利事業伴隨國家科學技術與市場經濟發展而不斷發展的過程，也體現

                                                        
3 不過，囿於作者信息收集手段和目前地方立法信息公開現狀，本文對各地方專利立法資料的

統計難免有所遺漏，尚待作者在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中予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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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們對專利工作認識的發展變化過程。「春江水暖鴨先知」直接面臨科技經濟前

沿的地方，其專利工作和專利立法，更現實地反映了中國大陸專利工作的現實情況。 

從1984年《專利法》頒布到1992年第一次修改，是中國大陸專利事業的起步階

段。當時，國民經濟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軌的初期，市場經濟遠未形成，

科技開發和生產經營分屬科研院所和企業承擔，企業主要是按國家計劃生產的公有

制企業，技術創新的需求不強，整個社會沒有形成專利制度所需的科技成果商品化

的環境，人們對專利、專利法的認知度低4。1985年該《專利法》實施後，國家專利

工作開始啟動，省級政府頒布的涉及專利事務的行政規章是這一時期的主要地方規

範。根據統計，在1984年至1992年的八年中，中國大陸無省級人大制定的專利地方

性法規，省級政府發布的專利地方政府規章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等13個省

（市、區）發布的18項。1986年2月1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專利管理工作的若

干規定》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地方政府規章，1986年12月2日湖南省科委、財政廳

《關於湖南省專利發展基金管理暫行辦法》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地方專利規範性文

件。這一時期的專利地方政府規章和規範性文件，內容涉及專利糾紛調處、專利許

可合同管理、專利代理管理、專利發展基金等，但因為缺少地方專利實踐依據，這

些法規尚屬文本上的規範。 

1992年《專利法》的第一次修改到2000年《專利法》第二次修改時期，是中國

大陸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入發展時期。當時，中國大陸的計劃經濟逐漸廣泛地讓位於

市場經濟，為應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需要而進行了大量修改。1992年《專利法》修

訂通過後，中國大陸地方專利立法迅速發展，11個省市的人大制定並通過了「專利

保護條例」，20餘省（直轄市、自治區）制定了涉及專利糾紛解決、冒充專利行為

查處、專利管理等問題的地方政府規章。不過，從地方專利立法均以「專利保護條

例」為名、地方政府規章強調侵權打擊等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專利制度的認識主

要是基於專利正當性基礎上的「專利保護」，對於國際上通行的將專利法作為地方

經濟促進政策的做法，還少有關注。當然，在當時中國大陸長期計劃經濟下專利制

度依託的科技成果私有化、商品化觀念尚未得到社會認可的情況下，普遍的「專利

                                                        
4 據筆者調查，1987年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專業招收本科起點的雙學位學生時，當時的在校

大學生大多數不知專利、版權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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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立法，對於普及專利法律知識，強化人們專利權利與保護意識，具有獨特的

價值。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專利保護條例」與關於專利的地方政府規章一樣，雖

然冠以「某省」、「某市」之名，但彼此大同小異，結合地區科技經濟特點的「地

方性」不強。不過，一些省市公布的《加強專利工作的意見》，則較多地體現出適

應當地專利事業與經濟發展的地方性。 

2000年《專利法》第二次修改到2008年《專利法》第三次修改的八年期間，是

中國大陸地方專利立法繁榮發展的時期。經過幾十年改革開放尤其是2001年中國大

陸加入WTO後，經濟融入國際市場體系，國外企業的專利運營策略和保護需求，使

越來越多的民眾認識到專利和專利法的重要性，地方專利立法有了現實的社會支

持。在此期間，中國大陸共有22個地區制定了專利地方性法規或是對之前的地方性

法規進行了修訂，北京市、安徽省、重慶市還將其地方專利法規命名為《專利保護

和促進條例》，而沒有使用「專利保護條例」，反映出地方政府已逐步認識到專利

制度的價值在於：以專利保護為基礎、以專利化的技術開發與運用實現的產業促進

為依歸。這無疑是地方專利立法上的長足進步。同時，這一時期各地知識產權局及

其他相關政府部門發布的涉及專利工作的規範性文件大量增加，這些規範涉及的主

題涵蓋專利事業的各個方面，涉及的內容更加明確具體，更具可操作性。這一點在

科技經濟實力較強也是專利能力較強的地區尤其明顯。如2005年北京市人大通過的

《北京市專利保護和促進條例》就體現了地方立法者對專利現實價值的認識，廣東

省人大2010年在修訂1996年《廣東省專利保護條例》時，將名稱改為《廣東省專利

條例》，並在內容方面體現了專利事業的多個方面。 

從2008年《專利法》第三次修改至今的五年時間裡，隨著中國大陸科技經濟及

其在此基礎上的專利事業的發展，整個社會對於專利工作的認識明顯深化，人們對

於專利工作的重視程度進一步提高。不僅天津市、江蘇省等東部沿海省市制定了更

有地方針對性的專利法規，西部地區十二省區中有六省在此期間制定或修訂了其綜

合性專利條例。各地制定的涉及專利的規範性文件，大多針對當地新時期專利事業

發展要求，地方針對性強，涉及專利資助、專利評獎、專利人才培養、戰略性新興

產業專利工作等多個方面。無疑，經過近30年的發展，中國大陸地方專利立法已經

從單純強調專利保護、立法涉及面窄，內容彼此重複、地區針對性不強的初始階

段，逐步發展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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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地方專利立法的層次／類型分析 

中國大陸地方專利立法從立法層次或類型上，大致分為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

規章、地方規範性文件三個立法層次，它們分別由地方省級人大、政府和政府所轄

部門制定並發布。政府所轄部門主要是各省級知識產權局（原為專利局），其次科

技廳（或科委）、財政廳、人事廳等相關部門。 

地方性法規的覆蓋面較廣，截至目前，除了內蒙古、吉林、海南、西藏四個省

（區）外，其他省級地方都已制定了涉及專利工作的地方性法規，並且多數已經過

修訂。諸地方性專利法規的名稱一般為《專利保護條例》、《專利促進條例》或

《專利保護和促進條例》。山東省制定的《知識產權促進條例》將專利權、商標

權、著作權和其他知識產權的促進與保護整合在一個立法文件中，無論是對於統一

的知識產權立法還是綜合的知識產權保護，這無疑是一個有益嘗試。不過，知識產

權中專利、商標、著作權在保護對象、確權原則、涉及產業、行使方式、保護重點

等具有各自的特點，用統一的立法予以保護，無論在立法技術上還是制度設計上，

尚有許多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且，如果地方立法機關對知識產權工作中的各類問題

針對性不足，容易使其欠缺可操作性，流於形式。對於經濟發展較落後，對知識產

權工作尤其是專利工作認識不足的地區來說，不宜制定這樣的綜合性條例。 

各省級人民政府發布的地方政府規章整體不多，而且主題內容基本集中於專利

獎勵、專利管理、專利許可合同管理、專利糾紛調處、冒充專利行為查處、專利行

政執法等方面。其中，廣州市因為每年春、秋兩季舉辦中國大陸目前歷史最長、層

次最高、規模最大的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廣交會，廣東省政府基於對展會專利工

作的重視，於2012年9月制定了《廣東省展會專利保護辦法》，以更好地保護展會

專利，是國內具有地方針對性的專利地方政府規章的代表。 

省級政府部門發布的關於專利的規範性文件，通常能夠反映出該地區在專利工

作中的側重點，是專利地方立法中富有特點也數量最多的部分。例如，廣東省積極

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發布了一系列針對各新興產業的專利分析及預警報告；

江蘇省針對自身外向型經濟的特點，制定了《江蘇省對外經濟貿易中的專利管理暫

行辦法》。這些專利工作的側重點與各地對自身經濟發展方式的定位、該地區的產

業結構、經濟政策等因素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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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來說，地方專利立法與當地科技經濟實力呈現正相關關係，科技經濟實力

較強的地區也是專利立法活躍的地區。這些地區往往更加注重專利工作的均衡開

展，發布的規範性文件涉及專利工作的各個環節，而且往往根據現實需要進行了適

時調整。以上海市為例，其發布的關於專利的規範性文件涵蓋了專利促進、專利保

護、專利管理等環節，就專利促進而言，《上海市專利資助辦法》、《上海市知識

產權援助辦法（試行）》、《上海市發明創造的權利歸屬與職務獎酬實施辦法》都

頗具代表性；《上海市處理和調解專利糾紛規定》、《上海市查處專利違法行為辦

法》、《保護世博會知識產權專項行動方案》等反映了根據上海當時當地專利保護

需要適時制定相應規範的特點。而中西部科技經濟實力較弱的地區因為專利工作影

響較小等原因，發布的涉及專利工作的規範性文件通常僅涉及規範專利代理服務收

費、國有專利資產管理等事項，所制定的規範也不多。 

三、中國大陸地方專利立法的地區分析 

按照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結合地理狀況，中國大陸地區可劃分為東部、東北、中

部、西部四個區域。受各自經濟狀況影響，各個區域的地方專利立法呈現一些自身

的特點。 

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

南10省市。這裡擁有多個經濟特區和工業基地，是中國大陸經濟最先發展起來的地

區，也是中國大陸專利事業發展最快的地區，其中，廣東、北京、江蘇、浙江、上

海在《2012年全國專利實力狀況報告》中位列綜合專利實力榜的前五名。 

從專利立法狀況看，除了海南省，東部地區的其餘9個省市都已制定了專利地

方性法規，其中的河北、浙江、山東、廣東的專利條例都經過多次修訂，這一地區

的地方專利立法的完善程度在全國處於較高水平。不過，海南省的專利事業發展現

狀，與其以旅遊業為主導、第一、第二產業不發達的產業結構有關，工業尚處於起

步階段，其綜合專利實力卻位列全國倒數第三名，至今仍未制定專利地方性法規，

其他專利規範也不多。 

東北地區包括吉林、遼寧、黑龍江3省。這裡是中國大陸近代工業發展起步較

早的地區，但是由於資源衰竭、國家政策變化等原因，其工業發展逐漸出現瓶頸。

從《2012年全國專利實力狀況報告》來看，東北三省的綜合專利實力處於中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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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在地方專利立法方面，這裡也較為滯後，吉林省至今未制定專利地方性法規，

而遼寧省和黑龍江省的《專利保護條例》的地方針對性也不夠強，完善空間較大。

以《黑龍江省專利保護條例》為例。該條例共34條，沒有分章，其體系不甚清晰。

專利促進方面，僅第8條一個條文原則性地規定了鼓勵單位和個人申請專利，具體

激勵措施僅有「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設立專利資助資金」。第15條至第32條詳細

地規定了專利行政部門的管理職能。這種結構反映出當地對於專利工作的認識主要

是專利管理，尚未上升到專利的產業促進作用上。 

中部地區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6個省。中部地區是傳統

的老工業基地，但是產業結構的層次較低，能源消耗大的重工業所占比重過高5，高

新技術產業仍處於起步階段。從《2012年全國專利實力狀況報告》來看，湖南、湖

北兩省專利綜合實力較強，位列前十名，安徽、河南兩省則處於全國中游，江西、

山西兩省的專利綜合實力較弱。湖南省是中部地區比較重視專利工作的省份，省人

大結合專利工作需要於1994年、2001年和2011年三次進行了專利條例制定工作，湖

北、安徽、河南、山西四省的條例也於2000年至2008年之間修訂過，江西省也於

2009年制定了其地方立法《江西省專利促進條例》。不過，受當地經濟狀況影響下

的專利工作，並沒有提出完善的地方專利立法的現實需求，專利立法的現實性和地

方性不突出。 

西部地區包括重慶、四川、貴州、雲南、廣西、陝西、甘肅、青海、寧夏、西

藏、新疆、內蒙古等12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這裡經濟欠發達，一些地區仍以農

牧業為主，雖然近年來的西部開發使其工業尤其是能源工業有所發展，但是整體上

仍處於起步階段。相應地，西部地區的整體專利實力弱。只有四川、陝西受國家安

全戰略佈局的影響6，專利實力較強，地方專利立法也較完善，如四川省1997年制定

了《四川省專利保護條例》，至今已經過兩次修訂，新的條例體系完整，水平較

高，基本覆蓋到專利工作的各個環節。其餘地區尤其是青海等地，儘管制定了關於

專利的地方立法，但內容較為粗放，多為原則性規定。另外，甘肅、新疆等省區制

                                                        
5 陳寧堯，基於新經濟地理論的中部經濟一體化政策研究，華中師範大學人文地理學碩士論

文，2011年，29頁。 
6 王利政，四方陣解說「十二五」R&D占比GDP的多面問題，中國科技財富，2011年5月，9

期，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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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修訂的新條例雖然文本水平較高，但部分規定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

構和專利工作現實狀況不符，對本地區的作用有限。 

四、中國大陸地方專利立法的主題分析 

大體來說，地方專利立法主要包括以下主題，一是綜合性條例；二是促進專利

創造方面的主題，如專利獎勵辦法、專利獎評獎辦法、專利申請資助辦法、職務發

明創造獎酬實施辦法等；三是促進專利運用方面的主題，如專利商用化促進辦法、

專利質押貸款管理辦法、專利實施與產業化激勵辦法等；四是專利保護方面的主

題，如專利糾紛調處辦法、查處冒充專利行為規定、展會專利保護辦法、專利行政

執法規程等；五是專利管理方面的主題，如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管理辦法、專利代理

管理辦法、對外經濟貿易中的專利管理辦法等。本文分別選取了綜合性條例、職務

發明創造的獎勵與報酬標準、專利產業化、專利行政保護與專利代理五個主題進行

分析。 

(一)綜合性條例 

它內容涵蓋專利工作中的創造、運用、保護、管理、服務五個環節重要問題的

綜合性規定。截至2013年6月，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只有內蒙古、吉

林、海南、西藏四個地區沒有制定綜合性專利條例。在2009年至2011年之間，許多

地方修訂了現有的條例，或者制定了新的條例。 

2009年後制定的綜合性條例的體系多為：總則、專利創造、專利運用（或將創

造與運用合併為「專利促進」）、專利保護、專利管理，及侵犯專利權的法律責

任。個別省份在此基礎根據自身對於專利工作的認識進行了微調，如《廣東省專利

條例》將專利管理主題的規定拆分為「服務」和「監督管理」兩章。而2009年之前

制定的綜合性條例的體系則不盡如人意，大多僅包括專利管理、專利糾紛調處、專

利違法行為查處，及侵犯專利權的法律責任。而《黑龍江省專利保護條例》和《福

建省專利保護條例》則根本未分章，內容也僅局限於專利行政管理。這反映出2009

年以前，地方立法機關對於專利工作的認識仍然停留在行政管理、行政執法的層面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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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發明創造的獎勵與報酬標準。對於職務發明創造的促進是專利促進的重要

內容，《專利法》第16條明確規定了職務發明創造的發明人或設計人獲得獎勵和合

理報酬的權利，《專利法實施細則》中又對該規定進行了細化，明確了獎金和報酬

的最低標準7。當前，中國大陸職務專利授權量在專利授權量中的占比偏低，各地方

根據當地的現實情況，在地方專利立法中確定不低於國家最低標準的獎金與報酬標

準，無疑能夠起到激勵職務發明創造人的積極性，促進職務發明創造的作用。 

(二)職務發明創造的獎勵與報酬標準 

對於職務發明創造的獎勵與報酬標準，各地方規定主要有以下四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在綜合性條例中未規定適用于本地區的最低標準，只規定「依照

法律、法規的規定」給予職務發明創造人獎金、報酬。採用該規定方式的地方有北

京市、上海市、福建省、湖北省、甘肅省、青海省等，其中上海市知識產權局於

2007年發布了《上海市發明創造的權利歸屬與職務獎酬實施辦法》，該規範性文件

明確了適用於上海市的最低標準。 

第二種情況，在綜合性條例中規定，單位與職務發明創造人有約定的，從其約

定；無約定的，需要遵守本地區職務發明創造獎勵與報酬的最低標準。採用該規定

方式的地區包括天津市、江蘇省、湖南省、四川省等，各地確定的最低標準都高於

《專利法實施細則》確定的最低標準，其中，以《山東省知識產權促進條例》確立

的標準最高。筆者認為，各地應綜合考慮本地區的專利事業發展狀況、專利密度較

大產業的企業收益等因素，確定適用于本地區的職務發明創造獎勵與報酬的最低標

準。 

第三種情況，在綜合性條例中僅規定國有企事業單位必須適用的最低標準，並

規定其他單位可以參照執行該標準。採用該規定方式的地區有山西省、河南省、寧

夏省等。 

第四種情況，在綜合性條例中未規定職務發明創造的權屬、獎勵、報酬問題，

筆者也未從北大法寶數據庫及省級知識產權局網站上找到對此問題做出規定的立法

文件，遼寧省、黑龍江省、浙江省都屬此種情況。這些地區的共同特點是，專利地

                                                        
7 參見中國大陸《專利法實施細則》第7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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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法關注專利糾紛處理、冒充專利行為查處等問題，對於專利促進工作似乎不夠

重視。這反映出地方政府對專利工作認識的局限性。 

筆者認為，前三種規定方式8均有各自的合理性，各地應當綜合考慮本地區的專

利事業發展狀況、經濟發展狀況等因素，選擇對於職務發明創造的獎勵與報酬標準

問題的規定方式。 

(三)專利產業化 

近些年來，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尤其是沿海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逐漸認識到

將專利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重要性，各地的專利綜合性條例紛紛將「促進專利

運用」、「推動發明創造的應用」寫入地方立法宗旨中。其中，廣東、湖南等地的

綜合性條例均以專章規定促進專利運用，具體措施包括：支援符合條件的專利技術

的產業化，支援專利技術交易機構、網路專利交易平台的建立和發展，鼓勵商業銀

行增加對專利技術產業化專案的信貸投入等。 

與此同時，地方政府提供的專利資助的涵蓋範圍也悄然發生了變化。2000年以

前，專利資助資金一般只針對新技術的研發和專利申請（或發明專利申請），為受

資助人提供研發資金或者幫助申請人支付專利申請費和專利代理費。2000年後，多

個地方政府公布新的制度，將專利資助的範圍擴大到專利技術的推廣和實施。例

如，江蘇省財政廳、江蘇省知識產權局於2011年6月22日發布的《江蘇省知識產權

創造與運用（企業專利實施計畫）專項資金使用管理辦法》規定，專利實施計劃專

項資金主要用於支援企業推進專利技術產業化，支援優秀專利技術通過產業化形成

產品，以促進江蘇省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利實施計劃專項資金的

使用範圍涵蓋了專利技術商品化前期的開發費用補貼，利用專利權質押貸款的專利

評估費用以及貸款利息補貼,專利實施期間的專利權維持費及市場監管和維權費等。

再如，遼寧省財政廳、遼寧省知識產權局於2003年3月27日發布的《遼寧省專利技

術轉化資金管理暫行辦法》規定通過無償資助和貸款貼息兩種方式支援專利技術成

果轉化，優先扶持「列入國家促進專利技術產業化示範工程項目，國家、省重點推

廣專利技術轉化項目，專利產業化園區重點孵化專案」。 

                                                        
8 由於第四種情況是某些地區對該問題完全沒有做出規定，故此處僅討論前三種「規定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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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各地方知識產權局等部門也積極公布單獨的規定，推動專利實施及產業

化，促使專利技術真正地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在地方經濟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例如，四川省人民政府於2013年4月12日發布的《四川省專利實施與產業化激勵辦

法》規定，四川省人民政府設立四川省專利實施與產業化獎，每年評選一次，對四

川省行政區域內專利實施與產業化取得顯著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企事業單位給予

資助激勵。北京市財政局、北京市知識產權局則於2010年6月29日發布的《北京市

專利商用化促進辦法》規定，北京市財政局設立專項資金，用於對通過專利轉讓、

專利許可方式實現專利商用化的突出項目進行資助，並且鼓勵市屬技術交易機構為

北京市專利權人的專利商用化行為提供說明，搭建交易平台。 

(四)專利行政保護 

上個世紀80、90年代，中國大陸各地方政府對於專利工作的認識僅局限於專利

保護，因此各地發布的地方政府規章的主題也多限於專利行政執法，主要涉及專利

糾紛調處、查處冒充專利行為。1986年至1999年間，中國大陸共有14個省、自治

區、直轄市發布了專利行政保護的地方政府規章，共計18部。近年來，地方政府逐

漸認識到專利創造、運用、管理的重要性，地方專利立法的主題愈加豐富，但是，

嚴峻的專利保護形勢和愈發強烈的保護需求使得專利行政保護仍是專利工作的重點

之一。 

2000年後，個別地方政府修訂了地方政府規章，使之更適應新時期的專利保護

需求，其他一些地方政府（或地方知識產權局）發布了新的規定，從管轄、程式、

自由裁量的範圍等方面對專利行政執法進行規範。例如，四川省知識產權局於2012

年8月21日發布的《四川省專利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實施辦法》，2010年4月1日起

施行的《江蘇省專利行政執法規程》等，這些規定具有程式完備、可操作性強的特

點。2011年6月27日，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了《關於加強專利行政執法工作的決

定》，其後，各地方知識產權局紛紛公布配套規定，以該決定為依據，從制度建

設、工作機制、能力建設三個方面提出加強專利行政執法工作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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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利代理 

2009年後制定的綜合性條例多規定了鼓勵專利代理等專利中介服務發展、專利

中介服務機構的義務，部分條例還規定了專利行政部門應當對專利代理機構與專利

代理人進行執業監督、專利代理行業協會應當建立行業自律機制等問題，而2009年

之前制定的條例則對此鮮有涉及。 

近年來，各地逐漸認識到專利代理等專利中介服務在發展地方專利事業的過程

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因而紛紛公布鼓勵、支持專利代理發展，規範專利代理收費

的立法文件。例如，2012年12月天津市知識產權局公布了《天津市促進專利代理行

業發展和規範管理的實施意見》，2012年3月廣東省知識產權局公布了《2012年開

展專利代理行業防治腐敗工作實施方案》。 

參、中國大陸地方專利立法的特點 

通過對中國大陸地方專利立法概況的梳理不難發現，中國大陸地方專利立法總

體上呈穩步發展態勢，各地的專利立法與本地區的經濟特點、專利事業發展狀況和

R&D經費投入強度密切相關。 

一、總體呈穩步發展態勢 

縱觀發展歷程，中國大陸地方專利立法呈現出穩步發展的態勢。2008年之前，

大多數地方政府僅關注調處專利侵權糾紛、查處冒充專利行為等工作，對專利行政

部門的定位是管理型。2008年之後，尤其是2011年之後制定或修訂的條例呈現出兩

個共同特點。其一，更加關注條例對專利創作和運用的促進作用。最明顯的表現就

是，7個地區將2008年後制定或修訂的綜合性專利條例命名為《保護與促進條例》

或《專利促進條例》。這個特點表明，地方政府已經將專利促進擺在了和專利保護

和專利管理同樣重要或者是更重要的位置上，反映出地方政府對專利工作認識的深

化；其二，2011年後制定或修訂的條例淡化了地方專利行政部門單一的行政管理形

象，更加注重其服務職能。例如《廣東省專利條例》、《天津市專利促進與保護條

例》，即專章規定了地方專利行政部門需要落實的各項專利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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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地方經濟特點密切相關 

地方專利立法的完善程度與地方經濟特點、產業結構有著密切的聯繫。專利實

力較強的地區通常會根據自身在各時期的現實特點，通過制定地方專利立法，應對

專利工作中出現的新問題，有針對性地加強專利工作。 

以經濟發達的廣東省為例。連續24年，廣東省的GDP總量都位居全國第一，但

是2012年廣東省的人均GDP僅排名全國第7位，GDP含金量僅排名全國第4位，這反

映出廣東省雖然經濟總量大、增速高，其經濟增長的質量仍有待提高。廣東的經濟

增長多依靠電子、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產業面臨著「用工荒」、「貿易保

護主義」等問題9，如果繼續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經濟發展必將遭遇瓶頸。因此，

廣東省積極調整產業機構，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將發展經濟的關注點轉移到知識產

權密集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上來。從2005年5月起，廣東省密集召開了多次戰略性新

興產業專利分析及預警報告會，涉及太陽能光伏、LED、生物醫藥、新一代通信、

新能源汽車等多個產業，並在會上發布相關產業的專利分析及預警報告。 

與廣東省同屬東部沿海地區的江蘇省同樣經濟實力強大，同時江蘇省經濟具有

外向型的特點，對出口貿易和外商投資的依賴程度較高。針對本地區的現實特點，

江蘇省知識產權局、江蘇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於2002年公布了《江蘇省對外經濟

貿易中的專利管理暫行辦法》，針對中國大陸加入WTO、中國大陸企業將更廣泛地

參與國際競爭的現實情況，對外貿涉及的專利重點加強管理、保護。 

三、地方專利事業發展狀況密切相關 

地方專利立法的完善程度，如條例的內容是否全面、具體規定是否具有可操作

性，以及是否公布了相應的政府規章和規範性文件對重點問題做出更加詳細具體的

規定，與地區專利事業發展情況密切相關。例如，西藏自治區仍以較原始的農牧業

為主，2012年的全年國內發明專利申請量僅為81件，發明專利授權量僅為57件。截

止目前仍未制定綜合性專利條例，涉及專利促進方面的規章也僅有2004年制定的

《專利申請資助和獎勵辦法》。反觀正處於經濟轉型期的廣東省，多年來年度發明

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一直居全國前兩位，根據《2012年全國專利實力狀況報告》，

                                                        
9 高巧、白豔娟，國際經驗對珠三角產業轉型的啟示，中國物價，2012年10月，10期，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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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不僅專利綜合實力排名第一，而且是唯一在專利創造、運用、保護、管理、

服務五個方面均位列前三位的省份10。廣東省強大的專利實力，與其多年來不斷趨

於完善的地方專利立法有著密切的關係。廣東省在1996年即公布了《廣東省專利保

護條例》，並於2010年制定了新的《廣東省專利條例》，2012年又公布了政府規章

《廣東省展會專利保護辦法》。縱觀廣東省於2000年之後公布的規範性文件，可以

發現廣東省對於專利申請資助、專利執法等促進專利、保護專利的常規手段給予了

一貫的關注。同時，2010年之後，廣東省對專利聯盟建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專利

分析及預警等專利工作更加重視，體現出了廣東省對於經濟轉型期的專利工作重點

的調整，和對專利工作認識的深化。 

四、地方R&D經費投入強度密切相關 

地方專利立法的完善程度，還與本地區的R&D經費投入強度密切相關，即與

R&D經費占GDP的比值成正相關性。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數據，北京市、天

津市、上海市、廣東省、江蘇省等專利立法較完善的地區，其R&D經費投入強度 

均在1.9以上，而尚未制定專利地方性法規的內蒙古、吉林、海南和西藏四個地區的

R&D經費投入強度均在0.9以下，四個地區的平均值僅為0.5，遠低於全國平均值

1.84。大力的R&D經費投入與逐步完善的地方專利立法是加強地方專利工作的兩條

重要途徑，只有給予R&D人員資金後盾和政策支持，才能充分調動起他們的積極

性，使他們在專利創造和專利運用環節活躍起來。 

                                                        
10 國家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發展研究中心，2012年全國專利實力狀況報告，http://www.nipso.cn/ 

onews.asp?id=17362，最後瀏覽日：2013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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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國大陸地方專利立法的問題與完善建議 

通過對中國大陸地方專利立法從四個角度進行梳理，筆者歸納出立法主體繁

雜、立法語言不夠嚴謹、陳舊立法未得到及時清理等問題，這些問題阻礙了地方專

利立法發揮促進、保護專利的作用。針對這些問題，筆者提出了相應的完善建議，

以期地方專利立法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發揮實質性的促進、保護作用。 

◎立法技術上的建議 

(一)設立專門機構，協調立法工作 

除了綜合性的專利條例，多數地方政府公布了政府規章來規制專利工作中的重

點問題，如《專利糾紛調處辦法》、《專利獎勵辦法》、《專利許可合同管理辦

法》等。在規範性文件層面上，地方專利立法呈現出立法主體繁雜、立法文件缺乏

體系性的特點11，除了專利獎勵、專利試點、專利執法等工作由地方知識產權局單

                                                        
11 楊利華、郝喜，我國知識產權法律規範體系建設現狀、問題與對策研究──兼論國家知識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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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制定規範性文件來規定外，關於其他專利工作的規範性文件幾乎都由其他單位單

獨或其他單位與知識產權局一同制定，其中部分文件的制定主體如下圖所示： 

 
文件內容 制定主體 

專利申請資助 知識產權局、財政廳（局） 
專利專項資金管理 財政廳（局）、知識產權局 
專利代理收費規範 物價局 
專利管理專業工程技術人員

任職資格 
人事局、知識產權局 

對外經濟貿易中的專利工作 知識產權局、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 
高校專利工作 知識產權局、教育廳 
國有專利資產管理 經濟貿易委員會、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知識產權局 
重大經濟活動專利特別審查 知識產權局、發展改革委、經濟信息委、科委、外經貿委 
專利保險試點工作 知識產權局、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地方）監管局 

 
繁雜的立法主體，不僅容易導致立法空白和立法重疊，使權利人在維權時無所

適從，也不利於立法內容的統一。筆者認為，要消除繁雜的立法主體可能給地方專

利立法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可以在地方知識產權局內部設立一個專利立法協調

機構，專門負責地方專利立法的協調、整合工作。 

(二)規範立法語言，提高立法質量 

個別地區的專利立法水平不盡如人意，一些規定過於簡單、粗放，缺乏可操作

性。例如，《江西省專利促進條例》第14條第2款規定，「被授予專利權的單位應

當給予職務發明創造的發明人、設計人獎金或者報酬。單位與其有約定的，從其約

定；沒有約定的，從實施專利的稅後利潤、稅後專利許可使用費、稅後專利轉讓費

中按照高於國家規定的獎勵和報酬的比例執行。」該規定中的「高於」一詞似乎不

是嚴謹的法律用語，且條例中並未明確具體的「高於」國家最低標準的程度，筆者

也未從北大法寶數據庫和江西省知識產權局網站上找到相關規定。如何理解「高

於」？「高於」國家最低標準多少？該規定能否起到激勵職務發明創造人的作用，

                                                                                                                                                        
權文獻及信息資料庫中的部分法律法規體系構建，武陵學刊，2012年9月，5期，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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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實令人懷疑。立法語言以準確、嚴謹、精煉為要，各地應當規範立法語言，使地

方專利立法真正起到激勵、保護的作用。 

(三)加強立法評估，清理陳舊立法 

如前所述，許多地方仍在沿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政府規章，例如黑龍江省1988

年制定的《黑龍江省專利糾紛處理暫行規定》，吉林省1986年制定的《吉林省專利

許可合同管理暫行辦法》。在規範性文件層面，此現象就更加普遍。值得注意的

是，經濟較發達，專利實力較強的地方多在上個世紀90年代展開地方立法清理，廢

止不適應新的現實情況和發展要求的地方立法，或者針對相關重點問題，制定新的

立法以替代原文件。而專利實力較弱的地方沿用舊立法的現象則比較嚴重。舊立法

囿于制定時的現實條件和較落後的專利意識，多存在不能適應新的發展要求、缺乏

可操作性、個別條款與新立法衝突等問題。以《黑龍江省專利糾紛處理暫行規定》

（下稱《規定》）為例。《規定》中對專利行政機關處理糾紛的職權範圍、基本程

序、相關期限等事項做出了明確規定。但是，與2003年12月制定，2004年3月開始

實行的《黑龍江省專利保護條例》（下稱《條例》）對比之下，《規定》對於行政

機關決定是否受理的期限和被請求人提交答辯書的期限都與《條例》存在衝突；同

時，對於專利行政機關有權處理的專利糾紛的條件和調解的效力等問題，《規定》

也存在不清晰之處。值得注意的是，《條例》中關於糾紛處理相關期限的個別規

定，也與2010年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專利行政執法辦法》相衝突。雖然在解決

專利糾紛的過程中，可以依據「上位法優先適用於下位法」的原則，排除與《專利

行政執法辦法》不符的《條例》和《規定》的適用，但是這些規定的存在無疑將給

權利人維權帶來不必要的麻煩，不利於行政機關為權利人提供及時有效的保護，一

些衝突的規定還有可能帶來實施上的難題。筆者認為，專利實力較弱的地方政府應

當加強對地方專利立法的評估，及時開展立法清理工作，廢止或修訂不適應新時期

專利工作要求的立法，並根據現實適時公布新的立法文件。 

(四)實行開門立法，吸納實務工作者參與 

近年來，中國大陸各地方積極開展「開門立法」，地方專利立法擺脫了相對封

閉、秘密的形象，逐漸成為一個公開透明、接受公眾監督的過程，公眾也不再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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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新立法檔的被動接受者，而成為了立法的直接參與者。「開門立法」的方式主

要有兩種，即公布立法檔草案或徵求意見稿，面向社會公眾廣泛徵求意見，以及邀

請本領域的專家學者、實務工作者召開討論會。 

以廣東省為例，《廣東省專利條例》的制定過程即是「開門立法」的代表。

2007年《廣東省專利條例》的制定工作啟動，廣東省知識產權局、省法制辦、省人

大法工委成立調研組，先後赴佛山、中山、廣州、深圳等地調研，召開了多場有企

事業單位、代理機構、行業協會代表和專利權人參加的徵求意見座談會和論證會，

並深入到騰訊科技、摩比天線等企業實地考察，聽取意見。在論證會上，來自廣州

粵高專利代理有限公司、廣州華進聯合專利商標代理有限公司、廣東三環專利代理

有限公司、廣州知友專利商標代理有限公司等單位的專利代理人，針對審批程式的

效率、條文的文字表述、審批制度的完善等問題，提出了多項富有建設性的修改意

見與建議12。 

在地方專利立法實施的過程中，立法的缺漏之處、矛盾之處、缺乏可操作性之

處以及與現實需求不相適應之處都可能在專利工作當中顯露出來。作為直面專利工

作最前沿的人，專利律師、專利代理人等實務工作者是這些問題的發現者、提出者

和解決者。實務工作者參與地方專利立法，是一個從制度源頭著手解決問題的方

式，對於增強立法檔的可操作性、針對性和實效性非常有利。因此，專利實務工作

者有望成為民間參與地方專利立法的中堅力量，以從立法的層次上解決實務工作中

遇到的問題，使制定出來的專利地方立法更好地適應實際工作的需要。 

(五)立法內容上的建議 

1. 以科學的地方專利事業評價標準為立法導向 

近年來，全國範圍內的省級知識產權局對專利工作的認識程度已經明顯提高，

基本扭轉了以每年的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為業績的觀點，但是專利實力較弱的地方

對專利事業發展評價標準的設定仍有待改進。科學、全面的地方專利事業發展評價

標準，可以查找出當前專利工作中的薄弱環節，指引本地區專利事業的發展方向。 

                                                        
12 參見趙飛，我局組織召開《廣東省專利條例》論證會，http://www.gdipo.gov.cn/shared/news_ 

content.aspx?news_id=7513，最後瀏覽日：2013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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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實力較強的地區，政府對專利工作的認識通常也比較全面、深入，相應

地，對專利事業發展的評價標準也設定得較為合理。例如，2012年度專利綜合實力

位於全國前三名的江蘇省，在《2011年度江蘇省專利申請與授權情況分析報告》

中，主要對專利申請量、發明專利申請量、企業專利申請量、專利授權量、發明專

利授權量、企業專利授權量、每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八項數

據進行了統計。筆者認為，江蘇省選擇的專利事業發展狀況評價因素是比較合理

的。 

從2011年起，國家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發展研究中心每年發布本年度的《全國

專利實力狀況報告》，主要從專利的創造、運用、保護、管理、服務五個方面，通

過34個二級指標對全國各地區的專利實力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測量和分析，具體包括

專利創造的數量、結構、質量、效率，專利運用的效益及各種運用方式的發展程

度，專利行政保護和專利司法保護的基本情況，專利行政管理能力建設及企業專利

管理水平，專利服務業發展狀況及公共服務能力等13。筆者認為，各地立法機關應

當借鑒《全國專利實力狀況報告》中的分析體系，科學、全面地設定地方專利事業

發展評價標準，並以該標準為立法導向，有針對性地完善本地區的地方專利立法。 

2. 完善專利行政部門的服務職能規定 

第二次專利法修改前各地公布的立法文件局限於專利管理方面的糾紛調處和冒

充專利行為查處等工作，這是由於長期以來，大多數地方專利行政部門一直將自己

在專利工作中的角色定位為管理者。筆者認為，地方專利行政部門應當扭轉自身在

專利工作只發揮管理職能的觀念，樹立起為發明創造人、專利技術的潛在利用者和

社會公眾服務的意識。可喜的是，一些專利實力較強地區的立法機關已經在這方面

做出了努力。例如，在2011年制定的《天津市專利促進與保護條例》中，第六章

「保障措施」即專章規定了專利行政部門應當採取建設專利信息平臺的保障措施。

在立法位階較高的綜合性專利條例中明確專利行政部門的服務職能，使得專利行政

部門的工作有章可循，也有利於權利人和社會公眾監督其工作。 

                                                        
13 國家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發展研究中心，2012年全國專利實力狀況報告，http://www.nipso.cn/ 

onews.asp?id=17362，最後瀏覽日：2013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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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善專利人才培養規定 

推動地方專利事業的發展，人才是基礎。專利事業的建設和發展需要擁有較強

的專利意識、供職於企事業單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工作者，將科技成果轉化

為專利；需要業務精良的專利代理人和專利律師，為發明創造人提供專業的服務，

促進專利的運用；還需要專家型的法官和專利行政人員來管理、保護專利成果。因

此，培養專利人才是推動地區專利事業發展的基礎。一些專利實力較強地區已逐漸

意識到了專利人才培養工作的重要性，開始採取具體措施，加強本地區的專利人才

培養工作。例如，上海市於2006年發布了《上海市專利管理專業工程技術人員任職

資格暫行辦法》，並於2007年公布了更為詳細的實施意見。江蘇省也在積極開展培

訓知識產權工程師的工作。 

4. 完善特色優勢產業規定 

在國務院做出「國務院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之後，許

多地方政府沒有經過嚴密審慎的研究論證、甚至沒有經過審批就一窩蜂地上馬新興

產業項目14，並公布一系列文件為項目保駕護航。但是，這樣盲目地上馬新興產業

項目，並不一定能夠契合本地區的現實條件、特色資源，也無法對區域經濟發展起

到好的帶動作用。 

目前，中國大陸地方專利立法存在著「小法抄大法」、「後法抄先法」的問

題15，一些地方專利立法的部分條款與《專利法》、《專利法實施細則》相似或雷

同，或是乾脆照搬先發布的其他地區的規定。這樣的地方專利立法脫離本地的實際

情況，既不能解決本地的特殊問題，也不能促進本地的專利事業發展。 

各地要在區域競爭中取得優勢，實現可持續發展，應當因地制宜，確定本地區

的特色優勢產業，通過定期發布重點產業專利分析及預警報告並制定針對特定產業

的優惠、扶助政策，形成能夠發揮強有力的促進、保護作用的特色優勢產業立法。 

例如，內蒙古自治區雖然綜合專利實力較弱，但其蒙醫藥中醫藥產業優勢明顯。 

                                                        
14 劉全昌，警惕新興產業無序冒進，中國化工報，001版，2012年4月27日。 
15 朱文傑，關於地方立法工作若干問題的思考，http://www.bjrd.gov.cn/rdzd/llyj/201108/t201108 

25_63178.html，最後瀏覽日：2013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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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 語 

中國大陸地域遼闊，專利地方立法是其專利制度及其實施中的重要特色。專利

地方立法 不僅保障了中國大陸整個專利制度和專利法的有效實施，而且能夠因地

制宜，結合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特色，通過對專利權的有效保護和實施，促進地方經

濟和科技的發展。中國大陸專利制度實施以來，專利地方立法也緊跟其上，並逐步

積累了一些經驗。通過考察中國大陸地方專利立法可以發現，地方專利立法水平和

實施效果與地方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一脈相承，總體而言，經濟和科技較為發達的

東部地區其地方專利立法水平與實施狀況也最為滿意。不過，由於受到體制、意

識、立法和執法水平等多種因素的制約，中國大陸地方專利立法還存在諸多問題，

需要隨著中國大陸專利制度的完善和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予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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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中國大陸《專利代理條例》

修訂中的問題探討 
張 宇* 

中國大陸的《專利代理條例》於1991年3月4日頒布，1991年4月1日實施，至今

已逾22年。其間，國家知識產權局為了完善專利代理制度，維護專利代理行業的正

常秩序，保障專利代理機構和專利代理師1依法執業，於2003年頒布了《專利代理管

理辦法》；為了規範專利代理師資格考試工作，於2008年制定了《專利代理人資格

考試實施辦法》。這些下位階規範在釋明與補充《專利代理條例》的相關內容上發

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由於立法原則「下位法不得與上位法相衝突」的限制，這些規

範並不能完全因應新形勢的需要。隨著中國大陸打造經濟升級版，並確立創新驅動

的科技政策，專利代理師的資格取得、代理機構的組織形式、代理行業的管理機

                                                        
DOI：10.3966/221845622013100015005 
收稿日：2013年8月20日 
* 閩西職業技術學院教師，北方工業大學文法學院2012級碩士研究生。本文為中國大陸國家知
識產權局委託的「《專利代理條例》立法後評估課題」階段性成果之一。 

1 《專利代理條例修訂草案》將「專利代理人」改為「專利代理師」。有學者指出：這是「為

了提升專利代理人專業人員的社會地位，增強該種職業的影響力和榮譽感」。但是，為了突

出專利代理工作是技術和法律的融合，該學者建議改稱為「專利律師」更妥當（參見寇英

傑，對《專利代理條例修訂草案》的幾點思考，收錄於發展知識產權服務業，支撐創新型國

家建設——2012年中華全國專利代理人協會年會第三屆知識產權論壇論文選編（第二部
分），2011年，2-3頁。）但是，專利代理人與專利律師並不相同，專利代理人的業務以專
利申請為主，專利律師的業務以專利糾紛訴訟為主。本文在使用時不區分專利代理人與專利

代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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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代理業務範圍等方面的問題日益凸顯，也日益成為改革的焦點。據資料顯示，

《專利代理條例》也存在著一些不太適應現實情況的問題2。時值國家知識產權局推

動《專利代理條例》第一次修訂工作之際，全面、系統檢討上述問題，回應專利代

理行業的合理訴求，並提出完善建議具有重要價值。 

壹、專利代理師資格取得制度 

根據《專利代理條例》第15條與《專利代理人資格考試實施辦法》第7條的規

定，申請專利代理師資格的條件主要有五項：第一，18周歲以上，具有完全的民事

行為能力；第二，高等院校理工科專業畢業（或者具有同等學歷）；第三，掌握一

門外語；第四，熟悉專利法和有關的法律知識；第五，從事過兩年以上的科學技術

工作或者法律工作。但是，如果有因故意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或者被吊銷專利代

理師資格的，或者在考試中有作弊情形被取消考試資格不滿三年情形的，不能參加

專利代理師資格考試。 

為了貫徹這一規定，專利代理師資格之取得採取考試制度。考試規則對上述規

定進行了細化與靈活解釋。首先，對第五項條件作了擴大解釋，高等院校理工科專

業在讀碩士研究生學習期滿兩年的以及高等院校理工科專業在讀博士研究生，視為

從事過兩年以上科學技術工作3。在這一靈活解釋的誘導下，在校學生的報考逐漸成

為該項考試的主力軍4。其次，第四項條件具體包括《民法通則》、《合同法》、

                                                        
2 國家知識產權局《關於〈專利代理條例修訂草案〉（送審稿）的說明》指出的問題主要包括

三個方面：第一，專利代理機構的仲介服務機構性質不明確，與國務院關於仲介機構脫鈎改

制的要求不相適應；第二，專利代理機構和專利代理人執業資質的授予條件和程式不清晰，

與《行政許可法》和《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的原則和精神不相適應；第三，有關專

利代理機構和專利代理人的行為規範不嚴謹、不科學，難以充分保障委託人的利益，維護專

利代理行業的正常秩序，也可參見敖蓉，〈專利代理條例（修訂草案送審稿）〉向社會徵求

意見，經濟日報，3版，2011年2月12日；秦佩華，實施近20年的〈專利代理條例〉將修改，

人民日報，2版，2011年2月18日。 
3 參見國家知識產權局，《關於2013年全國專利代理人資格考試有關事項的公告》，第187

號。 
4 以天津為例可見一斑。2012年，全國專利代理人資格考試在天津大學開考，這是天津首次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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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行政覆議法》、《行政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著

作權法》、《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積體

電路布圖設計保護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中華人

民共和國海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的實施辦法》、《展

會知識產權保護辦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知識產權

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

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及《保護工

業產權巴黎公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等5。再次，考試內容涵蓋專利

代理實務，主要是指撰寫有效而又合理地保護發明創造的說明書和權利要求書，撰

寫能夠依法充分維護委託人利益的答覆審查意見的意見陳述書、無效宣告請求書以

及針對無效宣告請求的意見陳述書等。最後，為了「使專利代理人資格考試能夠以

更科學的方式選拔人才、儲備力量，促進專利代理行業健康發展」，2009年國家知

識產權局制定了全國專利代理人考試改革方案，即「單科通過成績有效期3年」6。

這使得部分考生不至於「一著不慎滿盤皆輸」，無疑降低了取得資格的門檻。 

《專利代理條例修訂草案（送審稿）》（下稱「修訂草案」）吸收了實踐中對

第四項條件以考試的方式考查的做法，規定申請專利代理師資格證需要「通過國務

院專利行政部門舉辦的全國專利代理師資格考試」，為了提高代理人素質，將學歷

要求從「專科」提高到「本科」，刪除了第三、五項條件。同時，修訂草案增加了

考核授予專利代理師資格的方式，即「從事專利審查、專利法律研究工作十年以

上」的人員在符合其他條件的情況下，可以申請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核發專利代理

資格。 

 

 

                                                                                                                                                        
設為考試地點。該地區575名報考者中在校生占了一半。參見趙暉，專利代理人考試湧現學

生軍  在校生占報考者一半，天津日報，5版，2012年11月6日。 
5 參見專利代理人考核委員會辦公室編，全國專利代理人資格考試指南，2013年，1-49頁。 
6 參見國家知識產權局，《關於試行〈全國專利代理人資格考試改革方案〉的公告》，第14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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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有針對性地推動《專利代理條例》的修改，《專利代理條例》立法後評

估項目組針對這些條件以及修訂草案中擬定的條件與授予方式進行了專項調研7。在

對全國專利代理管理業務培訓班（杭州）的調研中，認為第二項條件合理的專利代

理人與專利代理管理部門達到四分之三，在主張改革的意見中，三分之二的專利代

理人認為應當將學歷從「專科」提高到「本科」；認為第三項條件合理的專利代理

管理部門達到76%，專利代理人達到74.51%；認為第五項條件合理的專利代理管理

部門達到72%，專利代理人達到86%；認為「將考試作為取得代理人資格的唯一方

式」的規定不合理的達到48%。在2012年9月25日對專利代理人崗前培訓班（上地）

的調研中，認為第二項條件合理的專利代理人達到85.5%；認為第三項條件合理的

專利代理人達到81.8%；認為第五項條件合理的達到61.8%；認為沒有規定通過考核

方式取得專利代理人資格不合理的專利代理人達到63.6%。這些調查結論說明現有

條件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訴求，但是由於調查所依賴的物件是專利行業從業人員或

者機構，缺少對具有取得專利代理人資格願景的群體的調查，其可信度就大打折扣

了。 

針對這一修改，各界提出了不同意見。首先，反對提高學歷門檻的意見較為集

中8。這既考慮到了中國大陸建設創新型國家需要大量專利代理人才而現實情況不甚

樂觀的現狀，又考慮到了理工科專業專科學生的行業准入資格。實際上，專利代理

師只要具備最低的從業素質即可，學歷要求可以適當放寬，其在市場的執業狀況則

完全由市場決定。質言之，即便是專科生獲得了專利代理師資格，其能否獲得代理

業務也還要委託人選擇。其次，考核機制違反公平原則。按照修訂草案，能夠按照

考核機制獲得專利代理師資格的人員有兩類：專利審查人員與專利法律研究人員，

其工作經驗與考試機制中的素質要求並不匹配。雖然專利審查員在10年工作中積累

了豐富的經驗，但其經驗至多集中在專利法與專利實務方面，其相關法律知識是否

充分並沒有充分考察，這就違反了專利代理師資格取得的平等，即考試機制的知識

要求比考核機制的知識要求嚴格。這種區別待遇也沒有充分理由，純粹是為國家知

識產權局所聘用專利審查員的利益考慮。從事專利法律研究獲得專利代理師資格與

                                                        
7 《專利代理條例》立法後評估專案由北方工業大學王斐民副教授主持，筆者有幸參與了該專

案。本文的調研資料均來源於這一專案，特此說明。 
8 參見《〈專利代理條例〉修訂草案（送審稿）討論情況綜述》，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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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背景的要求存在不一致，同樣有違公平原則。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建議刪除後

者切中了兩者的不同點9，但如上所述，考核機制本身就有不妥之處。而且，更為重

要的是，考核機制究竟采準則原則，還是許可原則，並不清楚。從整體來解釋，專

利代理師資格是一種行政許可，考核取得相應資格也應當採取許可原則。考核機制

的設立也為行政尋租10留下了空間。 

因此，從現實爭論看，專利代理師資格取得制度應當是增加考試機制，刪除第

三項條件與考核機制。第五項要求在實踐操作中已經弱化，即便是刪除，也只是影

響到專科生與本科生的報考資格，可予保留。 

貳、專利代理機構的組織制度 

現行《專利代理條例》並沒有明確專利代理機構的組織形式，只是對其設立、

變更與撤銷作了原則性規定。《專利代理管理辦法》第3條規定了專利代理機構的

組織形式，即合夥制與有限責任制。修訂草案也沒有規定個人制，其理由是：專利

代理服務業是一個週期長、團隊協作度高的行業，個人執業會給委託人的利益帶來

較大風險11。有學者認為，應當借鑒法國、德國與日本的做法，強制性地要求專利

代理師參加職業責任保險，繳納執業保證金，從而放開專利代理師個人執業12。但

是，從整體情況看，在上述兩項保障制度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強調放開個人制並不

是最佳選擇。 

在合夥制上，修訂草案借鑒《合夥企業法》設定的組織類型增加了特殊的普通

合夥企業類型。這一規定與《律師法》關於律師事務所組織形式的規定是一致的，

均認可規定在《合夥企業法》中的特殊普通合夥適用於特殊的專業仲介機構。根據

                                                        
9 參見《〈專利代理條例〉修訂草案（送審稿）討論情況綜述》，2頁。 
10 尋租（rent-seeking）思想最早源於圖洛克（Gordon Tullock）於1967年發表的著名論文《關

於稅、壟斷和偷竊的福利成本》（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ft）。此處

的行政尋租是指政府壟斷考核標準與指標，尋租者能夠通過花費成本控制或影響考核指標的

分配，攫取一種額外的利益或好處。 
11 參見《〈專利代理條例〉修訂草案（送審稿）討論情況綜述》，3頁。 
12 沈仲衡，論我國專利代理制度的完善，科技與法律，6期，2011年12月，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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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第55條至第59條的規定，特殊普通合夥企業的特徵是：第一，應當是以專業知

識和專門技能為客戶提供有償服務的專業服務機構。第二，一個合夥人或者數個合

夥人在執業活動中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合夥企業債務的，應當承擔無限責任或

者無限連帶責任，其他合夥人以其在合夥企業中的財產份額為限承擔責任。合夥人

在執業活動中非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的合夥企業債務以及合夥企業的其他債

務，由全體合夥人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專利代理師是以其專利代理專業知識提供服

務的，其合夥類型可以採取特殊普通合夥企業形式。組織形式的立法選擇完全是一

個價值衡量，在委託人與代理人之間及代理人相互之間的利益平衡上，立法選擇了

維護委託人利益的立場。這反映了立法政策導向。 

修訂草案第17條與第19條同時規定，專利代理機構為合夥企業的，應當有三名

以上合夥人，專利代理機構為有限責任公司的，應當有五名以上股東13。而且，合

夥人或者股東應當持有專利代理師資格證，具有二年以上專利代理師執業經歷。其

理由在於：有限責任公司制仲介機構需要5名以上股東，仲介機構應當由專業人員

發起設立。一般而言，專利代理機構至少需要電學、機械、化學三個專業的人員才

能提供全面專業的服務14。從理想狀態看，三名代理人分佈在三個專業比較合適。

但是，事實並不總是如此，按照草案規定，來自同一個專業的三名代理人也可以設

立專利代理機構。因此，與其設定人數限制，毋寧要求專業，這樣既保障了發起人

的最低要求，又能保證服務的專業化。 

按照《專利代理管理辦法》第4條的規定，律師事務所執業的專職律所擁有3名

以上具有專利代理師資格即可開辦專利代理業務。修訂草案第30條又增加了限定條

件，即3名以上具有專利代理師資格證書的人還必須是合夥人。這就將律師事務所

合夥人的條件引入到專利代理機構的設立中。雖然這一規定有利於保障律師事務所

開展專利代理業務的專業性與穩定性，但是援引律師法的規定無疑提高了律師事務

                                                        
13 在調研過程中，專利代理機構對此規定多有異議：一是與《公司法》、《合夥企業法》等上

位法的規定相違背，二是這種規定並沒有優惠政策，對推動代理行業發展沒有特殊作用（參

見謝小勇，完善專利代理法制  促進專利代理行業科學發展，收錄於發展知識產權服務業，

支撐創新型國家建設——2012年中華全國專利代理人協會年會第三屆知識產權論壇論文選編

（第二部分），2011年，4頁）。 
14 參見《〈專利代理條例〉修訂草案（送審稿）討論情況綜述》，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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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開展專利代理業務的准入門檻。按照《律師法》第15條的規定，成為律師事務所

的合夥人應當具有3年以上執業經歷。如此以來，律師事務所只有儲備3名執業3年

以上的律師且取得專利代理師資格的人員，並將其吸收為合夥人，才能開展專利業

務。徵求意見過程中，律師界與專利代理業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觀點15。這不僅是利

益之爭，而且是規定是否公平的正義之爭。據不完全統計，截止2011年，中國大陸

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且同時持有專利代理師資格證的人數不超過1,000名16。這一

規定實際上造成很多擁有優秀專利代理師的律所無法開展專利代理業務。而且，表

面來看，規定律師事務所只有具備3名具有專利代理師資格證書的合夥人才能開展

專利代理業務，與對專利代理機構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這種平等恰恰帶來雙方地

位的不平等。因為開展專利代理業務的人員必須具有專利代理師資格證，無論其是

否合夥人均不影響代理品質。 

因此，就專利代理機構的組織形式而言，可以在合夥制的基礎上增加特殊普通

合夥企業類型，但暫時不宜規定個人制執業，同時不強制要求從業人員數量與特定

身份，以保障執業的平等性與專業性。 

參、專利代理行業管理機制 

根據現行《專利代理條例》第11條的規定，專利代理師的管理辦法是國家專利

行政管理部門負責專利代理師的資格考試與資格證書的核發，專利代理機構只能從

有資格證書的人員中聘任專利代理師，辦理聘任手續，並發給《專利代理人工作

證》，向中國大陸專利局備案。2003年的《專利代理管理辦法》改變了這一模式，

即國家知識產權局委託中華全國專利代理人協會負責頒發、變更以及註銷專利代理

人執業證，國家知識產權局依法進行監督和指導。頒發執業證的條件之一是專利代

理人出具專利代理機構的聘用協定，否則就無法取得執業證。一旦專利代理機構與

專利代理人解除聘用協定，專利代理機構受託收回專利代理師執業證，並向中華全

國專利代理人協會辦理執業證註銷手續。 

                                                        
15 李立，專利代理業對律師「門戶開放」未變，法制日報，4版，2011年6月7日。 
16 李恩樹，專利代理業對律師是「開門」還是「關門」，法制日報，5版，2011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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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草案進一步細化了執業證的發放工作，明確規定中華全國專利代理師負責

執業證的申領工作，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負責備案與糾錯工作。同時，修訂草案增

加了救濟機制，根據其第12條與第13條的規定，如果中華全國專利代理師協會認為

不符合條件不予發證的，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20日內書面通知申請人並說明理

由；如果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發現執業證的頒發不符合規定的，應當通知中華全國

專利代理師協會予以撤銷；如果對中華全國代理師協會不予發證或者撤銷專利代理

師執業證有異議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內向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申訴。 

從這些規定的共性看，專利代理行業的管理採取許可制度。設立專利代理行政

許可具有法律依據。從《行政許可法》進一步明確的行政許可事項來看，提供公眾

服務並且直接關係公共利益的職業、行業，需要確定具備特殊信譽、特殊條件或者

特殊技能等資格、資質的事項應當屬於行政許可的範圍。專利代理是專利代理機構

指派具有專利代理師執業資格的代理人以委託人的名義，在委託許可權範圍內辦理

專利申請或者其他專利事務，屬於為公眾委託人提供專業服務的行為。專利代理的

品質不僅關係到委託人的利益實現，而且關係到國家專利戰略的實施與專利整體品

質的提升，是包含重大公共利益的行業。設定專利代理許可，嚴把專利代理師市場

准入「關口」是確保專利代理行業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在這一性質上，國家知識

產權局明確指出：代理人資格考試屬於仲介行業市場准入類執業資格考試，不同于

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負責的能力鑒定類職業資格考試17。 

不過，從實際執行與修訂草案的制度設計上看，專利代理行業的許可是雙重行

政許可18。在實踐執行中，不具備專利代理師資格就無法申請執業，更不用說實際

執業；具備專利代理師資格而沒有取得專利代理執業資格，也無法從事專利代理業

務。這兩類資格均是進入專利代理市場的「關口」。但是，這一制度設計卻在形式

上逃脫了違法設定行政許可的嫌疑。根據中國大陸《行政許可法》第2條的規定，

                                                        
17 參見《〈專利代理條例〉修訂草案（送審稿）討論情況綜述》，6頁。 
18 當然，除了專利代理資格與執業的雙重許可外，律師行業的管理也採取雙重許可，即國家法

律職業資格與律師執業證。根據《國家司法考試實施辦法》第2條的規定，除法律法規另有

規定外，初任法官、初任檢察官，申請律師執業和擔任公證員必須通過國家司法考試，取得

法律職業資格。根據《律師法》第6條的規定，申請律師執業，應當向設區的市級或者直轄

市的區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提交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合格證書、律師協會出具的申請人實習

考試合格的材料、申請人的身份證明、律師事務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請人的證明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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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行政許可是指行政機關根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經依法審查，准

予其從事特定活動的行為。該法明確規定實施行政許可的主體是行政機關，而中華

全國專利代理師協會卻是社會團體，是專利代理師自己管理、實施自律的自治組

織，其實施的執業證發放不屬於行政許可類型。 

針對這一情況，國務院法制辦公室也提出：雖然資格證由專利行政管理部門審

核發放，執業證由行業協會審核發放，但是「發放執業證是否屬於行政許可，不在

於該證件是否由行政機關發放，而在於該證件是否市場准入的條件」19。這一意見

直接揭示了執業許可的實質，即執業許可是市場准入的門檻。其實，如果社會團體

行使行政機關委託的審批審查權，那麼這一團體就是在行使行政權，其行為就應當

受到規制行政機關的法律的規制。否則，社會團體就具有了設置市場准入的類似於

中世紀西方行會的權力，這就違背了市場經濟的自由法則，也混淆了社會團體與行

政機關的許可權與職責。 

因此，專利代理行政許可應當實行單許可制。現行制度的邏輯是通過專利代理

執業資格考試並不意味著可以執業，還必須具備執業的其他條件。有效實施專利代

理准入許可的關鍵就是整合這些條件。只有將資格證與執業證合併才能避免雙重許

可，實現簡政放權的改革目標，也才能實現市場准入控制。質言之，應當將專利代

理師考試作為執業資格的組成部分，只確定考試是否合格，不實施資格許可。 

肆、專利代理業務範圍 

實踐中的專利代理業務範圍比較寬泛，包括提供專利事務方面的諮詢；代寫專

利申請文件，辦理專利申請；請求實質審查或者複審的有關事務；提出異議，請求

宣告專利權無效的有關事務；辦理專利申請權、專利權的轉讓以及專利許可的有關

事務；接受聘請，指派專利代理人擔任專利顧問；專利託管，專利管理方案與戰略

制定；專利糾紛解決談判，專利訴訟等20。根據現行《專利代理條例》第8條的規

                                                        
19 參見《（專利代理條例修訂草案（送審稿））討論情況綜述》，2頁。 
20 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專利代理服務越來越趨向綜合化和專業化，其範圍也大體如此，參見謝

小勇，註13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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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專利代理業務包括除後兩項以外的所有內容。所以，後兩項內容是否應當納入

修訂範圍就值得探討。 

修訂草案增加了「與專利有關的訴訟」這一業務。因為專利訴訟同時與專利技

術、法律訴訟有關，專利訴訟屬於專利代理業務的重要內容，專利複審的救濟程式

就是專利行政訴訟21。如何規定專利訴訟，由《專利代理條例》規定還是由《律師

法》規定，取決於人們對專利訴訟的認識以及行業利益的劃分22。修訂草案增加這

一業務的理由是：專利無效宣告業務與專利申請業務一樣，需要理工科技術背景，

普通律師無法勝任，各國均要求律師取得專利代理資格才能代理無效宣告業務，允

許普通律師不經批准就可以從事專利無效代理業務，將使專利代理審批制度形同虛

設23。當然，也可以認為專利訴訟業務在根本上是訴訟業務，是關於專利這一特殊

領域的業務，其落腳點應當是訴訟，應當規定在《律師法》中，而不應當由《專利

代理條例》越俎代庖。事實上，國外立法並沒有如此簡單地作出規定。日本2003年

的《弁理士法》第6條規定，對於專利行政訴訟，專利代理人可以成為訴訟代理

人；對於專利侵權訴訟，經過特定侵權訴訟知識培訓和考試並在日本弁理士會獲得

附記註冊的專利代理人可以作為訴訟代理人與律師一起出庭，也可以經過法院同意

單獨出庭24。這一規定可以解讀為：由於確權類的案件，主要涉及技術可專利性審

查，對法律知識的要求不高，專利代理人完全可以勝任；由於侵權類案件既涉及到

技術審查，又涉及到損害賠償等法律問題，專利代理人必須參與必要的法律知識培

訓方可，而不能徑直辦理。在美國，專利代理人與專利律師相區分也是為了更好地

服務於專利訴訟。 

如果《專利代理條例》堅持規定專利訴訟，強行將專利訴訟的市場准入納入到

自己的管理範圍，就意味著過分重視了專利訴訟的技術專業性，而忽視了其中的法

律素質要求。相反，如果《律師法》將專利訴訟的市場准入納入到自己的管理範

                                                        
21 在中國大陸，不服專利複審決定向法院提起專利訴訟，屬於行政訴訟受案範圍，被告是專利

複審委員會。 
22 通常，專利代理行業的人員主張專利代理人有權直接從事專利訴訟，甚至有學者認為應當借

鑒《律師法》的規定進一步明確專利代理人代理訴訟的權利與義務（參見寇英傑，註1
文）。這顯然是行業利益在決定頭腦思維。 

23 參見《（專利代理條例修訂草案（送審稿））討論情況綜述》，5頁。 
24 沈仲衡，註12文，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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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就意味著過分強調了專利訴訟的法律專業性，而忽視了包含在專利中的技術要

求。這兩種現象都是不正常的利益競爭，犧牲了專利訴訟業務的健康發展。如果兩

部法律均從部門角度規定專利訴訟的從業條件，那就會造成法律適用的衝突，增加

專利訴訟的人才成本。只有將各自的市場准入條件納入到各自的管理範圍，才能避

免服務品質的下降，也才能提供充足的專利訴訟服務團隊。因此，可以在《專利代

理條例》中規定專利代理師從事專利訴訟應當取得法律執業資格或者與具有法律執

業資格的人員合作；《律師法》相應規定從事與專利技術有關的領域的訴訟業務應

當具備專利代理師執業資格，或者規定普通律師應當與具有專利代理師執業資格的

人員共同代理。這就既能達到專利訴訟的雙重要求，又能保障服務人員的充足性。 

另外，隨著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制定與實施，專利戰略也成為企事業單位關注

的重點。專利戰略是為獲得與保持市場競爭優勢，運用專利制度提供的專利保護手

段和專利資訊，謀求獲取最佳經濟效益的總體性謀劃25。企事業單位關注專利的原

因在於：第一，企事業單位的專利擁有量越來越大，專利作為重要的競爭資源已經

凸顯優勢；第二，企事業單位在日益開放的國際化市場上獲得了專利運作的經驗與

教訓，需要充實、鞏固、調整與提高。但是，企事業單位缺乏專利創造、管理、運

用與保護的專門人才，只能借助專利代理師的實際經驗。為了貫徹與推進國家專利

戰略，規定專利代理機構具有開展專利戰略業務的資格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伍、結 語 

《專利代理條例》的修改關係到專利代理行業的健康發展，關係到國家專利戰

略的實施，關係到仲介市場的改革與完善。在《專利代理條例》的第一次修訂中，

關注專利代理師資格取得、代理機構的組織形式、代理行業的管理機制、代理業務

範圍等方面的問題對上述目標具有重要意義。專利代理師資格取得制度應當採取統

一的考試機制，刪除外語條件要求；回應《合夥企業法》，完善專利代理機構的合

夥制，平等對待律師事務所；應當將專利代理師考試作為執業資格的組成部分，對

考試合格者只發放成績單，然後對其他條件進行審核，完全合格者頒發資格許可；

                                                        
25 馮曉青，企業知識產權戰略，2008年，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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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專利代理條例》規定專利訴訟業務的具體方式，並規定開展專利戰略業務的

資格。如此以來，就可以實現專利代理行業市場的准入便捷性與有效性，促進專利

代理師的平等准入與專業性，從而更好地提供專門的仲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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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北京專利代理人協會 
交流與介紹 

林景郁* 記錄 

在2010至2012年間，台灣向大陸提出的專利申請案，從22,419件成長到超過

23,000件，而大陸來台提出的專利申請案，則從756件成長到1,945件，雖兩者的基

數差距大，但從成長的比例來看，兩岸的交流可預期地將會越趨頻繁。 

今（2013）年1月北京專利代理人協會（Beijing Patent Attorneys Association, 

BPAA）甫成立，4月時，崔曉光會長與張杰副會長旋即率團一行15人來台參訪，並

於4月26日拜訪本會，本會假理律法律事務所會議室，由本會蔣大中理事長、蔡坤

財前理事長、張哲倫秘書長、兩岸事務委員會林宗宏主委、廖鉦達顧問、郭仁智副

主委、秦建譜委員、彭國洋委員、王耀華委員、歐師維委員、謝祖松委員及本人等

12位出席，與北京專利代理人協會進行近2小時的交流。 

席間，北京方面由張杰副會長以投影片介紹北京市的專利代理以及北京專利代

理人協會現況，以下是張杰副會長簡介的內容摘錄，藉此機會再次感謝北京專利代

理人協會的來訪，也感謝張杰副會長分享相關資料，供本會會員了解北京市專利代

理現況。 

                                                        
DOI：10.3966/221845622013100015006 
* 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專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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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市的專利代理現況 

(一)專利代理人條件 

1. 專利代理人定義：專利代理人是指獲得《專利代理人資格證書》，持有《專

利代理人工作證》的人員。 

2. 申請專利代理人資格： 

(1) 十八周歲以上，具有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 

(2) 高等院校理工專業畢業（或者具有同等學歷），並掌握一門外語； 

(3) 熟悉專利法和有關的法律知識； 

(4) 從事過兩年以上的科學技術工作或者法律工作。 

(二)專利代理人分布 

截至2013年3月31日，北京專利代理機構的執業專利代理人有3,591名，佔全大

陸執業專利代理人總數的44.41%，且每年以近400人的速度遞增，詳細數據請參下

圖。 

專利代理人分布圖 

人
數

 

專利代理人總數（截至2013年3月31日）：8086人

  

(三)專利代理機構資質條件 

1. 專利代理機構定義：專利代理機構是指接受委託人的委託，在委託權限範圍

內，辦理專利申請或者辦理其他專利事務的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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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利代理機構資質條件： 

(1) 有自己的名稱、章程、固定辦公場所； 

(2) 有必要的資金和工作設施； 

(3) 財務獨立，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 

(4) 有三名以上具有專利代理人資格的專職人員和符合國家知識產權局規定比

例具有專利代理人資格的兼職人員。 

(四)專利代理機構分布 

截至2013年3月31日，北京市共有258家專利代理機構，佔全大陸專利代理機構

總數的27.92%，且每年以約20家的速度遞增，詳細數據請參下圖。 

專利代理機構分布圖 

機
構

數
 

專利代理機構總數（截至2013年3月31日）：924家 

  

(五)專利申請情況 

2012年時，大陸專利新申請突破200萬件，達到2,052,261件，詳細數據請參下

頁圖。 

而在2012年，北京市的專利申請量達9.23萬件，其中發明專利申請佔57.1%，職

務專利申請量佔84.8%。另外，PCT申請數為2,075件，同比增長了40.6%。 

從授權（核准）情況來看，2012年北京市的專利授權（核准）量達5.05萬件，

截至2012年12月底，北京市的有效發明專利量為6.95萬件，北京市每萬人的發明專

利擁有量為34.5件（大陸每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僅3.2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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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京市知識產權保護現況 

(一)北京市法院：有關知識產權民事、專利、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一審案

件11,305件，審結11,213件；二審2,162件，審結2,148件。 

(二)北京市檢察機關：有關涉嫌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涉案668件973人，起

訴602件768人。 

(三)公安部門：有關知識產權領域犯罪案件1,729件，收繳侵權盜版出版物40餘

萬張。 

(四)專利行政執法部門：有關專利侵權糾紛57件，立案查處假冒專利案25件。 

三、北京專利代理人協會簡介 

由以上數據顯示，在北京市執業的專利代理人佔全大陸專利代理人總數近一半

的數量，而北京市所有的專利代理機構，也佔全大陸專利代理機構總量的四分之

一；另從各項申請和維權的數據來看，北京市專利代理機構確實繳出了亮眼的成績

單，北京市專利代理機構在2012年的收入達到人民幣42.43億元。不過，為了讓北京

市的專利代理機構更加茁壯，加強行業自律、行業誠信體系建設、團體意識及社會

影響力，促成了北京專利代理人協會的成立，北京專利代理人協會是大陸第一個主

要由民間專利代理機構組成的地方性專利代理人協會，以下是有關協會的相關訊

息。 

(一)協會性質 

北京專利代理人協會是由北京市專利代理機構和專利代理人自願聯合發起成

立，經由北京市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機關登記的非營利社會團體法人。 



北京專利代理人協會交流與介紹 95 

專利師︱第十五期︱2013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二)協會宗旨 

遵守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遵守社會道德風尚；加強行業自治自律，

服務會員，維護會員合法權益，提高會員執業素質，促進北京市專利代理事業的健

康發展。 

(三)協會LOGO 

主體圖行為人頭側剪影，寓意創新與智慧；線條切面代表人頭像由鑽石形成，

代表專利代理人將創新和智慧凝結為受法律保護的「堅固」的財富； 

外圍圖形橄欖葉代表專利代理人在工作中的創新與智慧，英文字母是協會的英

文名稱。外圍圖案與北京市知識產權局LOGO類似，表示其相輔相成的關係。 

  

(四)協會會員 

協會的會員構成包含團體會員和個人會員，其中團體會員是指依法在北京設立

的專利代理機構及外地專利代理機構在北京設立的分支機構，個人會員是指獲得專

利代理人資格並在北京工作的人員，協會目前擁有近2,000名會員。 

(五)協會職能 

1. 引導北京市專利代理機構規範工作，維護北京市專利代理機構及專利代理人

的合法權益。 

2. 總結交流北京市專利代理服務工作經驗，開展有關學術交流和研究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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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行業培訓，進行行業執業繼續教育，促進北京市專利代理人執業水平的提

高。 

3. 促進專利代理行業與相關行政、司法機關的交流，為會員提供與國內外知識

產權學術界、實務界交流的平台。 

4. 建立並完善北京市專利代理行業自律制度，制定並實施北京市專利代理人執

業規範和道德標準。 

5. 開展北京市專利代理行業的宣傳工作，組織專利代理機構開展知識產權專業

服務，引導會員拓展服務範圍，促進知識產權轉化應用。 

6. 北京市知識產權局及相關行業主管部門委託的其他職責。 

在當天兩會交流的過程中，本會出席代表除了透過張杰副會長的介紹，更了解

北京專利代理人協會的運作之外，本會也由林宗宏主委介紹本會的成立歷程，由於

兩會都是近5年新創的公會組織，因此有許多關於會務發展上的議題可互相交流、

討論。另外，北京方面的代表也提出許多有關台灣專利制度以及向台灣申請專利的

問題，包含台灣的新型專利制度詢問以及希望本會提供專利申請表格等問題，顯示

北京方面來台申請專利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加。相信透過此次的第一類接觸，能開啟

兩會在未來更多的合作機會，期待未來兩會持續地進行深入的交流合作。 

 



 

專利師︱第十五期︱2013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944號 

裁判要旨 

 

 

【修正前專利法、民法、公司法】 
【裁判日期】102年5月22日 

【裁判要旨】 

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為我國第二九六四六號「記錄資訊用之可以光學方式讀

取之記錄載體，製造此記錄載體之裝置，將資訊記錄於此記錄載體上之裝置，及讀

取記錄於此記錄載體上之資訊裝置」（下稱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上訴人巨擘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擘公司）曾與伊簽訂可錄式光磁碟專利授權契約，但因怠

於給付授權金，業經伊於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終止該授權契約。惟巨擘公司

嗣所製造銷售之CD－R符合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一項技術特徵，明顯侵害系爭

專利權。上訴人邱丕良為巨擘公司九十三年二月一日前之法定代理人，主導巨擘公

司CD－R之生產，於前開授權契約終止後，仍繼續產銷侵害系爭專利權之CD－R，

依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應與巨擘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爰依修正前專利

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第一百八十五條、公

司法第二十三條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伊自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九十一年六月四

日止所受損害；並依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二項、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請求巨擘

公司賠償前開期間之損害；而聲明求為：命上訴人連帶給付新台幣（下同）一千萬

元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按專利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時，得依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於侵害人不

能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以銷售該項物品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修正前專利

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參酌會計學上關於直接成本與間接成本之定

義，前開規定所指之成本與必要費用趨近於會計學上之直接成本，不包括會計學上

之間接成本。因此，在侵害人能證明成本與必要費用之場合，專利權人得請求侵害

人賠償按因侵權行為所得利益計算之損害賠償，通常為會計學上之毛利，而非再予

扣除間接成本或稅捐之淨利或稅後淨利。上訴人未提出巨擘公司具體生產、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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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R產品所支出之成本及必要費用之帳冊等財務資料，所提會計師事務所協議程

序執行報告及意見書僅揭示概括之「營業成本」、「營業費用」等資料，而無相關

原始憑證，顯不足作為巨擘公司產銷CD－R所具體支出之成本及必要費用之證明。

上訴人執此主張其毛利為負數，即無可取。惟按財政部同業利潤標準表八十九年至

九十一年之光碟毛利率均為百分之三十一，利率均為百分之十三，巨擘公司自八十

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起至九十一年六月四日止之CD－R營業收入淨額為八十二億四千

二百九十五萬一千五百四十四元，因被上訴人僅得請求八十九年六月五日起至九十

一年六月四日止之損害，依比率計算該二十四月之收入淨額為七十四億九千三百五

十九萬二千三百十三元，依上開毛利率百分之三十一計算，為二十三億二千三百零

一萬三千六百十七元；依上開淨利率百分之十三計算，為九億七千四百十六萬七千

零一元。本件被上訴人僅請求一千萬元，尚在上開淨利範圍內，應予准許。從而，

被上訴人依專利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第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公司法第二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一千萬元本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等詞，為

其判斷之基礎。 

按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所定連帶賠償責任，係基於法律之特別規定而來，

並非侵權行為上之責任，故消滅時效，應適用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之十五年時

效期間。本件被上訴人係於九十一年六月五日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損害賠償期間為

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九十一年六月四日，邱丕良為該段期間巨擘公司之法定代

理人，此乃原審合法確定之事實。惟原審既認邱丕良所負連帶賠償責任之消滅時效

期間為十五年，卻以巨擘公司已為時效抗辯，而謂被上訴人僅得請求八十九年六月

五日起至九十一年六月四日止之損害賠償，自有可議。又修正前專利法第八十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係規定專利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時，得依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

計算其損害。於侵害人不能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以銷售該項物品全部收入

為所得利益。原審既謂上訴人所提會計師事務所協議程序執行報告及意見書均不足

證明巨擘公司產銷CD－R之成本及必要費用，上訴人復未提出巨擘公司產銷CD－R

所支出之成本及必要費用之帳冊等財務資料，而認其未依修正前專利法第八十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後段規定為舉證，卻逕以財產部同業利潤標準表之毛利率、淨利率來

估算巨擘公司所得之利益，顯有理由矛盾之違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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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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576號  

 

 

【審理法、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 
【裁判日期】102年9月11日 

【裁判要旨】 

圓剛公司於民國（下同）93年2月18日以「影音信號傳接處理裝置」（下稱系

爭專利）向智慧局申請發明專利，經該局編為第93103998號審查，准予專利，並於

公告期滿後，發給發明第I240169號專利證書，其申請專利範圍共計19項，其中第

1、15、18項為獨立項，其餘為附屬項。圓剛公司復於99年1月25日提出申請專利範

圍更正本，經智慧局准予更正。嗣被上訴人以其有違100年12月21日修正公布、102

年1月1日施行前之專利法（下稱修正前專利法）第22條第1項前段、同條第4項及第

26條第2至4項之規定，對之提起舉發。案經智慧局審查，認系爭專利未違反前揭專

利法規定，以100年8月29日（100）智專三（二）04059字第10020769070號專利舉

發審定書為「舉發不成立」之處分。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被上

訴人仍不服，遂向原審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原審法院因認本件訴訟之結果，圓剛公

司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爰依職權裁定命其獨立參加訴訟。嗣經原審法院

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撤銷，圓剛公司不服，乃提起本件上訴。 

本院經核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固非無見。惟按「判決應作判決書記

載左列各款事項：……理由項下，應記載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

見。」、「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六、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者。」行政訴訟法第209

條第3項、第243條第2項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一)依本件系爭專利說明書記載，傳統之影音信號傳接處理裝置「必須使用含

有壓縮功能之硬體元件以將原始資料壓縮成數位影音信號」之技術，此乃系爭專利

所欲改良之對象，系爭專利為改良上開技術偏見，上訴人曾提出參證3、5、7，主

張電視卡只要可供「觀看電視」即足，至於電腦是否需進行儲存（壓縮後儲存），

則與「電視卡」本身結構及功能無直接相關等語，但原判決卻一再強調電腦在系爭

專利之技術特徵，而未說明各該領域有何不同，已有未合。上訴人主張電腦只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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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內一種例示之實施態樣，是否可採，有無其他不需要在電視卡中增加壓縮元件

亦不必使用電腦之實施態樣？自應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地位予以說

明。另電腦是否系爭專利之必要技術特徵？若非必要技術特徵，為何原判決一再以

電腦之作用說明本件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之理由。原判決一方面認系爭專利之技術

特徵與先前技術之技術內容自不包括「電腦」在內，另一方面卻又將「電腦」之作

用作為認定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之關鍵理由，原判決似有理由矛盾之處。系爭專利

係在解決「傳輸經過CardBus匯流排之信號必須先經過壓縮」之技術偏見，上訴人

主張係以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之橋接器以解決之，系爭專利屬電視卡技術領域，上

訴人並提出橋接器在電視卡領域另有其常用意義，但原判決則認定系爭專利之橋接

器係應以系爭專利說明書所載作定義，系爭專利之橋接器，除原判決之解釋外，有

無其他之解釋空間？則上訴人質疑原判決就系爭專利之「橋接器」以「資訊、網際

網路」或電腦領域之通常知識進行而為判斷，認定系爭專利之橋接器已為習知技藝

所揭示，並將PCI部分作為系爭專利範圍加以判斷，是否與卷內資料及上訴人主張

有不符之處，亦有疑問。 

(二)事實上，本判決之所以就上開事項再予嚴格質疑，無非在於原判決就系爭

專利之解釋與下列判決相反。蓋本院99年度判字第636號維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

年度訴字第133號判決、本院99年度判字第1333號維持原審法院98年度行專訴字第

32號行政判決、101年度判字第1007號維持原審法院100年度行專更(一)字第4號行政

判決等等之確定判決中，均已明白認定：「參酌系爭專利之專利說明書所載及其第

2圖所示，並與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相互對照得知，系爭專利橋接器之功用在

轉換過程中對數位信號作符合被轉換之匯流排介面規格之適當處理，以致能充分運

用到被轉換之匯流排的高速傳輸能力，使得該匯流排介面可以很順利將數位信號原

始資料輸出至電腦，故不需要在電視卡中增加壓縮元件，亦不需犧牲視訊信號解析

度」等之技術特徵，上開事實審判決中，除一件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外，有兩件係

原審專業法院所作成。就專利舉發制度而言，只要引證案不同，一個專利案可有數

個被舉發案，但不論有多少舉發案，該被舉發專利之解釋應無不同才對，審理後舉

發案之法院若要與確定判決就同一系爭專利之解讀作不同之認定，縱不承認所謂判

決爭點效，亦應慮及判決也應適用禁反言之法律原則。當然基於法治國依法行政、

依法裁判之基本要求，若行政處分、判決有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違法，此時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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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要求自然要高於所謂禁反言原則，以前的判決所認定之事實，當然可以變更，

但是更應注意在程序上之遵守以及實體事項與法律的論辯。經查，本件爭點涉及原

判決就同一系爭專利之專利範圍所作解釋，與前確定判決所認定之專利技術特徵及

作用完全不同。不論本件爭點之技術特徵在專業領域人士眼中多麼簡單，但本件既

在技術層面與前確定判決為不同之認定，自應更為慎重，本件經發回後，若能就合

議庭每一法官均指定一技術審查官，共三位相同領域之技術審查官集思廣益，期能

更妥適向法官為意見之陳述，讓合議庭作出最正確之事實判斷。再者，技術審查官

配置於原審法院，且技術特徵之解讀，大部分涉及事實，原審為事實審，由原審法

院慎重地重新作成本件系爭專利解釋之判斷應較合適。經核本件上訴為有理由，而

應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法院。 

(三)至於原審於言詞辯論期日方命被上訴人增列「系爭專利第1圖與證據2、3」

之新證據組合乙節，原判決業已說明：被上訴人於原審法院101年8月30日審理時已

陳明結合系爭專利說明書所載之先前技術（包含系爭專利第1圖）與證據2、3之組

合，作為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之引證，因系爭專利第1圖已見諸於舉發卷，並

非屬新證據，而當事人於行政訴訟中提出之新證據法院既應審酌，則已見諸於舉發

卷之舊證據，法院當然更應審酌等情，經核並無違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3條第

2項及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40條第2項等關於新證據提出之規定。則上訴人以：

為使智慧局於行政訴訟程序中就被上訴人之新證據提出答辯書狀，亦未保留準備期

間，違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3條第2項及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40條第2項之

程序規定云云，並非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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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訴字第56號  

 

 

【修正前專利法、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 
【裁判日期】102年1月25日 

【裁判要旨】 

原告主張其為發明專利第I305629號「殺價式拍賣之方法」（下稱系爭專利）之

專利權人，其營運之線上遊戲商城並提供競價拍賣活動，規定於每次投標時支付一

定之投標金，結標時依「最低價」且「唯一」投標者之規則進行得標者之判定，此

為系爭專利最重要之技術特徵，依被告活動規則操作之競標結果，與實施系爭專利

所得之結果相同，被告所使用拍賣方法之流程／步驟與系爭專利相同，系爭遊戲實

已落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原告主張：原告係發明專利第I305629號「殺價式拍賣之方法」（下稱系爭專

利）之專利權人，專利期間自98年1月21日至114年10月20日止。被告推出線上遊

戲，而其營運之線上遊戲商城並提供競價拍賣活動，規定於每次投標時支付一定之

投標金，結標時依「最低價」且「唯一」投標者之規則進行得標者之判定，此為系

爭專利最重要之技術特徵，依被告活動規則操作之競標結果，與實施系爭專利所得

之結果相同，被告所使用拍賣方法之流程／步驟與系爭專利相同，系爭遊戲實已落

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5項。就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5項，被告提出

之文獻未揭露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無法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不具進步性。

被告所舉之系爭專利技術特徵，皆無法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不具進步性，系

爭專利不具應撤銷之原因。 

被告主張：依專利法第21條發明之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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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乃為「一種殺價式

拍賣之方法」，而其中主要之技術特徵乃利用投標後「最低」且「唯一」之規則判

斷得標者為何。該方法屬單純經濟事務之管理與運用，非利用自然法則。系爭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5項乃非屬利用自然法則之創作，應屬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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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決意旨：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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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具有技術性。商業方法為社會法則、經驗法則或經濟法則等人為之規則，

商業方法本身之發明，非利用自然法則，不符合發明之定義。惟商業方法係利用電

腦技術予以實現者，其技術手段之本質並非商業方法本身，而為藉助電腦硬體資源

達到某種商業目的或功能之具體實施方法，因此，若該方法解決問題的手段整體上

具技術性，則符合發明之定義；若利用電腦的目的之一即在取代人工作業，將原本

屬於人類的作業方法單純的利用電腦予以實施者，則不符合發明之定義。 

(二)系爭專利非為執行商業方法之電腦硬體及程式軟體，僅為商業方法本身，

而利用電腦硬體及程式軟體的目的即在取代人工作業，將原本屬於人類的作業方法

單純的利用電腦硬體及程式軟體予以實施者。 

(三)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5項為非屬利用自然法則之創作，違反92年專

利法第21條而有應撤銷之事由存在，則依前述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第2項規

定，自不得對被告主張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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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商訴字第6號  

 

 

【商標法】 
【裁判日期】102年6月13日 

【裁判要旨】 

原告等為註冊1462328號「錠嵂」商標圖樣之商標權人，原告錠嵂保險經紀人

公司於80年10月29日即以「錠嵂」為公司名稱及服務表徵，持續使用「錠嵂」相關

商標長達20多年之久，長期持續在全台投入大量行銷廣告，並於歷年之「保險卓越

獎」中多次獲獎，是就其知名度、規模及企業形象而言，系爭商標已足使相關事業

或消費者普遍認知，而為著名商標。詎被告錠嵂生命禮儀有限公司（下稱錠嵂生命

禮儀公司）未經原告之同意或授權，於101年8月29日設立公司名稱為「錠嵂生命禮

儀有限公司」，並早於101年6月起即懸掛「錠嵂」（放大字體）「生命禮儀」（縮

小字體）字樣之招牌刊登廣告招攬業務，藉以推其於社會價值觀念上與原告人生無

憂慮之相關企業形象進行不當連結且經營具有相當落差之殯葬服務業務，其行為造

成相關消費者產生系爭商標有從事殯葬業務之印象，並減損系爭商標之識別性及信

譽，所從事之服務與原告商標專用權內容幾乎完全相同與重複，已違反商標法第70

條第1、2款規定，而侵害原告系爭商標權。 

按未得商標權人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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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法第70條第1、2款定有明文。 

商標法第70條第1款所謂減損著名商標識別性之虞係指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有可

能遭受減弱，亦即當著名商標使用於特定之商品或服務，原本僅會使人產生某一特

定來源之聯想，但當未取得授權之第三人之使用行為，逐漸減弱或分散該商標曾經

強烈指示單一來源的特徵及吸引力時，最後該曾經強烈指示單一來源的商標很有可

能將會變成指示二種或二種以上來源的商標，或使該商標在社會大眾的心中不會留

下單一聯想或獨特性的印象；而所謂減損著名商標信譽之虞係指著名商標之信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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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遭受污損，亦即因未取得授權之第三人之使用行為，使消費者對著名商標所代

表之品質、信譽產生降低貶抑或負面之聯想。判斷有無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

譽之虞，應參酌下列因素：商標著名之程度。商標近似之程度。商標被普遍使用於

其他商品／服務之程度。著名商標先天或後天識別性之程度。其他參酌因素。查系

爭商標為著名商標且其識別性極高等情，業如前述，被告公司於廣告看板上使用

「錠嵂」字樣，與系爭商標完全相同，又「錠嵂」二字非既有詞彙或事物，被告並

未提出證據證明「錠嵂」已為第三人廣泛使用於不同之商品或服務，則被告公司之

行為會使曾經強烈指示單一來源的系爭商標變成指示二種或二種以上來源，或在社

會大眾的心中留下非單一聯想或非獨特性的印象，而減損系爭商標之識別性。再

者，原告經營保險經紀業，除培訓保險人才外，並提供保險規劃金融服務，而保險

之目的在於分擔風險，一般人投保目的均在藉此彌補日後不可預料之風險事故，是

保險已成為個人理財規劃方式之一，然被告經營之殯葬業在提供往生者之祭祀禮

儀，與死亡有關，一般人仍將死亡視為忌諱之事，避之唯恐不及，是兩者之服務訴

求大相逕庭，所表彰之形象亦落差甚大，被告將原告系爭商標用於殯葬業，將使相

關消費者對系爭商標產生「死亡」、「忌諱」之聯想，自有減損系爭商標信譽之

虞。準此，系爭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有遭減損之虞等情，應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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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日  期 內  容 

7月5日 
司法院資訊管理處於司法院三樓會議室，召開司法院「智慧財產法院行

政訴訟事件線上起訴系統」開發作業討論會，本會由發明實務委員會副

主委林哲誠代表出席。 

7月9日 

由理事長蔣大中率秘書長張哲倫、常務理事廖鉦達、理事／專利師權利

維護委員會主委白大尹拜會智慧局，由專利一組組長廖承威及法務室主

任林清結接待，雙方於會議中討論智慧局須何等證據及證明程度，始認

足供啟動對文件代收人之調查進行協調。經當日討論及智慧局內部研

議，專利一組科長吳欣玲已回電表示局長已同意會議結論。 

7月25日 專利師季刊第十四期出刊日。 

7月30日 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8月2日 
召開「第二屆第一次臨時常務理監事會議」，討論以本會名義向智慧局

具名檢舉文件代收人違反專利師法調查事，並特別邀請白大尹理事出席

向大家報告。 

8月6日 召開編輯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8月22日 

北美智權報主編李淑蓮聯繫蔣大中理事長，就「中華全國專利代理人協

會」於3月28日正式向全中國的專利代理機構發下了《關於辦理專利代

理職業責任保險的通知》，標誌著中國專利代理責任保險行業統保示範

項目已正式啟動實施等議題內容進行訪談。 

8月28日 召開在職進修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會務動態與紀要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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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8月29日 

舉辦在職進修講座第二場次，講題：「專利訴訟技術審查實務」，由智

慧財產法院林希彥主任技審官擔任主講人。 

 

8月30日 
召開設計專利實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並邀請智慧局葉哲維審查官進行專

題演講。 

9月3日 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9月4日 召開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9月5日 召開第二屆第一次專利師法修法小組會議。 

9月5日 

舉辦在職進修系列講座第三場次，講題「生技醫藥產業特性及智財實務

議題與需求」，由財團法人台灣生物科技開發基金會執行長 蔡佩珊擔

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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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9月6日 

本會蔣大中理事長及張哲倫秘書長、台大謝銘洋院長、台北大學李素華

教授、政大宋皇志教授一行人拜會張善政政務委員，訴求政府應主導更

為開明、友善的專利申請環境，以吸引國內外科技廠商將台灣列為第一

申請案的地區，以擴大年底會員大會辦理研討會之效果並凸顯相關訴

求。同行並於同日拜會智慧局王局長，表達關切台灣專利的產業是否有

任何不健康的發展，並期望智慧局能提高審查品質。王局長也提供兩

PowerPoint附件檔案供參考。 

9月26日 

本會蔣大中理事長及張哲倫秘書長、台大謝銘洋院長、政治大學沈宗倫

教授、台北科技大學蔣雅祺教授、輔仁大學陳昭華教授等人，拜會智財

法院高院長，對專利訴訟原告勝訴比率過低及發明專利遭宣告無效比例

過高，表達關切，高院長已矚所屬展開瞭解與研究。 

10月15日 
中午12時於公會會議室，國際事務委員會召開歐州專利局來訪會前會

議。 

10月22日 

英國專利師公會（CIPA）邀請本會人員在越南河內APAA年會會議期間

與該會18位代表進行午宴會餐，藉以延續兩會互訪的情誼。本次會餐係

由英國專利師公會宴請招待，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黃瑞賢副主委等15
位代表公會參加。 

10月22日 

立法委員林滄敏國會辦公室於下午2點至3點30分召開「智與願違 從長

技議」公聽會，本會由發明實務委員會副主委吳宏亮、設計發明委員會

副主委鍾文岳、黃孝惇專利師、洪陸麟專利師、陳邦禮專利師等5位代

表公會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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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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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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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來稿一經刊登，文責由作者自負，專利師公會（下稱本會）得多次利用。本會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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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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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來稿發表後由本刊贈送當期刊物1本；本刊自第13期起，稿酬調整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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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本刊每年出版4期，分別在1月、4月、7月、10月出刊，請踴躍投稿。 

八、聯絡資訊： 

1.洽詢：本會幹事鄭小姐 02-2701-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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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編輯委員或

相關領域專家負責審稿，並於收到稿件後三週內審畢。 

三、編輯委員會綜合編輯委員與審稿意見後，決定是否刊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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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後，自中華民國99年2月1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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