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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師公會自從2009年12月成立以來，迄今已經過三年半左右的時間，已
發行了十三期的季刊及一期的特刊。今年二月份及五月份進行編輯委員會會議

時，諸位委員就「專利師」季刊將來應如何提升其專業形象及權威性進行熱烈

的討論，也建立了一些編輯委員會未來應努力的方向及目標。個人就擔任編輯

委員會主委及本期主編所觀察到者而言，目前編輯委員會的委員在進行論文之

審稿時，似乎比以前更嚴謹之傾向。 

本期（第十四期）的投稿論文較少，加上目前審稿傾向嚴謹的趨勢，有些

論文審稿委員建議的修改方向論文作者因為時間上無法配合而未能來得及依建

議進行修改，造成有遺珠之憾。總結而言，本期僅有三篇論文來得及在時間內

交付排版，主編在此向讀者大眾致歉。由於論文篇數較少，本期特別刊登「102
年專利師公會第一次專利法論壇會議紀錄」以嚮讀者。以下分別簡介這三篇論

文及該論壇會議紀錄： 

鄭煜騰專利師的「雲端運算專利之申請策略」一文之重點在於：由於「雲

端運算」技術有其獨特性，專利從業人員在準備有關雲端運算技術的專利申請

時，應採用如下策略：(1)申請專利範圍涵蓋系統請求項，以避免日後專利權人
行使權利時，方法專利通常是由不同人在異地實施而造成不易行使權利的問

題。(2)可考慮為一雲端運算發明提出多數申請案，以獲得更周全的保護。(3)如
所請雲端運算發明涉及商業方法，專利從業人員應根據我國專利審查基準的規

範，於請求項中記載以電腦軟硬體來實施該商業方法發明，且非僅是以電腦代

替人工作業，方符合發明之定義。 

王維位專利師的「軟體專利請求項有關手段功能用語之明確性及其法律適

用——從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5號判決出發」一文中指出：有
關「手段功能用語」之撰寫方式，最早係明文規定於1998年公告的電腦軟體相
關發明之專利審查基準中，爾後再移植美國專利法第112條第6項之規定至我國



 

 

2004年施行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8條第8項中。然而在專利法施行細則公告之
前，甚至在前述專利審查基準公告之前，已有手段功能用語之專利被核准，則

應如何解釋無法源依據之申請專利範圍？此外，對於採手段功能用語界定請求

項之電腦軟體相關發明，達成功能之手段為軟體程式時，說明書應採何種記載

形式，始能將軟體程式與所請功能對應，而具備明確性要件？該論文根據智慧

財產法院判決，對這兩個問題進行探討。 

中國政法大學馮曉青教授的「中國大陸職務發明制度研究」一文中，就中

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職務發明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從職務

發明的界定、權利的歸屬、職務發明人的獎酬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許多建議，頗

有參考價值。 

「102年專利師公會第一次專利法論壇會議紀錄」係由本屆專利師公會蔣大中
理事長邀請：智慧財產法院、智慧財產局、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臺北大學法律

學院、專利師公會等各機構之專家學者，以「進行申請專利範圍解釋所引用參

考文獻之時間點」、「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目的」、「進行解釋時參酌說明書

之時機及條件」、「有關內部及外部證據之區別」、「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有無

辯論主義之適用」、「解釋文義範圍應否迴避習知技藝」為題綱進行熱烈的討

論，各發言人的講述內容均十分精彩，絕對值得一讀。 

以上簡介三篇論文之主題及前述論壇會議紀錄之主旨，誠懇推薦讀者詳加

閱讀，並歡迎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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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雲端運算專利之申請策略 
鄭煜騰* 

壹、前 言 

全球經濟局勢動盪與災變頻傳，能源與原物料價格變動，人力成本升高，形成

企業無可避免的營運成本，也牽動企業對資訊科技的投資決策。在此同時，「雲端

運算」（Cloud Computing）歷經市場萌芽期的測試，逐漸成為IT使用者的重要選

項。隨著此一發展態勢，台灣廠商分別從不同領域積極切入雲端市場，以系統整

合、資料中心、伺服器與行動裝置業者為核心的雲端運算產業持續結合外商資源，

在雲端運算市場開疆闢土。 

雲端運算服務提供者無不使出渾身解數想要吸引消費者成為其用戶，以擴大市

場占有率，在競爭中脫穎而出。於是，現今許多業者考慮為他們在雲端運算方面的

創新進行專利保護，然而專利保護對此一技術是否可以達成？雖然尋求對於雲端運

算服務的專利保護，在撰寫專利說明書時無須將目前的形式作大的改變，但是專利

實務者在準備有關雲端運算技術的專利申請時，仍應該考量此一技術的獨特性，諸

如多人協力實施、提供服務的商業模式及無疆界性所引起的例如共同侵權、商業方

法及侵權調查等一些問題而有所布局。 

                                                        
DOI：10.3966/221845622013070014001 
收稿日：2013年1月24日 
* 華鼎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專利師。作者感謝兩位審稿委員的寶貴意見，使本文更加充實及提

高可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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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雲端運算 

所謂「雲端」其實就是泛指「網路」，名稱來自工程師在繪製示意圖時，常以

一朵雲來代表「網路」。因此，「雲端運算」用白話文講就是「網路運算」。舉凡

運用網路溝通多台電腦的運算工作，或是透過網路連線取得由遠端主機提供的服務

等，都可以算是一種「雲端運算」1。基本上，雲端運算是處理與分享大量資料的一

種IT基礎架構，將眾多電腦系統連結成大型資料庫，以提供IT應用服務。雲端運算

的精神是強調服務，並能依照使用者的需求提供客製化服務，亦即將所有的應用服

務、電腦與網路資源，例如資料庫儲存量、網路速度等，都以如使用水和電等公用

事業服務的方式提供給使用者，並依使用者的需求隨時取用，可按次、按量或按時

計費2。 

目前雲端運算商業模式發展，包含「基礎設施服務」（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平台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及「軟體服務」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三部分。「基礎設施服務」包含數據中心設施、伺服

器代管、資料儲存、資通安全與隱私保護等服務；「平台服務」指的是在基礎設施

上，由單一介面提供各式的軟體共用服務，包括身分認證、目錄服務等；及再上一

層的「軟體服務」則是將各類應用軟體架設在平台服務上，只要上網就可使用，使

用者不須再下載至自己的電腦，增加負擔3。 

參、專利共同侵權 

專利侵權訴訟中所稱「專利共同侵權」係指數人共同完成某一專利流程請求項

或數人共同製造生產專利產品，每一個個體各自分擔一部分流程或生產部分組成4。

                                                        
1 黃重憲，淺談雲端運算，http://www.cc.ntu.edu.tw/chinese/epaper/0008/20090320_8008.htm，

最後瀏覽日：2013年1月11日。 
2 鐘嘉德、高天助、楊嘉栩，雲端運算與產業發展，研考雙月刊，2010年8月，34卷4期，21-

22頁。 
3 同前註，22頁。 
4 葉雲卿，由方法專利看專利直接侵權構成要件——以數個侵權人聯合實施某被控專利請求項

為討論中心， http://t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Expert_Column/Exp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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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雲端」即是指「網路」。與網路相同，雲端運算服務的提供常常需要數

個不同方的協力。使用者與雲端運算服務提供者通常會交換資訊，而且雲端運算服

務提供者將某些工作外包給下包商或第三方也是很常見的。當雲端運算服務的提供

發生專利侵害時，常常是共同侵害，亦即兩個以上的機構或個人分別實施了其中一

個或數個步驟（但非全部）。這些人加起來等於實施了整個專利，但拆開只是各自

實施其中的一部分。 

以美國專利USP 5,715,298為例5，該專利係有關一種互動式帳單支付方法，可

以讓轉帳卡／信用卡不經過個人身分確認碼（PIN）驗證，直接在ATM網路上刷卡

成功，使買賣雙方可以快速成交。此專利同時會涉及四種人：消費者、商店的信用

卡金流代理人、ATM網路商以及發卡的金融機構。上述專利USP 5,715,298的請求項

16： 

                                                                                                                                                        
2.htm，最後瀏覽日：2013年1月11日。 

5 USP 5,715,298為美國判決BMC Resources, inc. v. Paymentech, L.P., 498 F.3d 1373 (Fed. Cir. 
2007) 中的系爭專利。 

6 “1. A method of paying bills using a telephone connectable to at least one remote payment card 
network via a payee’s agent’s system, wherein a caller places a call using said telephone to initiate 
a spontaneous payment transaction that does not require pre-registration, to a payee, the method 
comprising the steps of: 
prompting the caller to enter an account number using the telephone, the account number 
identifying an account of a payor with the paye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ayment transaction; 
responsive to entry of an account number,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entered account number is 
valid; 
prompting the caller to enter a payment number using the telephone, the payment number being 
selected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caller from any one of a number of credit or debit forms of 
payment; 
responsive to entry of the payment number,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entered payment number is 
valid; 
prompting the caller to enter a payment amount for the payment transaction using the telephone; 
responsive to a determination that a payment amount has been entered and further responsive to a 
determination that the entered account number and payment number are valid, and during the call: 
accessing a remote payment network associated with the entered payment number, the accessed 
remote payment network determining, during the call, whether sufficient available credit or funds 
exist in an account associated with the entered payment number to complete the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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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種支付帳單的方法，係使用可連接到至少一遠端支付卡網路的一電話，

經由一受付者的代理人系統支付，其中一打電話者使用該電話撥電話起始無須至一

受付者預先登記的一自發性支付交易，該方法包含以下步驟： 

促使打電話者使用電話輸入一帳戶號碼，該帳戶號碼確認支付者的帳戶與受付

者關聯的支付交易； 

回應帳戶號碼之輸入，確定輸入的帳戶號碼是否有效； 

促使打電話者使用電話輸入支付號碼，支付號碼係由打電話者自行斟酌選自信

用卡或轉帳卡支付型式的任一號碼； 

回應支付號碼之輸入，確定輸入的支付號碼是否有效； 

促使打電話者使用電話輸入支付交易的支付金額； 

於通話中回應支付金額已被輸入的確定及進一步回應輸入的帳戶號碼與支付號

碼是有效的之確定； 

存取與輸入支付號碼關聯的遠端支付網路，存取的遠端支付網路於通話中確定

與存在輸入的支付號碼關聯的帳戶中的可得帳面餘額或存款是否充足以完成支付交

易； 

於通話中回應存在關聯的帳戶中的可得帳面餘額或存款是充足的之確定、向與

輸入支付號碼關聯的帳戶收取輸入的支付金額、增加輸入的支付金額至與輸入的支

付號碼關聯的帳戶、通知打電話者支付交易已被授權，以及將帳戶號碼、支付號碼

及支付金額儲存在系統的交易日誌檔中；及 

回應關聯的帳戶中充足可得的帳面餘額或存款不存在的確定、於通話中通知打

                                                                                                                                                        
transaction; 
responsive to a determination that sufficient available credit or funds exist in the associated 
account, charging the entered payment amount against the account associated with the entered 
payment number, adding the entered payment amount to an account associated with the entered 
account number, informing the caller that the payment transaction has been authorized, and storing 
the account number, payment number and payment amount in a transaction log file of the system 
during the call; and 
responsive to a determination that sufficient available credit or funds do not exist in the associated 
account, informing the caller during the call that the current payment transaction has been declined 
and terminating the current payment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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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者目前支付交易已被拒絕，以及中止目前的支付交易。」 

由於上述專利USP 5,715,298的請求項1涉及多方協力，專利權人恐無法以提起

訴訟遏止服務提供者的專利侵害行為。 

又，我國智財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192號判決中的系爭專利公告第I285826號

專利的請求項1也出現同時記載使用者端與業者（伺服器）端的雙邊宣告7，因為專

利侵權訴訟中的被告（業者）未提供使用者端的電腦，而未符合全要件原則，後經

法院判定不侵權。我國公告第I285826號專利的請求項1： 

「一種於網際網路連通後經由網頁或撥接電信網路直接確認密碼之資料計費方

法，係包含以下步驟：A)一使用者端之電腦經網際網路進入一業者網站，以連結該

業者網站之一網路伺服器單元；B)一由業者網站之網路伺服器單元所提供之網頁主

畫面，並將該網頁主畫面傳遞顯示於使用者端之電腦中，該網頁主畫面具有對應一

目標端資訊頁面之選項：C)該使用者端點選網頁主畫面之選項；D)該業者網站之網

路伺服器單元連接一判別單元，該判別單元包含有一檢查判別區及一目標單元判別

區，其中，該檢查判別區係設定可自動產生一組亂數密碼，並將該組亂數密碼建立

在目標端資訊頁面的密碼欄位名稱內，並保留本次亂碼參數值，接著檢查用戶的電

話是否處於結束通話狀態，並檢查用戶由電話機按鍵所輸入之密碼是否等於本次亂

碼參數值，目標單元判別區係在接收檢查判別區的指令，以確認使用者端是否經由

電信網路的路徑進入業者網站目標端的資訊頁面，若是正確則結束判別並顯示目標

端資料，若非正確則顯示連線失敗的資訊頁面，並重新產生一組亂數密碼供用戶以

電信網路重新撥號連線；以及E)該使用者端依顯示之電話號碼撥號與電信網路連

線，並輸入該亂數密碼，經判別單元執行判別完成後，令對應該選項之目標端顯示

資訊頁面內的資料，以與使用者端相互傳遞資料，並開始藉由電信網路計時計

費。」 

基於原告在主張專利權遭受侵害時，必須證明的要件包括專利請求項的所有限

制條件可以完全被「讀入」（Read On）被控產品（全要件原則），於發生共同侵

害的情況下，專利權人顯然無法對全要件欠缺者主張專利侵害，故諸多外國專利法

                                                        
7 何君豪，電腦軟體專利於民事侵權訴訟中判斷重點，收錄於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演講講義，

2012年，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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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明文規定專利間接侵權的規定8。然而，2009年我國專利法修正時未將間接侵權的

規範納入，當發生共同侵權行為，專利權人行使專利權時，只能以民法共同侵權行

為的規定作為處置的依據，不得不將直接侵權者（消費者或使用者）列為共同被

告，但是專利權人通常並不想把消費者或使用者列為被告9。因此，專利實務者在撰

寫專利請求項時，須將雲端運算服務各方動作者的操作納入考量，以避免日後專利

權人針對方法專利行使權利時，必須將請求項所涵蓋之數個實施者一併列為共同侵

權行為人而提起訴訟的問題。 

當需要數個動作者進行一方法請求項的所有步驟，將發生專利共同侵權。想要

成功地行使此一請求項的權利，通常須調查每一動作者在所請方法的參與。此可能

加深已經相當複雜的專利訴訟程序。為了避免此一情況，專利實務者在撰寫雲端相

關方法專利請求項時，須從單一動作者的觀點作考量。例如，假如專利申請人方法

欲以請求項涵蓋雲端使用者與雲端運算服務提供者之間的互動，請求項應該只包括

使用者與服務提供者其中之一的動作。此撰寫方式將可提供專利權人一個界定清楚

的請求項，當被侵害時處理起來，像是在處理單一動作者侵害一般。 

肆、雲端運算與商業方法 

隨著資訊技術及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商業方法的應用在企業經營中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已成爲企業能否在商業競爭中獲利的關鍵因素之一。任何新穎的商業運

作創意或創新的商業模式，都能夠創造出商機和財富。因此，企業在努力追求更新

更好的商業方法模式，提高本身競爭力與商機的同時，希望能透過申請「商業方法

專利」阻止其他同行企業使用相同方式進入市場，藉由專利權的排他性保護其商業

方法10。既然雲端運算是一種基於電腦技術的網路交流形態，雲端運算服務的商業

模式也會與商業方法有關。 

                                                        
8 趙晉枚、江國慶，專利間接侵權之探討，專利師，2010年10月，3期，49頁。 
9 劉國讚，專利權範圍之解釋與侵害，2011年，444-445頁。 
10 莊 詠 結 ， 商 業 經 營 方 法 專 利 在 台 灣 與 中 國 之 保 護 ， http://www.mission.com.tw/news-

view.asp?idno=313，最後瀏覽日：2013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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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實務 

我國專利法第21條明定：「發明，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其

中含有兩個要件，一為發明必須「利用自然法則」，二為發明必須具有「技術思

想」11。 

我國專利法並未明文排除「商業方法」為發明之類型，但是根據我國專利審查

基準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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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例如商業競爭策略、商

業經營方法（單純之商業經營方法）、金融保險商品交易方法（單純之金融保險商

品交易方法）均屬此類別12。」此外，專利審查基準指出商業方法涉及之領域相當

廣泛，包括行政、財務、教學、醫療、服務等，並非僅止於單純之商業模式13。正

由於「從事商業方法」屬於處理或解決商業經濟活動或事務而非利用自然法則，因

此以往許多與商業應用有關之發明申請，常以此為由而遭核駁。 

然而，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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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認定

其屬技術領域的技術手段而符合發明之定義。 

以我國專利公告號第479184號為例，其請求項114： 

「1. 一種廣告主及廣告對象自動媒合方法，包含：廣告主設定包含廣告條件之

廣告對象，其中上述之廣告對象係用以定義何者將收到傳遞之廣告；傳送設定之上

述廣告對象至一廣告媒合系統；該廣告媒合系統傳輸一符合條件之廣告對象至該廣

告主；該廣告主提供廣告至該廣告媒合系統，該廣告媒合系統傳遞該廣告至上述符

合條件之廣告對象；該廣告對象決定是否讀取該廣告；於該廣告對象讀取該廣告之

後，該廣告媒合系統計算回饋於該廣告對象之回饋利益；及於該廣告對象讀取該廣

告之後，該廣告媒合系統計算提供廣告媒合以及傳遞廣告之服務費。」 

                                                        
11 郭宏杉，美國新專利法「含商業方法專利之過渡方案」之探討，智慧財產權月刊，2012年8

月，164期，51頁。 
12 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九章「電腦軟體相關發明」，第2.1.4節「非利用自然法則者」，

2008年，2-9-3頁。 
13 同前註。 
14 何君豪，註7文，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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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作業方法僅是將商業方法，藉助電腦處理，但其技術手段之本質僅為該商

業方法本身。因此，無法認定其屬技術領域的技術手段而符合發明之定義。 

由此可知，商業方法專利在我國申請，必須結合電腦硬體資源15，如「經由通

訊網路拍賣物品的方法」、「使用金融資訊系統處理外匯交易的方法」等藉助硬體

資源實施商業方法方式提出申請，且該方法解決問題的手段整體上具技術性，而非

單純的資訊揭示或單純的利用電腦進行處理16，則符合發明之定義，是可以申請並

有機會獲得專利之保護。 

二、美國實務 

美國為科技大國，且其專利制度發展完善。美國最高法院2010年對於關係著

「商業方法」是否為適格的專利標的的Bilski案所作出的判決，值得吾人參考。 

2010年6月28日美國最高法院公告Bilski v. Kappos案判決結果，9位大法官一致

認為Bilski案所請發明依法不得授予專利。結果雖符合一般預期，但其法理分析卻

分為兩派，最終以5：4的比數作成結論：美國專利法§ 101條文並未全面否定授予商

業方法專利的可能性，但Bilski案主張發明屬抽象概念，無法准予專利17。 

(一)本案事實 

Bilski案的系爭專利申請案係有關一種能源商品交易的避險方法18。專利申請案

的請求項119： 

                                                        
15 郭宏彬，註11文，52頁。 
16 專利審查基準，同註12，2-9-4頁。 
17 黃蘭閔，美國最高法院：Bilski案主張發明屬抽象概念故不予專利，http://tw.naipo.com/portals/ 

1/web_tw/knowledge_center/laws/US-14.htm，最後瀏覽日：2013年1月11日。 
18 U.S. Patent Application Serial No. 08/833,892. 
19 “1. A method for managing the consumption risk costs of a commodity sold by a commodity 

provider at a fixed price comprising the steps of: 
(a) initiating a series of transactions between said commodity provider and consumers of said 

commodity wherein said consumers purchase said commodity at a fixed rate based upon 
historical averages, said fixed rate corresponding to a risk position of said consumer; 

(b)identifying market participants for said commodity having a counter-risk position to said 
consum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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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種用於管理商品供應商以固定價格出售商品之消費風險成本的方法，

包括以下步驟： 

(a)起始商品供應商與該商品的消費者之間的一系列交易，其中，該消費者係依

據歷史平均值以一固定價格購買該商品，該固定價格係對應於該消費者的風險部

位； 

(b)確認對該商品具有與該消費者相反之風險部位的市場參與者；及 

(c)起始商品供應商與該市場參與者之間的一系列以一第二固定價格的交易，使

市場參與者的該系列交易與消費者的該系列交易的風險部位相抵銷。」 

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的審查官以所請發明未限定在特定裝置上實施，且

僅是抽象概念的操作以解決單純的數學問題，對於實際應用未有任何限制，所以該

發明並非技術工藝。因此，所請發明非為專利法§ 101之適格的專利標的而拒絕授予

專利20。專利訴願與衝突委員會（BPAI）認為所請涉及的只是心智步驟，並沒有實

體物質的轉換，且只是抽象概念而認同USPTO審查官的意見21。 

Bilski不服，向聯邦巡迴上訴法院（CAFC）提起上訴。CAFC亦維持原決定。

CAFC揚棄他自己之前例如在State Street Bank v. Signature Group案中用於決定所請

發明是否為美國專利法§ 101所界定的可專利之方法（process）的測試法，即藉由所

請發明是否產生有用、具體且有形的結果（useful, concrete, and tangible result）來判

斷22。CAFC於此案中，認為如果所請方法與特定機器或裝置結合，或所請發明將特

定物品轉換至另一種狀態或事物，則所請方法一定符合美國專利法§ 101所規定之適

格的專利標的。 CAFC 並指出上述之「機器或轉換測試法」（ machine-or-

transformation test, M-O-T test）係判斷方法專利是否為適格的專利標的之唯一的測

試法。Bilski因而請求最高法院聽審。 

                                                                                                                                                        
(c) initiating a series of transactions between said commodity provider and said market participants 

at a second fixed rate such that said series of market participant transactions balances the risk 
position of said series of consumer transactions.” 

20 Bilski v. Kappos, 130 S. Ct. 3218 (2010). 
21 Ex parte Bilski, No. 2002-2257, 2006 WL 5738364 (B.P.A.I. Sept. 26, 2006). 
22 何美瑩、許維蓉、鄭中人，變動中的可專利客體適格性判斷標準，專利師，2012年7月，10

期，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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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爭點 

專利申請號08/833,892所請發明是否為美國專利法§ 101所規定之適格的專利標

的？ 

(三)最高法院見解 

依據美國專利法§ 101規定，適格的專利標的包括方法、機器、製造物或組成

物，或上述的新且有用的改良。Bilski案最高法院多數意見指出，美國最高法院過

去判例一再提醒，不應導入國會立法時未明示的限制條件。詮釋專利法條文時，除

非法規另有定義，否則應以文字的通常意思解釋。對照適格方法發明相關判例，這

項通則僅有一確定之例外，即自然法則、物理現象、抽象概念不可授予專利。此一

例外雖未寫入法條內容，但專利法§ 101載明，唯有新穎且有用（new and useful）的

發明才能授予專利，而此一例外基本符合本條條文意旨，且行之久遠，已有150年

的歷史。 

最高法院反對M-O-T測試法為判斷發明是否為美國專利法§ 101所規定之適格的

專利標的的唯一測試法。在較早年代，未滿足M-O-T測試法的發明鮮少獲准專利是

真實的，尤其是在工業時代。M-O-T測試法理所當然可以提供充分的基礎用於評估

方法，類似在工業時代用於評估例如植基於實體的型式或其他有形的型式之發明。

但是有理由去懷疑M-O-T測試法在資訊時代是否應該為判斷發明專利性唯一的標

準。M-O-T測試法可能對軟體、先進的醫療診斷技術，以及基於線性程式化、資料

壓縮及數位訊號之操作的發明產生不確定性。資訊時代使人類具有新的能力以完成

具有高速與精密的統計分析及數學計算，使原型的設計對於大量的商業任務能夠更

有效率的執行。當考慮此類的專利申請案時，假如未設有足夠高的門檻，專利審查

官及法院可能被申請專利範圍淹沒，此將澆熄創新從事者的動力，且不利長期動態

利益的發展。尋求對此的限制原理，美國最高法院先例建立的「只是抽象概念，不

具專利性」提供有用的工具。 

接著，最高法院認為商業方法就如同一般事物，可以是專利法§ 101之適格的專

利標的，雖然此種專利必須不只是抽象概念或數學演算法。以下的討論似乎可直接

應用到雲端運算的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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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認為時代改變了，技術與其他的創新以未可預期的方式進步。例如，

「已建立完善的專利法原則大概會避免給予電腦程式專利保護」這句話曾經引起激

烈的爭論，直至近代才比較有共識。專利法§ 101是一種動態的規範，用於包含新的

且未可預見的發明。此資訊時代讓更多人手中的創新成為可能及引起專利法新的困

難。越來越多人試圖創新且尋求專利保護，專利法面臨新的挑戰，在於如何達成保

護發明人與不允許申請人以基本法則的請求項先占所有可能實施方式所造成的壟斷

兩者之間的平衡。此意見中無任何論點應被解讀為是對上述保護創新與壟斷的平衡

應在何處達成採取立場。 

(四)Bilski案後USPTO的反應 

USPTO於Bilski案判決公告當日即發佈備忘錄，指示審查官應繼續以「M-O-T

測試法」判斷。倘若所請方法發明能通過M-O-T判斷標準，除非另有明確事證顯示

該方法應屬抽象概念，否則即有可能屬於可授予專利之方法。反之，若所請方法不

能滿足M-O-T測試法之標準，除非有明確事證顯示該所請方法不屬於抽象概念，否

則審查官應基於專利法§ 101發出核駁通知，由申請人提出說明23。 

USPTO於2010年7月27日又發出「Bilski案後決定方法請求項之適格標的的過渡

指引（Interim Guidance for Determining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for Process Claims in 

View of Bilski v. Kappos）」以補充2009年8月所發出「判斷專利法§ 101之適格標的

的過渡審查指示（ Interim Examination Instructions for Evaluating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under 35 U.S.C. § 101）」。該新版過渡指引提出判斷方法請求項是否屬於

抽象概念之主要考量因素，包括：1.此方法是否涉及特定的機器設備，或須藉由特

定的機器設備執行？2.所請方法之操作是否導致或涉及特定物的轉換？3.即使未有

特定機器設備或轉換，所請方法之操作是否涉及自然法則之應用？4.執行該方法各

步驟是否涉及一般概念24？ 

                                                        
23 USPTO June 28, 2010 memorandum to the examining corps, http://www.uspto.gov/patents/law/ 

exam/bilski_guidance_28jun2010.pdf (last visited Oct. 9, 2012). 
24 USPTO July 27, 2010 memorandum to the examining corps, http://www.uspto.gov/patents/law/exam/ 

bilski_guidance_27jul2010.pdf (last visited Oct. 9,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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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務上的建議 

美國專利法與美國判例皆未排除商業方法發明的可專利性。而判斷是否為適格

的專利標的的原則，須依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Bilski案中所建立的原則，即M-O-T 

測試法並非唯一檢驗專利適格性的方法，且另外重申抽象概念測試法，也就是只要

發明人證明所請方法並非抽象概念，即可為適格的專利標的。 

由上述，可知即使所請純商業方法為適格的專利標的，但是如何證明卻是一大

難題。因此，為了避免商業方法請求項申請美國專利時被認為是抽象概念而整體不

予專利，於撰寫請求項時，獨立項當然可以儘量適當地擴大以保護申請人權益，但

是可於附屬項的步驟中適當加入硬體的限制25。而且，此硬體的限制應加在重要的

步驟或是能產生有意義的限制，並且避免只是使用之領域的描述26。 

三、小 結 

雲端運算的很多發展不僅與「雲端」在技術上的發展有關，也與雲端運算的商

業模式有關，而商業模式常涉及商業方法。然而，各國對於商業方法發明的可專利

性見解不一。 

目前我國並未如美國制訂並公布商業方法專利政策，而是在「電腦軟體相關發

明審查基準」中表示看法：不授予商業方法本身，但若以電腦之軟硬體實施商業方

法的步驟，即可能被視為「運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的創作」27，當然該方法解決

問題的手段整體上也須具技術性，而非單純的資訊揭示或單純的利用電腦進行處理28，

如此方符合發明之定義。因此，專利實務者應根據我國專利審查基準的規範，於請

求項中記載以電腦軟硬體來實施該商業方法發明，且非僅是以電腦代替人工作業29，

                                                        
25 祁明輝，從近期美國法院判決對35 U.S.C. § 101適格標的之認定標準探討方法發明之專利保

護，三達智慧財產權事務所newsletter，2012年1月，8期，9頁。 
26 林素華，美國Bilski判決後之相關實務探討，專利師，2011年1月，4期，93頁。 
27 專利審查基準，同註12，2-9-3頁。 
28 專利審查基準，同註12，2-9-4頁。 
29 非僅是以電腦代替人工作業的例子，如一些專利檢索軟體可以依內部程式的設定給出分數，

用於判斷該軟體檢索出的專利前案與使用者所設定檢索條件（分類號、關鍵字等）之符合程

度，蓋人類僅能感覺到技術接近的程度而無法具體給出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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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方符合發明之定義。 

伍、考量侵權者與侵權調查 

一、考量侵權者 

依據我國專利法第56條第1項規定：「物品專利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

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

該物品之權。」同條第2項規定：「規定方法專利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專

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使用該方法及使用、為販賣之要約、販賣或為上述目的而

進口該方法直接製成物品之權。」與其他型式的專利相同，涵蓋雲端運算技術的專

利請求項應以潛在侵權者為對象來撰寫，如此專利權人可以向侵權者主張權利或對

其授權。 

專利申請人應以其意圖涵蓋日後專利可能主張的一或多方的動作來撰寫請求

項。此意圖涵蓋的侵權者通常包括在相同獲相關領域的競爭者、服務提供者、大企

業體。當藉由提起訴訟行使專利權時，較不可能提供有意義回饋的侵權者為個人使

用者或小企業體。例如，假如專利申請人尋求專利保護的目的係為了防止競爭者實

施他的專利，由行使專利權而言，以競爭者本身服務的供應來撰寫的請求項，較以

競爭者的顧客的動作來撰寫的請求項具有價值。 

經常的情況是大多數的潛在侵權者對於專利申請人有利害關係。當專利權人尋

求限制他人的侵權行為時，分開撰寫請求項以涵蓋每一潛在侵權者使用的裝置或完

成的動作將可提供專利權人最有用的工具。 

二、侵權調查 

由他人辨識雲端運算技術的使用，特別是涉及後端處理的技術係極端困難的。

雲端運算服務提供者的資料中心常常設置在多個地點。例如，資料中心分散在台灣

各地及國外。當提供雲端服務時，提供者可能在一特定地點完成第一程序，而在另

一地點完成第二程序。或者，一特定程序可能分散在許多地點完成。此情況下，侵

權調查可能力不從心。當侵權者的資料中心設置在國外，專利權人行使專利權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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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此在當請求項只針對雲端服務的後端供應例如資料處理撰寫時，情況尤其顯

著。 

不像傳統的軟體是以儲存在實體媒介諸如CD提供，且用於軟體的資料結構可輕

易查明，雲端軟體應用對於專利權人調查潛在侵權者而言則是一大挑戰。如上述，

雲端運算服務提供者的資料中心常常設置在多個地點，且數個程序可能分別在不同

地點完成，或者一特定程序可能分散在許多地點完成，如果專利權人未直接進入疑

似侵權者的整個系統，深入調查侵權的情況，只依據自己假定疑似侵權者的系統是

如何操作就貿然提出侵權訴訟，專利權人不只有敗訴之虞，而且會勞心、勞力又耗

費金錢30。 

撰寫至少一項包含輕易偵測的限制條件的請求項，當行使專利權時可簡化專利

權人的侵權分析。例如，專利實務工作者可考慮在請求項中主張通過使用者介面可

輕易偵測的特徵，諸如某些來自使用者的資訊回執或某些傳給使用者的資訊顯示31。 

陸、請求項撰寫策略及專利申請策略 

一、請求項撰寫策略 

數人協力或分散式的專利請求項可能帶給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完全無法彌補的

後果。有此體認，最直接了當的作法是適當調整請求項的記載方式。 

(一)撰寫一元型式請求項 

大部分與多方協力相關的發明可簡單藉由聚焦在一方，以一元型式撰寫請求項

涵蓋，且不管其係供應或接受任何給定的元件32。例如可比較以下關於一般用於電

                                                        
30 Joseph T. Helmsmen & Brienne S. Terril, Claiming the Cloud: Considerations for Drafting Patent 

Applications Covering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ies, http://www.pepperlaw.com/publications_ 
article.aspx?ArticleKey=2176 (last visited Jan. 11, 2013). 

31 Id. 
32 Mark A. Lemley, David O’Brien, Ryan M. Kent, Ashok Ramani & Robert Van Nest, Divided 

Infringement Claims, 33 AIPLA QUARTERLY JOURNAL 255, 272-74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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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務，確保瀏覽器與網站之間通訊安全的方法之兩個不同寫法的請求項33： 

1.一種用於協商安全通訊對話的方法，包括： 

(1)傳遞一請求至一伺服器； 

(2)回應該請求，自該伺服器供應一伺服器憑證，該伺服器憑證包括該伺服器的

公鑰； 

(3)於客戶端產生一獨特的客戶鑰及使用該伺服器的公鑰傳達該獨特的客戶鑰至

該伺服器；及 

(4)之後使用一利用該獨特的客戶鑰及伺服器的公鑰的派生物之加密演算法傳達

資訊。 

2.一種用於協商安全通訊對話的方法，包括： 

(1)自一客戶端接受一請求； 

(2)回應該請求，供應一伺服器憑證，該伺服器憑證包括一公鑰； 

(3)產生一獨特的客戶鑰及使用該伺服器的公鑰傳達該獨特的客戶鑰至該伺服

器；及 

(4)之後使用一利用該獨特的客戶鑰及該伺服器的公鑰的派生物之加密演算法傳

達資訊。 

上述兩個請求項皆尋求涵蓋相同的發明，但是第一個是分散式的，而第二個則

否，因為第一個請求項的步驟須要由客戶與伺服器協力完成（(1)、(3)由客戶進行；

(2)由伺服器進行；及(4)由客戶或伺服器進行），而第二個請求項的任何步驟只須由

伺服器完成。因此，多人實施的問題會在第一個請求項發生，第二個請求項不會發

生。 

國際的侵權問題增加一些複雜性。上述第二個請求項只在伺服器放置在國內同

一地點才發生侵權。雖然第二個請求項一元型式的策略降低了未存在單一侵權人的

風險，但是基於專利權的屬地性，競爭者仍然可以藉由將伺服器設置在國外而規避

我國專利權利的行使。於是，額外的策略須納入考量。特別是應撰寫一元型式請求

項的補充版本，以涵蓋客戶側與此一國外伺服器協力完成的動作。例如，考慮以下

                                                        
33 所請申請標的為網景通訊發展的安全套接層（SSL）技術的簡化版本，安全套接層技術能使

用公鑰加密，達成橫跨網際網路安全確認的通訊。安全套接層支援被包括作為微軟與網景兩

者瀏覽器的部分以及大部分網頁伺服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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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戶為中心的請求項： 

3.一種用於協商安全通訊對話的方法，包括： 

(1)傳遞一請求至一伺服器； 

(2)自該伺服器接受一包括該伺服器的公鑰的伺服器憑證； 

(3)於客戶端產生一獨特的客戶鑰及使用該伺服器的公鑰傳達該獨特的客戶鑰至

該伺服器；及 

(4)之後使用一利用該獨特的客戶鑰及伺服器的公鑰的派生物之加密演算法傳達

資訊。 

第三個請求項涵蓋如第二個請求項相同的方法，但是此處是客戶而非伺服器完

成所請步驟。 

一般而言，專利權人較傾向於能控告或授權服務提供者而非使用者，因此撰寫

涵蓋伺服器的請求項通常是專利權人較希望的。但是假如專利權人擔心伺服器可能

設置在國外，撰寫額外的請求項包含客戶的動作則可解決此一問題，因為任何客戶

在我國的動作，將使其成為直接侵權者。 

(二)撰寫系統請求項而不僅是方法請求項 

上述撰寫一元型式請求項的策略可應用於數人協力的方法請求項，以避免行使

專利權時多人實施的問題。行使專利權時多人實施的問題也可能發生在裝置項或系

統請求項，但是較不嚴重。這是因為實體的裝置或系統通常會累積多方的貢獻，所

以在很多情況下，一些製造、使用、販賣或進口的行為將終極地對應至所請裝置或

系統34。因此，專利申請人應將裝置項與系統項納入他們的申請策略中。若專利申

請人過於重視他們的操作方法，通常的情況下只將方法項納入申請策略中，少數情

況下才會延伸至其他範疇例如裝置項或系統項，這對專利申請人是不利的，因為如

上述共同侵權所衍生的問題主要是發生在方法專利上。 

 

 

 

                                                        
34 Lemley, O’Brien, Kent, Ramani & Nest, supra note 32, at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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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項例如上述美國專利USP 5,715,298的請求項1835： 

「18.一種使支付者能夠支付帳單的系統，係使用可連接到至少一遠端支付網路

的一電話，經由一受付者的代理人系統支付，其中一打電話者使用該電話撥電話起

始無須支付者預先登記的一支付交易，該系統包含： 

用於促使打電話者使用電話輸入一有效的帳戶號碼的手段，該帳戶號碼確認支

付者的帳戶與受付者關聯的支付交易； 

用於促使打電話者使用電話輸入一有效的支付號碼的手段，支付號碼係由打電

話者自行斟酌選自支付型式的任一號碼； 

用於促使打電話者使用電話輸入支付交易的支付金額的手段； 

用於回應支付號碼及支付金額的輸入的手段，存取與輸入支付號碼關聯的遠端

                                                        
35 “18. A system for enabling a payor to pay bills using a telephone connectable to at least one remote 

payment network via a payee’s agent’s system, wherein a caller places a call using the telephone to 
initiate a payment transaction that does not require payor pre-registration, the system comprising: 
means for prompting the caller to enter a valid account number using the telephone, the account 
number identifying an account of the payor with the paye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ayment 
transaction; 
means for prompting the caller to enter a valid payment number using the telephone, the payment 
number being selected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caller from any one of a number of forms of 
payment; 
means for prompting the caller to enter a payment amount using the telephone; 
means for responsive to entry of a payment number and payment amount, accessing a remote 
payment network associated with the entered payment number, the accessed remote payment 
network determining, during the call, whether sufficient available credit or funds exist in an 
account associated with the entered payment number to cover the entered payment amount; and 
means responsive to a determination that sufficient available credit or funds exist in the associated 
account, for debiting the entered payment amount from the account associated with the entered 
payment number, crediting the entered payment amount to an account associated with the entered 
account number, and  
means responsive to a determination that sufficient available credit or funds exist in the associated 
account, for debiting the entered payment amount from the account associated with the entered 
payment number, crediting the entered payment amount to an account associated with the entered 
account number, and storing the account number, payment number and payment amount in a 
transaction log file of the system during the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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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網路，存取的遠端支付網路於通話中確定與存在輸入的支付號碼關聯的帳戶中

的可得帳面餘額或存款是否充足以夠付該輸入的支付金額； 

用於回應存在關聯的帳戶中的可得帳面餘額或存款是充足的之確定的手段，用

於從與輸入的支付號碼關聯的帳戶轉出輸入的支付金額，賒欠輸入的支付金額至與

輸入的支付號碼關聯的帳戶；及 

用於回應存在關聯的帳戶中的可得帳面餘額或存款是充足的之確定的手段，用

於從與輸入的支付號碼關聯的帳戶轉出輸入的支付金額，賒欠輸入的支付金額至與

輸入的支付號碼關聯的帳戶，以及於通話中將帳戶號碼、支付號碼及支付金額儲存

在系統的交易日誌檔中。」 

二、專利申請策略 

專利申請人可藉由為一雲端運算發明提出多數相關申請案的策略而獲益。每一

申請案例如可針對個別的潛在侵權者。以此方式，專利申請人可避免多人實施之共

同侵權的問題，且可針對多數個潛在侵權者中的每一個調整請求項之撰寫方式。 

為一雲端運算發明提出多數相關申請案的好處在於可使專利申請人更精確地界

定發明的範圍。例如，假如雲端運算發明涉及服務提供者與使用者之間的互動，提

出兩個申請案將可使申請人分別從服務提供者與使用者的觀點界定發明的範圍。如

此也可使專利審查官聚焦在系統中單一部分的操作，進行較徹底的前案檢索而發現

實質相關的先前技術，之後經過申請人答辯而獲准的專利應比較不會無效。而且，

一個針對一方的申請專利範圍對於申請人日後授權有幫助。對雲端運算服務提供者

之潛在被授權人而言，具有針對雲端運算服務提供者的動作之完整申請專利範圍的

專利，將會較包含使用者與服務提供者混合式之申請專利範圍的專利有吸引力36。 

柒、結 論 

「雲端運算」並非全新的技術，但雲端運算正逐漸影響企業運作，以及個人的

工作與生活方式，因而衍生出的創新商業模式，不僅將重塑資通訊產業，也將對各

                                                        
36 Helmsmen & Terril, supra not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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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產業，尤其是服務業的營運模式產生重大影響。 

21世紀人類所面臨最重要的挑戰包括能源危機、資源有效利用、醫療系統整

合、金融風險監控等，必須仰賴可快速擴充且具備大量運算與資料處理及儲存能力

的服務系統方能有效解決，而雲端運算將是一個最好的平台。 

當業者考慮為他們在雲端運算方面的創新進行專利保護，專利實務者在準備有

關雲端運算技術的專利申請時，應該考量此一技術的獨特性，諸如多人協力實施、

提供服務的商業模式及無疆界性所引起的例如共同侵權、商業方法及侵權調查等一

些問題。 

本文提供上述問題的解決方法如下：專利申請人可藉由撰寫一元型式方法請求

項、申請專利範圍涵蓋系統請求項以避免日後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方法專利容易

有數人實施的問題。另外，專利申請人可藉由為一雲端運算發明提出多數相關申請

案的策略而獲益。如所請雲端運算發明涉及商業方法，專利實務者應根據我國專利

審查基準的規範，於請求項中記載以電腦軟硬體來實施該商業方法發明，且非僅是

以電腦代替人工作業，如此方符合發明之定義。此外，面對雲端運算服務的無疆界

性所引起專利侵權調查困難，撰寫至少一項包含輕易偵測的限制條件的請求項，當

行使專利權時可簡化專利權人的侵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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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軟體專利請求項有關手段 
功能用語之明確性及其 
法律適用 
——從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上 

更(一)字第5號判決出發 

王維位* 

壹、前 言 

我國申請專利範圍得以手段功能用語或步驟功能用語1表達，其相關審查基準與

法律依據之沿革，具體可分為四個階段2：1998年10月公告「特定技術領域之電腦軟

體相關之發明」審查基準（下稱「1998年軟體基準」）前；1998年軟體基準公告後

至2004年7月1日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8條第8項3施行前；2004年專利法施行細則施行

                                                        
DOI：10.3966/221845622013070014002 
收稿日：2013年4月8日 
*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碩士生。作者特別感謝李傑清老師及宿希成先生於本文

撰寫過程中所給予的鼓勵及指導，並感謝匿名審稿委員的寶貴意見。 
1 手段功能用語或步驟功能用語皆係用以界定特定功能作為技術特徵之撰寫方式，以「手段」

界定特定功能稱為「手段」功能用語，以「步驟」界定特定功能稱「步驟」功能用語。本文

為求文章簡潔及符合一般使用習慣，統一將「手段功能用語或步驟功能用語」稱為「手段功

能用語」，有須區分時則以「手段」功能用語、「步驟」功能用語表示之。 
2 劉國讚，專利權範圍之解釋與侵害，2011年，337頁。 
3 另須補充的是，我國101年11月9日修訂、102年1月1日施行之專利法施行細則，對於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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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至2008年5月20日公告修正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審查基準（下稱「2008年軟體基

準」）前；2008年軟體基準公告後。 

1998年軟體基準首次提及手段功能用語之相關規定4。2004年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8條第8項：「複數技術特徵組合之發明，其申請專利範圍之技術特徵，得以手段

功能用語或步驟功能用語表示。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應包含發明說明中所敘述

對應於該功能之結構、材料或動作及其均等範圍」，正式明文規定得以手段功能用

語撰寫及其解釋方式。於2008年軟體基準中，則進一步規範了是否為手段功能用語

之三項判斷條件5。2004年專利法施行細則之規定係從美國專利法第112條第6項導

入，2008年軟體基準中對手段功能用語之判斷條件，則移植自美國專利審查程序手

冊（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6。 

如前述，我國手段功能用語係分散在各不同時間點予以明文規定，而已審定之

專利申請案，應適用專利核准審定時所適用之專利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但我國

尚未有手段功能用語之相關規範前，已有不少採手段功能用語界定之專利申請案7。

在無解釋手段功能用語之法源基礎下，對於這類專利申請案所衍生之訴訟，法院如

何判決即為關鍵。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5號判決即涉及解釋手段

功能用語之法律適用的問題。 

另一方面，對於手段功能用語請求項，其界定之功能所對應之結構、材料或動

作，須以何種形式表達始能滿足明確性，於2008年軟體基準中有說明了若干判斷原

則8：於說明書中明確記載；透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在不參酌先前技術

文獻且依據說明書即能瞭解；請求項採上位概念用語者，得參酌說明書中所記載之

先前技術內容而能瞭解；依據說明書中隱含或固有之內容，使熟悉該技術者能瞭

                                                                                                                                                        
2004年7月1日施行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8條第8項之規定，僅是移列至第19條第4項並作文字修

正，其規定內容並無任何改變，因此本文在此僅以「2004年專利法施行細則」作統一說明。 
4 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專利審查基準，1998年，第一篇第八章第1-8-25頁。 
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2013年，第二篇第一章第2-1-34頁；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專利審查基準，2004年，第二篇第一章第2-1-46頁。 
6 陳佳麟，申請專利範圍之手段功能用語解釋及其侵害判斷，科技法學評論，2005年4月，2卷

1期，147頁；劉國讚，註2書，337頁。 
7 劉爾順，手段功能用語之解釋與應用，世新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19頁。 
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2008年，第二篇第九章第2-9-21頁至第2-9-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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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然手段功能用語之撰寫方式，除出現於機械或裝置外觀之結構上產生的功能

外，亦大量出現於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中9。其原因在於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並不具特定

之機械或裝置外觀上的結構，無法以物之巨觀或微觀構造加以描述10。為了界定其

技術特徵，除採方法界定外，必須以功能來界定程式化之硬體，或記載軟體執行後

所產生之功能11。 

據此，以手段功能用語撰寫電腦軟體相關發明，若達成功能之手段為硬體時，

尚可瞭解說明書應記載電腦之特定硬體元件作為結構；然達成功能之手段為軟體所

造成時，在2008年軟體基準僅概略說明：「但若達成一功能之手段為一軟體程式，

仍應於發明說明中記載並與該功能對應……但在發明說明欠缺對應之結構下，將造

成該請求項不明確且無法為發明說明所支持。」12由於軟體並不具特定機械或裝置

外觀上的結構，該功能如何對應至結構？該結構如何以文字表達？且於發明說明可

採何種記載形式才能使申請專利範圍明確？前述判決亦涉及於電腦軟體相關發明

中，有關手段功能用語請求項之明確性的問題。 

以下本文就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5號判決，首先介紹案件事

實概要及裁判理由，接著探討前述手段功能用語於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之法律適用及

其明確性之問題。 

貳、案件事實概要及訴訟歷程 

原告○○公司擁有中華民國專利公告號第479184號「自動媒合廣告與廣告對象

之系統以及植基於系統之媒合方法」之發明專利（下稱「系爭專利」），系爭專利

之申請日為2000年11月30日，經智慧財產局於2002年3月11日公告准予專利。於

2007年時，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所架設網站之網頁暨伺服器（下稱「系爭網

站」），其進行商業性媒合功能之行為，屬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及第10項

                                                        
9 劉國讚，註2書，567頁；何金澤，從美國Eolas專利侵權訴訟案探討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之申

請專利範圍解釋，智慧財產權，2010年4月，136期，39頁。 
10 同前註。 
11 同前註。 
1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2008年，第二篇第九章第2-9-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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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義讀取範圍內，侵害原告之系爭專利權。故原告依據2004年7月1日施行之專利

法第84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並排除其侵害，且一併請准宣告假執行。 

本案一審經台灣士林地方法院以96年度智字第10號民事判決，駁回了原告之訴

及假執行之聲請。原告不服，上訴至智慧財產法院。二審則經智慧財產法院以98年

度民專上字第19號民事判決再次駁回。經原告再上訴至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認為

其上訴有理由，遂以100年度台上字第480號民事判決，廢棄原判決並發回更審。於

更一審中，智慧財產法院以100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5號民事判決，認定系爭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及第10項分別有核准時專利法第73條第3款、第1款所規定應撤

銷專利權之事由，原告自不得於該民事訴訟中對被告主張權利，再次駁回了原告之

上訴。專利權人遂再次上訴，最高法院以101年度台上字第1673號民事判決再次廢

棄原判決並發回13。至此，系爭專利所涉及民事訴訟之部分仍待判決中。 

系爭專利除涉及前述民事訴訟外，另於智慧財產局亦曾有舉發案繫屬。該舉發

案係於專利公報39卷25期（2012年9月1日）公告舉發成立，舉發成立之理由相同於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5號民事判決之論述。惟期間專利權人已提

出申請專利範圍更正申請，智慧財產局亦准予其更正，並於專利公報39卷24期

（2012年8月21日）公告之14。針對該舉發成立之行政處分，專利權人已向經濟部提

起訴願，目前仍在審議中15。至此，系爭專利所涉及之行政救濟程序亦未完結。 

                                                        
13 由於最高法院廢棄原判決之理由係涉及申請專利範圍更正之問題，與本文所欲討論之主題較

無關係，且後續尚未有判決出現，因此101年度台上字第1673號民事判決不納入本文討論範

圍內。 
14 有關舉發案或更正相關資料查詢，請進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檢

索公開／公告號第479184號，於該專利資料頁面中的雜項資料，即可閱覽相關資訊，網址

為：http://twpat.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最後瀏覽日：2013年3月8日。 
15 有關訴願案件進度查詢，請進入經濟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查詢系統，檢索訴願人：捷合數位，

原處分字號：(101)智專三(二)04119字第10120798140號，即可閱覽相關資訊，網址為：

http://2k3dmz2.moea.gov.tw/aaweb/Form/AA200000.aspx，最後瀏覽日：2013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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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審判決中有關明確性爭點簡介及裁判理由 

一、一審台灣士林地方法院96年度智字第10號民事判決 

該判決中，被告係主張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16中「設定廣告模式之功能

手段或裝置」、「設定廣告類別之功能手段或裝置」、「產生媒合資訊之功能手段

或裝置」、「知會媒合系統之功能手段或裝置」等構成要件皆以「功能手段用

語」17表示。前述之構成要件係非通用技術用語，並未於說明書及圖式中作定義，

導致技術用語之意義不明確，無法清楚界定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載之發明的範圍，說

明書及圖式也未記載如何藉助軟體或硬體實施該功能。故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據以

實施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載之發明，該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應屬無效。 

對於被告上述手段功能用語不具「明確性」之主張，一審法院並未論及任何有

關手段功能用語之解釋方法。法院係採納證人即書寫系爭專利工程師之證詞，並論

述：「……系爭專利第六項係以物的發明方法書寫，並且以軟體的發明為出發點，

第十項則為方法之發明方式書寫，且各書寫項之功能均具體明確，也都各別充分利

用電腦及網路資源共同完成系爭專利之商務媒合運作功能綦詳……」，而認為只須

達到「有用、具體且有形之結果」18，即屬應受保護之有效專利。該判決中亦認定

系爭專利具有新穎性及進步性，且系爭網站未侵害系爭專利，進而駁回了原告之

訴。 

                                                        
16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一種利於訂閱者自動設定所欲之廣告模式以及廣告類別之

儲存媒體，包含：設定廣告模式之功能手段或裝置，以利於該訂閱者得到回饋之方式；設定

廣告類別之功能手段或裝置，以利於該訂閱者設定所要接收之廣告類別；及產生媒合資訊之

功能手段或裝置，以及知會媒合系統之功能手段或裝置，以利於與一廣告媒合系統進行雙向

耦合。」 
17 「功能手段用語」即為手段功能用語。在1998年軟體基準中稱功能手段用語；2004年專利法

施行細則中更名為手段功能用語，而2008年軟體基準則沿用施行細則中的名稱。 
18 此一見解係為一審法院參酌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State Street Bank & Trust Co. v. 

Signature Financial Group, Inc.”一案中，商業方法專利之可專利性之結論。請參閱台灣士林

地方法院96年度智字第10號民事判決，段落四、(一)、1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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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審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專上字第19號民事判決 

該案在原告上訴至智慧財產法院後，其一爭點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6項、第10項是否因說明書或圖式不載明實施必要之事項，使實施為不可能或困難

者，而違反系爭專利核准時之專利法第71條第3款之規定？」 

對於上述爭點，智慧財產法院先推定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中「設定廣

告模式之功能手段或裝置」、「設定廣告類別之功能手段或裝置」、「產生媒合資

訊之功能手段或裝置」、「知會媒合系統之功能手段或裝置」之技術特徵為手段功

能用語，且由於原告對此推定並不爭執，因此在申請專利範圍的解釋上，必須以手

段功能用語之相關規定予以解釋。 

智慧財產法院首先依據1998年軟體基準及2008年軟體基準內之規定19，檢視系

爭專利說明書與圖式，並未能找到該等手段功能用語對應之結構及材料。智慧財產

法院遂請原告訴訟代理人予以說明。由於原告訴訟代理人未能明確說明該等手段功

能用語對應之結構及材料，僅籠統地舉例說明使用者與螢幕上介面部分之互動，而

非針對該手段功能用語一一說明所對應的結構及材料，並主張必須參酌一篇碩士論

文所揭露之內容，才能瞭解上揭手段功能用語請求項之對應的結構、材料。據此，

智慧財產法院認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為手段功能用語請求項，

但於說明書與圖式中，並未能找到該等手段功能用語對應之結構及材料，且亦非該

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發明說明的內容，不參酌先前技術文獻即能

瞭解對應的結構及材料，故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因說明書或圖式不載明實

施必要之事項，使實施為不可能或困難者，有違系爭專利核准時之專利法第71條第

3款之規定。」而為原告不利之判決。 

三、三審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80號民事判決 

對於二審智慧財產法院之判決，最高法院則廢棄原判決並發回，對於「明確

性」之爭點，其廢棄理由為：「……又原專利審查基準及現行專利審查基準（下稱

現專利審查基準）第2-9-10頁均記載『請求項中以手段功能用語或步驟功能用語記

                                                        
19 詳細論述內容請參閱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專上字第19號民事判決，段落四、(三)、1、(1)

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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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者，發明說明中應明確且充分揭露達成該功能之結構、材料或動作』，以認定發

明說明之記載是否充分揭露且可據以實施；現專利審查基準第2-9-21頁亦記載『對

於請求項中所載之功能，發明說明中明確記載對應的結構、材料或動作，……』，

前述專利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第八項復為相同規定，上訴人依上開規定及專利審查

基準，主張手段功能用語請求項之發明說明，僅就結構、材料或動作三者擇一充分

揭露即可，似非全然無據。果爾，則能否徒以系爭專利第六項技術特徵之手段功能

用語請求項，未能於說明書與圖式找到該等手段功能用語對應之『結構及材料』，

逕認有違系爭專利核准時之專利法第七十一條第三款規定，亦滋疑問。原審未遑深

究，並說明其所憑以認定之依據，不免速斷。」 

申言之，最高法院以1998年軟體基準及2008年軟體基準內之規定，係相同於

2004年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8條第8項後段：「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應包含發明

說明中所敘述對應於該功能之結構、材料或動作及其均等範圍」，而認為解釋手段

功能用語請求項，其所對應之功能係於發明說明中僅就結構、材料或動作三者擇一

充分揭露即可，而非揭露「結構及材料」。因此，最高法院認為智慧財產法院以手

段功能用語應於發明說明中揭露「結構及材料」，有違專利法施行細則及專利審查

基準之規定，因而廢棄原判決並發回重審。 

四、更一審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上更 (一 )字第5號民事  
判決 

在被最高法院發回重審後，智慧財產法院就申請專利範圍中「手段」功能用語

及「步驟」功能用語應適用之專利標的，從美國專利法對「means」一詞的翻譯開

始，做了相關的論述：「……按美國專利法上『means』一詞，參照韋氏大字典之

定義，為『something intervening or intermediate』，翻譯為中文專利用語應以『裝

置』為佳。因此，以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8條8項規定之方式撰寫『物之發明』

時，嚴格之專利用語應為Mean-plus-function（中文翻譯即為『以功能限定裝

置』），據以撰寫『方法之發明』時，即為Step-plus-function（中文翻譯即為『以

功能限定步驟』）。則於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前揭規定公布後，『手段功能』用語

與『步驟功能』用語各有其適用之專利標的，『手段功能』用語自不可涵蓋『步驟

功能』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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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智慧財產法院認為手段功能用語要滿足明確性與充分揭露之要求，

「手段」功能用語僅能對應至結構、材料或其均等範圍，「步驟」功能用語僅能對

應至動作，於判決中復提到：「按現行專利法第26條第2、3項規定……申請專利範

圍所記載之技術特徵自須滿足(1)明確，與(2)為發明說明充分揭露之要求……而『手

段功能』用語係以功能限定裝置之抽象描述方式取代對於構成要件之具體界定，由

於抽象之功能限定裝置描述無法滿足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之要求，故必須結合發明

說明所揭露之技術特徵始能決定申請專利範圍，又基於申請專利範圍之技術特徵不

能大於發明說明之要求，則以『手段功能』用語界定之申請專利範圍僅能及於其所

對應而為發明說明揭露之結構、材料或其均等範圍（註：功能限定裝置所能對應之

具體構成要件僅有結構、材料或其均等範圍，至於動作係對應於『步驟功能』用

語）……故『手段功能』用語之申請專利範圍，仍必須藉結合發明說明之方式特定

出一或複數個具體物品或物質，再由該特定之物及其均等範圍界定出申請專利範

圍。如結合發明說明仍無法特定出一具體物品或物質，則該申請專利範圍即無法滿

足申請專利範圍必須明確與為發明說明所支持之要求……。」 

其次，智慧財產法院敘及我國審查基準之法律性質，係屬於行政規則中的裁量

基準，僅拘束機關內部人員，非拘束法院或人民，最終仍須經法院採用，始能於個

案中發生實質之拘束力。此外，並論述了審查基準應以最終修訂版本作為判斷標

準：「……再者，各國專利審查基準多係由其專利主管機關依照國際通行之專利慣

例，或該國法院終局判決所表示之確定見解去修訂……是其最終修訂版本所制定之

審查標準，除非係因法律之修正而作調整，而未必可適用於修法前之相關專案事件

外，原則上即為目前各國專利慣例與該國司法實務通行之確定見解，自應以見諸於

最終修訂版本中所揭示之審查基準作為判斷標準。」 

再者，智慧財產法院認為2008年軟體基準中，對於手段功能用語撰寫之請求項

是否明確且為發明說明及圖式支持之判斷原則20，近似於美國35 U.S.C. 112補充審

查指南21，自得作為法院審理之參考。智慧財產法院進一步參酌美國35 U.S.C. 112

                                                        
20 判斷原則請參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2008年，第二篇第九章第2-9-21頁至

第2-9-22頁。 
21 所謂的補充審查指南（supplementary guidelines）指的是美國專利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對現有的專利審查程序手冊（Manual of 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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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審查指南作為法理，來補充我國審查基準中相關規定不足之處，並論及：「電

腦軟體程式應於發明說明中揭露至何種程度，各國通例均不以專利申請人提出原始

碼為必要……電腦軟體程式本質上為一連串演算法之組合，演算法可謂係電腦軟體

程式之核心，自須於發明說明中予以揭露，美國實務判決早於1992年即揭示於發明

說明中詳細記載演算法可滿專利明確性之要求……迨於2011年2月9日更制定35 

U.S.C. 112補充審查指南，揭示：(1)僅說明具有適當程式之一般通用電腦而沒有對

該適當程式作說明，或者，單純提到『軟體』而沒有提供完成軟體功能的手段細

節。這些將無法滿足35 U.S.C. 112第2段之要求；(2)僅引用特定電腦（如銀行電

腦）、電腦系統之不明確組件、邏輯、程式碼尚未充分，而須另有電腦或電腦組件

如何執行所請功能之說明；(3)說明書（即為我國專利法所定之發明說明）必須明確

地揭露用來執行所請功能的演算法，而僅在說明書述及所請功能並不是對演算法之

充分揭露等意旨，則要求於發明說明揭露電腦軟體程式之演算法已為美國專利審查

實務之通例，並為最近司法實務判決之穩定見解……。」 

基於各國對於專利審查基準以最終修訂版本作為判斷標準，及援引美國35 

U.S.C. 112補充審查指南作為法理來補充我國審查基準不足之部分，智慧財產法院

先參酌2008年軟體基準第2-9-18頁：「手段功能用語係用於描述物之請求項中之技

術特徵，其用語為『…手段（或裝置）用以…』，而發明說明中應記載對應請求項

中所載之功能的結構或材料……步驟功能用語係用於描述方法請求項中之技術特

徵，其用語為『…步驟用以…』，而發明說明中應記載對應請求項中所載之功能的

動作」之記載，認為「手段（或裝置）」為有一具有物理空間形態之具體有形物，

自不可能對應至不以物理空間形態存在之動作；且「步驟」為不具有物理空間形態

之流程，自不可能對應至具有物理空間形態之具體結構與材料。因而得出「手段」

功能用語僅能對應於發明說明所揭露之結構與材料，而不能對應至動作之論證邏

輯22。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所做的補充資訊，且補充審查指南之內容係遵循美國最高法

院、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之判例所制定。 
22 詳細論述內容請參閱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5號民事判決，段落四「本件爭

點與本院判斷」、(二)、1到3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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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論證邏輯，在原告未能具體陳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於發明

說明中所對應之結構、材料的情況下，僅陳明對應之動作，且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

為一種儲存媒體，核屬物之發明，未於發明說明中揭露物之結構與材料。智慧財產

法院認定系爭專利不符合核准時專利法第22條第3項：「第1項之說明書，除應載明

申請專利範圍外，並應載明有關之先前技術、發明之目的、技術內容、特點及功

效，使熟習該項技術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之規定，而有核准時專利法第

71條第3款所規定「說明書或圖式不載明實施必要之事項，或記載不必要之事項，

使實施為不可能或困難」應撤銷專利權之事由。 

肆、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5號判決  
評析 

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屬法律問題，應由法官依職權判斷，不受兩造主張之拘

束，我國自智慧財產法院成立後，已於多數判決中揭露此一要旨23，我國學說中亦

有相同見解24。採手段功能用語界定功能之請求項，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若依

功能直接解釋，因可達該功能之結構甚多，權利範圍會變得非常寬廣；若將範圍限

縮在說明書中所敘及對應該功能之結構、材料或動作及其均等物，則權利範圍會變

得非常狹小25。判斷是否為手段功能用語，於訴訟時之權利人或相對人來說，係為

                                                        
23 「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屬法律問題」此一要旨，如於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訴字第79

號、98年度民專上字第22號、100年度民專訴字第103號、101年度民專上字第17號等判決中

皆有敘及，且亦被收錄至智慧財產法院網站所公布之重要裁判要旨中，請參閱重要裁判要旨

101年度民專上字第14號（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之網頁：http://ipc.judicial.gov.tw/ipr_ 
inter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134:10114&catid=94:2011-06-10-09- 
23-21&Itemid=448，最後瀏覽日：2013年3月8日；亦請參閱重要裁判要旨99年度民專上字第

81號（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之網頁：http://ipc.judicial.gov.tw/ipr_internet/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46:9981&catid=94:2011-06-10-09-23-21&Itemid= 
448，最後瀏覽日：2013年3月8日。 

24 羅炳榮，工業財產權叢論：專利侵害與迴避設計篇，2004年，91-92頁。 
25 林希彥，由美國IMS v. HAAS專利侵權訴訟案談手段功能用語之申請專利範圍建構與侵權分

析，智慧財產權，2008年1月，109期，49-50頁；游雅晴，有關手段功能用語申請專利範圍

之法律適用——兼論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專上易字3號民事判決，華人前瞻研究，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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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攻擊／防禦方法，原因在於其會直接影響權利人申請專利範圍之大小、產品

是否侵害專利、專利有效性以及訴訟之勝敗26。 

一、手段功能用語之法律適用 

如前言中所述，已審定之專利申請案，應適用專利核准審定時所適用之專利法

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而我國手段功能用語係於2004年7月1日才納入專利法施行細

則。本案系爭專利核准公告日為2002年3月11日，時間點係位於1998年軟體基準公

告之後至2004年7月1日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8條第8項施行之前。因此，系爭專利於

解釋手段功能用語撰寫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無2004年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8條第8

項作為法源依據，僅有1998年軟體基準可供參酌。在這種情況下，法院要如何解釋

申請專利範圍，便成了非常重要的問題。 

在更一審判決中，智慧財產法院援引外國立法例，並在各國專利審查基準修訂

原則下之判斷標準，加以適用了2008年軟體基準，以解決在無法源可依據以解釋系

爭專利手段功能用語之問題。然已審定之專利申請案應適用專利核准審定時之法

規，是否應一併適用專利核准審定時公告有效之審查基準，似有疑問。本案法院並

不採系爭專利核准審定時公告有效之1998年軟體基準，轉而援引外國立法例，進而

參酌系爭專利核准審定後數年始公告有效之2008年軟體基準。本文認為，此似與系

爭專利核准時之時空背景有關，若貿然適用1998年軟體基準來解釋手段功能用語，

恐生更多爭議，分析原因如下。 

(一)早期實務審查品質以及相關法規未盡完善 

早於1998年中央標準局舉辦之公聽會中，已有學者提出：「功能手段用語

（means-plus-function language）要准，則是否須修改法律？」之問題，中央標準局

遂於1998年軟體基準中加以規定，並未將其提昇至法律層次，因而有手段功能用語

之撰寫方式是否合於我國專利法規定之疑慮27。當時中央標準局雖肯認此種撰寫方

                                                                                                                                                        
11月，5卷2期，150頁；劉國讚，專利實務論，2009年，391頁。 

26 同前註。 
27 徐瑞如，「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專利審查基準中之「功能手段語言」在我國運用所造成之疑

慮及其解決之道，智慧財產權，1999年12月，12期，43-45頁；公聽會內容請見87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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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實務審查上則會發生兩種情況：1.有審查委員因未具體指明發明標的，要求

申請人具體界定以手段功能用語撰寫元件之形狀、結構，而不准以功能性敘述的方

式籠統界定，否則援引當時專利法第22條第4項及其施行細則第16條第2項之規定28

予以核駁；2.直接以美國或其他國家專利法之看法，或因為疏忽而直接准予專利29。 

以當時專利法之規定，申請專利範圍應具體指明申請專利之標的、技術內容及

特點，然在性質特殊的發明無法以具體元件加以界定時，採手段功能用語乃不得不

然之撰寫方式30。故手段功能用語常引發專利範圍過廣之疑慮，或因審查品質不佳

且專利核准審定書並無任何紀錄顯示准予專利之理由，而有專利權利範圍無法預測

之情形31。對此，中央標準局曾以當時專利法第56條第3項後段32規定之「必要時」

來為其合法解套，此舉無疑是鼓勵申請人規避當時專利法第22條第4項之撰寫規

定，並以當時專利法第56條第3項後段來解釋手段功能用語33。 

詳言之，採手段功能用語之撰寫方式似不適用當時專利法第22條第4項及其施

行細則第16條第2項，中央標準局卻規定於法律位階較專利法低的審查基準，且在

解釋上依據當時專利法第56條第3項後段規定之「必要時」來讓審查基準之規定合

法化，有基準超越母法之疑慮34。這樣的情況恐引起專利法第22條第4項與第56條第

3項後段規定界線不明之爭議，當時即有論者主張，應仿照或移植美國專利法第112

條第6項至我國專利法中，確定手段功能用語之法律地位，而非授權行政機關訂

                                                                                                                                                        
經濟部中央標準局致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中華民國總會之函（文號：(87)台專字第129930
號）。 

28 當時專利法第22條第4項：「申請專利範圍，應具體指明申請專利之標的、技術內容及特

點。」當時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6條第2項：「獨立項應載明申請專利之標的、構成及其實施

之必要技術內容、特點。」 
29 徐瑞如，註27文，50頁；李孝揚，裝置加功能界定方式之解釋方法在我國立法必要性評議，

智慧財產權，2003年6月，54期，20頁。 
30 同前註。 
31 同前註。 
32 當時之專利法第56條第3項：「發明專利權範圍，以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為準。必要

時，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 
33 徐瑞如，註27文，50-51頁。 
3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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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35。避免法律位階低的審查基準允許，卻又不說明何種情況才允許手段功能用語

之撰寫方式，防止「必要時」的不確定法律概念被濫用，以保障人民權利36。 

(二)1998年軟體基準對於手段功能用語之規範並非詳盡 

在1998年軟體基準之部分，其前言中即有說明該基準係主要參酌美國MPEP、

再輔以日本專利審查基準所制定37。而在1998年軟體基準中有關手段功能用語一

節，係直接移植美國專利法第112條第6項之內容，對於MPEP中其餘相關審查細

節，例如認定符合美國專利法第112條第6項之要件、與先前技術之比對、先前技術

之均等物範圍、美國專利法第112條第6項與同條第1項與第2項之相關爭議等規定，

均未一併移植38。 

另有論者提出，1998年軟體基準援用美國專利審查基準時經常出錯，例如翻譯

名詞以及文詞不通等缺失，且參照美國手段功能用語之演進過程，可發現1998年軟

體基準既未正面表示接受手段功能用語之撰寫方式，復未對此種用語明確界定應有

之限制39。該限制係為手段功能用語所界定之功能應對應說明書中所描述之結構、

材料或動作及其均等物之最廣泛合理解釋（broadest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40。簡

言之，1998年軟體基準並未明確詳細規範手段功能用語之解釋方式。 

(三)我國援引外國立法例作為法理已有先例 

基於上述二個原因，由於1998年軟體基準未具有明確詳細解釋手段功能用語之

規範，若貿然適用1998年軟體基準，不僅無法正確解釋手段功能用語，且會落入如

前述當時專利法之規定界線不明之爭議。本文認為與其引發更多適用上之爭議，還

不如援引外國立法例作為法理，進一步適用手段功能用語規定更為詳盡之2008年軟

                                                        
35 同前註；李孝揚，註29文，30-35頁。 
36 同前註。 
37 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專利審查基準，1998年，第一篇第八章第1-8-18頁。 
38 劉爾順，註7文，22頁；游雅晴，註25文，151頁。 
39 劉孔中、宿希成，電腦程式相關發明之專利保護——法律與技術之分析，2000年，84-85

頁；劉孔中，我國專利法制對電腦程式相關發明保護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2000年2月，

58期，143-144頁。 
4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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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基準，以降低法律適用上之爭議，要來得更為妥適。而且，美國專利法對於手段

功能用語之解釋，已比我國累積更多案例與經驗，其MPEP之內容亦不斷地補充美

國最高法院、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判例所產生的穩定見解，故此一援引更可補充

我國相關規定不足之部分。此外，援引外國立法例作為法理，我國亦有相關學說以

及實務判決先例存在： 

1.在學說方面，有論者認為依據我國民法第1條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

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在專利法及其施行細則皆未規定之情形下，自

應回歸民法之規定，而訴訟中無法可循時，適度援引外國立法例作為法理，將成為

不得不然之舉41。 

2.實務上我國最高法院曾援引外國立法例作為法理，59年台上字第1005號判決

中指出：「……在我民法使用借貸一節內，雖無得請求償還或返還其價值之明文，

然依據外國立法例，既不乏得依無因管理或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或返還之規

定，則本於誠實信用之原則，似非不可將外國立法例視為法理而適用」。對此見

解，有學者認為適用外國立法例作為法理，係「本於誠實信用原則」，似有商榷餘

地，但對於援引外國立法例加以適用，則認此舉深具意義而值得贊同42。此外，我

國智慧財產法院於97年度民專訴第66號判決中：「關於侵害專利權損害賠償範圍之

計算……如德國法有採用『類推授權實施說』者……美國立法例有『合理權利

金』……日本立法例亦規定專利權人得請求該專利之實施所得金額，作為所受損害

之賠償……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87條第2項規定：『於侵害智慧財產

權之損害賠償事件，得依原告之聲請囑託主管機關或其他適當機構估算其損害數額

或參考智慧財產權人於實施授權時可得收取之合理權利金數額，核定損害賠償之數

額，亦得命被告提出計算損害賠償所需之文書或資料，作為核定損害賠償額之參

考。』亦同此見解。準此，原告請求依系爭4專利之合理權利金計算其損害，即屬

有據。」就有關損害賠償計算方式，亦明確適用外國立法例，而此一積極適用外國

立法例作為法理頗受學者注意及肯定43。 

                                                        
41 游雅晴，註25文，151頁。 
42 王澤鑑，民法總則，2011年，67頁。 
43 蔡明誠，外國立法例在立法及法律適用上之運用——以智慧權法為例，司法新聲，2011年7

月，99期，8頁。 



34  

專利師︱第十四期︱2013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四)小結 

綜上所述，在無法源、1998年軟體基準未詳細規範導致適用該基準恐生更多爭

議之情況下，智慧財產法院援引外國立法例作為法理，似有其必要。而我國智慧財

產權領域之相關判決，亦曾有援引外國立法例之先例。且由前述可知，我國手段功

能用語之相關規定，不論是1998年軟體基準、2008年軟體基準或專利法施行細則，

皆採美國專利法的相關規範。故智慧財產法院援引美國35 U.S.C. 112補充審查指南

作為法理，藉以補充我國有關手段功能用語以及電腦軟體專利之相關規定之不足，

似可謂正當且適切。本文認為援引適用美國立法例，可改善我國早期手段功能用語

相關規範之混亂情形，並形成具有統一見解之界線，使手段功能用語之解釋趨向一

致，維持法的安定性，以平衡專利權人與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 

二、電腦軟體相關發明手段功能用語之明確性 

(一)「手段」功能用語是否能對應至軟體所造成之功能 

依據上述更一審智慧財產法院判決中的論證邏輯，回頭檢視系爭專利申請專利

範圍第6項，智慧財產法院似是認為由於第6項為儲存媒體之發明，核屬物之發明，

因此請求項中「設定廣告模式之功能手段或裝置」、「設定廣告類別之功能手段或

裝置」、「產生媒合資訊之功能手段或裝置」、「知會媒合系統之功能手段或裝

置」等「手段」功能用語應為各具有物理空間形態之具體有形物，該些具體有形物

之功能必須對應至具體結構及材料，而非對應至動作。然電腦軟體本質上為演算法

實施方式之一種44，非具體存在之物品。若依據前述智慧財產法院之論證邏輯，似

讓人易於誤認請求項採「手段」功能用語界定軟體所造成功能時，該功能僅能對應

至發明說明中具有物理空間形態之具體有形物之結構或材料，而不能對應至軟體此

一非具體存在物品。且智慧財產法院之更一審判決似在暗示界定軟體所造成之功能

必須採「步驟」功能用語，因為演算法之定義實質上為一連串之步驟。 

對此，我國2008年軟體基準中敘及：「例如請求項中某一技術特徵的功能敘述

為『……手段，用以轉換多個影像成為一特定之數位格式』，發明說明中對應該功

                                                        
4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2008年，第二篇第九章第2-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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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構造是資料擷取器或電腦錄影處理器，只能將類比資料轉換成數位格式，雖然

『以程式完成之數位對數位轉換』之技術也能達成該功能，但因發明說明並未記載

該技術，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請求項之範圍不包含『以程式完成數位對數位轉

換』之技術。45」此一例子中提到軟體亦可達到請求項中所界定「轉換多個影像成

為一特定之數位格式」之功能，由於發明說明中未記載，因此不可將軟體包含入專

利範圍中，僅能對應到發明說明中有提及的資料擷取器或電腦錄影處理器。又：

「但若達成一功能之手段為一軟體程式，仍應於發明說明中記載並與該功能對應，

例如，請求項記載『手段用於轉換影像……』，但發明說明欠缺對應之結構敘述，

雖然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以撰寫軟體程式達成該功能，但在發明

說明中欠缺對應之結構下，將造成該請求項不明確且無法為發明說明所支持。46」

此段2008年軟體基準中說明手段功能用語是否明確之判斷原則，亦無限制「手段」

功能用語不能對應至軟體所造成之功能。惟此段文字仍未明確說明軟體程式達成之

功能，於發明說明中所應對應之結構為何。 

誠如上述，2008年軟體基準中並無限制「手段」功能用語必須對應至發明說明

中所記載具有物理空間形態之具體結構或材料，軟體程式亦可為對應之結構或材

料。至此，雖參酌相同版本之審查基準，卻有兩種不同解釋。本文對於依據智慧財

產法院之上述論證邏輯所得之結果，似有疑問。再者，電腦軟體發明本質上為演算

法之實施，且演算法皆存在於方法或物之發明此二種範疇中。不探究演算法實際上

於方法或物之範疇中所扮演之角色，而採幾近形式之判斷標準，以「手段（或裝

置）」語法來判斷其界定功能於發明說明中應揭露的為具有物理空間形態之具體有

形物，或以「步驟」語法來判斷其界定功能於發明說明中應揭露的為不具有物理空

間形態之流程，忽略了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中物之範疇請求項亦可包含演算法，似有

可議。 

(二)手段功能用語與演算法之間的對應關係 

智慧財產法院雖援引美國35 U.S.C. 112補充審查指南作為法理，指出電腦軟體

相關發明必須於發明說明中揭露演算法，方可滿足專利要件中明確性之要求。但在

                                                        
4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2008年，第二篇第九章第2-9-18頁。 
4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2008年，第二篇第九章第2-9-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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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中卻又以「手段」功能用語應對應至具有物理空間形態之具體有形物之結構及

材料，未詳細論及演算法與「手段」功能用語之間的對應關係為何；或如前所述演

算法似須與「步驟」功能用語作搭配，故「手段」功能用語不需對應至演算法。對

此，實有參考美國35 U.S.C. 112補充審查指南，探究其解釋方法之必要，以明確釐

清手段功能用語與演算法之間的對應關係。本文首先整理MPEP中有關電腦軟體相

關發明以手段功能用語界定時，判斷明確性之要點如下47： 

必須揭露演算法 

欲符合美國專利法第112條第6項之規定，電腦實施之手段功能用語限制條件

（Computer-Implemented Means-Plus-Function Limitations），其對應結構不能僅為

一般用途電腦（general purpose computer）或微處理器（microprocessor）48，必須於

說明書中揭露演算法（algorithm）49，使一般用途電腦轉換成執行該演算法以達成

所請功能之特定用途電腦（special purpose computer）50。 

對於演算法之定義，係指「以有限之序列步驟來解決一個邏輯、數學問題或執

行某個任務」51，其表達方式並無任何限制，只要讓其他人達到可瞭解程度即可，

例如以數學公式（mathematical formula）展現、以文字（in prose）描述、以流程圖

（in flow chart）表示或其他任何可提供充分結構之方式等等52。 

未揭露演算法之情形 

電腦實施之手段功能用語限制條件，不符合美國專利法第112條第2項有關明確

性之要求，MPEP中有列舉數例加以說明：僅敘及一般電腦執行程式而未對該程式

                                                        
47 See U.S. Patent & Trademark Office (USPTO),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 2181 (II) 

(B), available at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2181.html (last visited Mar. 8, 
2013). 

48 See id. 
49 See id. 
50 See id. 
51 See id. (“a finite sequence of steps for solving a logical or mathematical problem or performing a 

task.”) 
52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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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詳細說明，或僅提到軟體而未提供完成該軟體功能之詳細手段53；無法解釋如何

去執行所請功能之情形，如僅敘及專用電腦（specialize computer，如銀行電腦bank 

computer）、一些電腦系統中未定義之元件（如access control manager）、邏輯

（logic）、編碼（code）、或本質上被設計去執行所述功能之黑盒子（black box）

元件等54。 

演算法之揭露責任及其是否充分揭露之判斷 

聯邦法院認為揭露演算法作為充分結構以支持手段功能用語所請功能，是專利

權人的責任所在，非熟悉此技藝者之瞭解或主張可寫軟體來達成即可免除該責任55。

對於判斷說明書是否充分揭露演算法，則必須根據熟悉此技藝者之水平來決定，視

其能否依據說明書描述之必要步驟，得知如何程式化電腦來執行所請功能56。另未

充分揭露演算法之例示有：僅於說明書中單純敘述所請功能；主張說明書中隱含或

固有之內容有揭露演算法；聲稱一個步驟（one-step）的演算法等等57。 

解釋手段功能用語對應之結構、材料或均等物 

美國專利法第112條第6項對於手段功能用語之解釋，其執行所請功能之手段

（means）應被解釋成涵蓋說明書中對應之結構或材料（structure or material）及其

均等物，如藉由硬體來實現、軟硬體結合來實現等58；若所請功能之手段僅由軟體

支持，卻未對應至一演算法以及執行該演算法之電腦或微處理器，則該手段將被視

為無對應結構而導致不明確59。 

 

據此，從上述要點可以瞭解到電腦軟體相關發明手段功能用語之限定條件係可

對應至軟體所造成之功能，惟說明書中必須揭露「演算法」及「執行該演算法之電

                                                        
53 See id. 
54 See id. 
55 See id. 
56 See id. 
57 See id. 
58 See id. 
59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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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或微處理器」，以作為所請功能之對應結構。使一般用途電腦在執行該演算法後

可轉換成特定用途電腦，進而達到手段功能用語界定之功能，才能滿足明確性之要

求。 

(三)小結 

在我國審查基準及美國35 U.S.C. 112補充審查指南中，皆未具有「手段」功能

用語不得界定軟體所造成之功能之情事，依據此些原則回頭檢視智慧財產法院更一

審之判決，即不難發現法院判決理由以及論證邏輯似可更為精確。系爭專利第6項

中「設定廣告模式之功能手段或裝置」、「設定廣告類別之功能手段或裝置」、

「產生媒合資訊之功能手段或裝置」、「知會媒合系統之功能手段或裝置」等「手

段」功能用語，參酌說明書內容後可瞭解各「手段」功能用語所界定的為儲存媒體

（如光碟、硬碟、隨身碟等）中網頁伺服器（如apache HTTP server或Microsoft IIS 

server等）此一軟體搭配資料庫（database）及超文件標示語言（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HTML）所完成之功能。因此在解釋系爭專利之「手段」功能用語時，必

須同時探究所揭露之軟體及硬體兩者，於發明說明內是否有揭露軟體之演算法，以

及執行該演算法之硬體，使該硬體從一般用途電腦轉換成特定用途電腦，達到「手

段」功能用語界定之功能，方有具備明確性。 

綜上所述，智慧財產法院於更一審之判決中，似應深入論述「手段」功能用語

所對應發明說明之結構。該結構於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中，係包含軟體之演算法及運

行該演算法之硬體，可為軟體與硬體兩者之調和。非單純就「手段」、「步驟」等

字面上之意義，強行將「手段」特定於具有物理空間形態之具體有形物、「步驟」

特定於不具有物理空間形態之流程，而忽略演算法於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中的重要性

及特殊性。該判決之見解易使人誤認採「手段」功能用語之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僅

能使界定之功能對應至硬體，而不能對應至軟體。故更一審中原告陳明對應之動

作，是否為演算法，是否可使熟悉此技藝者依據此動作得知如何程式化電腦來執行

所請功能，智慧財產法院似有論述之必要。非單以「動作」非可對應「手段」功能

用語之論證邏輯，認系爭專利第6項為儲存媒體之發明，未於發明說明揭露物之結

構與材料，不具明確性之要件且無法據以實施，而有應撤銷專利權之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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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展望——代結論 

智慧財產法院積極援引外國立法例，來解決我國手段功能用語在無法源依據時

所造成之問題，頗值肯定。但援引外國立法例作為法理來補充我國相關規定不足

時，似應加強其說理，而非援引後於論證及判決理由中卻未敘及。例如援引了美國

35 U.S.C. 112補充審查指南中，演算法於電腦軟體程式之重要性，卻於法院分析判

斷之論述中絲毫未提，令人難以瞭解「手段」功能用語與「演算法」之間的關係，

而產生了前述「手段」功能用語不得對應軟體之疑慮。 

本案判決雖如本文所述產生些許疑慮，但該判決中仍釐清了許多爭議，例如釋

明審查基準之法律性質，以及法院要如何來適用審查基準之版本。對此，本文建議

應加速修訂新版的電腦軟體審查基準，強化電腦軟體相關發明適用手段功能用語之

章節，以減少專利權人、社會大眾、法院在解釋手段功能用語上產生之爭議，並使

申請人於撰寫專利說明書時有所依據，以提昇我國電腦軟體之專利說明書的品質，

進而保護我國軟體產業。然而日後於訴訟中須注意的是，若有專利權人主張應適用

專利核准審定時所公告有效之審查基準時，此一主張恐有被法院所不採之可能性，

專利權人於此部分之主張應更小心謹慎，以免陷於不利之狀況。 

此外，本文認為在解釋手段功能用語上，不應聚焦於用語（如手段、裝置、步

驟）之記載形式上，並採二分法將手段（或裝置）對應結構或材料；步驟對應動

作。此分類方法似較適合一般技術領域之物或方法發明，不適用於電腦軟體領域。

於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中，本文較為贊同最高法院對於2004年專利法施行細則之解釋

方式：手段功能用語請求項之發明說明，僅就結構、材料或動作三者擇一充分揭露

即可。這樣的解釋方式，其法理似較符合電腦軟體領域所需60。然究其根本應瞭解

                                                        
60 雖美國35 U.S.C. 112補充審查指南係指出「means」對應「structure or material」，然美國聯

邦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實務上對於美

國專利法第112條第6項之解釋，其「means」所界定之特定功能（particular function）包含對

應至說明書所描述之結構（structure）、材料（material）或動作（acts）」。See Aristocrat 
Techs. Australia Pty Ltd. v. Int’l Game Tech., 521 F.3d 1328, 1333 (“For a patentee to claim a 
means for performing a particular function and then to disclose only a general purpose computer as 
the structure designed to perform that function amounts to pure functional claiming. Because 
general purpose computers can be programmed to perform very different tasks in very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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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功能用語係為界定功能而產生，且電腦軟體相關發明本質上與一般技術領域之

物或方法發明有所不同，在解釋上應將焦點鎖定於所界定功能的對應結構、材料或

動作為佳，而非強行依字詞用語之表面意義作分類。 

 

                                                                                                                                                        
ways, simply disclosing a computer as the structure designated to perform a particular function 
does not limit the scope of the claim to ‘the corresponding structure, material, or acts’ that perform 
the function, as required by section 112 paragraph 6.”); See also Typhoon Touch Inc. v. Dell Inc., 
659 F.3d 1376, 1385 (“The ‘means for cross-referencing’ term is in the statutory form authorized 
by § 112 ¶ 6, whose purpose is to allow claiming of an element of an apparatus or a step of a 
method in terms of the function performed by that element or step. The statute provides that a claim 
may state the function of the element or step, and the ‘means’ covers the ‘structure, material, or 
acts’ set forth in the specification and equivalents ther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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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中國大陸職務發明制度研究 
—— 以《職務發明條例（草案） 

（徵求意見稿）》為視角 

馮曉青*、劉迪** 

壹、前 言 

隨著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技術競爭的日益加劇，各國研究開發（R&D）投入

的規模不斷擴大。實踐中許多重大的技術突破、具有重大應用價值的發明創造通常

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資金、技術等條件，因而多表現為通過職務發明得以實

現，很難單純依靠個人的力量完成。大專院校、科研機構、企業等單位相較於個體

的自然人具有資金、技術、人才等多方面優勢，這使得職務發明相較於個人的發明

創造具有先天優勢。同時，個人發明創造較難實現商業化和技術的產業化，而單位

却可以根據需要進行研發成果市場化，迅速將技術成果投入生產，職務發明在迅速

實現商業化和技術產業化方面也具有明顯優勢。因此，職務發明在一定程度上成為

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技術創新能力的重要指標。 

為了實現職務發明進一步促進科技發展的作用，專利法的重要內容之一便是構

建合理的職務發明制度，以實現發明人和單位之間的利益平衡，最大程度地激發雙

方的積極性，促進國家科技發展和產業創新。隨著經濟和科技水平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大陸逐步認識到職務發明對促進科技創新的重要作用。職務發明首先為中國大

                                                        
DOI：10.3966/221845622013070014003 
收稿日：2013年6月7日 
* 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 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法專業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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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專利法》、《專利法實施細則》所確認。為了鼓勵職務發明的發展，2008年6

月5日國務院發布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將「建立既有利於激發職務發明人

創新積極性，又有利於促進專利技術實施的利益分配機制」作為專利制度發展的專

項任務，足以體現國家對職務發明制度的高度重視。2012年11月26日，知識產權

局、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等13個部門聯合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職務發明人合

法權益保護促進知識產權運用實施的若干意見》，為各地區、部門保護和促進職務

發明創造與實施提出了指導意見。2012年11月12日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職務發明

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下稱《草案》），正式啓動了為職務發明制度制

定專門法律的進程，對完善中國大陸的職務發明制度將起到重大的推動作用。本文

擬從中國大陸職務發明制度發展現狀、存在問題等方面入手，對《草案》進行評

析，為中國大陸職務發明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提出建議，並並希望其能夠為其他國家

和地區職務發明制度的完善提供一定的啓發。 

貳、職務發明制度概述 

一、職務發明制度的產生 

職務發明，也稱職務發明創造，簡稱職務發明，是指職工在履行職務中所完成

的新發明、新設計，或者是在執行所在單位的指令中所完成的發明創造1。職務發明

制度並不是與專利制度同時產生的，在專利制度發展的初期，由於生產力水平和技

術發展水平較為低下，發明所需的條件要求較低，大多數發明都是自然人單獨或者

簡單聯合做出的；同時受到天賦人權和勞動財產權理論的影響，做出發明創造的自

然人被當然地認為是專利權人。 

工業革命後，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引起了生產組織形式的變化，使用機器為主

的工廠制取代了手工工廠。這種群體化的勞動生產模式在成為主流的同時也影響了

科學技術領域，工程師、科學家等職業的受雇從事發明創新的人員開始出現，越來

越多的發明創造是由雇主組織技術人員共同完成。同時，科技創新對資源的投入和

創新的效率有了更高的要求，個人難以擁有大量的資金、設備、已有技術等資源，

                                                        
1 劉春田主編，知識產權法，2000年，1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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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效率也較有組織、有目的的受雇發明要低。此外，個人發明創造較難實現技術的

產業化，而單位則具備大規模商業化和產業化的條件，因此這種由單位組織群體化

的勞動生產模式成為科技創新的必然選擇和主要趨勢。然而，在只有自然人個人可

以被賦予專利權等專有權利的制度下，雇主投入大量的資源，承擔失敗的風險，却

無法獲得相應的權利，無法控制技術成果的後續利用，利益無法得到保障，其創新

的積極性無疑會受到打擊，此種產權配置方式的公平性和效率性也受到質疑。 

以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為最終目標的專利法，在面臨新問題時必須進行調整。

為瞭解決基於雇傭關係產生的發明創造的歸屬問題，實現公平、高效的權利配置，

最終實現雇主、雇員、社會利益的平衡，專利法開始對「只有發明人可以獲得專利

權」的原則進行了突破，規定專利權可以通過契約約定或服務章程規定轉移給雇

主，1897年奧匈帝國的專利法便是最早做出此規定的國家立法，為職務發明制度出

現的標誌。此後，職務發明制度逐漸發展，有的國家在專利法中進行規定，如日

本、意大利、奧地利、法國、巴西、英國、荷蘭、匈牙利、波蘭、前蘇聯等；有的

國家頒布實施了專門的職務發明法，如德國、加拿大和北歐四國；有的國家直接將

職務發明的權利賦予雇主；有的國家雖將權利仍保留給發明人但給與雇主無償使用

的權利；有的國家通過契約和判例處理職務發明問題。無論何種做法，其所要解決

的核心問題是發明創造所有權的問題，都致力於通過制度設計達到資源的最佳配

置，最大程度地激發創新的積極性2。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職務發明制度在世界範

圍內得以普遍確認，並作為專利法的重要部分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二、職務發明制度的基本原則 

職務發明制度在各國、地區已經成為調整發明人與單位之間利益關係的基本法

律制度，其存在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同時，為貫徹實施該制度，需要充分落實利益

平衡、公平正義和契約自由原則。 

(一)利益平衡 

在知識產權法中，圍繞知識產品的生產、傳播、利用而形成了多個有著各自不

                                                        
2 馮曉青、劉友華，專利法，2010年，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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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利益的利益主體。例如，在專利法中，專利法涉及的利益可以分為國家的利益、

專利權人的利益、發明者的利益、專利用戶的利益等。專利用戶的利益又可分為出

於商業目的競爭性利用的競爭者利益與出於非商業目的為了獲取知識和信息而利用

專利的普通用戶利益等。知識產權法需要在這些利益之間進行協調，特別是對知識

產權人與社會公衆之間的利益進行協調，其中主要是平衡知識產權人與知識產品使

用人之間的利益3。 

利益平衡是知識產權法的核心原則之一，貫穿於知識產權制度的始終。職務發

明制度的核心是雇主和雇員之間利益的平衡。在以發明創造為主要目的的雇傭關係

中，雇員、雇主、職務發明三者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首先，雇員的創造性勞動是

發明創造得以完成的根本力量和智力基礎，基於財產權勞動理論，創造價值的人應

該獲得合理回報，雇員無疑應該從中分享利益；其次，雇主作為發明創造的組織

者，投入大量的資金、技術、人力等資源，為雇員進行發明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其

亦是發明得以完成的直接力量和經濟基礎；最後，由於雇主和雇員之間存在著以發

明創造為主要目的雇傭合同契約，說明進行發明創造是雇員的工作內容並且已經通

過工資對其給予回報。綜上，雇員和雇主二者都有對職務發明主張利益的合理理

由，如何平衡二者的關係和利益，激發雙方的積極性最終促進科技的創新與發展是

職務發明制度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對此國際上主要有兩種解決模式，一是雇主優先

模式；一是雇員優先模式。雇員優先模式是指法律將職務發明的原始權利賦予發明

人，但是雇傭合同默示雇主享有專利實施權，發明人將權利轉讓給雇主並獲得報

酬。雇主優先模式是指法律直接將職務發明的權利賦予雇主，發明人享有獲得報酬

的權利。職務發明制度涉及雇員和雇主兩方面的利益，無論是哪種模式，都不可能

將權利賦予一方而不給予另一方補償。在制度設計的各方面，利益平衡原則都必須

得以體現，才能最終實現職務發明制度的價值和目標。可以認為，各國、地區之職

務發明制度本身就是法利益平衡原則具體制度安排的結果。 

(二)公平正義 

法的價值有多面向，其中公平和正義價值是法的價值的重要面向，也是衡量法

                                                        
3 同前註，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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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優劣的標準。有學者指出：「對於任何法律制度而言，規則正義都是首要的或根

本性的，離開了規則正義或制度正義，就不可能最大地實現社會正義」4。「公平要

求平等，而平等的實現就是用立法行為來配置和分配權力、權利和利益」5。正義以

平等為基礎，平等也是正義的主要內容之一。法只有以平等為條件才能主持正義和

維護正義。在一定的層面上，沒有平等就沒有正義。可以認為，儘管平等並不必然

表現為正義，但正義的必須表現為是平等的。就法的價值來說，公平價值和正義價

值都是重要的價值目標內容。 

從實現利益平衡的目標來看，為了實現利益關係的平衡，需要通過立法對利益

的分配進行價值選擇。就包括職務發明制度在內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而言，利益分

配與價值選擇必須貫徹平等與正義的原則，因為利益平衡被認為是「當事人之間、

權利與義務主體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應符合公平的價值理念」6；並且，

「利益平衡是民法精神和社會公德的要求」7。知識產權法作為一種平等的激勵知識

創造的機制，它使知識產權人在一定期限內享有對知識產品的獨占權利，從而保證

了所有參與知識創造的人平等獲得利益的機會。知識產權法中的平等和正義精神，

是通過知識產權的一些具體制度和原則加以保障和體現的，這些制度和原則體現了

利益平衡的思想。無疑，職務發明制度就是其中的一項重要的制度。例如，雇傭關

係雙方當事人地位實質上並非完全平等，雇員處於劣勢地位，其知情權和話語權在

強勢的雇主面前很難得到保證。為此引入公平正義原則，就能夠妥善地調整職務發

明關係。 

(三)契約自由 

意思自治、契約自由是私法的核心原則。一般認為，契約自由、私權絕對化以

及過失責任主義共同構成了商品自由交換的基本法律保障8。當然，隨著當代市場經

                                                        
4 劉翰、公丕強主編，21世紀的亞洲與法律發展（上卷），2001年，259頁。 
5 張文顯，20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1996年，287頁。 
6 吳漢東，知識產權的私權與人權屬性——以《知識產權協議》和《世界人權公約》為對象，

法學研究，2003年5月，3期，66頁。 
7 屈茂輝，中國民法典的基本理念，求索，2002年10月，5期，38頁。 
8 陳自強，民法講義1契約之成立與生效，2002年，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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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這些原則本身也處於變化之中。就知識產權法律制度而言，作為私權的知

識產權，也應該堅持契約自由的原則。在職務發明制度中，在不違反法律強制性規

定的前提下，發明人和單位之間通過平等協商訂立合同，可以促成雙方合作，最大

程度地落實雙方的利益，達成利益的平衡。職務發明制度中，契約自由原則應該落

實到各個層面，不僅體現在雇傭關係的建立，而且也應涉及職務發明的歸屬、職務

發明權利的行使、發明人的獎酬等內容，使雙方對於職務發明都能陳述意見，可以

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協商。 

出於對公平的追求，職務發明在進行制度構建時應注意對弱勢者的保護和關

注，在契約自由的原則下，注意對表面自由、實質不公的契約進行排除，具體的手

段包括通過法律規定最低標準，如果契約內容低於法定最低標準甚至排除雇員的權

利，則該條款無效，以此追求實質正義，保護弱勢者的權利。由此也可以看出，上

述利益平衡、公平正義和契約自由原則在職務發明制度中的落實並不是孤立的，而

是共同發揮效用的。 

參、中國大陸職務發明制度的歷史與現狀 

一、中國大陸職務發明的發展現狀 

為瞭解中國大陸職務發明現狀，筆者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統計年報的數據，對

1985-2011年9國內職務發明創造專利申請授權量及比例進行了梳理（見表1）。從統

計數據可以看出，自1985年《專利法》實施以來，國內專利授權總量逐年增長，特

別是1992年、2002年、2008年三次修改《專利法》後，國內專利授權數量都出現大

幅增長。中國大陸專利制度從無到有，經歷近30年的發展歷程，取得了較大的進

步。但是國內專利授權總量中職務發明所占比例却並不樂觀。1987年至2002年間職

務發明授權量長期保持在40%以下，並且期間出現職務發明比例下降的情況；2003

年至2007年間職務發明授權量保持在45%以下；直到2008年《專利法》第三次修改

後，職務發明授權量占國內專利總授權量的比例才逐年有了較大的提升，2008年為

48%、2009年為52.3%、2010年為57%、2011年為63.3%。雖然2011年職務發明授權

                                                        
9 中國大陸《專利法》於1985年4月1日實施，故統計時間始於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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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以達歷年來最高水平，但是和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 
 

表1 1985-2011年中國大陸職務發明創造專利申請授權量10 

年份 國內授權總量（件） 職務發明數量（件） 職務發明比例（%） 

1985 111 69 62.20% 

1986 2,671 1,071 40.10% 

1987 6,401 2,198 34.30% 

1988 11,293 4,055 35.90% 

1989 15,480 5,879 38.00% 

1990 19,304 6,759 35.00% 

1991 21,178 8,068 38.10% 

1992 28,311 9,772 34.50% 

1993 56,882 17,901 31.50% 

1994 39,777 11,591 29.10% 

1995 41,248 13,042 31.60% 

1996 39,725 13,755 34.60% 

1997 46,389 18,032 38.90% 

1998 61,378 24,446 39.80% 

1999 92,101 33,915 36.80% 

2000 95,236 36,132 37.90% 

2001 99,278 38,378 38.70% 

2002 112,103 41,533 37.00% 

2003 149,588 62,368 41.70% 

2004 151,328 62,565 41.30% 

2005 171,619 71,518 41.70% 

2006 223,860 93,131 41.60% 

2007 301,632 133,813 44.40% 

2008 352,406 169,245 48.00% 

2009 501,786 262,222 52.30% 

                                                        
10 數據來源：國家知識產權局統計年報，http://www.sipo.gov.cn/tjxx/，最後瀏覽日：2013年5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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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國內授權總量（件） 職務發明數量（件） 職務發明比例（%） 

2010 740,620 421,831 57.00% 

2011 883,861 559,372 63.30% 

總計 4,268,333 2,120,328 49.70% 
 
筆者通過對1985-2011年中國大陸職務發明專利申請授權構成情況的數據進行梳

理（見表2），發現中國大陸職務發明專利主要由大專院校、科研單位、企業、機

關團體四類單位所申請和擁有。 
 

表2 1985-2011年中國大陸職務發明專利申請授權構成 

年份 大專院校 科研單位 企業 機關團體 

1985 56.50% 27.50% 15.90% 0.00% 
1986 31.90% 27.50% 36.20% 4.40% 
1987 20.10% 28.30% 47.60% 3.90% 
1988 19.90% 26.40% 47.40% 6.30% 
1989 18.20% 25.50% 47.40% 8.90% 
1990 15.30% 24.40% 45.20% 15.20% 
1991 11.80% 20.70% 50.10% 17.40% 
1992 12.40% 17.40% 50.30% 19.80% 
1993 9.90% 14.30% 47.90% 27.90% 
1994 9.30% 13.10% 43.00% 34.60% 
1995 6.80% 11.40% 41.30% 40.50% 
1996 6.20% 10.10% 62.90% 20.80% 
1997 4.30% 8.20% 83.20% 4.30% 
1998 3.50% 7.50% 86.80% 2.20% 
1999 3.80% 7.60% 86.50% 2.10% 
2000 4.30% 7.40% 86.70% 1.60% 
2001 4.00% 6.30% 88.30% 1.40% 
2002 4.10% 5.60% 89.10% 1.20% 
2003 5.50% 5.50% 88.00% 1.00% 
2004 8.80% 6.60% 83.50% 1.10% 
2005 10.30% 5.90% 82.70% 1.10% 
2006 11.20% 5.70% 82.0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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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大專院校 科研單位 企業 機關團體 

2007 11.00% 4.90% 81.30% 2.70% 
2008 11.30% 4.90% 81.90% 1.90% 
2009 10.70% 3.90% 83.30% 2.20% 
2010 10.20% 3.40% 85.10% 1.30% 
2011 10.10% 3.20% 84.90% 1.80% 

 
從上表可以看出，自1986年起企業成為中國大陸職務發明最大的擁有者，優勢

地位較為明顯；自1997年起，企業的職務發明授權數量始終高於80%，占據了絕對

優勢地位。企業擁有職務發明比例的總體上升趨勢和絕對優勢地位的長期保持，一

方面說明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急速發展，市場經濟體制下工商業獲得巨大進

步，企業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經濟實力上都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另一方面說明

隨著專利制度的建立發展，企業專利意識逐步提高，企業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財

力到專利開發中去，專利也為企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二、中國大陸職務發明制度的立法沿革 

中國大陸《專利法》自1984年頒布以來，共經歷了1992年、2002年、2008年三

次修改，目前其第四次修改正在進行中。作為專利法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大陸職

務發明制度也隨著專利法的歷次修改不斷完善。法律總是與其時代背景、社會現實

密切相關，因此在不同的年代，中國大陸職務發明制度也有不同特點，在此筆者擬

對中國大陸職務發明制度的立法沿革進行梳理，以探尋其變遷軌跡。 

(一)1984年《專利法》確定的職務發明制度 

1984年，中國大陸首部《專利法》頒布，象徵專利制度在中國大陸正式得以確

立。在首部專利法中，職務發明制度便占有一席之地，因此1984年《專利法》的頒

布和實施對職務發明制度來說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具體而言，1984年《專利法》和1985年《專利法實施細則》主要從以下幾個方

面規定了職務發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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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職務發明的定義：執行本單位的任務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單位的物質條件所完

成的發明創造是職務發明創造11，包括在本職工作中作出的發明創造；履行本單位

交付的本職工作之外的任務所作出的發明創造；退職、退休或者調動工作後一年內

做出的，與其在原單位承擔的本職工作或者分配的任務有關的發明創造。本單位的

物質條件是指本單位的資金、設備、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向外公開的技術資料

等12。 

2.職務發明權利的歸屬和行使：職務發明申請專利的權利屬於單位；申請被批

准後，全民所有制單位13申請的，專利權歸該單位持有；集體所有制單位14或者個

人申請的，專利權歸該單位或者個人所有。 

3.對非職務發明的保護：非職務發明創造，申請專利的權利屬於發明人或者設

計人15。對發明人或者設計人的非職務發明創造專利申請，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

壓制16。 

4.發明人的權利：一是獲得獎勵的權利：專利權的所有單位或者持有單位應當

對職務發明創造的發明人或者設計人給予獎勵；發明創造專利實施後，根據其推廣

應用的範圍和取得的經濟效益，對發明人或者設計人給予獎勵17。《專利法實施細

則》對獎勵的具體形式、數額、支付方式等進行了進一步規定。二是署名權：發明

人或者設計人有在專利文件中寫明自己是發明人或者設計人的權利18。 

                                                        
11 1984年《專利法》第6條。 
12 1985年《專利法實施細則》第10條。 
13 全民所有制是指社會全體成員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一種公有制形式，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一

種具體模式，是指全體人民作為一個共同體，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其產權具有不可分性，由

全體人民共同行使產權。全民所有制單位是指單位財產由全體國民所有，國家依照所有權和

經營權分離的原則授予單位對其進行經營管理。 
14 集體所有制是指部分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一種公有制形式，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另一

種具體模式。與全民所有制相比，集體所有制的不同之處在於生產資料公有的範圍不同。集

體所有制單位是指單位財產由部分社會成員共同所有的單位。 
15 1984年《專利法》第6條。 
16 1984年《專利法》第7條。 
17 1984年《專利法》第16條。 
18 1984年《專利法》第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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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職務發明制度初具雛形，其最大的特點在於在專利權的

歸屬上區分了全民所有制單位和集體所有制單位，全民所有制單位僅能持有專利

權，而集體所有制單位和個人則可以是專利權的所有人。這是由於在1984年，中國

大陸正處於改革開放的初期，經濟體制改革也著手開始進行，在當時經濟體制改革

尚未完成、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全建立、全民和集體所有制企業大量存在的社會背

景下，《專利法》對職務發明的規定不得不考慮上述因素。 

(二)2000年《專利法》規定的職務發明制度 

1992年《專利法》修改並未涉及職務發明制度，2000年《專利法》在1984年確

定的職務發明制度的基礎之上，結合社會的發展，主要在以下幾方面內容進行了調

整： 

1.在職務發明的界定中，增加規定了「臨時工作單位」19也屬於職務發明制度

中的「單位」20。 

2.將主要利用本單位的「物質條件」所完成發明創造修改為「物質技術條

件」21，強調了技術的重要性22。  

3.取消了全民所有制單位只能「持有」職務發明專利權的規定。在市場經濟體

制確立並逐漸完善的背景下，全民所有制單位和其他性質的企業一樣，都是平等的

市場主體，也可以獲得專利權。 

4.引入了合同優先原則，增加了通過合同約定職務發明權利歸屬的規定：利用

本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所完成的發明創造，單位與發明人或者設計人訂有合同，對

                                                        
19 臨時工泛指非正式雇用的勞工，通常以日薪計酬，也不享有退休金與每月最低工資等保障。

依照中國大陸現行《勞動合同法》，臨時工是一個在法律意義上並不存在的用工形態，但如

今的現實狀況卻是臨時工大量存在於多個行業。臨時工作單位即是指臨時工提供勞動的單

位。 
20 2002年《專利法實施細則》第11條。 
21 2010年《專利法實施細則》12條第2款對物質技術條件的定義是：「專利法第六條所稱本單

位的物質技術條件，是指本單位的資金、設備、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對外公開的技術資料

等。」 
22 2002年《專利法實施細則》第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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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的權利和專利權的歸屬做出約定的，從其約定23。 

(三) 中國大陸現行職務發明制度——2008年《專利法》確定的職務發明
制度 

2008年專利法第三次修改中，並未對職務發明的規定做出修改，因此總體上中

國大陸現行的職務發明制度延續了2000年《專利法》確定的職務發明制度，只是通

過2010年《專利法實施細則》對其進行了一些修改，主要修改內容是對職務發明制

度中發明人的獎勵和報酬進行了一定幅度的上調。筆者將在本文的下一部分對中國

大陸現行職務發明制度進行詳細的分析，因此在此不贅述。 

三、中國大陸職務發明制度存在的問題 

縱觀中國大陸專利制度近30年的發展歷程，職務發明數量不斷增加、比例不斷

提高，並且在2008年以後有了大幅提升，可見中國大陸職務發明制度從無到有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用歷史的眼光來看，總體上中國大陸的職務發明制度是不斷發展、

不斷完善的，值得肯定。但是，中國大陸的職務發明制度仍然存在以下問題，需要

在職務發明條例制定過程中集中解決。 

(一)規定較為原則，缺乏可操作性 

立法規定比較簡單、原則，是中國大陸近些年來立法的一個重要特點，特別是

從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初的一些年，立法者比較注重「宜粗不宜細」的原

則。應當說，這與當時立法研究水平較低、立法經驗缺乏以及中國大陸市場經濟尚

未發育成型有很大關係。然而，這種情況在現在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即改革開放

政策實施30多年來中國大陸立法研究水平大為提高、立法數量也日益增多，市場經

濟也在逐漸發育成型。在這種情況下，立法再強調「宜粗不宜細」就會落後於立法

現實需要。然而，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中所確定的職務發明制度，所占篇幅較

小，只有寥寥數條對其做出原則性的規定，許多重要的細節被忽略，缺乏可操作

性。這顯然與職務發明制度發展的要求不大適應。 

                                                        
23 2000年《專利法》第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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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實體，輕程序 

從法理學角度看，法的正義既要求實體正義，也要求程序正義，兩者缺一不

可。其中實體正義是法律追求的最終結果，而程序正義是實現實體正義的重要保

障。換言之，程序是保障實體正義得以實現的重要方面，程序的缺失會導致許多實

體權利無法實現。然而，在中國大陸相關立法中，程序正義、程序制度完善相對於

實體正義、實體制度被忽視，存在所謂被詬病的「重實體、輕程序」問題。在中國

大陸知識產權立法中，這個問題也比較嚴重。以職務發明制度為例，在中國大陸現

行職務發明制度中，幾乎沒有程序性的規定。「重實體，輕程序」亦可視為其職務

發明制度的重大缺陷。 

(三)獎酬制度不完善阻礙了發明人的積極性 

從企業管理的角度來說，激勵作為企業管理的一項職能，是指「根據某一目

標，為滿足人們生理的或者心理的願望、興趣、情感的需要，通過有效地啓迪和引

導人們的心靈，激發人的動機，挖掘人的潜能，使之充滿內在的活力，朝著所期望

（或規定）的目標前進」24。知識產權制度本身既是一種促進創新的機制，也是一

種激勵機制，是保護和激勵企業技術創新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有效機制。以專利制度

為例，其通過保障技術創新者對創新投資的回報，提高了技術創新活動的私人收益

率，並且借助於其利益調節機制和平衡機制，實現了技術創新收益的分配，從而使

技術創新溢出效應內化於專利資產傳播和利用中。但是，從中國大陸關於現行職務

發明制度的規定和落實情況看，存在著獎酬制度不完善和落實不到位雙重問題。現

行職務發明制度中，發明人的獎酬標準較低，難以激發發明人創造的積極性，並且

發明人在雇傭關係中處於弱勢地位，信息的不對稱導致發明人難以甚至無法獲知單

位的實際實施或者轉讓收入，造成法定比例的提成很難落到實處，阻礙了發明人的

積極性。從現實情况看，一些員工在取得技術突破後申報獎金，被以成績不突出為

由拒絕授予，一些確實取得了重大技術突破的員工領取了獎金，也嫌獎金數額低而

情緒低落25。實證調查還表明，獎勵標準不高、獎勵政策含糊難以達到真正激勵自

                                                        
24 包曉聞、劉昆山編，企業核心競爭力經典案例（歐盟篇），2005年，205頁。 
25 引自莊曉，萊蕪中小企業知識產權管理中的問題與對策，合作經濟與科技，2010年9月，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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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創新的效果。例如，針對青島市企業知識產權管理工作狀況一項調查則顯示，關

於職務發明創造獎酬的兌現問題，121家企業中只有52家兌現了職務發明人獎酬，

占42.98%，部分兌現的42家，占樣本的34.71%，沒有兌現的27件，占21.31%。可見

職務發明人獎酬落實情況並不樂觀26。 

肆、《職務發明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評析與

完善中國大陸職務發明制度的建議 

職務發明制度主要涉及以下三個部分：職務發明的權利歸屬、職務發明的權利

行使和發明人的獎酬制度。這三個問題共同構成了職務發明制度，對這三個部分的

合理界定，不僅是合理配置職務發明的產權、平衡單位和發明人之間利益的關鍵，

也是促進職務發明數量和質量共同提升、促進國家科技和經濟發展的有效手段。因

此在本部分筆者擬從此三個問題出發，分別對現行法的規定、《職務發明條例（草

案）（徵求意見稿）》的修改、完善的建議進行論述。 

一、職務發明的界定 

(一)現行法對職務發明的界定 

2008年《專利法》第6條、2010年《專利法實施細則》第12條對將職務發明的

範圍界定為： 

1.執行本單位的任務所完成的發明創造，具體包括： 

(1)在本職工作中做出的發明創造；(2)履行本單位交付的本職工作之外的任務所

做出的發明創造；(3)退休、調離原單位後或者勞動、人事關係終止後1年內做出

的，與其在原單位承擔的本職工作或者原單位分配的任務有關的發明創造。 

2.主要是利用本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所完成的發明創造為職務發明創造。本單

位的物質技術條件，是指本單位的資金、設備、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對外公開的

                                                                                                                                                        
號，24頁。 

26 馮曉青，企業知識產權管理，2012年，3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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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資料等。 

(二)存在的問題——範圍界定不合理 

雖然職務發明的指標一定意義上成為了衡量一國專利發展水平的標準，但是不

能為了追求高指標而盲目地擴大職務發明的範圍，將本應屬於非職務發明的科研成

果納入職務發明中，否則反而會打擊科研人員創新的積極性，從科技的長遠發展來

看弊大於利。現行立法對職務發明的範圍界定有過大之嫌。在《專利法》及《專利

法實施細則》確定的職務發明中，沒有爭議的是履行單位的任務所完成的發明，包

括本職工作中完成的發明和履行單位在本職工作之外分配的任務所完成的發明。離

職後1年內做出的和主要利用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做出的職務發明是否屬於職務發

明現在仍有爭議。具體分析如下： 

1.履行職務責任的職務發明 

(1)在本職工作中做出的發明創造 

單位和職工之間是一種雇傭關係，職工有義務完成勞動契約中約定的本職工

作，其履行本職工作所做出的發明創造理應屬於職務發明。應明確的是，本職工作

的範圍應該限定在發明人的職務範圍，即具體的工作責任、工作職責的範圍，而不

是單位的業務範圍，也不是個人所學專業的業務範圍27。在大型企業內部，專業分

工非常之細，職工各司其責，本職工作各不相同。職工很有可能在本職工作和職責

範圍之外，基於個人專業或者興趣對於與公司業務有關的領域進行研究並且取得成

果，如果將其一律認定為職務發明，無疑對發明人是不公平的。 

(2)履行本單位交付的本職工作之外的任務所做出的發明創造 

在本職工作之外，存在單位另外交付其他任務給職工的情況。單位另外交付給

職工的任務，是勞動契約的一種延伸，基於此而產生的發明創造應該被視為職務發

明。同樣需要明確的是，履行本單位交付的本職工作之外的任務所做出的發明創造

也應該有一定限制。 

 

                                                        
27 程永順，中國專利訴訟，2005年，1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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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類職務發明的共同點在於二者都是職工承擔的單位交付的工作任務而做

出的發明創造，不論這種工作任務是其本職工作內的還是本職工作外的。一言以蔽

之，履行單位交付的工作任務所做出的發明創造是職務發明。 

(3) 退休、調離原單位後或者勞動、人事關係終止後1年內做出的，與其在原單

位承擔的本職工作或者原單位分配的任務有關的發明 

在離開單位1年內做出的與原單位分配的任務有關的發明，雖然發明人已經離

開單位，但可能主要利用了單位的物質、技術資源，可能在離職前已經進行相關發

明工作，這個規定是為了防止發明人惡意侵占職務發明，在發明即將完成時，通過

離職的方式將職務發明變為個人所有。但問題是，在當今社會化分工越來越複雜的

趨勢下，很多人掌握了一門專業知識後即一直從事同一種職業，在離職後有極大可

能繼續從事相關研究，如果將離開原單位一年內做出的與原單位分配的任務有關的

發明全部賦予原單位，那麽對非惡意侵占原單位智力成果、在1年內付出了新的創

造性勞動的發明人和發明人的新單位是不公平的。有可能造成發明人為了避免發明

歸屬原單位，而故意拖延到1年以後的問題。這不論對調動發明人的積極性，還是

對促進新技術的產生和傳播都是不利的。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重新審視該制度下

的利益得失。以下具體從三種情況分析： 

其一是惡意侵占，通過權利歸屬的約定、競業禁止協議、侵犯單位的專利申請

權訴訟解決。對於惡意侵占職務發明，試圖以離職、退休等形式將職務發明占為己

有的行為，單位可以很好地預防，不需要通過法律直接賦予該項權利。在單位和勞

動者的關係中，單位處於強勢地位，並且其可以在訂立勞動合同時約定離職後的權

利歸屬、在分配給勞動者相關發明任務時約定離職後的權利歸屬、通過競業禁止協

議約定。與勞動者相比，單位可以採取多種有效手段防止其職務發明的流失，合理

利用現有制度即可很好的解決該問題。且如果真的出現發明人惡意侵占而單位沒有

做好有效防範的情形，單位還可以通過訴訟這種事後救濟手段予以解決。 

其二是離職後1年內做出的發明創造雖與原單位的本職工作有關，但是對離職

前並沒有著手進行研發的特定的發明創造。由於知識是有延續性的、是不斷積累

的，對職業的科研人員而言，離職後繼續在相關專業領域內進行研發是其最可能的

職業選擇，而其從事的工作內容很可能與原單位的本職工作有關。此時對於離職前

在原單位中並沒有著手進行研發的特定的發明創造，僅因與原單位的本職工作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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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將其界定為原單位的職務發明，對發明人和新單位都是不公平的，此類發明與原

單位並無關係，該發明應該歸發明人或者新單位所有。 

其三是與原單位的本職工作有關，並且在原單位時，發明已經開始著手研究，

離職1年後又通過繼續進行智力勞動產生新的智力成果的，把發明判定給任何一方

都有失公允，可以通過共同實施、按貢獻分享收益的做法解決該問題。現有司法解

釋對這一思路給予了肯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技術契約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

干問題的解釋》第5條規定：個人完成的技術成果，屬於執行原所在法人或者其他

組織的工作任務，又主要利用了現所在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物質技術條件的，應當

按照該自然人原所在和現所在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達成的協議確認權益。不能達成協

議的，根據對完成該項技術成果的貢獻大小由雙方合理分享。筆者認為，對此種情

況，可以直接適用該司法解釋，或者在制定職務發明條例時對此原則予以重申並且

進行細化。 

綜上，筆者認為以上三種情況都可以通過現有法律或者通過協議約定解決，因

此該條可以直接删除。如果要保留此條的話，也應該改變這種一刀切的做法，應該

區分具體的情形，修改的思路為：在離職1年內做出的、與其在原單位承擔的本職

工作或者原單位分配的任務有關的發明，若該發明在原單位任職期間已經完成，屬

於原單位；若該發明在原單位任職期間已經部分完成，離職後發明人又繼續進行智

力勞動、或者主要利用新單位的資源產生新的智力成果的，按照貢獻大小由雙方合

理分享；若該發明在原單位任職期間並未著手進行，屬發明人或者新單位。 

2.主要利用單位資源的職務發明 

對於主要利用單位資源完成的發明是否屬於職務發明理論上存在一定的爭議。

主要利用單位資源完成的非本職工作任務中的發明，從財產權勞動理論的角度，發

明人是付出創造性勞動的人，理應獲得財產權。但是從法經濟學角度分析，科斯定

理認為，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情況下，無論何種財產權配置方式取得的效果都是相同

的；但在交易成本不為零的情況下，財產權配置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因此法律在進

行財產權配置的時候應當選擇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方式。在通常情況下，單位不

可能無償向職工提供資源進行非職務發明，因此在單位和職工之間對發明所需資源

是存在交易成本的，如果把財產權配置給職工，將導致單位將職工利用單位資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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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提高，或者由於擔心職工創造的非職務發明與自己形成業務競爭而直接不允許

職工使用資源，這種財產權配置模式不論是對單位、對職工還是對整個社會科技的

進步都是不利的。因此相比而言，將財產權賦予單位，即規定主要利用單位資源完

成的發明屬職務發明並給予發明人相應的獎酬是更為效益的一種財產權配置模式。

因此，筆者認為此條的規定是合理的，但為了達到最大程度的利益平衡，還是應該

對主要利用單位資源的具體形式予以明確，並對此種情況下的例外情形予以排除： 

對於主要利用單位資源完成的發明，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技術合同糾紛案

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4條進行了進一步規定：「『主要利用法人或者其

他組織的物質技術條件』，包括職工在技術成果的研究開發過程中，全部或者大部

分利用了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資金、設備、器材或者原材料等物質條件，並且這些

物質條件對形成該技術成果具有實質性的影響；還包括該技術成果實質性內容是在

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尚未公開的技術成果、階段性技術成果基礎上完成的情形。但下

列情況除外：(一)對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供的物質技術條件，約定返還資金或

者交納使用費的；(二)在技術成果完成後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物質技術條件對

技術方案進行驗證、測試的。」 

(1)主要利用本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本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是指本單位的資

金、設備、零部件、原材料等物質條件或者不對外公開的技術資料等技術條件。主

要利用是指發明的完成全部或者大部分利用了單位的物質條件或者技術條件，並且

這些物質條件和技術條件對形成該發明具有實質性的影響。在技術成果完成後利用

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物質技術條件對技術方案進行驗證、測試的，並不是主要利用

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完成」發明，而是在發明已經實質完成以後對其進行驗證，

不屬對發明的形成有實質性影響，因此應該予以排除在職務發明之外。 

(2)主要利用物質技術條件，但對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供的物質技術條件，

約定返還資金或者交納使用費的，不屬職務發明。對於職工使用的單位的資源，單

位已經與職工約定了對價，那麽單位已經對員工使用其資源獲得了補償，不應該在

通過獲得該發明的相關權利取得補償，因此，此種情況下的發明為個人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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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草案》評析及建議 

1.職務發明範圍界定仍然存在問題 

《草案》第7條規定：「下列發明屬於職務發明： 

(一)在本職工作中完成的發明； 

(二)履行單位在本職工作之外分配的任務所完成的發明； 

(三)退休、調離原單位後或者勞動、人事關係終止後一年內做出的，與其在

原單位承擔的本職工作或者原單位分配的任務有關的發明，但國家對植物新品種另

有規定的除外； 

(四)主要利用本單位的資金、設備、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對外公開的技術

資料等物質技術條件完成的發明，但約定返還資金或者支付使用費，或者僅在完成

後利用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驗證或者測試的除外。」 

相較於現行法，《草案》對職務發明的範圍並未作大幅調整，第7條第3項的規

定仍然存在問題，上文對此以作論述並提出了修改建議，在此不再贅述；第7條第4

項結合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的規定對例外情形進行了明確說明，值得肯定。 

2.增加了確認職務發明的程序性規定——職務發明報告制度 

如前所述及，重實體、輕程序是中國大陸現行職務發明制度的一個明顯缺陷。

對於職務發明的認定來說，僅規定職務發明的界定標準，而沒有配套的認定程序，

導致現實中大量爭議的出現。因此，《草案》借鑒了德國《雇員發明法》中的職務

發明認定的程序性規定。德國的職務發明制度主要由專門法《雇員發明法》予以規

定。德國早在1957年就制定了《雇員發明法》，2009年德國《專利法簡化及現代化

法案》對其做了最新的修改。作為以嚴謹著稱的大陸法系國家，德國設計了一套完

善的報告制度予以規範。德國法規定，雇員在完成發明後，無論是職務發明還是自

由發明，都有立即向雇主進行書面報告的義務。對於職務發明的報告，雇主應該在

收到後的4個月內做出是否對其主張權利的聲明；若未做出聲明但直接使用該項發

明，視為做出承認其為職務發明的聲明；若4個月內未做出聲明，也未使用該發明

的，法律擬制其發出了承認其為職務發明的聲明，雇主仍然獲得相應權利。對於自

由發明的報告，雇主應在收到後3個月內判斷其是否為職務發明並且提出異議。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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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雇員未履行報告的義務的情形，雇主可以對於其知情權以及遭受的損失等對雇員

提起訴訟28。 

《草案》在第三章中從第10條到第13條新增了職務發明報告制度，用以在程序

上確認發明人所完成的發明是否為職務發明。《草案》規定，除單位另有規定或者

與發明人另有約定外，發明人完成與單位業務有關的發明的，應當自完成發明之日

起2個月內向單位報告該發明。發明由兩個以上發明人完成的，由全體發明人共同

向單位報告29。發明報告應當包括、發明人的姓名、發明的名稱和內容、發明為職

務發明還是非職務發明及其理由、發明人認為需要說明的其他事項30。發明人主張

其報告的發明屬非職務發明的，單位應當自收到報告之日起2個月內給予書面答

覆；單位未在前述期限內答覆的，視為認可該發明為非職務發明31。單位在書面答

覆中主張報告的非職務發明屬於職務發明的，應當說明理由。發明人在收到單位的

答覆之日起2個月內提出書面反對意見的，雙方可以通過協商、調解、訴訟、仲裁

解決爭議；未提出反對意見的，視為同意該發明為職務發明32。通過以上條款，

《草案》對正常的職務發明報告、非職務發明報告及認定、有爭議的情形及處理進

行了規定，建立了相對完善的職務發明認定程序，值得充分肯定。筆者認為在此基

礎上，還可以借鑒德國關於發明人應該報告而沒有報告的責任的規定，對於職務發

明人未履行報告的義務的情形，單位可以對於其知情權以及遭受的損失等對發明人

提起訴訟。 

二、權利的歸屬 

(一)現行法對職務發明權利歸屬及行使的規定 

2008年《專利法》第6條對職務發明權利歸屬做了以下規定： 

「職務發明創造申請專利的權利屬於該單位；申請被批准後，該單位為專利

                                                        
28 德國《雇員發明法》第5~12條，世界知識產權組織，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 

file_id=126211，最後瀏覽日：2013年5月30日。 
29 《草案》第10條。 
30 《草案》第11條。 
31 《草案》第12條。 
32 《草案》第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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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 

非職務發明創造，申請專利的權利屬發明人或者設計人；申請被批准後，該發

明人或者設計人為專利權人。」 

現行《專利法》及《專利法實施細則》對於職務發明僅原則性地規定了職務發

明創造申請專利的權利及專利權屬於單位，但是對於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的行使並

沒有做出具體的規定，這就導致了權利行使方面出現諸多問題，比如單位不申請專

利、放棄申請專利、不實施職務發明時應該如何處理，在現行法下這些問題的解決

沒有法律依據。 

(二)對《草案》的評析及建議 

1.明確發明人和單位的權利義務 

《草案》第8條對權利歸屬做出了進一步細化的規定，明確發明人和單位各自

的權利：對於職務發明，單位享有申請知識產權、作為技術秘密保護或者公開的權

利，發明人享有署名權以及獲得獎勵和報酬的權利。對於非職務發明，發明人享有

署名權和申請知識產權或者作為技術秘密保護或者公開的權利。 

同時，《草案》第17條對發明人和單位的義務做出了規定：發明人對其完成的

職務發明負有保密義務，未經單位同意不得公開該發明，也不得私自申請知識產權

或者向第三人轉讓。單位對向其報告的非職務發明負有保密義務，未經發明人同意

不得公開該發明，也不得以自己的名義申請知識產權或者向第三人轉讓。 

《草案》不再籠統地規定職務發明申請專利的權利和專利權屬於單位，而是規

定單位享有對該職務發明進行任意處置的權利，包括申請知識產權、作為技術秘密

保護或者公開的權利，單位可以根據其戰略發展需要做出選擇，此種規定較現有法

律相比外延更加周全，更具科學性。同時，在此條中增加了對發明人享有的署名權

及獲得獎酬權的規定，雖然現有法律亦有發明人權利的規定，但在同一法條中強調

雙方的各自的權利，此安排體現了對雙方利益的重視，體現了利益平衡原則的要

求。 

2.增加了關於權利行使及其程序的規定 

權利的行使是權利的一個重要方面，現行法沒有關於職務發明的權利行使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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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這種缺失造成了現實中職務發明權利的行使或者不行使都出現許多爭議，

《草案》顯然意識到了此問題，因此增加了關於權利行使及其程序的規定。 

(1)單位有權選擇如何行使權利 

單位有權選擇對職務發明通過以下三種方式行使權利：申請知識產權、作為技

術秘密保護或者予以公開。之所以要對權利行使方式及自由選擇的權利做出規定，

是因為在特定的企業知識產權戰略中，有的發明可能申請知識產權對企業較為有

利，有的可能作為技術秘密保護對企業發展更為有利。企業可以根據自身的情況及

戰略做出選擇。對於單位的決定，發明人應該予以配合。因此《草案》第14條規

定：單位應當自發明人報告職務發明之日起6個月內決定是否在國內申請知識產

權、作為技術秘密保護或者予以公開，並將決定書面通知發明人。 

(2)單位不對權利行使方式做出選擇的情況 

當職工完成職務發明並向單位報告後，單位應當及時地對此發明創造的後續發

展做出決定，否則可能延誤技術發展的時機。但是對於單位對此職務發明的權利行

使方式不做出決定時，將該職務發明作為技術秘密保護較為合理，因為此時作為發

明人的職工，可能並不能從全域上考慮企業戰略，有可能從個人利益出發希望企業

申請知識產權。單位對其職務發明應當有自主決定權，單位既可以再後期繼續申請

知識產權，也可以做出是否繼續保密的決定。《草案》第14條規定：單位未在6個

月內將其決定通知發明人的，發明人可以書面催告單位予以答覆；經發明人書面催

告後1個月內單位仍未答覆的，視為單位已將該發明作為技術秘密保護，發明人有

權獲得補償。單位此後又就該發明在國內申請並獲得知識產權的，發明人有權獲得

獎勵和報酬。筆者認為《草案》增加的此規定既考慮到單位的利益，又考慮到發明

人的權利，同時在程序上保證了雙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實現，此修改較為合理，值

得肯定。 

(3)單位放棄或者轉讓知識產權申請權或者知識產權的情況 

在職務發明做出後，單位明確做出決定放棄知識產權申請權或者知識產權的決

定，或者單位意圖轉讓知識產權申請權或者知識產權，由於發明人在研發過程中付

出了大量的智力勞動，同時發明人對此成果最為瞭解，因此當單位放棄專利申請權

或者專利權時，應當賦予發明人優先獲得該發明的專利申請權或專利權。當發明人

放棄這種優先權時，單位才可以放棄申請或者職務發明的知識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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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單位意圖放棄的情況，《草案》規定：單位擬停止職務發明的知識產權申

請程序或者放棄職務發明的知識產權的，應當提前1個月通知發明人。發明人可以

通過與單位協商，有償或者無償獲得該職務發明的知識產權申請權或者知識產權。

單位應當積極協助辦理權利轉移手續。協商不成的，可以通過調解、訴訟或仲裁解

決爭議。發明人依照前款規定無償獲得有關權利後，單位享有免費實施該職務發明

或者其知識產權的權利33。針對單位意圖轉讓的情況，《草案》規定：單位擬轉讓

職務發明的知識產權的，發明人享有在同等條件下優先受讓的權利34。 

筆者認為《草案》的此種規定，在邏輯上存在問題：既然單位意圖放棄知識產

權申請權或者知識產權，說明單位拋棄了該項權利的期待利益，那麽他人應該無償

獲得；如果發明人有償獲得該權利，那麽則是單位有償地轉讓了該權利，應該納入

到單位意圖轉讓的情況下，而非單位意圖放棄的情形。因此，筆者建議《草案》的

修改思路為： 

「單位擬停止職務發明的知識產權申請程序或者放棄職務發明的知識產權的，

應當提前一個月通知發明人。發明人可以通過與單位協商，無償獲得該職務發明的

知識產權申請權或者知識產權，單位應當積極協助辦理權利轉移手續，單位享有免

費實施該職務發明或者其知識產權智慧財產權的權利。單位擬轉讓職務發明的知識

產權申請權或者職務發明的知識產權的，應當提前一個月通知發明人。發明人享有

在同等條件下優先受讓的權利。協商不成的，可以通過調解、訴訟或仲裁解決爭

議。」 

(4)國有單位不實施職務發明的情況 

為了促進職務發明所取得的知識產權或技術成果等的實施，中國大陸現行《科

技成果轉化法》對促進國有單位的科技成果包括職務發明的實施做出了規定。《草

案》對其進行吸收，專設「促進職務發明的知識產權的運用實施」一章，對促進國

有單位和非國有單位的職務發明的實施進行了規定。對國有單位獲得的知識產權，

3年內無正當理由既未自行實施或者作好實施的必要準備，也未轉讓和許可他人實

施的，發明人在不變更職務發明權屬的前提下，可以根據與單位的協議自行實施或

                                                        
33 《草案》第16條。 
34 《草案》第2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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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許可他人實施該知識產權35；將國有企事業單位落實職務發明制度的情況納入其

負責人業績考核範圍36。對包括非國有單位在內的所有單位，國家對職務發明的收

益及獎懲實行稅收優惠政策37；將落實職務發明制度的情況作為單位的考核或者評

定因素38；國家設立基金，促進利用財政性資金設立的科學技術基金項目和科學技

術計劃項目形成的職務發明的運用實施39。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區分，是因為國有單

位的職務發明的所有權是國家，國家有權對其進行處置，包括規定3年無正當理由

不實施的知識產權的可以協議由發明人實施。但對於非國有的一般企事業單位，一

方面知識產權是私權，國家不應過分的干涉所有人對其的處置行為；另一方面，協

議由發明人實施可能給單位的經營造成巨大的影響，造成利益的失衡。因此筆者認

為《草案》在此處的規定是合理的。 

3.擴大了協議確定權利歸屬的範圍 

現行法雖然規定了協議優先，但對協議範圍進行了限制。2008年《專利法》第

6條規定：利用本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所完成的發明創造，單位與發明人或者設計

人訂有契約，對申請專利的權利和專利權的歸屬做出約定的，從其約定。該規定僅

針對利用本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所完成的發明創造，不包括執行本單位的任務所完

成發明創造。專利權本質上是一種私權，雇傭關係也是一種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法

律關係，雙方自然應該有權對雇傭關係的內容做出約定，專利權是雇傭關係中的一

部分，將其權利歸屬的可協議範圍進行限制是不符合私權性質的，因此，《草案》

第9條規定：單位與發明人可以就與單位業務有關的發明申請知識產權、作為技術

秘密保護或者公開的權利歸屬進行約定。該規定取消了現行法對協議範圍的限制，

筆者認為是值得肯定的。 

                                                        
35 《草案》第30條。 
36 《草案》第32條。 
37 《草案》第31條。 
38 《草案》第32條。 
39 《草案》第3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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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務發明人的獎酬制度 

(一)現有獎酬制度 

2008年《專利法》：被授予專利權的單位應當對職務發明創造的發明人或者設

計人給予獎勵；發明創造專利實施後，根據其推廣應用的範圍和取得的經濟效益，

對發明人或者設計人給予合理的報酬。具體來說，中國現行法對職務發明人實行的

是「一獎兩酬」的制度，「一獎」是指職務發明的獎金，「兩酬」是指職務發明專

利的實施提成和職務發明專利的許可提成。根據2010年《專利法實施細則》的規

定，在獎金方面：一項發明專利的獎金最低不少於3,000元；一項實用新型專利或者

外觀設計專利的獎金最低不少於1,000元40。在報酬方面：一是職務發明的實施提

成：在專利權有效期限內，實施發明創造專利後，每年應當從實施該項發明或者實

用新型專利的營業利潤中提取不低於2%或者從實施該項外觀設計專利的營業利潤中

提取不低於0.2%；二是職務發明的轉讓提成：被授予專利權的單位許可其他單位或

者個人實施其專利的，應當從收取的使用費中提取不低於10%，作為報酬給予發明

人或者設計人41。對於獎金和報酬，發明人和單位可以進行約定，沒有約定的按照

上述法定數額發放。 

(二)存在的問題 

職務發明人的獎酬制度，作為激勵發明人創造的積極性、平衡發明人和單位之

間利益的重要手段，在職務發明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結合前面的討論和上述規

定可以進一步總結中國大陸現有獎酬制度存在以下突出問題：其一是獎酬標準較

低，獎金數額和提成比例都較低，難以激發發明人創造的積極性；其二是發明人在

雇傭關係中處於弱勢地位，信息的不對稱導致發明人難以甚至無法獲知單位的實際

實施或者轉讓收入，造成法定比例的提成很難落到實處；其三是現行法僅規定職務

發明在被授予專利權後發明人可以獲得獎勵和報酬，忽視了作為商業秘密保護和公

開了的情況下發明人的報酬權。 

                                                        
40 2010年《專利法實施細則》第77條。 
41 2010年《專利法實施細則》第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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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草案》的評析及建議 

針對職務發明人的獎酬制度中存在的問題，《草案》專門制定「職務發明的獎

勵和報酬」一章來對獎酬制度進行規定，主要包括以下內容：獎酬的基本原則、確

定獎酬的因素、支付期限、發明人的知情權、無約定情況下獎酬的最低標準、特殊

情況下的權益保障。 

1.增加限制職務發明人法定權利的約定無效規定 

將協議優先作為確定獎酬的基本原則，發明人和單位可以就獎酬的程序、方式

和數額進行約定，為了保證獎酬制度不被架空，《草案》規定任何取消或者限制發

明人根據職務發明條例享有的權利的約定和規定無效。 

2.提高法定獎酬的最低標準 

對職務發明的獎金，考慮到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工資水平的差異，《草案》

採取了以該單位、該職位的平均工資確定獎金的辦法，規定單位未與發明人約定獎

勵的，對獲得發明專利權或者植物新品種權的職務發明，給予全體發明人的獎金總

額最低不少於該單位在職員工月平均工資的兩倍；對獲得其他知識產權的職務發

明，給予全體發明人的獎金總額最低不少於該單位在職員工的月平均工資。 

對職務發明的實施提成，《草案》增加了報酬的提取方式，也將報酬比例進行

了上調：可以從實施職務發明的營業利潤中提取，提取比例為發明專利權或者植物

新品種權不低於5%，其他知識產權不低於3%；也可以從實施職務發明的銷售收入

中提取，提取比例為提取比例為發明專利權或者植物新品種權不低於0.5%，其他知

識產權不低於0.3%；可以參照前兩項計算的數額，根據發明人個人工資的合理倍數

確定每年應提取的報酬數額；也可以參照前兩項計算的數額的合理倍數，確定一次

性給予發明人報酬的數額。為了平衡發明人和單位的收益，《草案》也對單位的利

益做出了保障，規定上述報酬累計不超過實施該知識產權的累計營業利潤的50%。 

對職務發明的轉讓提成，《草案》亦將提成比例上調到了20%，規定單位未與

發明人約定也未在其依法制定的規章制度中規定職務發明的報酬的，單位轉讓或者

許可他人實施其知識產權後，應當從轉讓或者許可所得的淨收入中提取不低於

20%，作為報酬給予發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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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加對發明人知情權的規定 

知情權的缺失、信息的不對稱是造成職務發明人的報酬得不到落實的重要原

因，因此《草案》增加了關於發明人知情權的規定：單位自行實施、轉讓或者許可

他人實施職務發明獲得經濟效益的，應當將所獲得經濟效益的有關情況通知給發明

人。但是該規定仍然是原則性較強，操作性不足。筆者建議將知情權落實到具體的

發明人權利上，增加規定當單位自行實施、轉讓或者許可他人實施職務發明後，發

明人有查閱單位的會計帳目、營業利潤、銷售收入、許可或轉讓合同等材料的權

利。 

4.增加對作為商業秘密保護的職務發明之補償 

對職務發明，單位有申請知識產權、作為技術秘密保護或者公開的權利，對於

獲得知識產權的職務發明，發明人有權獲得獎勵和報酬；作為技術秘密保護的職務

發明，發明人同樣投入大量的智力勞動，取得了成果，其付出也應該獲得相應的報

酬。基於此，《草案》規定單位決定對職務發明作為技術秘密予以保護的，應當參

照「職務發明的獎勵和報酬」一章的規定向發明人支付合理的補償。然而，此條規

定也極為籠統，因為技術秘密和專利權，無法劃分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也

就無法適用專利的獎酬標準，因此筆者建議對該條進行細化的規定。 

伍、結 論 

職務發明制度是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之重要內容之一。該制度的核心在於通過合

理調整發明人與單位之間的利益關係，激勵職務發明活動以及職務發明成果的推廣

運用，從而促進技術創新和國家創新能力的提高，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國大陸職

務發明制度始於1984年《專利法》的頒布，伴隨專利法的數次修改，職務發明制度

也在不斷修改完善中。總體上，中國大陸的職務發明制度是不斷發展、不斷完善

的，值得肯定。但是，其仍然存在規定較為原則，缺乏可操作性，重實體、輕程

序，獎酬制度不完善阻礙發明人的積極性等問題，亟待解決。為此，國家知識產權

局發布了《職務發明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正式啓動了中國大陸為職務

發明制度制定專門法律的進程。作為規範職務發明制度的專門法，《草案》從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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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利歸屬、發明的報告與申請知識產權、職務發明的獎勵和報酬、促進職務發明

的知識產權的運用實施、監督檢查與法律責任等方面構築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法律體

系，值得充分肯定。但是《草案》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好在其尚未定稿，仍處於徵

求意見的階段，希望筆者建議對其完善有所裨益，對其他國家和地區關於職務發明

制度完善也有一定的參考和借鑒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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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主 題 

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步驟、邏輯及法律原則。 

乙、關鍵字 

申請專利範圍、先前技術解釋、文義解釋、先前技術、習知技藝、內部證據、

外部證據、辯論主義、claim。 

丙、研議動機 

在專利申請之審查階段及核准後之侵權審判階段，當進行專利有效性分析及侵

權分析時，邏輯上均應先解釋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以確定疆界並據以比對

（前案或對象物），因此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方法論，即具有相當重要性，且一併

適用於智慧財產局及法院。智慧財產法院對於此議題已累積相當多案例經驗，期待

藉由本次論壇的討論，能夠獲得各位先進寶貴的意見。 

丁、參考資料 

茲舉下列13件智慧財產法院判決做為參考 

1. 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專上字第3號民事判決 

2.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上字第10號民事判決 

3.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上字第53號民事判決 

4.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12號民事判決 

5. 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12號民事判決 

6.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6號民事判決 

7.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上易字第19號民事判決 

8.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上字第43號民事判決 

9.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訴字第103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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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6號民事判決 

11. 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上字第70號民事判決 

12.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8號民事判決 

13. 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199號民事判決 

戊、討論題綱 

一、進行解釋所引用參考文獻之時間點 

學理上而言，解釋申請專利範圍必須以申請當時之技藝水準為基礎、前提，來

進行解釋，因此若需使用外部證據、文獻，其發表日期應係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

者，始較適當。據搜尋，判決實務對此似未明確表示法律見解，不過根據判決事實

欄及理由欄之內容反推，可發現法院似未堅持所引用之外部文獻必須早於申請日

者，則我國對於時間點的法律見解，以何者為適當？ 

二、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目的 

法院或專利審查機關進行申請專利範圍解釋時，係為確立申請時之客觀範圍，

以求保護第三人之信賴利益？抑或確認申請權人主觀意圖之範圍？ 

三—1、進行解釋時參酌說明書（「得」或「必要時」）之時機及條件 

1. 92年2月6日修正第56條（現行法58條），將「必要時得參酌說明書」之「必

要時」刪除，修法理由為：「第三項修正。按發明專利權範圍以說明書所載

之申請專利範圍為準，申請專利範圍必須記載構成發明之技術，以界定專利

權保護之範圍；此為認定有無專利侵權之重要事項。在解釋申請專利範圍

時，發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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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應僅被作為指南參考而

已，實應參考其發明說明及圖式，以瞭解其目的、作用及效果，此種參考並

非如現行條文所定『必要時』始得為之，爰參考歐洲專利公約第69條規定之

意旨修正為『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得審酌發明說明及圖式』，以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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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2. 據此，新、舊法關於進行解釋時，在何等條件下應參酌說明書及圖示，規定

有所不同。 

3. 法院審理案件時，應適用系爭專利核准時之專利法（受「必要時」之限

制）？或應適用現行法？若適用核准時之專利法，如何界定「必要時」？ 

三—2、有關內部及外部證據之區別 

解釋申請專利範圍得審酌內部證據及外部證據，兩者並有優先順序之關係。一

般而言，原告方傾向盡量以說明書為準；被告方則傾向補充外部證據。是以，基於

何等條件、要件，法院得判斷內部證據不足，而應補充以外部證據？適用外部證據

時，是否應就何以內部證據有未足之處，於判決理由欄論列理由？ 

四、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有無辯論主義之適用 

判決實務上常見針對特定申請專利範圍之特徵，原告主張應解釋為A，被告主

張應解釋為B，但法院認定應為C，理由為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係法律問題，不受辯論

主義之適用。個案上亦見，兩造對於特定特徵之解釋意見相同，惟法院認為應解釋

為不同結果者。法院或專利審查機關應否受當事人就申請專利範圍主張之拘束？若

法院或專利審查機關得不受當事人意見之拘束，則應透過何等程序闡明並公開心

證，使當事人得有辯論攻防機會？ 

五、解釋文義範圍應否迴避習知技藝？ 

在侵權分析階段若適用均等論，則被告方得主張先前技藝阻卻，此為均等論之

適用問題。判決實務認為在解釋文義範圍時，被告方不得要求被解釋後之範圍應迴

避習知技藝，易言之，單一請求項的部分特徵，可能與習知技藝重疊。然亦有判決

實務認為根據「專利解釋有效性原則」，解釋時應避免與習知技藝重疊，以求被解

釋後之範圍具有可專利性。兩者何者為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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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會議紀錄 

蔣大中理事長： 
非常謝謝各位來參加這次的論壇，關於專利法的論壇是第一次舉辦，公會其實

是希望透過這個論壇的舉辦建立一個橋樑，把智慧局、法院、學者跟我們實務界的

意見，能夠在這個平台上，大家做一個交換。這個論壇的設計基本上是一個閉門的

會議，但是就我們整個討論的過程跟結論，會透過專利師公會的網站、季刊來對外

發表，也能夠讓其他的人一起來參加。因為我們今天沒有多少人，是不是就由我幫

各位簡單介紹一下，我們非常謝謝智慧局的顏科長跟周科長，他們都是專三組的科

長，非常謝謝！那接下來是汪漢卿汪審判長，汪審判長在智慧財產法院有很長的時

間，從設立開始後一直到現在，從我們實務界來看，汪法官是一個很勤奮的法官，

是很特別也很令人敬佩的，也非常感謝汪法官今天撥冗來參加這個會議，那接下來

是李素華老師、黃銘傑老師，黃老師在台灣大學，李老師在台北大學，謝謝，讓你

們在百忙之中撥冗過來。那接下來我來介紹我們公會這邊，首先介紹我們程凱芸程

專利師，她是專利實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因為跟專利實務有關，所以特別請她來

出席，那在我左手邊的是張哲倫張律師，他是我們公會的秘書長，基本上這個論壇

都是由我們秘書處來主辦，都是由張哲倫張律師來負責籌辦，我們會根據不同的主

題，請我們內部的實務委員會來協助，能夠彙整我們實務界的意見，另外在我左手

邊有兩位副秘書長，一個是林景郁副秘書長，一個是涂綺玲涂副秘書長，因為是由

秘書處主辦，所以我們就請兩位副秘書長一起出席及參加討論。在這次的活動以及

將來的活動，原則上我們會請台北大學的同學來協助記錄，非常謝謝台北大學的同

學能夠協助我們，記錄其實是一個非常浩大的工程，因為大家的時間都不允許，所

以特別拜託李老師，幫我們安排由三位同學來幫做記錄。我想簡單的開場白就到這

邊，接下來是不是就請我們張律師幫我們做個背景介紹以及介紹今天的主題。 

張哲倫秘書長： 
我們挑了幾個判決作成會議資料，也特別謝謝台北大學跟李老師的幫忙，因為

其實挑判決花很多時間，我們在判決裡面整理了幾個討論主題，共同的主題就是申

請專利範圍的解釋，只是在判決搜尋時，只針對某個主題找了一些判決，但是我們

搜尋過程有遺漏或是有其他見解不同或是更好的判決也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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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判決的主題會先放這三個提綱，第一個提綱就是我們在進行解釋專利申請

範圍解釋的時候，參考文獻的時間點，因為審查基準是有說，其實是在界定申請日

當時的技藝的發明，但是我們在法院的實務上，有時候當事人希望法官參考filing 

date之後所發表的文獻，到底是可以或不可以呢？我們後面也會看到有判決說，在

解釋claim裡面的一個名詞的時候，當事人會希望用字典，會不會有人注意到字典的

發表日期是早於或晚於filing date？像這樣的問題，我個人的搜尋還有幾位台北大學

同學協助，我們找到的判決，好像並沒有法院特別去把它講清楚，說出不能用時間

點之後的、以及為什麼一定要用時間點之前的一個學理基礎，這是我們希望第一個

討論的問題。 

第二個討論題目則是，到底我們站在法院的立場來解釋專利申請範圍的時候，

是為了當事人的目的，還是也有考量公益？如果有一個term，原告跟被告都跟法官

講說，這個term就是這個意思，我們兩造都不爭執，法官可不可以說，我不管你們

不爭執，因為我覺得不是這個意思，所以我要解釋成另外一種，如果是這種立場的

話，就是說，在民事訴訟跟行政訴訟會不會有區別？因為在行政訴訟的時候，假設

我今天去IPO舉發，IPO做成一個審定的處分，任何人拿去行政訴訟，通常行政訴訟

審理的法官，在審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問原告，你對這個行政處分不滿的是部分還

是全部？你可以表明你行政訴訟起訴的範圍。我們舉個例子，像是組合發明的話，

一個claim裡面有5個features，如果說舉發不成立是因為只有3個features被揭露，還

有2個是創新的，原告可以跟法官講說，我只要審IPO認為那兩個還有進步性的部

分，其他IPO認為沒有進步性的，我不起訴。那如果按照我剛才講的，有的判決是

認為說，我不管你當事人爭不爭執，解釋是我的職權，是法律問題。在行政訴訟其

實被告機關跟原告之間也沒有權利去協議什麼事情，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的解釋大概

也沒有，這是我個人的想法。這個會牽扯到另一個問題就是說，我們大部分在專利

師公會的從業人員，除了法院之外，更多的接觸面是智慧局，跟智慧局也一樣，解

釋完成後跟前案比對看可不可以核准你專利，你解釋完才可以在法院跟被控物比對

看有沒有侵權。相對於法院有非常多的判決在探討怎麼解釋，我們也想今天特別來

請教智慧局在審查專利的時候，會不會在面詢的時候跟申請人說，你的claim寫成這

樣，經過我的解釋我解讀成這個樣子，跟我解讀完之後的prior art來相比，我認為你

是否有拿到專利的機會，智慧局內部在申請階段或審查階段是如何看待申請專利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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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解釋，這也是我們今天特別想要討論的。 

再來就是，專利法在民國92年修法的時候，本來是「必要時得」參酌說明書，

後來變成「得」參酌說明書，到底「必要時」跟「得」，因為站在原告的立場，原

告都是希望法官只要看claim就好了，站在被告的立場，被告巴不得法官還要去看說

明書，還要去看字典，還要去看很多很多其他的東西，把範圍變得越小越好。關於

這個主題，我們能夠看的判決是這三個，第一個是98年民專上3號，這裡我特別簡

單的說一下，它當然是在講怎麼解釋，說明書裡面只有一個槽座，說明書沒有告訴

我們這個槽座的個數，對不起，claim裡面只有槽座，claim沒有告訴我們槽座的個

數，說明書裡面有槽座的個數，法院的解釋就是，你不能把說明書裡面有關槽座的

個數解釋進來，就是不能用圖示跟實施例來限制claim，這是這個判決的見解，它明

確的告訴我們，說明書的東西不會變成claim多餘的限制。100年民專上10號，它告

訴我們的就是常見美國判決中recite跟read into的表達，它說92年修法後就變成得參

酌，必須要原原本本地列述，不可以讀入，除非含混或不明確時，才可以看說明書

的文字。但我要特別跟各位先進報告的就是，這個判決它已經告訴你，它用的是92

年後的新法，換句話說，那時候新法56條沒有「必要時」，就是「得」，我們今天

特別想就教的問題就是，萬一系爭專利核准時的法律是有「必要時」，萬一新專利

是沒有「必要時」只有「得」的時候，會不會對你要不要看說明書有不同的限制？

那如果是沒有「必要時」，就是「得」的話，為什麼在這個判決裡面它又告訴你

說，新法就是「得」，根本不用討論必不必要，為什麼它要告訴我們說有含混或不

明確時才可以去看，法院是怎麼界定「含混或不明確」？IPO在審查的時候又是怎

麼界定含混或不明確？或者是這樣講，當法院或IPO認為有必要看說明書時，是否

要先交代基於什麼原因我認為不明確，基於什麼原因我認為含混？需不需要處理這

個過程，我們特別想要了解，這個判決有點出來這個問題，但是特別想要討論的

是，在運用上有什麼差別。 

再來就是我剛談到辯論主義的問題，這邊有兩個判決的意見不是特別一樣，第

一個是100年民專上53號，這裡告訴我們，譬如說有關申請專利範圍的解釋是法律

問題，如果兩造有爭執的時候，法院要依職權認定，這是告訴我們第一件事情，解

釋後確定範圍後，我去跟系爭產品比對有沒有侵權是事實問題。講到這裡我就有兩

個問題，如果解釋是法律問題，兩造有爭執時，那我們的法院允不允許，我先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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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事訴訟，我們的當事人對一個claim term可以不爭執，因為這個告訴我們說，如

果兩造有爭執，法院要去認定，那兩造不爭執的時候法院可不可以接受或受其拘

束？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說，比對的時候是事實問題，我自己個案上的

經驗是，我們在法院的時候，如果我今天是原告的立場，我很擔心我的專利有弱

點，被告律師會把它點破，那我就要去防守，可是被告律師對我太好了，他就一直

不來攻擊我的弱點，因為訴訟嘛，對造律師不攻擊，我不可能主動告訴法官說我們

有弱點，通常有時候不小心會被認真的技審官發現你這個地方有個問題，提出來討

論，那就破功了。如果認定侵權是事實問題，通常在法官或技審官沒有把它挑出來

的時候，可不可以提問，我說在侵權比對的時候，如果原告這個案子明明不應構成

侵權，因為有很棒的不侵權的理由，可是被告律師就是不答辯那個理由，很明顯你

只要講出來就構成不侵權，但被告律師就是不講，法官跟技審官在這個情況，可不

可問原告一個問題說請問你怎麼解釋這個元件跟那個東西在比對的時候有沒有合致

性的問題，可不可以？如果是事實問題，好像不行，那為什麼我們常常會看到？這

也是我想要就教及就這個判決能夠作的討論。下一個判決是100年民專訴103號，提

到一個概念，原告同意被告的解釋，對於一個claim term，兩造有同意的解釋，但是

對於這個解釋，法院說這是法律問題，沒有辯論主義的適用，本院仍「應」就此進

行解釋。這個判決告訴我們就是說，這當然是民事訴訟，我（法院）就是要解釋，

我不管你們當事人同不同意，如果各位去看判決理由，去看全文的話，法官的解釋

是相異於兩造不爭執的內容。在這裡我想向各位就教的問題就是為什麼，為什麼在

一個民事訴訟裡面，在一個專利訴訟裡面，法院有沒有必要基於公益去考量到這樣

的程度，如果有的話，學理基礎是什麼？如果沒有的話，真的有這麼多缺點嗎？因

為我們現在規定的民事訴訟，不管是贏或輸都是相對效，就是說A告B，因為B的答

辯很不好，所以A贏了，那這個贏的效果不會及於B以外的人，法院在這邊一定要去

介入，它背後的基礎是什麼？這個相對於前面那個問題，當事人有爭執的時候我要

不要介入解釋，這兩個判決見解之間又應該如何的協調，以後我們在法院去處理的

時候又應該怎麼樣去預判程序要怎麼進行，這是我們在這兩個判決想要討論的。 

以下會有很多判決都是要談到內部證據跟外部證據的問題，幾個判決都談到法

院在講原則的時候，先內部再外部，內部明確不看外部，這都講得很清楚。可是特

別去看了事實欄，法院在適用的時候是不是真的如此就是一個問題了。我在讀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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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威著作的時候，他們的學者也在罵，他們在批評CAFC，就是講一套做一套，

講的時候是這樣，但適用的時候卻往往跳過去。在這裡，特別下面它就說，有沒有

系爭專利第1項，它在解釋第1項「熱塑性薄膜」，前面先說內部明確就不要外部，

結果判決第一個看的是大辭典，大辭典裡面是什麼意思，接著又看說明書，重點是

這兩個字「綜合」，「綜合」大辭典跟說明書，這個是我們特別有興趣就教於各位

的，如果真的內部優先於外部，內部清楚不用外部，其實沒有「綜合」可言，那為

什麼在這裡綜合？綜合的理由是什麼？法院有沒有特別去交代，說這邊有特別不清

楚或是含混或有疑義？到底什麼時候要看說明書，或甚至是跳過說明書直接去綜合

外部證據？在這個案子裡面，我們看到結果是這樣子，但好像沒有看到特別的說

明。這個是99年上更(一)字12號，它就更強烈的去執行了一個意志，特別去找它的

判決理由欄裡面的事實，它就說有一個東西，這個東西不是本件的內部證據，「不

應」作為解釋這個專利的基礎，這是我看到相對嚴格的，那如果按照這個見解，看

到上一頁那個判決，大辭典不能引入，這很嚴格，是為什麼，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考

量？這是另外一個判決，它一樣在前面把解釋的rule講出來以後，在後面事實比對

分析的時候，它先說，上訴人講什麼，被上訴人講什麼，然後他就直接跳到第5圖

跟說明書第7頁，然後最後的結論是說，這裡面有個詞叫做「軸」，齒輪應該是固

定在釜軸中套管上，這前面加了幾個字「釜軸中套管」，結論是「釜軸中套管」我

的問題是，它並沒有告訴我們說是不是「含混不明確」、「必要時得」，進入說明

書的前提並沒有，就是直接跳進去，這個真的是我們有時候比較容易confuse的地

方，法院什麼時候看說明書、什麼時候不看，什麼時候看字典，什麼時候內部就構

成，外部連進入的資格都沒有？這是今天關於內部、外部討論的重點。這個100年

上易19號，這一整頁都是在談法理，這一塊我想大家不會有問題，但是在適用上，

它這邊有一個claim，加入經緯度資料，轉換為地區時間，這邊是一個頓號，在這

個案子裡面，被告作的事情就是他沒有作加入經緯度資料的動作，他有另一個方法

作為轉換地區時間的GPS定位方法，有沒有構成侵權。經過法院去看說明書後認為

說，這個invention真正的概念是經由加入經緯度資料作為轉換地區時間的前提步驟

跟方法，所以這個頓號它解釋是「且」，一定要先這樣，然後才能得出這個結果，

專利權人說這個頓號不一定是這樣，因為在這個claim裡面是頓號，但在說明書的

描述裡面它轉換的結果是以加入經緯度而得來的。同樣的，這裡沒有特別去界定 



78  

專利師︱第十四期︱2013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說有含混或不明確才去看說明書，通常在很多案子裡，法院都會直接跳進去看說明

書，就此的問題是，在進入說明書是不是有一個必要的前提我們沒有去看到？100

年民專上43號也一樣，在抽象原則的時候特別談到內部不構成時才去看外部，這邊

有一個字是「膠凝層」，判決就先看說明書，然後它又去看了牛頓化學字典，我們

剛剛看到前面那個判決是「綜合」，那這個判決是告訴我們說「輔以外部證據」，

那在這裡我們看到一個combination，亦即「內部輔以（外部）」，但這跟前面（判

決）講的（內部）不行才要去（看外部字典），那判決要告訴我們怎麼區分，在這

裡它的先後順序跟關聯性又是什麼，我們其實對於「佐以」、「輔以」、「綜合」

這種言論，有時候沒有辦法判斷說現在到底標準是什麼。 

這是下一個議題，在解釋申請專利範圍的時候要不要去迴避掉先前技藝？因為

通常被告都會告訴法官說，它這個claim是寫成這樣，但是我找不到一個先前技藝是

這樣子的，這個先前技藝或許不足以打掉claim裡面的每一個feature，因為它必須對

應到每一個feature專利才會被打掉，雖然先前技藝可能不足以打掉每一個，但是有

這個先前技藝，所以這個專利至少在解釋的時候不能跟先前技藝重疊，才不會占用

到公知的客體，也是被告常見的抗辯。這個判決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先前技藝阻卻

是去限縮「均等範圍」，先前技藝阻卻不可以去限縮「文義範圍」，因為如果按照

專利侵害鑑定要點的流程圖，是先文義再均等，均等的時候才會審酌先前技藝阻

卻，所以順序是這個樣子。但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在解釋文義範圍的時候，如果看

到先前技藝，是要限縮它的文義範圍，還是一定要等到進入均等論的分析，藉由先

前技術阻卻的概念去限縮它的均等範圍？判決裡面也說，如果你真的要用先前技術

來打，用它來限制文義範圍是不行的，因為這時候你應該去打它專利的有效性，這

是這個判決的見解。這是另外一個判決，意思是一樣的，先前技術是公知，沒有辦

法讓專利權人藉由均等論而擴張他的範圍，它的意思也是，先前技術是均等論的問

題，不能拿來限制文義。這個是最高法院的判決，跟剛剛兩個判決一樣，最高法院

判決提到專利侵害鑑定要點，這個是我們從業人員比較confuse的一件事，我們稱專

利侵害鑑定要點為百慕達三角洲，變換無形，非常夢幻，尤其是對最高法院，你要

去跟最高法院上訴說二審判決違背法令，你如果寫判決違背專利侵害鑑定要點，一

定是上訴不合法，因為它不是法律，但最高法院發回的這一件的理由卻是：其實原

審符合這個要點，所以沒有問題。有時候我們在法院跟法官說，這個案子根據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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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樣，法官可以說我不受要點的拘束，既然不受要點拘束，上訴時說判決違背法

令當然也不行，但這個要點變成想拘束的時候就會跑出來，不想拘束法院的時候它

就會不見，尤其是在設計專利。我們會再開一個特別的座談會專題是關於設計專利

的侵權，這整部要點，我個人認為最值得討論的一環是設計專利侵權的鑑定。 

最後一個判決就是我們剛剛談到，到底先前技藝限不限制文義範圍？這個判決

告訴我們，若有多種解釋的可能，一種解釋會讓你的專利有效，其它會讓你的專利

無效，這時候我們應該採取有效的解釋，就是說如果有很強的先前技藝在前面，不

把它排除掉，解釋出來的文義範圍可能是無效的時候，這個判決說，這樣會違反憲

法15條保障人民的財產權，所以在解釋文義範圍的時候，應該要把先前技藝的範圍

排除掉，我們該怎麼看待這問題，先前技術跟解釋文義範圍的衝突該怎麼判斷。以

上說明。 

蔣大中理事長： 
非常謝謝秘書長跟我們做的介紹，接下來我們就進行討論，這次有五個提綱，

我想徵求一下與會貴賓的意見，我們是一個接一個討論還是混合在一起討論？那我

們就一個一個，我們有來自各個不同領域的貴賓，是不是在順序上我做一個斗膽的

建議，先請我們公會這邊就實務界的角度表示意見，接下來再請智慧局從主管機關

的立場，來看看主關機關是一個怎麼樣的想法，接下來再請汪審判長從法院的角度

來跟我們指教一下，最後我們再請兩位教授給我們最後的指導，這樣好不好？那如

果可以的話，是不是就請我們程專利師就第一個提綱來說明一下。 

一、進行解釋所引用參考文獻之時間點 

程凱芸專利師： 
不好意思，我在這裡是經驗最淺的，就斗膽隨便講幾句話，講錯話請不要見

怪。現在是申請專利範圍（參考文獻）引用的時間點，我是就prosecution的部分來

看，我們一般可以想像的是新的專利申請時，時間往後拉可能到專利核准時，因為

審查委員可能還在審，審查委員可能還有資料，甚至在侵權時，對造或專利權人都

會想要把時間再往後拉，希望能參考專利遭侵害時候的證據，因為他希望能夠找到

更多的證據。我就prosecution這部分來說，先不要講到後面的侵權問題，我們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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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委員對話時，就是申覆的時候，我想我們能夠採用的證據。如果我的經驗是正確

的，理論上審查委員能夠接受的也不過是申請前的（參考文獻），想用申請之後的

任何文獻來維持專利，不管是解釋或是先前技術，我想審查委員也不可能會接受。

所以如果是依循這樣的一個原因，在審判的時候或甚至是專利舉發的時候，要把

（引用文獻）時間往後拉，是不是立足點會不一樣？所以至少我們在prosecution看

起來的話，似乎是以「申請時」是一個比較確定的時間點，而且在申請過程中委員

接受的時間點也比較相當。這是我們的看法，不過就像剛剛秘書長說到，判決本身

都沒有提到它的時間點的出處，這個可能是大家要確定一下，這樣進入訴訟或舉發

撤銷的時候，我們也比較知道哪些證據不要隨便提出來。 

蔣大中理事長： 
謝謝，接下來我們是不是請顏科長還是周科長。 

顏吉承科長： 
關於這個部分，我想從審查基準的內容來談，雖然今天拿出來的案例都是民事

訴訟的，但是基於智慧財產局的立場，我想傳達局裡面的一些看法，我就行政機關

的見解來說明一下。在我們的審查基準裡面，對於新穎性的核駁，時間點應該是先

前技術的公開日，這可能是讓大家比較驚訝的，如果要用新穎性核駁的話，以先前

技術作為引證文件。也就是說，先前技術公開的那一天，先前技術發明人已完成什

麼發明，後案（系爭申請案）的claim有沒有落到先前技術已經完成的範圍內，如果

落入的話就不具新穎性。審查基準關於進步性的部分，如果要核駁進步性的話，引

用的先前技術，不管他的公開日期是什麼時候，進步性審查的時間基準點是在這個

申請案的申請日之前才能夠作為先前技術。接著基準又提到字典作為解釋依據，字

典的公開日，我個人認為字典的公開日不是那麼重要，當然這就牽涉到當事人怎麼

攻防的問題，我覺得這是舉證責任的問題，我不過是拿一本字典來解釋某一個term

是什麼意思，如果這個字典已經很清楚講到這個term是什麼意思，我想舉證責任應

該是由對方來舉證說這個字典有問題，我是比較採這個態度，就是說字典應該沒有

那麼嚴格的限制說要在申請日之前就已經公開出來，因為字典常常是落後的，業界

可能已經用這個詞用很久了，才有解釋出來，字典是落後的文獻，但如果說字典公

開日一定要在申請案之前，我是覺得比較困難，總結來講，這個命題好像是在講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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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參考文獻時間點，應該是申請案之前才能夠用來當作參考文獻，新穎性是一個

日期，進步性是另一個不同的日期，你要用字典來證明通常知識是什麼的話，它的

日期好像就沒有那麼多限制。 

蔣大中理事長： 
謝謝顏科長，接下來是我們汪法官。 

汪漢卿審判長： 
我想這一問題在，確實剛剛張秘書長有提到有關我們判決裡面很少去就這個部

分去表示看法，比較有趣的是，我想，在這裡我先點出一個問題，專利範圍的解

釋，這個解釋給他下定義這件事情，所援引系爭專利申請之前或申請之後的先前技

術，我覺得是一個滿有趣的問題，因為當我們去理解一個東西的時候，去判斷我們

是從什麼時候去給他下這樣一個定義，這件事情是滿難證明的。我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講「酷」這個字，在年輕人把他轉成帥的意思的時候之前，我想我們對這個字

的看法，可能是將這個字解釋為無情的意思，他在演變的時候，他在什麼時候含有

帥的意思呢？我想我們大概很難去判斷說，他是從什麼時候我們可以給他劃分。比

如說，假設系爭專利申請日之前和先前技術，他都可能有那個發表時間，就是一個

解釋的詞我們給他下一個定義，他什麼時候開始有這樣一個意思出現，如果真的要

就這個部分做釐清的話，我想他在法庭內，可能這部分會是一個很大的爭點，因為

沒有一個證據可以證明的東西，我們雙方要去處理這個時間點，我想這對法官是一

個困擾的工作，所以法官通常在做解釋的時候，大概只能說，所屬技術領域認知或

者字面上的意義最大的範圍，大家所能夠理解來解釋這樣一個東西，但是這樣一個

大家所認知的，是從什麼時候形成這樣一個認知？我到目前是好像沒有看到判決去

處理，就是說我們申請專利範圍的解釋所下的定義，是要按照什麼時候來定義，我

大概很少看到這樣一個寫法，但是，還好實務目前讓我們看到所爭執點，比如說，

橋接器這東西，橋接器的定義在業界大概就知道了，但什麼時候橋接器去給他這樣

一個定義的，我想我們判決裡面不會去寫我們什麼時候給他這個意思，但是我想對

於橋接器認知以所屬技術領域的人大概的認知來做這樣一個判斷，這是有一個專有

名詞可以以所屬技術領域的人來做一個判斷，但是難，難在於一般的名詞比如說，

在某某什麼之前，那我記得周科長在我們這邊有一個案子，就是有一個訴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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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錄音在什麼什麼之前，就是一個電腦給他，類似一個電腦的什麼，他如果切斷

之後，他下次要錄音的時候，他會在之前，在切斷之後的那個動作之前他會記錄一

個東西，那他這個所謂的之前，到底是在前的什麼階段，比如說，前一個押停的動

作之後馬上嗎？還是說，只要我在下一個動作之前任何一個階段，至於這一個階段

加入什麼東西都不管，也就是說前中後段，到底是哪個階段？你說那個之前，像這

樣一個簡單的詞雙方就爭得很厲害了，那你說這個之前的意義，我們要依據什麼樣

的一個先前技術來去認知、來給他下定義呢？是要依據怎樣一個標準給他下定義

呢？我想這個部分可能就很難去講說該用什麼樣的標準、或什麼樣的哪個時間點的

意思去解釋他，所以我想難是難在於這種比較一般意義的東西，而雙方當事人還爭

執的，這時候法官可能會直接下一個定義，不過回到我剛才講的，至少我還沒看

到，或者我們那一庭，我還沒有看到有人專門就專利範圍的解釋，那個解釋是依據

哪個時間點的，我還沒有看到這種例子，我個人是覺得這個點還滿有趣的，這是我

初步的一個說明。 

蔣大中理事長： 
好，謝謝汪法官，那我們接下來請，哪一位先？ 

黃銘傑教授： 
關於這個問題，由於我實務不太強，所以從抽象的觀念來看，第一個就說，解

釋一個用語的問題，剛剛科長有說審查時會有，我是覺得說在審查的時候是不能去

解釋一個專利範圍的，因為在審查的時候必須要滿足明確性的要件。如果我們在審

查階段做專利解釋的話，就可能不夠明確了，發明的範圍不夠明確而仍賦予專利

權，對於第三人的保護可能比較不利。我個人認為，在專利審查的時候，關於專利

解釋必須堅持一個明確性的要件，讓所屬技術技藝之人一看就能看得懂。那麼這時

候又會牽扯到，我們怎麼去認定所屬技藝人士，他怎麼去看，這邊可能就是秘書長

所提出來的，在這個情況下，如果無法抽象的去做一個觀察的時候，是否會用外部

的一個文獻、外部的資料來去闡明呢？去闡釋的人到底是誰、那個人到底要做什麼

樣的一個解釋？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就像秘書長剛剛所講的，不應該利用之後一個

字典來做判斷，如果是在民事訴訟中，一方提出這樣的字典，而對方也不爭執的

話，那法院要不要介入？雖然他拿的字典可能是比較新，可是如果對方也沒有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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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字典爭執？在具體案件中，當事人拿了一個文件、字典過來，如果字典的版次拿

錯了而對方也不爭執時間點、對方不抗辯的話，法院是否一定還需要就這個爭執？

我想在專利申請範圍的解釋，是否在雙方當事人不爭執，法院就可以不必再投入時

間。這個問題做這樣一個解釋，我想應該會是比較妥適的作法。 

蔣大中理事長： 
好，謝謝。 

李素華副教授： 
學者想的都比較接近，其實，結論上我覺得我這邊跟黃老師的想法是一致。老

實說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有一點點害怕，因為就像黃老師說的是非常實務，所以我

很努力地撈出德國的書來看，在那過程中我獲得很多，往下討論在介紹德國法或歐

洲怎麼看這些問題的時候，我覺得有些前提性的問題需先說明。德國法本身會覺

得，專利申請的整個過程，透過申請人、透過文件的方式，請求就這個發明能獲得

排他性權利的保護，這個過程相當於民法上的意思表示，而且是一個有相對人的意

思表示，所以往下帶出來的一些結論，包括涉及第三人利益保護，都是用這樣的基

本邏輯。所以德國的文獻在討論時，所謂申請專利範圍解釋的問題其實就有點像意

思表示的解釋，怎麼樣去探求所謂的當事人真意這件事情。因此，剛剛黃老師的說

明，我想確實是很正確，在申請階段絕對沒有所謂的明確性，應該不會有解釋的問

題，否則不應該會核准權利，所以會有解釋的必要及原因，應該是這個權利已經准

了，當事人當時所作的意思表示內容會是什麼，我們需要去解釋及界定那個專利權

範圍。德國文獻上的見解也認為，一個申請專利的解釋其實跟意思表示是一樣的概

念，但不能忽略的是他是一個公法上的意思表示，所以我剛剛所提的在民法概念上

相當於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因而第三人信賴、或者解釋的客觀性會變成很重要，

因為民法有所謂的撤銷，可是在（申請專利過程的）公法程序上就沒有所謂的撤

銷。若從意思表示的這個前提再來看第一個討論的問題，當事人提出專利申請，在

提出專利申請的時候，智慧局則代表技藝人士，他怎麼接收到申請案的技藝、資訊

內容。技藝人士怎麼去解釋、所接受到的意思、資訊內容為何，就是我們這邊所說

時間點，那個時間點他所需要背景知識為何，德國法來看一定是用申請日之前的技

術資訊。剛實務界討論的過程中，我覺得有趣的是智慧局科長提到字典的公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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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邊所想的是，先前技術應該是一個、也可能沒有具體呈現在文獻的技術資訊。

所以當事人如果真的在審判的時候要界定某個技術資訊到底是屬於哪個時間點，事

實上是很困難。我們在解釋專利申請範圍的時候，那個先前技術有沒有真正的被出

版，我覺得或許不是重要，而是說他一定是要申請日之前的那個習知知識或技術基

礎等。以上是我在看德國法就這問題的文獻意見。 

蔣大中理事長： 
好，謝謝，我想剛剛顏科長講的應該不是專利申請範圍的解釋，而是在審查專

利申請的時候，他在新穎性的認定的時候，在看待一個先前技術的時候，他怎麼去

判斷的時點，所以其實那是，就像剛剛黃老師講的，因為在智慧局審查的時候，其

實是沒有解釋問題，也不應該會有解釋的問題。非常謝謝這個李老師的說明，那我

們是不是進入第二個提綱。 

張哲倫秘書長： 
其實講到這個題目，我就看到美國一個CAFC判決，他的事實claim term是一個

jet，就是做印表機那個頭的jet，在filing date的時候，jet的意義指的是一種功能跟設

備，那因為技術發展得很快，那個案子又告得比較晚，等他去起訴，告別人侵權的

時候，被告做產品的形態，jet的意思已經遠遠超越當時filing date的jet意涵。也就是

說，當初發明人的invention是不及於被告這種jet，因為那時候就是沒有這種技術，

那原告的解釋是說，這個jet的解釋現在技藝人士都知道，包含1、2、3，而你的就

是1、2、3裡面的一種，所以你是侵權的，但被告就跟法官講說，等一下！你如果

要解釋那個jet，要用申請日當時的技藝去理解，發明人不能享受科技進步，不能因

為搭科技進步的便車而擴大專利權本來不存在的範圍，去抓那個你當時寫申請專利

範圍時沒有想到的東西。在那個案子裡面，美國因此就樹立了一個標準，就是說如

果你要解釋你claim裡面的名詞，被你所參考的文獻不管是字典也好，文章或任何東

西，只要是外部文獻他的日期一定要比你的filing date來的早，不然有可能讓你搭上

科技進步的順風車，而那不應該是你應該要享受的，美國那個判決因此界定的法律

標準。我自己在我們法庭的經驗，我比較看到的經驗是被告常常會利用發表在後的

文獻，那當然他是試圖要去迴避掉那個claim，通常我們就會馬上跟法官舉手，這個

文獻的發表日期是晚於申請日，形式上他不能作為解釋上的文獻，我的經驗上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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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就常常石沉大海了，有時候才會進入判決理由，所以才會對這個議題特別有興

趣。美國那個案子的緣起是為了要限制專利權人的權利範圍，那我在台灣的經驗是

說，常有被告找很多很多文獻，希望窄化claim的範圍，而且那些文獻的發表日期往

往是filing date之後的，所以才會好奇說，我們怎麼看待這個法律問題，有沒有什麼

法律標準可言。 

黃銘傑教授： 
我想補充一下，因為如果不是均等，而單純就第一階段申請專利範圍解釋，應

該以申請時的文獻，但在均等論的時候，可否以被告製造的時候為基準，這是另一

問題。我不知道實務上是否意識到：被告提出抗辯時，他到底是說要申請專利範圍

的解釋，還是均等論的抗辯？但至少這兩個時點的不一樣，如果是在單純專利範圍

的解釋，就應以專利申請時為準，但在均等的時候，是否就應以均等、侵權的時候

做一個基礎，這是我的一些看法。 

李素華副教授： 
黃老師所提的，同於德國法是怎麼在看這個問題。我也不知道公會當時在選這

個題目的時候有沒有注意到這部分，但德國法在討論專利侵權時，認為所謂的「權

利範圍」（Schutzumfang; scope of patent right）是一件事，他的內容等於「專利權

標的」（ Gegenstand; subject matter ）加上「均等範圍」（ Äquivalenzbereich; 

equivalent），亦即「權利範圍」＝「專利權標的」（申請專利範圍解釋）＋「均等

的範圍」。所以當我們在講專利權的申請專利範圍解釋，是在討論專利權標的

（Gegenstand），關於標的的解釋很清楚只能抓申請日之前的技藝及資訊。回到剛

剛所講的，德國法的觀念是：當我們在看這個的標的時，我們應該去想像在申請日

當時或那一刻，技藝人士看到這個申請案時，他所想到的、看到的內容。剛才張律

師所提到的jet或者德國某些個案，諸如有個機器案，柴油機（Dieselmaschine）在申

請日那個時候的理解涵義包含煤氣機（Gasmaschine）及其他機器，但隨著科技的發

展，柴油機的名詞意涵反而變窄了，因為有更新的一些字詞發展出來，但關於專利

權範圍及有效與否認定，必須回到申請日那個時間點。亦即智慧局代表技藝人士，

他接受到申請案的意思表示，在那時候，他覺得申請人想主張的排他權內容是什

麼、在這個主張內容裡面是否符合新穎性、進步性等要件。所以剛才黃老師所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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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點，從德國法來看就會很清楚，在講Gegenstand的保護標的這件事就是申請日

之前，但在講均等論那件事於我國或美國法有可能就會是侵權日，但德國還是用申

請日的時間點。所以不同概念的時間點的確是有不同，這兩個概念湊起來才會有所

謂的專利權保護範圍。 

汪漢卿審判長： 
我非常贊同黃老師剛剛的論點，很微妙的是當我們在解釋專利申請範圍的時

候，好像只可以看他之前的一些文獻，但在判斷均等的時候，用一個審判者的觀

點，那一個時間點，就有往後挪的一個現象，我不能擔保沒有，因為當我在判斷均

等的時候，其實應該講說那個技術、那個jet、那個噴嘴，可能隨著科技的演進而做

了一些改良，所以我們在談均等論的時間點已經往後延伸到現在對這個東西的理解

了，所以在時間點上會有這樣一個小小的差異。可是民事和行政上可能會有不同，

但你問我說，一個專利在民事訴訟裡面，當他要打侵權，爭執證據有效性的時候和

接下來判斷均等和侵權的時候，這個解釋會有不一致，我想一個判決裡面可能會有

這樣的一個情形出現。 

蔣大中理事長： 
對不起，我想確認一下，因為我個人很贊同剛剛黃老師講的，就是說在文義解

釋跟均等的時候，引用證據時點是不同的，均等的時候可以直接往後拉，但文義的

時候應該是以申請時為準，我今天比較晚發表並不代表這裡面所有的內容都是最新

的！我可能是以前的，所以其實要談的說，今天在這個文獻裡面所揭露的這個知

識，到底是什麼時候的知識？假設大家有爭執的話，再去討論這到底是什麼時候的

知識，但我們不能說一個比較晚發表的文章裡面所提到的知識一定都是最新的，不

會是以前的，我想這只是一個證據認定的問題。我想比較有趣的是黃老師或剛剛李

老師也表示贊同的是說，認定均等跟認定這個文義解釋的時候，在判斷的那個時點

上，是不是會有差別，那其實這個跟行政訴訟可能就比較沒有關係，因為均等只會

在侵權的時候才會發生。 

程凱芸專利師： 
我聽起來就是美國法那個jet的解釋，基本上應該是說，在申請日時這個jet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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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到你後來找到的這個東西（侵權物），可是原來的申請專利範圍解釋它不等於

後來主張的這個範圍，但是在均等上面，原來申請的jet不涵蓋你說的等於的這個，

但在侵權的時間點有沒有相當於你後來這個請求的，或者說可不可以輕易取代的，

我想那個看法應該是不一樣，他們說不等於只是在解釋上申請時不等於，但是在侵

權的時候有沒有等於應該是兩件事情，不應該說因為這樣的原因而否定了說不可

以、完全不可以用，我的感覺應該是這樣子，比較合邏輯。 

蔣大中理事長： 
好！那我們進行題綱的第二個，就是關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的目的。 

二、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目的 

程凱芸專利師： 
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目的，剛剛其實都一直講到，我認同黃老師，其實在我們

申請的時候，如果我還要去跟審查委員解釋說我的個案在寫什麼的話，表示我申請

專利根本就沒有寫好啦！審查委員不給我專利也是應該的，所以我覺得在申請的時

候，就是字義嘛，我怎麼寫就是什麼，可能審查委員他只是想要了解發明目的、作

用或什麼，才去看說明書，所以這個claim應該是長這個樣子！所以並沒有說什麼解

釋申請專利目的，在申請的時候應該是沒有這樣一個問題啦，比如說，我們在講

說，這個案子可能在智慧局這個地方會不准，因為不准，所以會進到智慧財產法

院，這是屬於行政訴訟的部分，甚至可能因為舉發可能性，一方輸掉了，然後就進

到智慧財產法院，這個應該還是屬於行政的部分，在這個時候呢！我們也有討論

過，在這個階段，雙方都很想釐清到底請求的是什麼東西，因為智慧局可能不知道

請求什麼東西，所以不給專利，那申請人就是要告訴智慧局說，我的申請案就是這

樣啊！你就用這樣來審，所以你應該給我專利，或是雙方來爭執說，我的claim長這

個樣子，所以我的專利有效，你認為我無效，所以在申請的時候，應該是沒有解釋

的必要，如果是進到行政訴訟的話，應該解釋的話是要討論申請人自己想要解釋什

麼，因為這就是我的claim嘛！他如果講的話到後來民事訴訟又變成他所主張內容，

就是禁反言問題！所以這個解釋的部分，他自己在無意間就創造了很多自己對專利

申請範圍的解釋，除了字面上的解釋，如果是民事訴訟，我想這是另外一個議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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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因為在民事訴訟不可能隨意的解釋，愛怎麼解釋就怎麼解釋，因為可能會影響

到外面現在在侵權的人，所以這個是第三方，所以在這種情況我想，這兩個應該是

不一樣的時間，他的目的在行政和民事上，甚至在申請的時候應該是沒有什麼目的

的，沒有這件事，那在行政上，應該是為了專利權人，專利權人自己想要的主觀意

識，然後民事訴訟的話，可能就比較會參與到第三方，這大概就是我們的想法。 

蔣大中理事長： 
好，謝謝，周科長。 

周志賢科長： 
我想做個澄清，沒有所謂在審查階段不去做申請專利範圍的解釋，今天我們審

查官必須去確定申請專利範圍，他確定申請專利範圍過程中，他可能就去面臨有些

term需要去做解釋，所以我記得審查基準大概已經有做過些規範了，解釋申請範

圍，原則上可以在請求項範圍內做一個解釋，那譬如說還有一個，像我們會常常遇

到的手段方法用語，那在細則的明確性的界定，我們還是必須回到說明書做一個結

構的、材料或工作去界定那個申請範圍，所以我們還是必須做解釋，只是說在表現

的形式上，也許申請人他收到的OA上面，可能會是說，譬如說請求項第一或第二

技術特徵可對入引證的哪個技術特徵，可能A對應的B，但可能沒有針對A去詳細說

明A這是什麼，但在OA上我們事實上就很難告訴你說，我們認為A涵擴了B這個先

前技術，那這時候可能就要請申請人他去做申覆，那他也許這個申覆會認為我們的

認知錯誤等等，那我們就要再去考量說那當初對於這個term的認知或者這個解釋到

底是對還是不對，是接受申請人的申覆，我想做這樣一個澄清。 

蔣大中理事長： 
好，謝謝，我們請汪法官。 

汪漢卿審判長： 
我想，就周科長的意見做一個簡單的說明，精確來講就是說，在申請專利的時

候，可能就申請範圍，必須要跟當事人再作稍微多一點的溝通，這時候可能會牽扯

到到底你的申請專利範圍是多大，那可能這時候針對這個問題須要去溝通去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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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說明這樣一個申請專利範圍，是產生跟人家不同的看法，那一旦智慧局接受你的

說法，給你專利了，我想理論上的解釋就會回到剛剛黃老師講的，應該是當舉發的

時候，這個不需要再解釋了，應該說當時准你就已經確定了，如果還不確定而當時

還准你，那表示絕對有問題了，所以應該是說，准你之後理論上來講就行政爭訟部

分應該是不會再有問題了，實際上，在舉發的時候，就是到法院來這邊，我們做一

個比較來看，真的通常會有申請專利範圍解釋，通常最常出現在民事訴訟，反而在

行政訴訟裡面，我們好像沒有，至少我這邊還沒有看過跟被告機關，雙方在討論

說，申請範圍這樣解釋你們有沒有意見，因為智慧局給了專利就是這樣一個看法，

我想張律師有沒有其他行政訴訟，但是你所看到應該都是，雙方就專利申請範圍有

爭執都是在民事訴訟中，所以，我想這可以呼應到說，一旦一個專利核准，理論上

來講，不應該還有所謂申請專利範圍解釋的問題，所以，如果到民事訴訟所謂的申

請專利範圍解釋，我想這部分，可能會牽涉到後段的這個所謂的，因為牽涉到專利

的這個舉發，那舉發，就智慧局來講，他的解釋就是，我們常常就是要請智慧局來

參加訴訟，那他們來參加訴訟的時候通常會表示沒有意見，大部分的原因可能就是

因為他們覺得說，我們在核准的時候，他們就這樣認定，他們的看法就已經是這個

樣子了，不會再有其他不同的看法了，現在你在這個地方提出專利有效的爭執，這

部分，我想智慧局他們可能就是看法院，看法院來怎麼做解釋了，從這點來看，這

個解釋的事情不會在智慧局這個階段而會是到法院的這個階段，那同樣延伸到後

面，那個有效性解釋，就侵權判斷的時候，因為有效性解釋會影響到後面這個侵權

的判斷，所以我想這也是可以解釋，為什麼大部分情形都是民事訴訟而不是行政訴

訟，所以，這呼應到剛剛周科長講的，並不是表示說在申請專利的時候沒有所謂申

請專利範圍解釋，所以，他們可能也會有所謂的看的資料，申請前的文獻，當時他

們接受在專利案申請的時候，他所理解的這個term該怎麼解釋，我相信在申請否准

的時候，或是接受申請的當下，他所認知的一個解釋，應該都是，當下，接受申請

當下之前的一個認知，所以，我想實質上也達到這樣一個申請專利範圍解釋是以先

前所出現的一個資料，這樣一個作法，因為會有這些爭執其實都是在民事訴訟，那

這當然牽涉到後面的逆均等時候整理過來的資料，我想我做這樣補充，我的理解如

果沒有錯，可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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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大中理事長： 
如果回到剛剛李老師講的，申請專利如果把它解釋成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的話

其實就會很清楚，當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的話，就表示雙方當事人就這個意思表示

的內容會有共同的見解，如果見解有不同的話，顯然是有錯誤的問題。所以在專利

核准的時候，至少在智慧局與專利申請人之間，對於申請專利範圍的看法應該是一

致。所以理論上來講，不管在舉發或者是在行政爭訟的過程中，出現意思不一致的

可能性相對是低的，除非說今天大家看投影片文字最後一句講的是：「這個是A，

但申請人想的是B」這種情況，相對來講可能性是比較低的。但是當到了侵權訴訟

的時候，會有第三人跑來，第三人因為完全沒有參與過程，當然會有不同的想法，

尤其當一個侵權訴訟發生的時候。那我想從張律師剛剛所提的這個題目，主要是在

討論假設說今天在申請專利範圍內，雙方當事人都已經意思表示合致，就是在民事

訴訟，原被告對於這個申請專利範圍的意思，就是說我們都認為是這樣，法官可不

可以講對不起不是這樣而應該是怎麼樣，就是說我們今天要回到專利侵權的民事訴

訟的時候，在解釋申請專利範圍的時候，法官可不可以有個不同的看法，假設兩造

已經有共識了。這個其實就是這裡在講的說，到底在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是只要

考慮兩造的利益，還是說也要考慮到第三人的利益？或許我們也可以把第四題也一

起併來討論。 

二、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目的 

四、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有無辯論主義之適用 

汪漢卿審判長： 
對不起我插一下嘴，就是你剛剛講法官，是不是會有當事人都不爭執，整個看

起來好像是說，民事訴訟是當事人處分權主義，當事人不爭執，法院為何介入？專

利這種案子，最常讓我想到就是「做球」，我很擔心就是「做球」這件事，在行政

訴訟裡面在我們法院曾經有出現過「做球」，其形式就是先生的專利，太太來舉

發，因為一事不再理，同一證據被審查過後不可以再用，這個舉發人是一個非常差

勁的舉發人，也就是說太太來舉發之後呢，他就不再做補充，然後智慧局問舉發人

有沒有什麼意見，他說沒意見，贊同專利權人的看法，但是沒有想過說他做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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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請求，做這樣的一個舉發，智慧局竟然把他的專利撤銷了，所以現在專利權人

起訴告智慧局，理論上來講，舉發人是要參加訴訟，參加被告訴訟，也就是參加智

慧局的訴訟，可是在法庭裡面，你就看到專利權人（原告）與舉發人（參加人）兩

個講的是理由一致的，在打被告，但問題是他是舉發人。那我們跟智慧局就在想要

怎麼處理這種情形，要怎麼防止這種「做球」的情形，那你說民事訴訟理論上來

講，原告（提）告，被告賠錢，理論上來講他可能會有一個侵權的東西存在，才有

被告，那我擔心會不會有像類似這樣的人「做球」，太太去隨便做一個東西，或是

市場上去委託別人做一個東西，然後就去告他侵權，然後有關專利範圍的解釋，被

告就同意原告解釋的內容，那這個案子就確定了，雙方不上訴就這樣確定了，這對

後面的案子有沒有拘束力，我們真的都還不敢講，我還不確定，我唯一擔心的情形

就是「做球」而已。所以說在這樣的一個情形裡面，法院應該不應該要職權介入申

請專利範圍的解釋，如果他是一個法律問題，當事人不爭執，理論上來講、程序上

來看，當事人就申請專利範圍沒有爭執，法官不會主動就申請專利範圍做解釋；若

當事人有爭執，法官才會去介入，我擔心這個「爭執」是「做球」做出來的。所以

我現在還不敢講「法官不應該介入」這樣一個斬釘截鐵的結論。但如果它是一個

「法律問題」，我覺得那就保留一點點空間讓法院有介入的機會，那我們解釋上，

申請專利範圍其實就是一個法律問題，那CAFC就會說智慧局就這個申請專利範圍

解釋錯了，以法律適用錯誤就發回，所以我想就保留一個空間讓法院可以介入。但

是，在民事訴訟當中法律介入的程度多深，這一點我不敢下定論，我也無法拘束其

他的法官的看法。我唯一擔心的就是「做球」這件事。 

蔣大中理事長： 
謝謝。那我們接下來請兩位老師把第二個議題與第四個議題合併來討論。 

黃銘傑教授： 
剛剛說到審查過程中需不需要解釋，審查過程中我還是不贊成有解釋的空間，

應該就像剛才科長講的，就是看了申請專利範圍，做最共通的、reasonable的一個看

法，之後再把它跟專利說明書作了解。所以這邊牽涉到明確性的問題，也就是scope

及實現可能性的問題，這至少是我的理解。第二個是說到底在申請專利範圍的解釋

方法及目的為何，我想這部分沒問題，一方面要保護為專利制度的notice，我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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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是以公開為對價所賦與，這點非常清楚，如果是公開的話，一定要讓第三人知

道你在公開什麼；如果公開的模模糊糊，在說明書裡面有沒有講的、看起來像是有

講的，到最後專利解釋出來沒有這個要件、到底是不是公開的都很不明確，這時候

我們是不應該在這範圍賦予專利權的。因此我們也不否定有些intelligent的一些發

明，要他寫得很詳細，其實又不可能，這時候要他怎麼公開又牽扯到很大的一個問

題。所以當學者真的非常好，不用實際在個案上去balance這些事情、不用去法院打

官司，balance是法官的事。學者重視的是第三人對公示的一個信賴，跟我們對於發

明人就他的發明想要去受到保護，尤其是更pioneer的發明，我們應該如何去適當的

保護、如何去取得一個平衡。我想美國法跟我們講所謂的專利範圍解釋就是一個法

律問題，當然會有很多人反對，我們看到後面的例子就知道，你不可能單純去看一

個申請專利範圍，我們都會想到未來這發明要跟誰比對的問題。所以專利權解釋到

底是純粹的一個解釋，還是一個純粹的法律問題，抑或是後來一個事實認定及介入

這個解釋，我覺得是交叉混合的。但是就這判斷過程，我現在擔心的剛好跟汪法官

的想法是一樣的，因為現在的智財案件審理法第16條規定，可以在侵權訴訟加入所

謂的效力性認定部分，我們的智財法院似乎是規定同一個案件，民事跟行政會到同

一庭去，所以到最後就可能發生在民事或是行政訴訟那邊有人做球，下一次如果案

件是在同一庭，這時候若過去的訴訟沒有好好做專利權的解釋，現在確認為應該好

好解釋，我覺得在實務上會是很難的，所以如果真有這樣事情，這是審理法最令人

擔心的做球問題。本來做球的問題我們認為可以透過審理法第17條藉由智慧局的參

加來解決，可是，這個參加又不對，又不是真正的公益性的參加。所以我們一直

說，智財審理法第17條遲早要改一下，未來智慧局根本不是參加任何一方，而是獨

立的一個、公益的來幫智財法院進行最好的一個解釋才對。如果今天我們的智財審

理法是這樣規定，直接可以在侵權訴訟裡面來加入所謂效力性的爭議的話，那麼我

們的確必須要去防範所謂一事不再理，雖然適用的只是行政爭訟，但是，我倒是不

認為在智財法院就不理過去民事爭訟裡的判決結果，說對不起這是過去的事情，我

們在這一庭要做其他的解釋。這是我的看法。 

蔣大中理事長： 
好的，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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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華副教授： 
那我還是繼續分享德國法的看法，還是延續我剛剛所說的意思表示概念。我看

完德國專利法的資料後，有找出王澤鑑老師關於民法意思表示的解釋，我必須說概

念上與申請專利範圍解釋的重疊性相似是非常高的。准予專利後，專利權人跟智慧

局對於專利權範圍應該都已經了解，但是今天有第三人跳出來說：我沒有侵權、你

的權利範圍其實並沒有涵蓋到我這裡。這個時候該怎麼樣去看，就是法院要如何去

推敲當時智慧局與申請人達成共識的那個內容（專利權範圍）到底是甚麼。德國法

怎麼看這件事，就覺得它是一個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所以信賴保護、客觀性的一

般的技藝人士怎麼以當時之前的技術知識來看申請專利範圍，他所接收到及理解到

的內容會是什麼是重要的。德國文獻裡面特別說到，專利權的請求項解釋，終究不

是純粹像民法的意思表示及關於當事人真意的解釋，其性質比較偏向一個法條的解

釋、或法律的解釋。最後的結論說他其實比較像一個法律的解釋。我後來再去看王

澤鑑老師在講意思表示解釋的時候，對於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解釋，公眾信賴部分

其實重點放得很高。就一般人、一個技藝人士來看會是什麼結果。當事人雖然一直

主張說：我當時想要的是這樣子一個權利內容，但如果你沒有在申請過程中把它清

楚的呈現出來的時候，就很難去評估或主張。所以在德國法有說，民法有意思表示

錯誤可以撤銷，但在專利的這個程序裡面，除非你有符合更正要件，否則權利人就

必須要接受一個比較客觀性的解釋，所以專利權的解釋會比較偏向法條上、法律上

的解釋。回到有沒有辯論主義的適用，也認為解釋專利權範圍本身，它是法律問

題。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民法總則，王澤鑑老師在討論解釋的客體、解釋的資

料，也就是解釋所使用的文字、字詞，或他所用的一些資料，關於這個名詞、這個

jet、這個term，在當時那個時間點，那一行人到底是怎麼去想，有沒有技術的一些

慣例等等，這個是屬於事實問題，但是用這些資訊後怎麼樣去解釋專利權範圍，他

本身會是一個法律問題。對不起我們學者只能講理論，所以也舉不出甚麼好的例子

來，但至少在文獻上很清楚的就是，當有先前技藝這些資料的時候，怎麼樣去看專

利權的內容，他本身會是一個法律問題。但我覺得在智慧財產或專利事件有趣的就

是，其實事實、法律問題根本是糾葛在一起的，所以你也很難說這個情況法院不能

介入。如果我們純粹就學理上來看、或就德國法上來看，如果只是在講說如何去解

釋專利申請範圍，應該是一個法律問題，他其實有一些公益的色彩，法院的介入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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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會有一個必要性。在體系上至少我覺得從德國法看來我覺得他是很一致。 

汪漢卿審判長： 
在民事也是？ 

李素華副教授： 
對，在民事也是，很抱歉現階段我就把唸書心得跟大家分享。 

蔣大中理事長： 
我們請專利師再就第四個主題。 

程凱芸專利師： 
其實我聽起來有點意外，因為我一開始說，因為這個行政訴訟階段應該是以申

請人主觀意思為準，我曾經看過一個行政訴訟判決就是，雙方自己都在那邊確定一

個解釋範圍了，然後看起來應該是沒甚麼大問題了，可是行政法院的法官就自己做

了一個解釋說你專利無效。所以我那時候的想法事其實爭執的不是跟智慧局之間，

跟智慧局之間沒有甚麼好爭執的，但是跟法院反而有不同的看法，我那時候感覺這

個奇怪，因為我們兩邊已經OK了，就辯論主義，可是我後來聽汪法官這樣一講，

不知道這個案子是不是類似剛剛汪法官講的那個情況喔！法院是不是已經感受到之

間的那個做球狀況。 

汪漢卿審判長： 
我很好奇你說的那個雙方都沒有爭執是哪個雙方?是專利局跟被舉發人? 

程凱芸專利師： 
就是舉發人跟被舉發人，然後兩個人都說好，OK我們範圍就這樣解釋，那這

樣子的話，如果將來有訴訟的話他們兩個的解釋就已經形成了，就掉入說，我範圍

不及於這個，你不應該把我專利打掉的話，再來就是侵權也抓不到這一塊，但是法

官就認為不行，你們的解釋都不對，我的解釋是這樣，前案有cover你，所以專利無

效。專利權人就傻眼啦！人家舉發人都說沒有問題那你為什麼，那個判決類似這樣

的情形。所以我一聽法官這樣講就想回去看看那個判決，想說是不是有那種很tri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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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在裡面。那法官當時就感受到那個trickiness所以就自己介入了，然後想要把

這件事情弄好。 

汪漢卿審判長： 
說真的因為我們很少看到兩個打一個的狀況，可是如果兩個打一個在法庭裡面

出現的時候，我相信所有的法官馬上就會警覺這個有問題了。因為項莊舞劍，志在

沛公。這個舉發人不是他真正的敵人，後面還有跟一個民事訴訟準備要來了，所以

他想要告另外一個人，但是在這個行政訴訟裡面先把他的專利申請範圍確定下來，

定下來之後他就可以拘束到他下面那個民事訴訟，那所以我們擔心的是這個問題。

如果說理論上我們希望看到的是這個舉發人，如果是盡職的舉發人應該強調這個專

利是無效，但如果同意專利權人講的那種，我覺得那專利可能就由我們法院來看看

我們都已經同意了這樣，希望由法院做一個對專利人有利的判決的話，我們所擔心

的是後面那一串。 

程凱芸專利師： 
我想這同樣也可能會出現在民事訴訟，因為可能原告跟被告也是。 

汪漢卿審判長： 
當然，所以剛好那個案子是他們是夫妻，所以我們可以看得更明顯，但是如果

說是往來關係企業之間用這種方式比做球的話，你就很難做判斷了。A公司B公司志

在打C公司，AB公司來隨便打一個行政訴訟，作假球大概看不太出來。 

程凱芸專利師： 
所以因為這樣子，我現在對第五個答案自己有點搖擺。 

汪漢卿審判長： 
所以我才說，民事訴訟裡面法官如果我們把他解釋成他是一個法律解釋問題的

時候，至少保留了一個洞讓法院可以介入。 

蔣大中理事長： 
好的，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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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凱芸專利師： 
我覺得在正常情況下，一般正常的原告、被告，就是舉發人、被舉發人，我想

法官如果看得出來兩邊都沒有問題了，我想也沒有必要大張旗鼓的去involve到裡面

去嘛，花那麼多時間。可是如果假設是保留了這麼一塊空間，我覺得可是法官在要

做這樣子的、他自己要跳入的時候，可能他的說理要再明顯一點，不要讓人家認為

說我隨時都可以跳入，我覺得這樣可能比較不好。 

汪漢卿審判長： 
照我們的經驗的話，這種情形大概百分之五而已啦，也就是百分之九十五應該

都是正常的攻防，理論上是正常，非常非常小的機率會有這種情形。但是當你看到

一個很和諧的畫面的時候，你就會懷疑了。 

蔣大中理事長： 
好，那關於第四個題綱，不曉得智慧局有沒有甚麼意見要補充?就是辯論主義

的部分。 

顏吉承科長： 
因為今天的題目都是民事訴訟，我想就剛才聽到的東西，說明一下我的看法。

我們剛剛講說行政機關沒有解釋的問題，其實我了解黃老師在講什麼，或許我們用

的詞不太一樣，例如我們舊的基準用「認定」，新的基準用「解釋」，美國也有

construction及interpretation，現在定調就是construction。在美國MPEP裡面講claim的

認定或解釋，有兩種方法，一個是法院在用，一個是行政機關在用，行政機關這部

分，就是剛才黃老師講最寬廣合理解釋，相對於民事訴訟的部分，我個人是把他定

調在客觀解釋為原則，也就是我們前面在講說內部證據優先於外部證據客觀解釋為

原則，然後去了解申請日那一天，具有通常知識者從claim裡面所理解得到的是什麼

東西，那就是客觀解釋原則。我個人在法院從事三年技審官業務的時候，我是會先

去看說明書，就是說明書他到底揭露了什麼東西，了解專利權人到底真正發明了什

麼東西，無論是先前技術或系爭專利都一樣，先前技術也是去了解它裡面是甚麼東

西，不是他形式上表現出來，而是它真正發明了什麼東西。對於我剛才講的內容，

李教授可能有點誤會。新穎性審查的時候，要拿先前技術核駁一個申請案，首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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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先前技術，應該是用先前技術申請公開那一天來理解它揭露了什麼東西，再來

看看是否揭露申請案。所以先前技術也好，或者是申請案也好，或者是專利權也

好，我個人會認為說，是看完說明書裡面整個文字所揭露的東西，然後我會在我的

腦海中去界定一個範圍說：喔，它揭露了這些東西。那接下來就是它的claim了，

claim是在說明書所揭露的範圍之內或之外？假設用一個地圖來講，說明書如果揭露

了一個台灣，結果claim界定了一個澎湖，這個時候問題就大了。我們剛才有提到辯

論主義，假設兩造不爭執他界定的是澎湖，請問法官進行民事訴訟的審理時，揭露

台灣的說明書可不可以支持澎湖？明不明確？若兩造沒有爭執。那這個澎湖涵蓋什

麼？權利範圍及於什麼？萬一被告的產品又是落在這個澎湖，或者是在澎湖的外

海，我們要均等出去，請問怎麼均等？我們從說明書裡面所載的問題、功效，均等

不出去，不知道怎麼操作，這個時候可能法院就會介入說：法律問題，我們來解

釋。我想是要有這個空間。智慧財產局核准的專利，不見得是百分之百的正確，或

是明確性非常高，都不需要透過解釋，在民事訴訟中常常需要去做一些理解、認定

它到底是界定了什麼。以前述之例，很不幸的，說明書揭露的是台灣，claim是澎

湖，這種案子不少，這個需不需要解釋？尤其民事訴訟中新型案子蠻多的。接下

來，澎湖相對於台灣，在民事訴訟的時候要怎麼去把他拉回來，如果是在智慧局的

話怎麼拉回來，這就牽扯到剛才黃老師講的，所謂的「解釋、認定」這兩個東西。

如果是在智慧局的話，我看到claim是澎湖，說明書揭露的是台灣，沒有辦法被支

持，就依專利法第26條通知申請人。萬一是誤准的，在民事訴訟怎麼拉回來，這就

是有所謂的限縮解釋的問題，所以我們剛才講，所謂的客觀解釋原則，就我的認定

會朝限縮的方向來走。而最寬廣合理解釋是會往外走，把他放寬來解釋。為什麼

呢？因為放寬之後，把claim放寬到最大，澎湖放到最大不及於台灣啊！那怎麼辦，

透過修正、更正手續，把他拉回來。在民事訴訟就沒有辦法，不管放寬到最大也不

及於台灣的時候那該怎麼辦呢？這個時候可能就爭執很多了。我知道美國有一個所

謂的「禁止讀入原則」，在台灣也很盛行，可是我不認為禁止讀入原則是一個鐵

則，絕對不能將說明書中所載之技術特徵讀入claim。也就是說，你明知道是一個澎

湖、明知道是一個台灣，OK我就不管了，申請人根本沒有發明澎湖，他只發明了

台灣，但是被告就落在澎湖，然後被他抓了。我也不管，閉著眼睛：侵權。還是這

樣認定？我個人是比較不採這個態度。所以我剛才講說禁止讀入原則不是鐵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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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要把澎湖拉回台灣來。我用一個比較具體的例子，假設claim是A+B，實施

例是A+B+C，少了一個C。有沒有辦法解釋這個claim是A+B+C呢？如果是將claim

僅限於實施例的話，人家會說這個是違反禁止讀入原則，這解釋方法是錯誤的。但

我不認為這樣子是錯誤的，所以這邊有提到說，我們在解釋的時候，好像最後一題

嘛！是否要迴避習知技術，這裡的習知技術不是外部證據的習知技術，是內部證據

的習知技術，說明書裡面所提到的那些先前技術，如果先前技術是內部證據，解釋

claim的時候就要迴避說明書裡面所提到的先前技術。而不是說申請日之前所有的先

前技術都要迴避，這樣的話專利是絕對無效的，也不用去打專利無效抗辯，絕對不

是這個樣子。所以我們在解釋claim的時候，應該是分內部證據、外部證據，內部證

據的習知技術就要迴避掉，這個時候會把它限縮。有時候我們可以看到新型專利

claim涵蓋了說明書所揭露的先前技術，我們該怎麼樣去認定它呢？作為智慧財產局

的審查官，在舉發的時候我們怎麼認定它，那在民事訴訟的時候該怎麼去認定，或

解釋這個claim到底涵蓋了什麼。所以我剛才講說客觀解釋原則，當claim涵蓋了說

明書裡面所記載的先前技術的時候，要把他限縮，否則對被告或社會大眾很不公

平。但是如果是在舉發階段，因為是行政機關，我看到了它涵蓋內部證據所顯示的

先前技術，而且舉發人也主張：claim涵蓋了說明書本身先前技術了，那我當然舉發

成立。舉發成立的前提之下，專利權人會透過更正的程序限縮，所以我覺得說，無

論是客觀解釋原則或是最寬廣解釋原則，其實他沒有什麼衝突。只要有修正或更正

這把武器，因為行政機關有這把武器，所以用最寬廣合理解釋。在法院的體系之

下，無論是行政訴訟或是民事訴訟的無效抗辯，根本就沒有所謂的修正或更正這把

武器，他只有用客觀解釋原則來限縮claim的大小，以免侵害到社會大眾的利益。所

以，這邊又牽扯到到底解釋是用主觀意圖或是客觀意圖，或是要照顧到第三人的利

益，我想我還是採這個角度，就是民事訴訟把申請專利範圍往限縮解釋，才不會去

影響到社會大眾的利益。 

蔣大中理事長： 
好，謝謝。 

張哲倫秘書長： 
其實第二題加第四題一直是長期困擾我，我可以把我實際上的經驗分成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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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一類就是，先講民事訴訟，在開庭的時候，現在大部分IP法院在一審，尤其是

第一審剛開始，法官會說：「原告，你認為這個claim裡面有哪些term是需要被解釋

的？」原告可能就說了一些。「被告，你認為這個claim裡面有哪些是需要被解釋

的？」被告也說了一些。大部分的法官就把大家認為需要解釋的一些就開始解釋

了。基於解釋下去後才會產生說有沒有合意、之後他要介入的問題。現在問題來

了，針對兩造都說不需要解釋的部分，法院會不會說這個這麼重要的東西為什麼都

沒有人說要解釋？我個案經驗是，在IP法院就有兩種作法。其中一種是當事人都不

認為需要解釋的要件，原告、被告都認為有一個名詞不需要解釋，法官跳出來說：

「你那個claim裡面有一個A，甚麼叫做A？」其實原告也沒說、被告也沒說，法官

就開始舉例、字形開始說明，發生類似是這樣的狀況，就是當事人不要法官解釋，

法官要不要去做解釋？這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如果當事人都需要法官

解釋，但是當事人有一致的看法，法官要不要進去解釋？這就產生下一層次的問

題：我先講民事訴訟，民事訴訟保護的是誰的權益？如果今天真的就是遇到一個他

不想認真主張權利的被告，他什麼都沒有去抗辯，他真的就打輸了，甚至就是假設

包括做球在內的民事訴訟好了，既判力其實A告B，或A找B講好說我來告你，你就

都不要請律師，你都亂講，A跟B之間的訴訟既判力其實不會及於C。今天如果A要

再去告第二個被告C的時候，這在美國法上的觀念就很簡單，C可以跟法官說：我有

我的due process，我不管A跟B在之前的訴訟怎麼亂搞，針對這件專利我從來都沒有

程序保障過，我要從解釋申請專利範圍開始，法官絕對不會不給他解釋的機會。從

台灣民事訴訟、人的既判力的角度，訴訟結果也絕對不會及於C，當然這個時候牽

扯到一個痛苦的問題就是說，剛剛顏科長講的，法官寫不下判決啊，你被告都不抗

辯，可是法官跟技審官都寫不出來啊，明明那邊就有一個大洞，你都不抗辯我要怎

麼寫判決呢？這就是提出來請教於各位的問題，因為客戶真的會問：「張律師，這

裡專利是真的有一個洞，可是被告都不抗辯啊！我們要不要主動跳出來先把洞挖出

來，然後再補給法官看，說這裡有個洞，但是補得起來。」早期我都說不要，沒關

係，民事訴訟幹嘛自己挖洞，結果當然經過血淋淋的教訓之後，我後來都會跟客戶

說：「有洞不管被告有沒有抗辯，我們都把他弄出來，因為法官判決寫不出來。」

經驗上是變這樣，所以我們後來在做case studying的時候，很多判決最後原告之訴

駁回其實都不是被告律師的功勞，甚至很高的比例都不是，這引起我的問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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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們為什麼不能讓一個不認真的被告去輸掉？輸掉的結果對其他社會上的第三

人有什麼不好的影響？如果第三人都不受既判力的拘束，為什麼被告不去好好找一

個律師，他就要自己上庭亂講話呢？為什麼這個時候法官或技審官覺得有必要去介

入？我現在講的是一個不認真的被告喔！現在換一個狀況，兩家大公司竭盡所能、

打得頭破血流，問題來了，就是在他們有限的智慧裡面，就是沒有想到一個點，但

法官跟技審官看到了，這已經不是認真不認真的問題，而是法官跟技審官看到了，

可是雙方沒看到。這時候法官跟技審官跳出來除了一個問題「維護第三人跟社會公

益」外，反面會不會有一個因素，就是fair trial的問題，我知道，也完全同意剛剛顏

科長講的，你的說明書就不支持澎湖你怎麼可以抓澎湖。可是當被告沒sense到其實

他的產品就是澎湖，而說明書就是不支持澎湖的時候，法官或技審官的介入，這裡

怎麼去彌補這個fair trial的問題？我今天假設既判力不損及第三人利益的時候，讓一

個不認真、或是想破頭沒有想到的智慧的問題，你就讓他去輸掉，在這種狀況底下

我們怕什麼？法院怕什麼？這是我的問題。如果這個規則清楚了，以後就可以很大

膽的跟我的客戶建議說：被告就沒有抗辯你為什麼要先挖坑。現在這就很辛苦，作

為原告，被告沒有抗辯到的你還要自己去講，然後去彌補。這真的是我的問題，到

今天為止都是。但是看起來我的看法跟今天大部分的人看起來我是少數，因為所有

人都覺得在這個裡面有一個公益的因素，但是我再請求大家思考一個問題：如果我

們在既判力那邊把關好，如果我們有一個due process的概念，你就讓他輸掉又怎麼

樣？ 

蔣大中理事長： 
因為照剛剛李老師講的，我們就德國法裡面是很清楚的，就是說解釋專利範圍

經常是一個法律問題，美國法上好像應該也是這樣子。換句話說我想這應該是一個

大家的共識，就是說：申請專利範圍的解釋還是有一個公益性的色彩，即便是在一

個民事訴訟的既判力。但是本身的原則應該還是在這個地方，那剩下應該只是法官

在具體個案裡面要採取什麼樣的立場，法官可以去斟酌。就像汪法官講的，還是要

保留一個法官最後跳進去的機會，或者法官他可以作選擇，但是他如果覺得他要跳

進去，他還是可以跳進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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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凱芸專利師： 
我覺得那個例外可能要有一個說理，而不是隨時就可以跳進去。 

蔣大中理事長： 
在理論上法官應該是要跳進去的，因為照我們剛剛的推演的話，專利申請範圍

的解釋是一個法律問題，本來就是法官的職權去解釋的，那法官的解釋應該不受到

雙方當事人主張的拘束。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只是說法官可能說，既然雙方都沒有

爭執，那你們獲致的合意我也贊同，那我就不再討論了。但是如果我法官不贊同的

時候，因為這是一個法律解釋的問題，我當然就要跳進去，採取我的看法。 

張哲倫秘書長： 
如果是這樣那也可以，那我下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法官可以介入，而當事人想

都沒想到，甚至當事人都同意且不爭執某個要件的解釋的時候，事實上美國是這個

樣子，去看Apple跟HTC的訴訟，一個term，Apple這樣說，HTC這樣說，然後ITC

說，都不是，我覺得是這樣子。在美國有一個規則就是法官要有一個類似中間判

決，它有一個Markman hearing的程序。他要告訴你本法官是怎麼想，關於這個claim

的解釋，我要告訴你，告訴你之後，你們的有效性跟侵權就不要再做你們心中想的

那一套，我心中想的那才算。接下來的問題是：在台灣的訴訟法下，當法官要介

入，法官要不要把自己依職權解釋的結果預先告訴大家？因為這個出來之後，以後

所有的辯論攻防才有意義。不要說到時候當事人打得頭破血流，結果法官告訴你說

飛鏢在後面。現在關於這一塊，IP法院的做法個案的差異性也很大。像我就有收過

法官有發一個函說，本法官的解釋是這樣，還畫一個表格，這是一種比較偏向美國

的做法。我們也有很多在IP法院的經驗是，真的雙方打得頭破血流，結果發現原來

重點不在那裡，收到判決書才知道，那就只剩下二審。所以如果是要介入的話，你

怎麼看待公開的問題，就是像Markman hearing一樣？那如果我們今天的程序法規則

不夠清楚，怎麼來匡濟他？ 

汪漢卿審判長： 
我想聽你們講，主要是希望知道智財法院該怎麼做，那剛才我想到就是秘書長

講到這個案子。我們當時思考的問題就是：如果當事人都不爭執，法官看到就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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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問題在那個地方，只要有人提了這個問題，這案子可能就有不同的想法、不同

的結果出來。當事人不爭執的時候，我們假設沒有所謂的做球問題，我想可能會有

幾個因素法官可能會想跳出來做。第一個是因為：如果法官不跳出來做，他可能很

難寫那個判決，因為有一個問題在那個地方。如果這個問題在另外一個案子，就是

你剛才講的，A告B只是相對效，只在他們兩個中間有關係，不能去拘束到A對C。

但如果C提出相同的證據做這個主張，裡面他講到那個點了，假設這兩個案子上訴

到最高法院，那不管後面這個案子怎麼樣，第一個案子可能就被撤銷掉了。對法官

來講，他一直擔心一個問題就是：這個案子上訴後會不會被廢棄掉，因為我沒有注

意到這問題。所以法官很多時候是擔心說我的判決會不會被維持。所以他希望你們

趕快在這個爭點爭執一下，我才可以表示意見寫，寫一個四平八穩的判決，讓我的

判決可以被維持。所以我想大部分法官可能是擔心：一個就是他沒辦法寫、一個就

是他希望被維持。我想這兩個因素會驅動法官積極介入，我都已經看到問題點在哪

裡，為什麼你們雙方不趕快講。那如果法官要這樣做，接下來就是法官該怎麼作。

當然在ITC的作法是，法官會作一個申請專利範圍的一個中間的解釋，我不確定是

不是個determination，只是有關這點我問過ITC的法官，他說他所下的東西都是不能

上訴或抗告到審理委員會的。即使在聯邦地方法院，法官做了中間的專利申請範圍

解釋，也不能夠單獨上訴。所以重點就是說，如果法官決定要介入了，你要讓雙方

知道說我要介入了。然後可能告訴雙方我要做這樣的認定與解釋。即使雙方當事人

沒爭執，讓他們知道法官是要朝這個方向解釋可能會比較妥當。當然剛剛秘書長有

講到說，雙方當事人都沒爭執，法官也不講，然後判決出來時又是點這個點，那我

想這個可能是一個作法上、程序上的問題，而不是說法官可不可以介入的問題。所

以如果只是這個問題的話，我倒是覺得我們內部的會議裡面，可能我們之間自己就

可以解決掉了。因為我相信當你接到這樣一個判決時，你一定會上訴的，那最高法

院最常發回的情形就是：法院所知道的專業知識沒有讓雙方當事人辯論。這就是個

好理由了，因為曾經有這樣的例子給發回過的。所以我想如果法官這樣一次、兩次

被最高法院發回之後，大概就會改過來了。現在至少我知道有幾個法官就會說，我

已經告訴你，請你們雙方就這部分做攻防與表示意見。我也看過判決書會交代。有

些解釋是法官自己丟下去的解釋，所以法官會這樣做，這樣交代，是要寫給最高法

院看的。這表示我有給你們雙方表示意見的機會。其實很多時候如果你覺得法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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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這樣做的原因，朝著法官希望好寫、希望得到維持這兩方向去了解的話，就會

知道為什麼法官這麼急欲把那個坑找出來告訴你，或者他想找出一個坑。假設他沒

告訴你，那這是程序上的瑕疵。那他為什麼這麼急著找出這個坑，我想就上述兩個

理由，這是一個裁判的心理問題。我做以上的補充說明，希望能夠解釋類似案件。 

蔣大中理事長： 
好，那我們關於第二個題綱與第四個題綱就到這邊。接下來就進行，因為當初

編排時有兩個第三題綱，我們先進行第一個第三，我想第一個第三應該比較容易，

就是在進行解釋時，參酌說明書是有沒有「得」或「必要時」這個條件。那我想就

先請……。 

三—1、進行解釋時參酌說明書（「得」或「必要時」）之時機及條件 

程凱芸專利師： 
我實在沒辦法給意見，因為基本上我們在訴訟的時候，原告和被告會採取的攻

防會不一樣。有的時候我就會希望把它當「得」，有時候還希望把它當「應」。所

以這點我不表示意見，我覺得這只是一個攻擊防禦的方法，法院要怎麼做我倒是沒

有太大的意見。 

蔣大中理事長： 
好，謝謝。那我們請智慧局。 

顏吉承科長： 
我剛才其實已經有表示過，關於解釋方法我個人的見解。黃老師剛剛講說行政

機關是不做解釋的，只做認定，所以我們也不適用修正前專利法第56條。我以我在

法院對解釋所做的理解，我個人是認為：說明書就是揭露一個台灣，claim就是要在

台灣，你就是不能界定澎湖、不能界定蘭嶼，這樣一個概念。那這就牽扯到我們這

邊講的所謂「得」或「必要時」，無論是在舊法的56條或新法的58條，這個條文其

實是一直繞著歐洲專利公約69條，所謂的折衷主義在轉。修法說明裡面其實一開始

就講當初是誤解公約的意思而文字上譯為「必要時」，後來修法時特別講到其實修

法前後之規範並沒有改變，所以也不用去抓著「得」或「必要時」的字在轉。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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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現在很多人的想法是說，當明確時我都不用去參酌，當不明確的時候才要去

參酌。問題是什麼叫明確，什麼叫不明確，看的對象不一樣就有不一樣的結果。大

家都說我看申請專利範圍很明確，所以我就不用參酌。如果是這樣，那反問，如果

看了專利申請範圍，然後又看了說明書，發覺原來的認定是明確的變得不明確，請

問：只是看claim就明確了的做法是對的嗎？我找到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1

月1號發布了「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共20條，

其中第2條說：「人民法院應當根據權利要求（即claim）的記載，結合本領域普通

技術人員閱讀說明書及附圖後對權利要求的理解，確定專利法第五十九條第一款規

定（即類似我國現行法58條所謂專利權範圍解釋）的權利要求的内容。」他的文字

內容跟我的想法一樣，事實上是要看完說明書，然後再依據claim的文字記載來理解

申請人界定什麼，就此一界定範圍做後續的操作。有些人說這樣好像偏向中心限

定，再去看第5條：「對於僅在說明書或者附圖中描述而在權利要求中未記載的技

術方案（也就是技術手段），權利人在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中將其纳入專利權保護

範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我們講的「禁止讀入原則」（按正確的說法

是「貢獻原則」，但從另一角度來看，未載入claim的技術特徵禁止讀入claim。另

外，第3條第1項：「人民法院對於權利要求，可以運用說明書及附圖、權利要求書

中的相關權利要求、專利審查檔案進行解釋。說明書對權利要求用語有特別界定

的，從其特別界定。」）。第5條已經講了禁止讀入原則，可是第2條又這樣說，概

念上是「禁止讀入原則」不是鐵則。當你發覺說明書裡面揭露是台灣，界定是澎

湖，仍然要做正確解釋，而不是因為第5條禁止讀入就不管他，只用claim的文字。

所以對於「得」或「必要時」，我的意見跟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見是一樣的，供

大家參考。 

蔣大中理事長： 
好，謝謝。我們接下來請汪法官。 

汪漢卿審判長： 
我想這個問題可能是「不知道到底什麼時候時候用『必要時』，什麼時候用

『得』」。其實在審判者的角度來看，就是當我好寫的時候就是必要時，當我覺得

我有不一樣的解釋要寫出來的時候就是必要時。這個題意看起來好像是要我說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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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什麼是必要，如果要法官說明理由他當然會說就是「不明確」，為什麼不明確就

是因為我寫不出來。所以嚴格講起來如果你要我寫一個理由為什麼、什麼是必要，

我想對法官來講應該真的要講，沒什麼太大的差別。就是說當我們覺得沒有疑義

時，「必要時」或「得」對他而言都不太需要解釋。當我們覺得確實有疑義的時

候，大概就是必要時。就審判者而言，這樣的修正只是讓它明文化而已，作法上本

來就是這樣做。 

蔣大中理事長： 
好，謝謝。請黃老師。 

黃銘傑教授： 
如果我們依照現行法58條規定，申請專利範圍要明確的話，就不需要參考說明

書。當然學理上也不能用說明書寫進去，我比較反對用說明書來讀入、限制他，讓

專利權好像變有效的感覺。如果請求項與說明書是台灣、澎湖的狀況，那應該就是

說明書能否支持的問題，這時候應該要撤銷他的專利權，而不需要因為請求項明明

寫的就是台灣，說明書又是寫完全不一樣的東西（澎湖），我們已經知道台灣是什

麼了，不需要用說明書來解釋，因此，這應該是屬於過去我們所沒有的撤銷抗辯，

抑或這裡要用所謂的限縮解釋方式，讓雙方在權利上有所主張。可是現在既然已經

有抗辯無效的這個制度，我們在解釋上可能就要用不一樣的態度。所以所謂的「必

要」只有在大家怎麼看都不明確的時候。換句話說，申請專利範圍不明確，所以才

會要有說明書解釋。如果明確的話，就不應該再說是「必要」了，而是以這個明確

的申請專利範圍為基礎。說明書跟請求項有違、無法support的時候，就是直接撤銷

掉，而不應該再寫入。可是如果不明確的時候，毫無疑問的就一定要去參考說明

書，因為說明書也是公示的文件之一。所以說明書非常重要的就是：讓一般社會大

眾及第三人在理解該申請專利範圍時，知道如何可以確定他的專利範圍。如果大家

都可以理解，那就不得不參照說明書，因為說明書畢竟是當初申請人想主張的權利

範圍，他應該有想說，如果寫得太大可能會被撤銷掉，寫得太小就必須要限縮解

釋，因為這是自己行為責任最基本的事情，你要這樣寫就只能這樣解釋。所以在可

參考的範圍參考，只是討論「必要時」或「得」沒什麼意義，我是覺得不需要去爭

執「必要時」或「得」，如果不明確的時候就不得不了。到底什麼時候明確，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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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的決定了。若會產生爭議或有真正的解釋爭議，而不是做球情形時，應該是原

被告兩方看申請專利範圍都有不同見解。在有爭議的時候，我覺得是很少不去參考

說明書的見解。所以過去不管是「必要時」或是現在「得」，我覺得都差不多。 

蔣大中理事長： 
好，謝謝。請李老師。 

李素華副教授： 
因為準備資料裡面特別提到歐洲專利公約，所以我有看一下。德國的觀點其實

跟黃老師或幾位先進講的大概方向很接近，我所了解的是，一般而言，請求項的閱

讀是必須跟說明書一起，彼此關係是相互補充、解釋。一般說法都會認為說明書具

有把請求項內容具體化的功能。所以正常狀況下應該都是相互，可能比較有疑義的

是在請求項有疑義時，比如剛剛所講台灣、澎湖這樣的情況的時候，假設二者之間

真的有嚴重衝突時候。因為在德國法跟台灣不一樣，侵權訴訟與有效訴訟是完全切

開的，所以在侵權訴訟的時候應該是已經排除掉不明確到無法支持、或無效情形，

因為在侵權訴訟大家是以專利有效為前提來審理，而不會出現這種極端的情況。應

該是說，這時看起來請求項所講的文字內容的理解，跟說明書內容理解好像有矛盾

而不是很清楚的時候，在德國說法上是必須以請求項為主，因為他才是真的、絕對

決定專利範圍。在這種情況當然不用去以說明書來做解釋。所以大原則就是說：請

求項跟說明書應該是一起理解的，但例外是在某些情況下，諸如相互矛盾，或者說

明書本身的內容根本已逾越請求項內容，這時才不需要去管說明書。另外，德國文

獻有特別說明，有可能請求項內容看起來比較大，發明說明說看起來寫得比較小，

此時可否用發明說明書來解釋把請求項變小？這個狀態只存在所屬技藝人士利用申

請日當時的知識一起看請求項和說明書時，自然而然讀出來及認為申請人想主張的

是比較窄的申請範圍，此時就不能僅以請求項為主，而應以輔以說明書所得解釋為

準。我這裡只能做這樣大原則的說明，因為我自己也覺得這個問題乍看之下有點困

擾，像不明確的時候為什麼還可以准專利。最後可以再說明的是，我在閱讀德國文

獻時有注意到，德國文獻上有一個說法，當然有可能跟他們二元制有關，我還沒深

究，但就是有一個大原則：在申請專利範圍的解釋、認定時，於不會違背社會通

念、交易習慣及技藝人士理解下，盡可能擴大解釋申請專利範圍。這部分我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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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說明，至於細部學理我還要再作研究。 

蔣大中理事長： 
好，謝謝。 

汪漢卿審判長： 
我補充一下，當然李老師剛才提到：如果不明確怎麼還會准專利？如果以絕對

標準來講，不明確的情況確實不應准予專利。但是審專利的時候是人去審，這沒有

辦法，除非今天是機器去審，那你告訴他參數或標準告訴他准或是不准，問題是你

給他參數科不科學都還是個問題。所以我想這只能透過一個複審的制度設計，以匡

正錯誤。只要是人處理的事情都會有錯的可能性。可能A認為已經夠明確了，可是B

認為不夠明確。這樣到法院時如果法院是那個B的話，那只好透過解釋了。只能盡

量朝著正確的方向去做。就是說理論上來講應該要做到完全明確才能准。我不是說

智慧局沒有這個能力，但是放眼世界各國沒有這樣的一個情形。所以我想這只能透

過一個制度上的設計，透過這個制度存在一個機會讓我們可以去彌補錯誤。 

程凱芸專利師： 
我可不可以補充一下，李老師這邊講說不明確怎麼會准，不過其實審查委員、

智慧局在審明確性的時候，比較少用明確性的理由來駁回，而如果用明確性來駁

回，通常是很formality的東西，形式上的東西他才會說這個是不明確。如果審查委

員要說不明確的話，通常都是引前案，因為他們把審理專利範圍作最大的解釋，當

然可以找到的前案就多，所以當你要避開前案，就只好將你的申請專利範圍寫得更

小一點，他的idea背景可能是明確性，可是審查委員比較不會這樣去駁。可是問題

是侵權的時候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我覺得不一定是不明確所以才要去解釋，就是這

個字，你跟我的解釋不一樣，那原來申請的階段我們已經把他set在這個地方，所以

可能沒有像李老師所提不能准予專利問題。 

李素華副教授： 
對，我了解，有的時候乍看這問題的時候就會卡住，然後會要再想說是不是程

專利師所說的這個情況。 



108  

專利師︱第十四期︱2013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程凱芸專利師： 
對，應該是申請的時候，反正我們准的當日，就已經至少在那個情況我們認為

是明確的。所以這邊應該是解釋的不同，而不是說它是indefinite。我的想法可能比

較站在審查委員那一方。 

蔣大中理事長： 
好，那我想我們還有兩個議題，一個是內部跟外部證據的部分，第二個是要不

要迴避習知技藝的部分。我想就把兩個題綱合併在一起來做說明，那我們是不是還

是請……。 

三—2、有關內部及外部證據之區別 

五、解釋文義範圍應否迴避習知技藝？ 

程凱芸專利師： 
好。內部證據跟外部證據在審查基準也有稍微說到，那其實都跟判決裡面寫得

差不多，基本上是以原來的說明書為準，然後首先應該參照內部證據，如果有例

外、不足的話，才參考外部證據。我們因為發明實務委員會就這個地方來討論過，

我們吳副主委提出一個很好的觀點，他認為根據專利法的規定，法律就是這樣規定

的，申請專利範圍本來就應該就他的字面來做他的通常意義解釋。但是如果說獲得

字面的意義，還有內部證據（可能是說明書，或是攻防時申覆或是異議、舉發的階

段所寫的東西）會發現說，兩個東西無法合拍。那法官就會想說，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在這個例外的情況下，不能完全去看內部證據。所以不足或不夠或是不明確的

話，可能這個時候才會想說去看到底一般熟知此技藝之人，外部證據是怎麼寫的。

如果要推翻已經建立的解釋的話，或者是說內部證據不足以解釋這個字的話，可能

才會想要用外部證據，因為在審查基準的邏輯順序也是這樣子的。那剛才也有講到

公開心證的問題，有關此點發明實務委員會所有的委員都認為，不管內部證據或是

外部證據，法官都應該要能夠公開心證說：「我現在要參考外部證據了，因為內部

證據不足，原來的說明書我也看不懂你在寫什麼，所以我先告訴你。」那或者是說

「我的申請專利範圍的解釋是什麼，我先給你一個類似中間判決的東西，就是這個

樣子，否則你們在這邊打來打去，最後拿到判決發現法官講的東西跟我們講的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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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贏了也不知道是為什麼，輸了也不知道是為什麼」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大概都

是跟心證是有關的。那解釋文義範圍是不是應該迴避習知技藝？我覺得在解釋的時

候如果還要去考慮習知技藝，那審查委員也不用審了，解釋就是這樣解釋，那這樣

解釋之後，審查委員認為可能會cover習知技藝，所以就去找到習知技藝，這種情況

申請人就得乖乖的修正，否則的話就進一步明確化。所以在解釋專利申請範圍文義

的時候，應該是不用去考慮到習知技藝。不過如果超過的話，就是專利無效，在審

查階段應該是這樣子。 

蔣大中理事長： 
好，謝謝。那我們接下來請智慧局。 

周志賢科長： 
好，我先說明一下，其實內部跟外部證據的影響，大家的意見應該都比較一

致，內部證據優於外部證據，這部分我想大概我的理解也是這樣子。至於最後一個

解釋文義範圍的部分，命題部分是針對侵權分析階段，那就智慧局在案子申請中，

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是大家比較沒有疑慮的，我們審查官真的就是就他字面的文義

最寬廣範圍去解釋、找前案，就這個部分大家應該是滿有共識的，那比較有爭點的

大概就是在侵權分析階段，是不是像黃教授所論，因為其實在民事那邊他其實是有

比較方便的手段可以運用，那這個時候是不是要再做一個不同的解釋？如果都是同

一個法官在審的時候，他能不能一下子是A解釋、一下子是B解釋，我覺得這個是一

個問題。因為就智慧局而言，這不在我們的權責範圍內，所以我想接下來是我個人

的意見。從我的角度，我會覺得說即便當初在擔任技審官的時候，我也是會比較傾

向於並不會在解釋的時候把它迴避掉，不管是內部的習知技藝，或是外部的習知技

藝，對我而言應該怎麼解釋就是怎麼解釋，我覺得我的角度是這樣子，謝謝。 

蔣大中理事長： 
好，謝謝。我們現在請汪法官。 

汪漢卿審判長： 
因為像先前秘書長講的，會有法官直接寫「綜合判斷」，就是外部、內部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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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綜合起來。我看這個第五題的命題，覺得這個命題好像把侵權與專利有效性混

在一起講了，因為它是解釋文義範圍以後迴避習知技藝，可是裡面講的內容是說，

在適用均等論的時候。我們在講均等論的時候是在講侵權，可是到後面倒數第三行

又寫說專利解釋有效性原則，這邊好像又在講專利有效無效。這邊我看到所舉的例

子是說（如果沒記錯那個判決是李法官寫的），這是一個憲法層次的問題，所以我

們應該盡量讓專利有效，所以裡面牽涉到的解釋可能包括，解釋到說涵蓋到先前技

藝的話，我們應該要把那個部分排除掉。剩下的那個部分，不是先前技藝所涵蓋的

部分，如果能支持專利有效的話，我們要採這個解釋來讓那個專利有效。那個判決

我沒有全部看完，如果是這個問題的話，我想我擔心是侵權與有效混在一起講，那

如果說我們已經來到均等論這個階段，這個時候應該是討論有沒有侵權，那表示這

個專利應該是活過來了，應該是有效的，所以我們才討論要不要賠錢、有沒有構成

侵權。如果到了這個階段，我想專利應該都是有效的，它已經被解釋確定了，所以

接下來只是我們在看說，它這一點不同的變化是不是所屬技術領域可以輕易思及，

或是所採取的手段是可以輕易做到的，那是達到均等。我想這部分我同意這個命

題，就是說應該不會再去跟習知的技藝比較，我個人初步看法是這樣子。那當然，

會有這個命題一定是被告做先前技術的抗辯、做阻卻，主張他實施的是先前技術，

所以跟這個專利不構成侵權。通常這個時候如果我們把它限定以專利有效的解釋來

解釋他申請專利的範圍的時候，我們可以在這個窄的範圍裡面，去看看有沒有均

等。所以先前技藝的阻卻成功率有多少，目前確實不高，因為已經來到這個階段

了，你還要說你實施的是先前技藝，那你好像還在打它的有效性的感覺。所以通常

到這個階段，只要構成均等，理論上來講，不會還把先前技藝抓進來。這是我一個

就理論架構而言的看法，解釋上可能是這樣的解釋來做判斷，那走到這個階段，我

們應該不太會再去把它拉進來看，這是我初步的看法，不知道正不正確，我想再請

老師指正。 

蔣大中理事長： 
那麼黃老師。 

黃銘傑教授： 
其實我對於所謂的內部證據跟外部證據，一直有個困擾，因為專利法第58條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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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講去就只有內部證據，第58條沒有說可以參照外部證據，所以我不知道外部證據

怎麼參照來的，到底要用什麼法理來讓合法地去參照外部證據？我想到最後都還是

會回到那個人（技藝人士）身上（技藝人士如何去看說明書）。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到底是內部證據優先還是外部證據優先，搞不清楚。像剛才秘書長所舉出來的字

典，現在我要有這個人（技藝人士），且藉由外部證據來確認這個人是誰，之後我

再藉這個人來解釋內部證據？抑或是根本不理這個人，我就抽象的先看內部證據。

所以說就這個部分，老實說我一直沒有辦法去釐清，譬如說怎麼去看、說這是內部

證據或外部證據，我可以抽象的來講「內部證據優先」，因為法律的規定就是這個

樣子；如果內部證據沒有辦法解釋出他的矛盾的時候，我們才用外部證據來釐清這

樣的一個矛盾、來解決這樣的一個矛盾。理論上是這樣子，但是這個時候，援用外

部證據的法律依據似乎不存在。 

第二個是，之所以可以用外部證據，一定也是因為外部證據也是符合當初那個

人（技藝人士）所理解的技藝範圍，現在如果有一個外部證據要把它讀入？怎麼區

別？換句話說，這個所謂的內部和外部，到最後都是那個技藝人士的理解是如何？

所以我想從理論上是可以把二者區別，但是實際判斷時有辦法嗎？因為只要我們在

做任何一個所謂的申請專利範圍解釋，都必須要以那個人（技藝人士）為基礎，然

後再做理解，或者縱使說明書的記載不是很清楚，可是只要是那個人以當時的技藝

領域就可以做、這樣的記載他就知道了，我們也就不會要求說明書要記載到很詳

細。換句話說，只要記載到這個人看的懂這樣的一個說明書就可以了，所以到底二

者真的有那麼大的區別嗎？老實說我沒有辦法給答案，我只是一直覺得很好奇，沒

有一個法律依據，但是我們大家都認為外部證據的參考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到底這

是源自什麼地方，那你又要用如何之法理讓外部證據可以進來，我覺得這好像變在

那個人身上，這是我對於外部證據的理解。 

再來是解釋申請專利範圍要往有效性去解釋，這是受美國法影響嗎？或者是說

是憲政層次問題。因為我們都知道，在憲法層次有一個解釋方式叫做─當法律定

了，我們要朝有合憲性的一個解釋，就是我們要朝向所謂的合憲性的方向去解釋法

律；用在專利權解釋，好像是當賦予一個權利之後，我們要朝向專利有效性的解釋

去走？到底是因為美國法影響或憲法解釋，其實搞不太清楚，我們反正就把他弄過

來。但我個人倒不是持這樣的看法，因為申請專利範圍的解釋就是專利解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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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有的時候可能跟一般的契約的解釋有不一樣的地方。也就是第58條規定得很清

楚，你還不能夠隨便去探求當事人的真意，因為當事人的真意為何，外部第三人不

知道，當事人沒有公示出來，所以專利權的解釋、思考方式其實跟一般的解釋是不

一樣。因此，只能依照第58條來看要怎麼解釋專利權才對。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

得是否應該要像前述所謂的合憲性解釋？專利權的解釋方式可能會不一樣。 

另外一個困擾的就是，在審查有效性的時候，甚至於從舉發撤銷開始，我們都

是由智慧局審查的，此時可能去做比較寬廣解釋。而同樣的，同一個case在侵權的

時候，突然做一個比較限縮的解釋，盡量讓他有效？這樣的作法我就不大確定了。

過去也許沒什麼問題，反正有效性與侵權這兩方面是雙軌的（現在也還是雙軌

的），因此，如果是在侵權訴訟，有效性解釋都是行政系統做判斷。可是現在當我

們已經可以在侵權訴訟裡面去做所謂的有效性解釋，這時候要不要於侵權訴訟再去

作限縮的解釋，其實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這會變成在行政訴訟解釋有效性的

時候，法官要做一個從寬的合理解釋，可是在侵權訴訟時，反而要把它做一個限縮

的解釋，這樣的作法很奇怪。至少我們目前在侵權訴訟可以作有效性認定的話，兩

個程序中所作的解釋應該是要統一解釋，應該要做一個整合的解釋才對。不能在有

效性的時候，從行政審查角度作較寬的解釋，而在侵權作較限縮的解釋。可是有問

題的在於，剛才秘書長也有提出來，在侵權訴訟中，如果套最寬廣合理解釋有效性

時，你沒有辦法打倒它的有效性，或舉發撤銷；但請求項的那個部分又已經公知，

也沒有辦法舉發，他不是一個可得撤銷的，這時候要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所謂的

限縮解釋，在過去沒有辦法於侵權訴訟作有效性解釋，此時若還要經行政訴訟確定

後再來作侵權判斷太浪費時間了，所以作法上就是如果是公知或習知的技藝就除外

於權利範圍，通常就是做限縮解釋。但現在制度下似乎不能再這樣子；現在智財法

院似乎大多數的法官都認為，應該做整合性的解釋。從現在的制度來看，法官只能

依照一般的法律解釋，不能再作限縮解釋，依照限縮解釋就會出問題了，又回到過

去沒有有效性抗辯而適用限縮解釋的情況。 

蔣大中理事長： 
好，謝謝。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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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華副教授： 
我這邊就接著剛剛黃老師所說的第五個命題上，我所理解的或是我自己覺得合

理的解釋也應該是這樣子。如果先前技藝不足以打掉專利有效性的時候，其實對於

他的權利範圍解釋，就不應該再去作權利範圍的調整，這應該是說我覺得在我國法

一個合理的適用。德國立法例就此對我國法的適用可能不太能參考，德國法的想法

是：在侵權訴訟這個專利權應該是有效的，所以這個先前技術應該是不足以打掉專

利有效性，於此前提之下，專利權範圍也不應該因此而受到影響。我覺得在某種程

度上德國法的這個結論應該跟我國法的適用結果是相近的，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還是

維持著二元的制度，在不同制度中若做些調整後反而會讓權利範圍變成忽大忽小，

在法律安定性上其實會有一些問題。至於內部證據、外部證據的部分，我覺得黃老

師那邊講的滿好的，因為在看判決的時候，的確看到所有文獻都是說內部證據優先

外部證據等等，但老師講的沒錯，因為技藝人士的角色而讓這兩個問題好像是交錯

的，似乎很難說先後，所以我再仔細想想所看到歐洲文獻的討論，應該是在說：假

設從說明書裡面他所用的一些技術的term、名詞各方面，跟一般人、字典所理解的

都一樣的話，大概也不會有什麼問題。之所以會發生疑問的是，這個說明書裡面用

名詞，似乎看起來有限縮解釋或者是擴大解釋一般用法，這個時候確實有內部證據

或外部證據優先的問題。我們的確看到一些文獻討論這個問題、抑或判決一再提到

的，專利的說明書本身就可以自成一部字典，也就是說如果今天這個申請人本身他

在做這個意思表示有不同想法，他想有一個不同的、異於一般交易習慣的一些名詞

用法，這個時候當然就要尊重他，所以此時當然就是以他、說明書的用法為主。但

他所用的這些名詞，可能有些不夠精準的時候，才需要用外部證據去作解釋。關於

內部證據、外部證據的區別，在德國法的觀點裡面，還是同樣回到意思表示的解

釋。當事人一開始在想些什麼，他們當時用這些名詞其實本來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專利主管機關代表那個時代、那個時間的技藝人士來看這個東西時的理解又會是什

麼，所以最原始的還是回到說明書的解釋的部分。外部證據能做為專利權範圍解釋

的法源依據是什麼，可能最後只能用說因為他是技藝人士，所以用技藝人士的標準

來做解釋，即便無法源依據在概念上勉強也能說得過去，這是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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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大中理事長： 
好，謝謝。 

黃銘傑教授： 
我再補充一下，如同剛剛講說，如果這個範圍是習知技藝的話，我覺得關於習

知技藝的法律上解決手段，應該是以「更正」的方式處理比較好，而非再用所謂的

「限縮解釋」。 

蔣大中理事長： 
好，謝謝。 

程凱芸專利師： 
我可不可以補充一下，其實他這個案子並沒有在講有效性跟前案的問題，他這

個案子因為我仔細看了一下，應該是專利權人想要把他的申請專利範圍擴大解釋，

解釋到根本沒有辦法為說明書所支持。所以這個法官他當下，我在猜他的心態是，

如果我要採用你的建議的話，你要解釋的這麼大的話，那當然採用了之後那個人就

會侵權了，可是很明顯的，你就會認為說你這樣解釋就會解釋到說明書沒有的東

西，那我如果讓你這樣去抓的話不合理，可是我並不想當場判你無效，那我就直接

說你專利仍然是有效的，可是你至少不能擴張到專利書無法支持的程度。所以我覺

得，他可能是說理沒有講得很清楚。 

汪漢卿審判長： 
他一直有爭執專利的有效性的部分，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問題。 

程凱芸專利師： 
他前面其實是在講說，如果你要這樣解釋的話，說明書沒有辦法支持，那說明

書既然沒有辦法支持。如果真的要這樣解釋讓你去抓的話，基本上專利應該無效，

那我不可能讓一個無效的專利去抓一個侵權的物品，所以我只好把你解釋成有效，

那我把它解釋成有效的時候，你的專利一定不及於這個物品，你就不可以去抓他

了。所以我覺得這個判決可能跟有效性跟前案的解釋沒有太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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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漢卿審判長： 
如果當事人有在民事侵權訴訟裡面爭執專利有效性的話，像這樣的一個情形其

實比較少發生，但是發生在當事人不爭執有效性的時候，法官只好自己作。 

程凱芸專利師： 
那這個案子沒有，因為他其實抓的是那兩個樣品。他的有效性我覺得應該不是

很大的重點。我覺得他是契約的問題，他想要拿到那個採購法。 

顏吉承科長： 
應該是對於26條沒有爭執，但是有新穎性、進步性的爭執。 

程凱芸專利師： 
有嗎？我記得沒有。 

汪漢卿審判長： 
那個GPS定位。 

周志賢科長： 
那個GPS定位，他有爭執新穎性、進步性。 

程凱芸專利師： 
可是法官講到他的有效性的時候，跟新穎性、進步性無關。所以他在講憲法那

個時候好像是在講支持的問題。 

顏吉承科長： 
我這邊有寫一個筆記，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199號判決，法院的見

解是說擴張解釋的話，無法為發明說明所支持，那這樣就違憲。但是這個並沒有在

爭執裡面，我應該講有爭執新穎性、進步性，但是沒有爭執這個問題，結果造成法

院不知道該怎麼收尾。 

汪漢卿審判長： 
所以他只是說沒有被支持，不是說把習知技藝拉進來去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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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大中理事長： 
就是他爭執新穎性、進步性這個部分不成立，但是他在申請專利範圍解釋的時

候，又把他擴大了，而那個擴大變成他沒有支持。 

程凱芸專利師： 
對。所以我覺得如果知道那個情況，這個法官只是想找個中間地帶，讓他這個

判決不會太偏。所以可能跟有效性跟前案的解釋會不會考慮習知技藝之間沒有直接

的關係。 

顏吉承科長： 
我補充一下，有關於最後一個問題「解釋文義範圍應否迴避習知技藝」，然後

在第一行又說，要主張先前技藝阻卻。就我個人在法院的操作，在解釋的時候事實

上是就技術特徵在解釋，很少就整個請求項作解釋，而是就技術特徵的文義解釋。

但是先前技藝阻卻是一對一的，就是一個先前技術跟被告產品有沒有相同。不是再

去拆解成技術特徵，而是一對一的。若相同則阻卻，所以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是就技

術特徵，先前技術阻卻是就技術特徵組合之請求項整體，所以我們通常不會放在一

起討論。另外就是有關於內部證據、外部證據的問題，前面有談到的，法院判決有

綜合什麼的，就覺得綜合內部證據跟外部證據會很奇怪，我沒有詳細看判決，但是

我提供我的一些經驗，我們通常在解釋的時候，第一個時間點，看到一個詞，我用

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角度去認知他，等我看完整份說明書的時候，發現原來申請人在

某一頁某一行內，已經對這個用語重新界定，那我就用說明書的界定。優先順序

上，第一個時間點是用通常知識去理解，但是如果說明書裡面有內部證據的時候，

內部證據優先於通常知識的認知，通常知識就是外部證據，我會轉換為說明書裡面

的東西。但是有的時候一個詞，或是一個技術特徵，他有某一些部分牽扯到外部證

據，某一些部分牽扯到內部證據，這個時候又該怎麼解釋那個文義呢，可能就產生

「綜合」出現，我的理解大概是這個樣子，跟各位說明一下。 

蔣大中理事長： 
謝謝。再次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及提供很多寶貴意見的看法，這是公會第一次

辦這種形式的座談會，我們很希望能建立這種模式及平台，讓公會成員與智慧局、

法院實務及學者有交流與討論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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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專訴字第5號 

裁判要旨 

 

 

【專利法】 
【裁判日期】102年5月1日 

【裁判要旨】 

按「專利申請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指發明人、創作人或

其受讓人或繼承人。」、「受雇人於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其專利

申請權及專利權屬於雇用人，雇用人應支付受雇人適當之報酬。但契約另有約定

者，從其約定。」、「前項所稱職務上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指受雇人於僱傭關

係中之工作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92年2月6日修正公布專利法第5條第2

項、第7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核准專利之新型，利害關係人認有「新

型專利權人為非新型專利申請權人者」之情事，依同法第107條第1項第3款及第2項

規定，得附具證據向專利專責機關舉發之。從而，系爭專利有無違反前揭專利法之

情事而應撤銷其新型專利權，依法應由舉發人附具證據證明之。兩造所不爭執之舉

發證據可證明系爭專利創作人張鈺欽、周暉雅於94年4月7日起至95年2月28日任職

於原告公司，任職期間曾參與原告94年度研究發展計畫，張鈺欽現為參加人之代表

人，為參加人所不否認，參以原告主張系爭專利係張鈺欽、周暉雅於僱傭期間進行

上開計畫之開發成果，可知系爭專利創作人張鈺欽、周暉雅曾接觸原告94年度研究

發展計畫，故若證據三可證明與系爭專利之內容實質相同，即有原告所主張專利法

第7條第1項、第107條第1項第3款之情事，而應撤銷系爭新型專利權。 

惟證據三不能證明系爭專利之新型專利權人為非新型專利申請權人。原告所提

證據三及其附證1至5與證1至6均無法證明系爭專利之新型專利權人為非新型專利申

請權人（即系爭專利之申請並未違反專利法第107條第1項第3款規定），故被告所

為「舉發不成立」之處分，參照首揭法條規定及說明，於法並無不合。訴願決定予

以維持，亦無違誤。原告主張前詞，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且命被告應為撤

銷系爭專利之審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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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字第40號  

 

 

【專利法】 
【裁判日期】102年4月25日 

【裁判要旨】 

按「受雇人於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設計，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屬於

雇用人，雇用人應支付受雇人適當之報酬。但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前項所稱職務上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指受雇人於僱傭關係中之工作所完成之

發明、新型或新式樣」，專利法第7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故所謂職務上所完

成之發明，必與其受雇之工作有關聯，即依受雇人與雇用人間契約之約定，從事參

與或執行與雇用人之產品開發、生產研發等有關之工作，受雇人使用雇用人之設

備、費用、資源環境等，因而完成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專利，其與雇用人付出之

薪資及其設施之利用，或團聚之協力，有對價之關係，故專利法規定，受雇人關於

職務上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屬於雇用人。其立法意旨在

於平衡雇用人與受雇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其重點在於受雇人所研發之專利，是否

係使用雇用人所提供之資源環境，與其實際之職稱無關，甚至與其於契約上所約定

之工作內容無關，而應以其實際於公司所參與之工作，及其所研發之專利是否係使

用雇用人所提供之資源環境為判斷依據。且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

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著有明文。若負舉證責任之人先不能舉

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之真實，則他造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所舉證

據尚有疵累，法院亦不得為負舉證責任之人有利之認定。 

上訴人於96年3月12日起至97年12月28日受雇於被上訴人公司並擔任顧問一

職，有被上訴人所提之原證2之96年5月份勞工退休金提繳費計算名冊附卷可稽，上

開名冊上記載上訴人曾任被上訴人公司之受雇人，且以勞工身分提列退休金之事

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且上訴人於任職被上訴人公司期間之96年5月14日以「網路

安全交易系統BUSINESSPROTECTION SYSTEM IN INTERNET 」向智慧局申請發

明專利，其發明人及申請人均為上訴人，經智慧局於97年11月16日以公開編號第

200845690號發明公開公報公開即系爭專利，系爭專利之申請費及96年9月4日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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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費為被上訴人所支付，先後於同年5月18日、9月8日向被上訴人請款，已由被上

訴人支付等情，有蓋有收件日期戳之發明專利申請書及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收

款證明、連邦事務所收據各1份在卷足稽為證，應信為真正。 

惟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任職期間所申請之系爭專利為其任職被上訴人期間之

職務上發明，系爭專利應為被上訴人所有云云，則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系爭專利

並非職務上發明，而於任職被上訴人公司之前即已完成之發明，再以之向智慧局申

請系爭專利，故非屬被上訴人所有等語置辯。經查，系爭專利之申請日及上訴人委

託連邦事務所申請系爭專利之日期固然均在上訴人任職被上訴人公司期間，有專利

案委辦契約書1份存卷足憑，惟自上訴人任職被上訴人之96年3月12日起至委託連邦

事務所申請系爭專利之同年4月13日，僅33日，期間甚短，系爭專利是否為上訴人

在被上訴人公司任職之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雖然與其實際之職稱無關，甚至與其

於契約上所約定之工作內容無關，惟受雇人即上訴人所研發之系爭專利，是否係使

用其雇用人即被上訴人所提供之資源環境，亦即其實際於公司所參與之工作，及其

所研發之專利是否係使用雇用人所提供之資源環境，被上訴人應負舉證責任。 

上訴人抗辯系爭專利非屬其於受雇被上訴人期間於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自屬

可信，被上訴人之主張為不足採。從而，被上訴人本於專利法第7條第1項之規定，

請求上訴人應將系爭專利申請權人變更為被上訴人，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判

命上訴人應將系爭專利申請權人變更為被上訴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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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著上字第13號  

 

 

【著作權法】 
【裁判日期】102年6月6日 

【裁判要旨】 

按著作權法所保障之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

作，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故除屬於著作權法第9條所列之外，凡具

有原創性，能具體以文字、語言、形像或其他媒介物加以表現而屬於文學、科學、

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人類精神力參與的創作，均係受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而

所謂原創性，廣義解釋包括狹義之原創性及創作性，狹義之原創性係指著作人原始

獨立完成之創作，非單純模仿、抄襲或剽竊他人作品而來；創作性不必達於前無古

人之地步，僅依社會通念，該著作與前已存在作品有可資區別之變化，足以表現著

作人之個性或獨特性之程度。而美術著作為著作之一種，自仍須具備上開關於「著

作」之基本要素，除有一定之表現形式外，尚須其表現形式能呈現或表達出作者在

思想上或感情上之一定精神內涵始可，同時該精神內涵應具有原創性，且此原創性

之程度須達足以表現作者之個性或獨特性之程度。再者，創作須具備最低程度之創

作或個性表現，始可受到保護，亦即該著作仍須具有最低限度之創意性，且足以表

現著作個性或獨特性之程度，方屬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如其精神作用之程度甚

低，不足讓人認識作者之個性，抑或著作係拼湊堆砌既存材料，則不得為著作權之

客體，即無保護之必要；而著作權專責機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亦採此見解，該局98

年4月27日電子郵件980427a函釋：「按著作權法（以下簡稱本法）所稱之『著

作』，本法第3條第1項第1款明定屬於指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

作』。因此，著作符合『原創性』及『創作性』二項要件時，方屬本法所稱之『著

作』。所謂『原創性』，係指為著作人自己之創作，而非抄襲他人者；至所謂『創

作性』，則指作品須符合一定之『創作高度』，至於所需之創作高度究竟為何，目

前司法實務上，相關見解之闡述及判斷相當分歧，本局則認為應採最低創作性、最

起碼創作（minimal requirement of creativity ）之創意高度（或稱美學不歧視原

則），並於個案中認定之」。亦足徵創作仍要具備最低程度之創作或個性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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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受到保護。 

系爭「櫻花機圖」上說明該商品為7-11統一超商「2006年度預購NO.1機種」之

文字，雖以圓形及長形之獎牌或勳章圖案表現，然均係使用7-11統一超商之商標及

其色彩，復佐以常見之獎牌或勳章圖案，仍難謂有何獨特性或足以表現作者之個

性。再者，將系爭「櫻花機圖」整體綜合觀之，固包含該碎脂機商品外包裝、碎脂

機主機、配件貼片及說明該商品為7-11統一超商「2006年度預購NO.1機種」之文

字，然仍為該商品之排列展現，依社會通念，其色彩構圖尚不足以表現作者之個性

或獨特性之程度，易言之，系爭「櫻花機圖」尚難謂已具備最低程度之創作或個性

表現，即不符合一定之創作高度。準此，系爭「櫻花機圖」因不具創作性，尚非屬

於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就系爭「一百萬台圖」圖案部分，上訴人雖主張圖案中有歡慶同賀意涵之拉

炮、汽球及彩帶等圖示編排其中，且特意使用「販賣達成」日文、「平成17年」之

日本年號等文字作為構圖之一部分，具高度創意性云云。惟查，系爭「一百萬台

圖」係以較大之數字「100」作為構圖主軸，加上較小之文字「万台」，配合圓形

及緞帶之構圖書寫「船井碎脂機」、「販賣突破」、「平成17年達成」，另有拉

炮、氣球、彩帶等圖樣，其中文字部分，例如「100万台」、「販賣達成」、「平

成17年達成」、「販賣突破」、「船井碎脂機」等，綜合其意乃在表示「船井碎脂

機於平成17年達成銷售100萬台」之意，此為常見之銷售用語，且主要目的在傳達

告知某項事實，非屬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自難稱之為著作。

至於圖形部分，例如圓形、緞帶及拉炮、氣球、彩帶等，此亦係取材自坊間所習用

常見之圖樣或圖庫，此有被上訴人所提之各式圖樣及其在上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9

年度智易字第59號刑事案件中所提之圖案在卷足憑，由是可知，上訴人僅係單純將

坊間常見習用之圖庫組合，再搭配其所欲傳達之特定事項，即所謂思想表達合一之

陳述，難謂有何獨特性，亦不足以表現作者之個性或獨特性之程度，易言之，系爭

「一百萬台圖」亦難謂已具備最低程度之創作或個性表現，即不符合一定之創作高

度。準此，系爭「一百萬台圖」因不具創作性，亦非屬於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綜上所述，本件上訴人所提證據資料既無法證明系爭「櫻花機圖」、「100萬

台圖」係屬於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則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第3項、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訴請被上訴人連帶給付10萬元，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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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

將本件最後事實審判決書之內容全部刊載於中國時報或聯合報或蘋果日報全國版任

一版面下半頁一日，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基於同上理由，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

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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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商訴字第10號  

 

 

【商標法】 
【裁判日期】102年5月29日 

【裁判要旨】 

按92年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13款前段規定：「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

註冊：……十三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

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所謂商標構成相同或近似者，係指以具

有普通知識經驗之一般商品購買人，於購買時施以普通所用之注意，就兩商標主要

部分之外觀、觀念或讀音隔離觀察，有無引起混同誤認之虞以為斷。故兩商標在外

觀、觀念或讀音上，其主要部分之文字、圖形或記號，有一近似，足以使一般相關

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者，即為近似之商標。而衡酌商標在外觀或觀念上有無混

同誤認之虞，應本客觀事實，按下列原則判斷之：1.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購買

者，施以普通所用之注意為標準；2.商標之文字、圖形或記號，應異時異地隔離及

通體觀察為標準；3.商標以文字、圖形或記號為聯合式者，應就其各部分觀察，以

構成主要之部分為標準。故判斷兩商標是否近似，應就各商標在「外觀」、「觀

念」、「讀音」上特別突出顯著，足以讓消費者對標誌整體形成核心印象之主要部

分異時異地隔離各別觀察，以辨其是否足以引起混淆誤認之虞。次按，判斷商標之

近似與否，固以總括全體隔離觀察為原則，惟若商標圖樣中之一定部份特別引人注

意，有此部分而商標之識別功能特別顯著者，自可就此部分加以比較觀察，以判斷

兩商標是否近似，此與單純將商標割裂分別比較者不同。另所謂「有致相關公眾混

淆誤認之虞者」，係指兩商標因相同或構成近似，致使相關消費者誤認為同一商

標，或雖不致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但極有可能誤認兩商標之商品／服務為同一

來源之系列商品／服務，或誤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

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言。又判斷二商標有無混淆誤認之虞，應參酌：1.商標識別

性之強弱；2.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3.商品／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

度；4.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5.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6.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

熟悉之程度；7.系爭商標之申請人是否善意；8.其他混淆誤認之因素等，綜合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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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已達有致相關公眾、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 

系爭商標1係由一圖形加上外文「Tobei」所組成，系爭商標2則由一相同圖形加

上外文「TOBEI」所組成；而據以異議商標則係由單純外文「TOPAX」所構成；原

告雖稱：系爭商標之圖形即為外文「C」，故系爭商標整體外文為「CTobei」，惟

依系爭商標97年12月17日商標註冊申請書所載之商標名稱為「Tobei及圖」，故尚難

遽認系爭商標之圖形即外文「C」，仍應認系爭商標乃由一圖形加上外文「Tobei」

／「TOBEI」組成。比較系爭商標圖樣與據以異議商標圖樣，整體圖樣佔較大比例

部分為外文文字，應認外文文字部分為商標之主要部分；原告稱系爭商標給予消費

者第一印象以前述圖形最為顯著，該圖形方為主要部分云云，顯與商標客觀予消費

者之寓目印象不符，並不足採。又「Tobei」／「TOBEI」與「TOPAX」均屬自創

性文字，並無特定字義，起首均為相同之「To」、「TO」，又「bei」／「BEI」與

「PAX」之讀音可能分別為/be/、/paks/，故「Tobei」／「TOBEI」與「TOPAX」

商標，整體在外觀及讀音方面，近似程度均不低；原告雖稱：「TOBEI」與

「TOPAX」二者讀音差別甚大云云，並提出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陳容萱助

理教授之意見為據，惟原告自承該意見係陳容萱助理教授自英語語言學專業角度分

析，顯與商標近似判斷應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購買者，施以普通所用之注意為標

準之原則不符，是原告上開自專業語音學細究前述商標正確發音不同處所得之讀音

不近似之結論，自非可採；原告另舉本院97年度行商訴字第38號、99年度行商訴字

第188號行政判決主張前揭商標不近似，惟該等判決所判斷之商標及事實與本案完

全不同，自無從比附援引。綜上，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

通之注意，異時異地，隔離觀察系爭商標與據以評定商標之整體圖樣及主要部分，

可能會有所混淆而誤認二商品來自同一來源或誤認不同來源之間有所關聯，應構成

近似之商標，且近似程度高。 

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之「流理台、爐台、電冰箱、洗臉台、馬桶、淋浴蓮蓬

頭、馬桶自動沖水器、衛浴設備、水龍頭、水箱給水零件、飲水機、濾水機、熱水

器、瓦斯爐、排油煙機、電爐、通風設備、鍋爐、瓦斯調整器」商品，與據以異議

商標1指定使用之「流理台…爐台…洗臉台…抽水馬桶…淋浴沖水器…水龍頭…水

箱零件…飲水機…熱水器…瓦斯爐…排油煙機…電爐…排風機…瓦斯流量控制閥」

等商品相較，或屬衛浴設備用品，或屬廚房家電用品，於功能、材質、行銷管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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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族群上有相關連之處；又據以異議商標2指定使用之「…五金及家庭日常用品

零售…衛浴設備、熱水具、瓦斯爐、排油煙機之零售服務；廚房設備、用具、餐

具、電器產品、小家電之零售…」等服務相較，其服務即在提供上開系爭商標指定

使用之商品之販售，兩者在滿足相關消費者需求上自具共同或關連之處，是如標示

相同或近似之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商

品／服務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是二商品／服務間

應存在同一或高度之類似關係，此亦為原告所未爭執。 

綜上，衡酌系爭商標圖樣與據以異議商標圖樣近似程度高，復指定使用於同一

或高度類似之商品／服務，據以異議商標識別性較高，原告申請時亦非善意等情

狀，相關消費者極有可能誤認二商標之商品／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服務，

或者誤認二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

而產生混淆誤認情事，系爭商標之註冊，有處分時92年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13款

前段規定之情形。從而，被告所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並無違法，訴

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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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日  期 內  容 

3月18日 召開商標實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3月28日 
司法院舉辦「臺日專利訴訟研討會」，本會指派張哲倫秘書長代表公會

出席，另開放名額由本會會員馮達發專利師、彭國洋專利師、陳翠華專

利師、陳群顯專利師等四位參加（依報名時間順序）。 

4月16日 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4月23日 召開發明實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4月25日 專利師季刊第十三期出刊日。 

4月25日 
經濟日報聯繫張哲倫秘書長，希望邀訪專利師公會會員分享專利師職業

經驗及體驗，經報請理事長，理事長指示由白大尹理事直接回覆處理。

4月26日 

北京專利代理人協會至公會交流參訪，由蔣大中理事長率張哲倫秘書長、

兩岸事務委員會郭仁智副主委、林景郁副主委、廖鉦達顧問、蔡坤財

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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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11位代表公會接待。 

5月6-7日 
智慧財產法院於4樓國際會議廳舉辦「102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

由蔣大中理事長及張哲倫秘書長代表公會參加。 

5月7日 召開編輯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5月8日 
為執行理監事會前次會議關於日後智慧財產局相關公聽會應提前通知本

公會之決議，秘書處於102年5月8日發文智慧財產局，並經智慧財產局

會務動態與紀要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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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於102年5月16日回文表示：「本局於召開各類公聽會前，均於第一時間

將相關會議資料在本局網站公告周知，請 貴會隨時注意本局公告資訊

之布告欄資訊」。 

5月17日 

召開第二次專利法論壇（主題：手段功能語言之申請專利範圍解釋），邀

請到智慧財產法院熊誦梅法官、沈宗倫教授、李素華教授及智慧財產局專

利三組顏吉承科長及鍾士偉組長等五位貴賓蒞臨指正，本會則由蔣大中

理事長、設計專利實務委員會宿希成主委、發明實務委員會吳宏亮

副主委、張哲倫秘書長、林景郁副秘書長、涂綺玲副秘書長共同與會參與

討論。 

5月17日 
智慧財產局舉辦102年度專利師職前訓練開訓儀式，由蔣大中理事長、

吳冠賜副理事長、蔡坤財前任理事長、廖和信理事、何秋遠監事等五位

代表公會參加。 

5月18日 
智慧財產局辦理102年度專利師職前訓練，本會推薦洪武雄常務理事擔

任「專利師執業倫理」講座。 

5月22日 

智慧財產局舉行專利審查品質諮詢委員會，理事長提案建請智慧財產局

依法調查有關專利申請實務迭有「文件代收人」之慣行是否違反專利師

法第9條、第32條及第33條等違法情事，並提供說帖呈請智慧局參考，

提會討論此事。吳欣玲科長已聯繫林景郁副秘書長，並告知局長將親自

於7月初與理事長及本公會代表親自協調、處理此事，理事長擬邀請白

大尹理事與廖鉦達常務理事屆時共同與會。 

5月22日 召開在職進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5月31日 

由台灣資訊智慧財產權協會主辦，臺大法學院科技倫理與法律研究中

心、台灣法學會智慧財產法委員會、專利師公會、律師公會、台灣國際

創意及科技協會、台灣軟體聯盟及全國工業總會協辦之研討會，於集思

台大會議中心舉行，參與討論智財訴訟中有關證據保全的問題，本會由

張哲倫秘書長擔任第一場次與談人，由發明實務委員會指派林哲誠副主

委、林宗緯委員、徐志翔委員、郭仁智委員、陳邦禮委員及彭國洋專利

師、秦建譜監事等七位代表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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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5月31日 
召開設計專利實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並邀請智慧財產局設計專利科

魏鴻麟科長作專題演講。 

6月20日 

舉辦在職進修講座第一場次，由智慧財產局專利三組林國塘副組長擔任

主講人。 

  

6月26日 
大陸福建省專利代理人協會黃平、薛炳新、王順梅、吳義添等一行四人

拜訪本會，同時，本會舉辦福建省專利代理人協會與第一、二屆共51位

台灣通過大陸專利代理人考試人員的座談會。 

6月28日 召開第二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 

 

 



 

 

《專利師》撰稿體例 

壹、正文 

一、文中段落號碼標寫格式順序為：壹、一、(一)、1.、(1)、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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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字第123號、釋字第1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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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日、86年台上字第123號。 

四、引用外文專有名詞、學術名詞，請翻譯成中文，文中第一次出現時附上原文即

可；如使用簡稱，第一次出現時使用全稱，並用括號說明簡稱，後續再出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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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圖片、表格分開標號，編號及標題，置於圖下、表上。 

六、引註號碼，除有特別用意外，統一置放於標點符號前。例如：……2。 

貳、引註 

一、引註以必要為限，引註應是已發表之文獻，引註未發表文獻應徵得相關著作權

人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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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前註」；如其間隔有其他引註時，則以「作者名，註X書（文），XX頁」方

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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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四分之一。 

四、大法官解釋、法條條文及行政函釋無需註明日期及出處，若非必要，請勿全文

摘錄。 



 

 

五、引註格式說明如下： 

(一)中、日文文獻 

1.專書 

作者名，書名，出版年，頁數。 

例如：顏吉承，專利說明書撰寫實務，2009年，117-118頁。 

2.專書論文 

作者名，篇名，收錄於書名，出版年，頁數。 

例如：陳佳麟，習知技術元件組合專利之均等論主張與習知技術抗辯

適用之研究，收錄於2003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

257頁。 

3.譯著 

原著，譯者，書名，出版年，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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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期刊論文 

作者名，篇名，期刊名，年月，卷期，頁數。 

例如：陳志清，企業與未實施專利實體之互動關係及因應策略（上），

專利師，2010年7月，2期，43-51頁。 

5.大法官解釋、法條 

例如：大法官釋字第645號解釋、專利法第44條。 

6.行政函釋 

例如：內政部(87)年台內地字第8673631號函。 

7.法院判決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552號判決。 

8.法院決議 

例如：最高法院91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二)其他外文文獻 

1.英文引註：請參The Bluebook引註格式。 

2.引用其他外文文獻，請依各國習慣，註明作者、論文或專書題目、論文

出處（如：期刊名、卷期數）、頁碼或邊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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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師》徵稿簡則 

一、本刊各專欄均歡迎投稿及提供資料。來稿請以中文撰稿，由左而右橫式打字，

篇幅請勿過長，專業論著每篇以5,000至20,000字為宜。請將稿件email至：

mail@twpaa.org.tw。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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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