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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師公會自2009年12月11日成立以來，自2010年年初發行創刊號以降，
迄今已經超過三年。隨著專利師公會第一屆理監事任期屆滿後的改選，編輯委

員會亦將重組。回首過去三年，專利師季刊從無到有，作為專利師公會唯一的

刊物，編輯委員會成員們對每一期內容的出刊，無不懷抱戰戰兢兢的心情嚴陣

以待，除希望季刊編輯工作精益求精，亦期望每一期刊物的出版，都能為提升

專利師執業之專業水準做出貢獻。 

本期季刊之專題研究論文概略可分成三大主題，分別是專利訟爭實務、專

利申請議題以及專利布局管理。 

在專利訟爭方面，許正順庭長以「如何提高智慧財產案件之審判功能——
以技術審查官之實務運作為中心」為題，探討我國與日本智財案件審判制度之

異同，為2008年7月1日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實施以來，技術審查官的角色功能
以及實務運作之紛擾深入剖析。 

手段功能用語之請求項於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不同時，常會導致智慧財產

局審定、法院認定結果不同，進而間接影響專利申請人或專利權人權益，呂姝賢

審查官之「從最高法院民事案件原判決廢棄之理由——探討『手段功能用語』表
示之專利申請範圍」一文，以實際案例為吾人深入探討判斷專利申請範圍是否

為手段功能用語之標準及其對於申請專利範圍解釋及法院判決之影響。 

目前在專利侵權損害賠償計算上，因法院關於以相當於授權實施之權利金

判決案例有限，致無足夠判決數量可供分析或類型化，陳龍昇助理教授之「我

國專利法增訂以相當於授權金為損害計算基準之評析」一文，以美國法中專利

侵害損害賠償額計算方式之規定及具體判斷標準為借鏡，為困擾專利侵權審判

實務已久的損賠計算提供有參考價值的剖析。 

 



2013年1月1日起生效實施新專利法以設計專利的修正幅度最大，葉雪美審
查官，以「解析設計專利中電腦圖像的申請樣態與揭露形式——以美國與歐盟設
計為例」，以美國與歐盟的電腦圖像設計專利為例，分析與介紹多樣化的電腦

圖像類型以及在設計專利中圖式的揭露方式與圖式說明的撰寫方式，進一步說

明我國有關圖像設計之圖式揭露與設計說明等相關規定，為業界在撰寫電腦圖

像設計專利上提供更明確的指引。 

在專利布局及管理議題方面，劉國讚副教授及劉思芸審查官之合著，

「Apple公司觸控面板手勢專利權布局之剖析」為我們分析了火熱的Apple競爭
武器——手勢專利之申請策略與地域布局策略，及手勢專利權在智慧型手機的市
場競爭的影響力。 

李治安副教授的「複雜創新環境中的專利取得模式」一文，將企業取得專

利模式區分為「內化專利模式」及「外部專利模式」，包括了企業自行研發、

申請專利，或向他人購買專利及併購擁有專利權公司之取得模式，以具體案例

分析靈活調整其技術取得策略之重要性，並建議企業應仔細評估產品與技術特

質、產業結構及特性、相對競爭態勢及企業核心競爭優勢後，決定何種技術取

得模式最適合其組織及產品。 

專利師季刊受限於專利師公會方新成立、專利師會員人數未達經濟規模、

在人力物力皆有限的情況下，如非第一屆理監事們有志一同的支持，以及業界

賢達前輩們熱情襄贊大作，難成局面。期望公會、專利師會員及業界賢達前輩

們繼續支持季刊出版。隨時間之推移及專利師公會日漸茁壯，此季刊有朝一日

或將蛻變成月刊，每期並以主題專輯之方式，以更多元面貌呈現於世人亦未可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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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如何提高智慧財產案件之 
審判功能 
——以技術審查官之實務運作為中心 

許正順* 

壹、前 言 

我國高科技產業為全球經濟發展之重心，從事該行業研發之人才濟濟，且在政

府與民間業者之攜手努力下，近年來更有突破性的表現。其中尤以半導體，涉及專

利權益之高科技產業，因其產品於市場上之替換週期甚短，商機稍縱即逝，故當事

人間如對智慧財產案件（下稱智財案件）有糾紛涉訟時，法院如何能積極迅速審

結，並提供正確有效之裁判品質，對當事人而言，同具重要性。為迅速有效解決國

際間智財案件之紛爭，並提高我國智財案件之裁判品質，司法院乃積極推動設立智

慧財產法院（下稱智財法院），並將相關之智財法院組織法、智財案件審理法送請

立法院審議通過，嗣於2007年3月28日公布，並定於2008年7月1日正式設立智財法

院，以為因應。 

智財法院設立後，集合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三種程序於同一法院審理，期能

改革目前民、刑事與行政訴訟制度因分別進行，所衍生之訴訟延滯問題。且為能協

助法官精確判斷技術問題，增強法官處理技術之能力，乃同時參考日本調查官及韓

國技術審理官模式，設置技術審查官（下稱技審官）制度，相信在實務運作上，對

智財案件裁判品質之提升，具有絕對正面之功能。 

                                                        
* 台灣高等法院法官兼日本北海道大學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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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在實務運作上，審判長或受命法官命技審官就其執行職務之成果，所製作之

報告書，並不公開，技審官之陳述，復不得直接採為認定待證事實之證據，則技審

官之定位如何？法官應如何善用技審官之知識技能，並就法院已知之特殊專業知

識，予當事人有辯論之機會，而採為裁判之基礎？確係值得進一步探討之課題。另

在日本為要妥適解決智財案件之紛爭，除調查官外，尚有專門委員之設置，兩者係

提供法官不同之專業資訊，發揮相輔相成之功能，不可偏廢。我國雖亦有諮詢專家

制度，惟實務上在審理智財案件時，似未善用該項制度，致外界對裁判品質或有嘖

言，則諮詢專家制度是否有重新檢討改進之必要？另實務上法官在承辦智財案件

時，送請鑑定案件之比例卻甚為低少，專業鑑定之證據力在審判程序上具有不可替

代之功能，鑑定低落之原因為何？如何加強鑑定功能以提升裁判品質？凡此，均為

智財法院設立以來，所面臨亟待解決之問題。 

本文試從探討我國與日本智財案件審判制度之異同，分析我國目前技審官制度

之得失，並提出建議事項，以供有司日後制度興革之參考。 

貳、目前實務上之運作情形 

一、技審官 

為能協助承辦智財案件之法官能明確判斷技術問題，增強法官處理技術案件之

辦案能力，我國乃參考日本之調查官及韓國之技術審理官制度，設置技審官。目前

智財法院配置主任技審官1人及技審官9人，其中9人係依智財法院組織法第15條第3

項規定及智財法院技審官借調辦法，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財局）借調資深

專利審查官充任。並因業務之需要，於2010年1月1日依上開條文第3項及智財法院

約聘技審官遴聘辦法，遴選1位約聘技審官。嗣因向智財局借調之技審官任期屆滿

歸建，乃與智財局商議另行借調，故迄2011年7月連同約聘技審官1人，智財法院共

設置13名技審官1。惟參酌技審官協助辦理之案件數量表顯示，在99年度技審官協助

智財法院辦理案件之總件數為491件，其中以民事案件為最多，共321件，其次為行

政訴訟案件169件，而刑事案件僅有1件，併觀同年度智財法院審結之民事及行政訴

                                                        
1 蔡惠如，智慧財產訴訟之新趨勢，專利師，2011年1月，4期，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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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案件上訴維持率依序為88.97%、97.16%，均分別高於高等法院及高等行政法院之

辦案維持率2，足見技審官協助法官辦理智財案件，確已發揮提升裁判品質之功能，

而值得肯定。惟因相關法令規定不甚明確，使外界對技審官之定位，及其得行使職

權之範圍，仍有疑慮，此時自有賴學界間提出法學見解，與實務界間研析討論，就

法律爭點達成共識後，再由法院以判例理論，形成定見，用以遵行，並杜紛爭。惟

目前實務上就技審官之運作，仍有若干疑點，亟待釐清。 

(一)技審官之職務內容及定位 

關於技審官在審判程序之角色定位，參酌智財法院組織法第15條之立法理由：

「一、智慧財產案件常涉及跨領域之科技專業問題，智慧財產法院應配置專業技術

人員輔助法官從事相關技術問題之判斷，爰明定技術審查官室之組成及技術審查官

之官職等……」明確定位技審官係以專業技術人員身分，並以協助法官判斷技術問

題為其任務之目的，嗣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373號裁判意旨更以「不能因有技

術審查官之參與程序，即捨必要之證據調查，否則不啻將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委諸

技術審查官，與技術審查官依智財法院組織法第15條第四項規定『承法官之命，辦

理案件之技術判斷、技術資料之蒐集、分析及提供技術之意見，並依法參與訴訟程

序』之職掌，及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4條規定『法院於必要時，得命技術審查

官執行下列職務：一、為使訴訟關係明確，就事實上及法律上之事項，基於專業知

識對當事人為說明或發問。二、對證人或鑑定人為直接發問。三、就本案向法官為

意見之陳述。四、於證據保全時協助調查證據』之職務，即既非鑑定人，又非證

人，僅為法官輔助人之趣旨，殊有違背。」明確闡示技審官在訴訟程序中之地位，

及行使職務之範圍。 

技審官之職務既僅得「承法官之命，向當事人為說明、發問，或對證人、鑑定

人為直接發問，向法官陳述意見及協助調查證據」，且參酌日本實務界，亦認其調

查官並非與法官只是上命下服作為法官對技術專利事項的疑點，提出答覆之關係，

而係定位為法官之手足，乃為補充法官在審理智財案件時知識之不足而存在。其在

訴訟程序進行中須與法官作密切互動，並在當事人面前，以法官輔助人之角色，對

                                                        
2 司法院編印，法院加強審判功能保護智慧財產權方案——智財法院綜合分析報告，2011年，

1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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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發問、提出討論，使當事人對技術層面有更正確的理解為目的；即認調查官

為其係法院內部之構成員，而定位為法官之輔助人或技術助理3。併參考我國上開條

文之立法理由及最高法院裁判意旨，足悉我國於智財法院設置技審官，係將其定位

為法官之輔助人，並非鑑定人，至為明確。 

(二)技審官之報告書要否公開之爭議 

智財案件審理細則第16條規定「審判長或受命法官得命技術審查官就其執行職

務之成果，製作報告書。如案件之性質複雜而有必要時，得命分別作成中間報告書

及總結報告書。技術審查官製作之報告書，不予公開。」考其立法理由係謂技審官

為專業技術人員，輔助法官作相關技術問題之判斷，性質上屬受諮詢意見人員，其

製作之報告書供法官參考，法官不得將其意見採為裁判之基礎，而訂定前揭規定4。

雖有學者採不同之見解，認依智財案件審理法第8條第1項之規定，法官得就技審官

提供之意見，於訴訟中讓當事人有表示意見之機會，並呈現於判決得心證之理由，

始可避免對當事人之突襲裁判5。而在智財法院就智財案件審理法實施以來之重要爭

議問題所召開之座談會中，有關技審官報告書是否公開，亦有正反不同之意見，學

者多採肯定見解，而實務界則採否定看法6。惟如參日本對調查官之定位，係採法官

之輔助人說時，則技審官之報告書，嚴格而論，僅得視為法官與輔助人間討論案件

辦案之參考資料，如逕予公開，似有未洽。持平而論，當事人所質疑之處，應係法

官究有無踐行智財案件審理法第8條規定之法院已知之特殊專業知識，給予當事人

辯論之機會？而審判長或受命法官就事件之法律關係，有無向當事人曉諭爭點，並

適時表明其法律上見解及適度開示心證？等問題，此亦係外界為何主張上開條文為

民事訴訟法第278條第2項但書之「延伸性補充規定」，基於聽審請求權之保障觀

                                                        
3 高林龍，知的財産権関係訴訟における裁判所調査官の役割，日本工業所有権法学会年報，

1997年5月，第20号，51頁。小松陽一郎，専門委員•秘密保持命令•裁判の公開停止など

の新制度への対応，知財管理，2005年1月，55卷3期，329頁。 
4 智財案件審理細則第16條之立法說明，台灣高等法院網內網址http://172.16.16.159/Index.htm，

最後瀏覽日：2012年6月20日。 
5 呂紹凡，技術審查官，收錄於智慧財產訴訟新紀元，2009年，147-148頁。 
6 智財法院98年12月04日舉辦智財案件審理法規座談會第三場會議紀錄，22-39頁，司法院網

址：http://www.judicial.gov.tw/IProperty/work12/(5)，最後瀏覽日：2012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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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技審官所提之意見，如對判決結果具有重要性時，均應於當事人前公開使其有

辯論之機會，以避免突襲性裁判之發生7。 

實務上，法官在先行準備程序時，會於送達當事人之通知書上記載「兩造就技

術爭點有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經指定技術審查官協助審理之案件，技術審查官

原則上均全程參與開庭。為免兩造以為技術報告不得公開而有突襲裁判之誤認，本

院及技術審查官將以當庭提出技術爭點，或書面通知之方式，命兩造陳述意見」8，

形式上固能遵照條文規定，使當事人知悉兩造間爭點之所在，並給予陳述意見之機

會，或可祛突襲性裁判發生之疑慮，惟觀諸智財法院組織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就技

審官之任用資格規定，只要「擔任專利審查官或商標審查官合計三年以上，成績優

良並具證明者」即可任用，上開任職經歷條件，似亦不甚嚴謹要求，則技審官所提

供予法官之特殊專業知識，是否充分完整？兩造間就技審官依其專業知識，所提供

之判斷意見是否均無爭議？則是當事人間較為關心之課題，蓋如法官自技審官取得

之特殊專業知識，尚有爭議，或與事理有違，或與在該項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之技術專家之見解明顯相左，而法官仍將之採為裁判之基礎，則製作之判決是否妥

適，而無違背法令之虞，不無疑義。 

(三)除技審官之參與外，是否仍須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12號民事判決意旨略以「原審對於事涉特別專業領

域知識之系爭專利請求項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項，是否可經由原判決所稱之被證

二、被證四及被證五之結合而能輕易完成，致不具進步性一節認定所憑之證據，仍

應行必要之證據調查程序，不能因有技術審查官之參與而可省略，否則不啻將法院

認事採證之職權委諸技術審查官，與技術審查官僅為法院輔助人之趣旨（智財法院

組織法第15條第四項參照），有所違背。」另98年度台上字第2373號判決意旨亦明

確指出「原審對於事涉特別專業領域知識之系爭專利請求項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

項，是否可經由原判決所稱之被證二、被證四及被證五之結合而能輕易完成，致不

                                                        
7 沈冠伶，智慧財產民事訴訟之技術審查官與聽審請求權保障，月旦裁判時報，2010年6月，3

期，58-59頁。 
8 智財法院網址http://ipc.judicial.gov.tw/ipr_internet/doc/智財法院愛股審理計畫之注意事項.doc

二7.(1)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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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進步性一節之認定，究憑何項證據？不能因有技術審查官之參與程序，即捨必要

之證據調查，否則不啻將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委諸技術審查官」上開二項判決均由

最高法院第五審判庭提出，當事人均係就他造同一當事人之專利而為爭執，故而法

律見解相同，該項法律見解與智財案件審理細則第18條「技術審查官之陳述，不得

直接採為認定待證事實之證據，且當事人就訴訟中待證之事實，仍應依各訴訟法所

定之證據程序提出證據，以盡其舉證責任，不得逕行援引技術審查官之陳述而為舉

證。」規定相互吻合，值得肯定。且由上開實務見解，亦可看出事實審法官如僅依

技審官提供而不公開之報告書，當作「已知之專業知識」並執為裁判之基礎，除引

起外界之質疑，亦難取得最高法院之肯認，嗣該案發回智財法院，經同法院99年度

民專上更(一)字第2號判決時，始委請鑑定人鑑定，並敘明其他調查證據之結果，而

告確定。實務上既已將技審官定位為法官之輔助人，則在兩造就專利有無之事實認

定，尚有爭議時，法院如僅憑技審官提供之報告書，作為判斷專利有效性或民事侵

權有無之憑據，自嫌不足。 

抑且從上開實務見解，亦可知外界爭執技審官提供之報告書要否公開，追根究

柢，應係對法官形成心證之過程，產生質疑，有以致之。誠如智財法院於2009年12

月4日舉辦智財案件審理法規座談會時，與會學者所稱「例如發明專利，就不該為

技術審查官可以審查，其只是審查有無新穎性及與現有技術作比較，而不是精於此

方面的技術。其次進步性（skill in art），也非技術審查官可以審查，因為進步性是

指在這個產業從事研發工作的人，有沒有按照此定義作審查」。「技術審查官的專

長是在解讀請求項（claim），專有名詞（term）如有不同，須運用技術專家鑑定

制度9。」另亦有與會者對技審官之報告書提出質疑「（議題二：技術審查官製作

之報告書，宜否公開？）本議題的產生，係肇因於對於法官心證形成之過程不清

楚，我們在看判決時，常感覺判決理由的思考上有些跳躍，以至於不暸解中間之連

結為何，因為不暸解，所以就會懷疑法官是否是參考技審官的報告。所以，如果能

夠貫徹智財案件審理法第8條規定，讓當事人能完全瞭解法官判決所參考的資料，

就可減輕當事人的疑慮10。」更明確指出現行法與實務運作之矛盾所在。技審官之

                                                        
9 同註6會議紀錄，26-27頁，鄭中人教授發言資料。 
10 同註6會議紀錄，38頁，彭國祥專利師發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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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既僅係法官之輔助人，其提供之報告書復不得公開，而法官製作之判決，就認

定事實所憑藉之「已知之特殊專業知識」，究竟是否合於一般經驗法則？是否為所

屬該項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認知之特殊專業知識？如未先予釐清，即或

以技審官提供之報告書，逕執為兩造爭執事項，令當事人辯論，亦難解外界對法院

判決之疑惑。 

(四)民事案件審查專利有效性與技審官工作負荷及專業品質問題 

我國在智財法院成立前，因係採行政與民事案件二元審理制度，從而當事人在

專利侵權案件提出專利有效性抗辯之比例並不高，惟嗣在智財案件審理法第16條明

文規定民事案件中得審查專利有效性，當事人在民事侵權事件中為專利性之抗辯案

件比例，大幅提高。此參諸2008年7月至2009年12月間之研究分析資料顯示，由智

財法院受理案件中，其中有40件係當事人為專利無效之抗辯，而有高達23件智財法

院之判決所採法律見解，與智財局完全不相同，其中尤以否定進步性之情況為

多11，即悉其詳。 

按智財法院成立後，即已於智財案件審理法第16條第1項明文規定「當事人主

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廢止之原因者，法院應就其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自

為判斷，不適用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商標法、專利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或

其他法律有關停止訴訟程序之規定。前項情形，法院認有撤銷、廢止之原因時，智

慧財產權人於該民事訴訟中不得對於他造主張權利。」考其原因，乃智慧財產權究

有無應撤銷、廢止之原因，係屬專利有效性問題，因其審認曠日廢時，致當事人常

以此為由拖延訴訟，惟智慧財產權之權利有效性爭點，原係私權之爭執，於民事訴

訟程序中予以判斷，在理論上即無不當。 

上開條文之立法緣起，即在民事侵權訴訟中，對提出專利有效性抗辯後，原來

規定停止訴訟，以為因應，嗣立法改為不停止訴訟之經緯，其實係參考日本之改革

法例，因以制定。按日本舊法時，對行政爭訟及民事侵權訴訟亦係採公私二元化理

論，故就審理民事侵權訴訟案件，得否併審究專利之有效性部分，原亦採否定說，

                                                        
11 謝銘洋、劉孔中、李素華，智慧財產法院判決統計與分析，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台灣總會

（APAA Taiwan Group），2009年12月26日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總體檢研討會，第四場會議——
電子檔資料，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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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審理專利有效性之行政爭訟尚未終結前，即會依專利法第54條規定，裁定停止

訴訟程序。惟因如須俟行政爭訟結案，始得進行民事侵權之本案訴訟，常因前案多

有爭議而致本案訴訟久懸未決，致生民怨，日本之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乃在2000年

（平成12年）於富士通事件中就民事案件中得否審究專利有效性乙節，提出創新之

見解，其裁判意旨略以「本件專利明顯存在無效理由，從而即使在無效審決前，審

理專利侵權訴訟之法院如認該無效理由明顯存在時，則依專利權請求禁止、損害賠

償等，除有特殊情形外，應認係權利濫用而駁回之」12，上開富士通事件所採取法

律見解，已明顯變更大審院以往之判例見解，惟嗣後最高法院亦支持並採取統一之

法律見解13，而影響日本實務見解之運作方向。抑且為應產業界之要求，日本政府

更於2004年增訂專利法第104條之3以為因應，該條文雖無如前開判決要旨提出權利

濫用之字句14，惟亦明言「在民事侵權訴訟，如認專利權依專利審決程序應判定無

效時，專利權人或專利施用權人不得對他造行使權利。」基本上日本就專利有效性

之審查，因已有調查官及專門委員之制度，為承審法官提供專業知識之協助，故而

                                                        
12 高林龍，標準專利法，2005年，2版，127頁。日本最高法院最三小判平12. 4.ll (オ)第364号

（民集54. 4.1368くキルビーKilby事件）判決參照，該案件係美國テキサス•インスツルメ

ンツ公司（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下稱T公司）與日本富士通公司間之訴訟事件，因T
公司先對富士通公司以其對已為分割申請案之「半導體裝置」專利（キルビー專利）請求對

富士通公司為禁止販賣之假處分，富士通公司乃對T公司提出專利無效之抗辯，並提起確認

債權不存在之訴訟，嗣於高等法院判決，專利無效之審定已經確定，日本最高法院乃變更以

前大審院之判例，認民事法院如認該無效理由明顯存在時，則依專利權請求禁止、損害賠償

等，除有特殊情形外，應認係權利濫用而駁回之判決。 
http://ja.wikipedia.org/wiki/%E3%82%AD%E3%83%AB%E3%83%93%E3%83%BC%E7%89%
B9%E8%A8%B1網址，最後瀏覽日：2012年6月24日。 

13 黃麟倫，專利之有效性與侵權行為訴訟——以比較法研究為中心，科技法學評論，2006年10
月，3卷2期，185頁。 

14 日本最高法院會以權利濫用為由，駁回テキサス•インスツルメンツ公司之假處分請求，應

與其國內對專利保護制度之形成較慢有關，因當時國際間已存在對已經普及之技術產品，須

支付高額權利金（license fee、royalty ）才能使用之觀念，而各種新科技之產品專利，常是

事先申請，俟日後有專利之產品漸形普及後，專利權人即會出面請求權利金，故而最高法院

始會提出權利濫用之理論，作出上開判決。 
http://ja.wikipedia.org/wiki/%E3%82%AD%E3%83%AB%E3%83%93%E3%83%BC%E7%89%
B9%E8%A8%B1#.E6.A6.82.E8.A6.81，最後瀏覽日：2012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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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對專利有效性之審查，已非僅從相對人之技術抗辯而作判斷，而係從更深入之

層次，即從專利權本身之有效與否，作進一步之探討，以符合當事人對司法妥速解

決爭訟之期待。 

按我國智財法院成立後有技審官之配置，法官究竟能審究專利有效性之範疇至

何程度？目前尚無學界提出明確之見解，惟參諸智財案件審理法第16條第2項規定

「前項情形，法院認有撤銷、廢止之原因時，智慧財產權人於該民事訴訟中不得對

於他造主張權利。」之立法意旨，係指民事法院僅能認為智慧財產權有撤銷、廢止

原因，但不得逕行宣告智慧財產權之無效，此一判斷原則上亦僅於該訴訟發生相對

之效力，並不阻止智慧財產權人於其他訴訟仍得主張其權利15，該法律見解應係參

考日本之立法例，有以致之，畢竟民事案件法官雖得審查專利之有效性，惟專利究

竟有效否，仍須有待行政爭訟予以解決。惟可預見日後民事案件中法院自為判斷而

否定專利有效性，與行政法院就行政爭訟維持原處分之判斷結果，可能會產生裁判

歧異之結果。民事案件法官自為判斷專利有效性後，其判決拘束力既僅具有相對效

力，不具對世效力，則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之判決如生歧異情形時，學者間之見

解，有認應以再審訴訟解決之16，惟實務界究係採何種見解，則有待觀察。 

承前所述，技審官僅有13名之編制，迄今即2012年8月止，仍未再增設，而協

助智財法院各類案件之技術事項，其中以機械類最多，占協助所有類別合計之

43.99%；電子、電機類次之，占33.20%；化學、化工資訊類及土木建築再次之，分

別占6.11%、5.30%及5.30%；新式樣及生技、醫藥類則較少，僅分別占3.67%及

2.44%。即從以上統計數據顯示，技審官協助各類案件之技術類別分析，前三大類

技術類別依序均為機械類、電子電機類及化學化工類，合計所占比率已高達80%以

上17。雖智財法院未公布負責各該專業領域之技審官有幾名，惟比對上開專業項

目，則各項專業領域之技審官，亦僅得有1至2名參與，以如此有限之技審官員額，

要在各專業領域中，提供法官充分之專業知識，難免令外界質疑其專業之品質，更

                                                        
15 司法院編印，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新制問答彙編，2008年，34頁。 
16 同註11研討會資料，105頁。 
17 同註2分析報告，12頁。智財法院網址http://ipc.judicial.gov.tw/ipr_internet/index.php?option= 

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2:2011-01-11-01-56-12&catid=19&Itemid=318併參照，最後瀏

覽日：2012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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遑論承辦智財案件之法官工作負荷量，已在逐年增加18，則目前技審官之員額編

制，是否得充分提供承辦法官確實之專業知識，即應審慎檢視。抑且技審官絕大多

數係借調自智財局，則該技審官於智財局作成行政處分後，復至智財法院擔任同案

件之技審官職務，亦面臨是否要行迴避之問題。 

依智財案件審理法第5條規定，技審官之迴避，準用民、刑事訴訟法、行政訴

訟法關於法官迴避之規定，按目前智財法院係採民刑行三合一之制度，而有關法官

迴避事由，立法排除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3款設有「曾參與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民

刑事裁判者」應行迴避之規定19，則曾參與民刑事案件法官已無迴避之事由，得辦

理行政訴訟案件之審判工作。而外界亦解讀技審官應行迴避之情形，有三：(1)智財

法院兼辦民事一二審事件，如曾參與民事一審事件之審理，於同一事件之二審上訴

案件時；(2)上訴最高法院或最高行政法院之事件經發回後，曾參與前審或更審前原

裁判時；(3)曾參與系爭專利之行政處分，於行政訴訟程序中參與審判程序20。惟如

技審官前曾參與系爭專利之行政處分，則於其他民事刑事訴訟程序中要否迴避？則

尚無明確之研討結論，因技審官員額不足，或許會採取寛廣見解，即限縮技審官迴

避之範圍，惟長遠之計，應係調適技審官之員額編制，抑重新檢視諮詢專家或鑑定

制度之功能，如此方能徹底解決法官承辦智財案件取得專業知識，所面臨之瓶頸問

題。 

技審官能提供法官之「已知之特殊專業知識」有其高度之侷限性，此亦係日本

法院就智財案件之審理，於設立調查官後，仍須強調並另設專門委員制度之原因所

在。日本設立專門委員制度源起及功能如何？與我國之專家諮詢制度有何異同？對

智財案件之審理有何助益？就此提出比較說明於后。 

                                                        
18 智財法院法官99年度承辦民事一審、二審及刑事、行政訴訟事件之未結案量均在上升中，即

法官之工作負荷量已漸形加重，同註2分析報告，3、6、9頁。 
19 智財案件審理法第34條第2項：辦理智慧財產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之法官，得參與就該訴訟

事件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之審判，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3款「曾參與該訴訟事

件相牽涉之民刑事裁判者」之迴避規定。 
20 羅秀培，技術審查官之定位與功能——以與日本裁判所調查官之比較為中心，同註11研討

會，第三場電子檔資料，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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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家諮詢制度 

(一)我國之諮詢專家 

司法院為提升法官辦理專利行政訴訟案件之裁判品質，於1997年5月7日成立

「專利行政訴訟事件諮詢小組」，延聘「資訊與通訊」、「電子與光學」、「生技

與醫學」各領域之專家，擔任諮詢委員，協助法官調查技術有關之專業問題21。惟

參諸97年至100年度各法院適用「專家諮詢要點」案件彙整表22所示，就智財案件方

面，97年度僅台北地方法院有4件案件，法官在審理時有援用該制度，惟嗣即無適

用結果之陳報資料。迄98年度時，除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有1件係諮詢專家參與

外，另台北地方法院陳報8件，士林地方法院則僅各係1件，惟均記載為技審官，而

非諮詢專家。而99年度智財法院亦僅1件有諮詢專家參與，迄100年度則均無適用案

例，可見專家諮詢制度在智財案件之審理上，確實功效不彰，有待檢討。 

我國之諮詢專家所為專業意見之陳述，既僅供法院之參考，復不參與事實認定

或法律判斷23，故其所為意見陳述不得直接作為證據，就此以觀，諮詢專家與技審

官在訴訟程序中之功能，極其類似。惟因諮詢專家為各行業領域著名專家，得解析

技審官仍難以應付之尖端技術問題，且係個案選任，涵蓋各專業領域，對於技審官

因編制人數有限，致無法對應之少數科技領域，諮詢專家向承審法官提供之專業知

識協助功能，例如對各案先進專利是否具有進步性或新穎性之意見陳述，應較技審

官所能提供者更為詳盡周全，而技審官的專長則係在各項專業領域之相關法令訊息

及行政規範，兩者間提供協助法官之功能雖有不同，惟應具有相輔相成之互補作

用。可惜目前我國實務上卻甚少運用專家諮詢制度，法官逕依技審官提供之技術報

告及陳述意見，即製作判決，是為衍生問題之所在。 

                                                        
21 司法週刊電子報，2007年5月10日出刊，1337期，司法院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jw9706/ 

1337_main.html，最後瀏覽日：2012年6月19日。 
22 司法院民事廳提供97至100年度各法院適用「專家諮詢要點」案件彙整表。 
23 專家諮詢要點第8點參照。http://mywoojdb.appspot.com/j11x/j11x?id=596網址，最後瀏覽日：

2012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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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之專門委員 

1. 設立緣起 

有關智財案件之訴訟，尤其專利有效性之判斷，其爭點涉及高度專業技術層面

甚廣，法官就各該涉及高科技之專業知識不足，致訴訟程序延滯，影響當事人權益

甚鉅，為能迅速解決當事人之紛爭，建立人民對司法之信賴，2001年4月間始任日

本首相之小泉純一郎乃於同年6月間，邀請學界及實務界司法先進召開司法制度改

革審議會，就如何實現21世紀之司法藍圖，提出改革意見書。其中就智財案件之司

法改革部分，已提及要導入專門委員制度，引進各種專業領域之非法曹專家，就其

領域的專業技術，參與審判。具體而言，例如使專門委員能協助法官作成爭點整

理，勸諭和解或於法官進行準備程序時，協助調查證據，提供意見陳述等業務24，

在上開改革理念的啟發下，乃於2003年修改其民事訴訟法時，增訂第92條之2至第

92條之7，及民事訴訟規則第34條之2至第34條之10等規定，並於2004年4月起即開

始實施，以利專門委員制度能順利推行。 

因專門委員非屬法院之職員，關於其任命等必要事項係由「專門委員規則」所

規範，其任期為二年，且僅係法院之諮詢輔助機關，故於訴訟程序中所為之說明，

既非為鑑定，亦不具有證據能力。故法院於命專門委員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基於

專業背景向法院所提出之說明內容不得作為證據，當事人對之亦無反對詰問權25。 

抑且為避免證人受專門委員說明之影響，法官認為必要時，於聽取當事人之意

見後，得於專門委員為說明時，使證人退庭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且法院應使當事

人對於專門委員所為之說明，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以保障當事人之「立會權」26。參

                                                        
24 日本官邸網址http://www.kantei.go.jp/jp/sihouseido/report/ikensyo/index.html——21世紀の日本

を支える司法制度——平成13年6月12日司法制度改革審議会II国民の期待に応える司法制度

(1)専門委員制度の導入部分參照。最後瀏覽日：2012年6月24日 
25 日本民事訴訟規則第34條之4、第34條之5，民事訴訟法第92條之2規定參照。 
26 園田賢治，専門訴訟における争点整理への専門家の中立的関与と当事者権の保障，広島法

学，2003年11月，27巻2号，172、175頁，http://ir.lib.hiroshima-u.ac.jp/metadb/up/niikiyo/ 
KJ00000676538.pdf，最後瀏覽日：2012年6月19日。「立會權」係屬訴訟當事人辯論權內容

之一部分，此與我國智財案件審理法第22條第4項規定之法院為定暫時狀態處分前，應令兩

造有陳述意見機會之聽審權規定，有相同之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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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立法意旨，應係為恐法官受專門委員私下提供之專業技術之影響，並維護當事人

之聽審權利，故而規定法官不得利用當事人未參與審判期日以外場合，聽取專門委

員關於案件內容之口頭說明，俾保障當事人聽審之權利。 

從以上規定得悉日本法院於指定專門委員參與審判程序時，是極其慎重的，蓋

與調查官相比較，兩者對法官而言雖均具有協助角色性質，且所為陳述內容均不得

作為證據，亦不接受當事人詰問，惟因專門委員之資歷及學養均比調查官為豐富，

在判斷各案專利之有效性時，其陳述內容對法官心證之形成，占有關鍵性的影響

力，故而對專門委員之指定，讓當事人有陳述意見機會，以昭平允。比較我國雖設

有專家諮詢制度，惟前述專家諮詢要點簡單11條條文，僅第8條規定「專家應本於

良知及專業確信，提出專業意見供法院參考，不參與事實認定及法律判斷。」與諮

詢專家職務行使有關，並無如日本「專門委員規則」及民事訴訟法內之類似規定，

致成效不彰。如要發揮諮詢專家之審判功能，則相關條文內容，自應重新修正檢

討，以為因應。 

2. 專門委員實際運作情形 

專門委員係由最高法院自各大學教授、公家機關研究所及民間機關之研究員及

專利師之各個領域找出頂尖之專業人才，任命之非常勤國家公務員，目前共有超過

200名以上之專門委員，而迄2009年（平成21年7月）止在智財案件上使用之專門委

員已有超過500人次以上。職業別分布情況，其中64%為大學教授，20%則為公家機

關研究所及民間機關之研究員，另有16%則為具有專利師資格人士27。 

而法官在各個案件上並非僅指定1名專門委員，而係盡可能自上開三種專業領

域各指定出1名，即共3名專門委員來參與案件（少數較複雜之案件亦曾有委請5位

專門委員參與訴訟程序之案例），專門委員對案件之進行及當事人之主張或證據之

內容或有不甚明瞭之處，惟經過多位專門委員與當事人間法庭活動之進行，或是專

門委員間就同一案件表示不同看法，並有所爭論，自會使法官對專業技術領域有更

深層的瞭解，而有助於裁判品質之提升28。 

                                                        
27 日本裁判所網址http://www.ip.courts.go.jp/documents/expert.html#q7，最後瀏覽日：2011年5月

18日。 
28 知財高裁•東京地裁知財部と日弁連知的財産制度委員会との意見交換会2005年（平成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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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調查官與我國之技審官一樣，係定位為法官之輔助人，惟因調查官協助

之重點為專利法之法律及聲請專利之程序等，而專門委員則對專利法令或未必如此

熟悉，惟其能提供法官就各專業領域中更深層次之專業知識，並提出說明，俾利法

官對各項專利知識作出正確之判斷，並形成有力之心證，故而兩者之存在，如一車

之兩輪，不可偏廢29。 

3. 專門委員任用檢討 

在專門委員技術分野歸類上的比例，大致分為化學、機械及電氣三大類，其中

以化學類最多，約占全數委員35%，其次為機械類約占27%，比化學類技術之專門

委員少，此或許是機械類之專利申請範圍，其複雜程度較化學類為低，故影響選任

專門委員之比例。日本東京及大阪地方法院有關民事侵權訴訟案件，合計約1百多

件（平成15年至20年之平均值為137件），而智財高等法院每年審理專利有效性訴

訟案件，約為3、4百件，而與專利侵權上訴案件數合計則約為400至500件，其中約

10%左右係有專門委員參與之30。須有專門委員參與之案件，應是有關案件之專業

技術性較為複雜，故於取得兩造當事人同意後，始克為之，惟經委請專門委員參與

訴訟程序之進行，對法官承辦案件裁判品質之提升，絕對具有正面之意義，則無庸

置疑。 

而專門委員在年齡區別上則多分布在50至70歲之間，故而在選任時，除了注意

在職業別上有所區隔，避免重複外，另年齡層之考慮亦非常重要，蓋在日本因智財

案件而涉訟之案件，其中有約七至八成係屬專利案件，而在專利案件中因專利有效

性而衍生之行政爭訟，又以發明之專利所生之問題最多，各申請案是否得准予發明

之專利，會因專門委員之年齡層不同而產生落差31，蓋因各年代之技術水準互有不

同，十年前申請之專利，以嗣後之技術水準觀之，或已不具進步性，而就當時之技

                                                                                                                                                        
度）岡本岳（智財高等法院法官）發言資料，判例タイムズ，2006年6月，1207期，17-18
頁。塚原朋一，知的財産権関係訴訟における専門委員の活用について，知財研フオ－ラ

ム，2010年5月，81期，卷頭言1頁。 
29 篠原勝美（知財高裁所長）發言資料，同前註，18頁。同註27，日本裁判所網站參照。 
30 塚原朋一，註28文，3頁。 
31 塚原朋一，註28文，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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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水準如何，惟有具相當資歷之專門委員能提供較正確之資訊，故而在選任專門委

員時，年齡層之考慮，亦非常重要。 

技審官與諮詢專家之專業領域不盡相同，惟因我國實務上偏重於技審官對法庭

活動之參與，而未善用諮詢專家制度，導致法官就專利是否具有進步性之判斷時，

出現是否有「後見之明」的疑慮，揆諸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80號裁判意旨略

以「申請專利之發明係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相關先前技術所

揭露之內容及申請時之通常知識所能輕易完成者，自不具進步性，否則，即具有進

步性。因此，判斷申請專利之發明有無進步性，應就先前技術所揭露者於欲解決之

問題、功能、特性是否提供教示、建議或動機，使該技術領域通常知識者足以輕易

思及所申請之專利。」即已揭示判斷專利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須審酌該發明於申

請時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以為據之法

律見解。 

上開實務見解亦與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第3.6節「審查注意事項」之

(4)所揭示之「就進步性之審查，不得以發明說明中循序漸進、由淺入深的內容所產

生的『後見之明』作成能輕易完成的判斷，逕予認定發明不具進步性；而應將申請

專利之發明的整體與相關先前技術進行比對，以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參酌申請時的通常知識之觀點，作成客觀判斷」之理論不謀而合，則於審查專

利發明之進步性時，自應注意以申請專利時之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與系爭專

利進行比對，如先前技術或引證案未具體說明先前技術有無提供教示、建議或動

機，即認組合引證案所揭露之技術特徵可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乃屬法律上之

錯誤，可上訴最高法院32。為要解決目前外界對技審官之學經資歷及參與審判過程

之疑慮，則如何落實諮詢專家制度，已係提高司法裁判品質，所亟應面對之課題。 

三、法院輔助人得否就事實或法律關係陳述意見 

如前所述，日本專門委員係以法官諮詢專家或輔助人之立場進行說明，其陳述

之內容並非證據資料，故而其功能自與鑑定人有異。日本實務及通說認為專門委員

                                                        
32 汪漢卿，專利進步性判斷之後見之明，智慧財產培訓學院電子檔，http://www.tipa.org.tw/p3_ 

1-1.asp?nno=125，最後瀏覽日：2012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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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基於專門的知識見解提出說明，其經要求得提出說明之事項，例如技術之背景、

相關內容、在當事人主張或申請書狀內記載之專門用語，有關實驗證明書內容之妥

當性及申請專利當時之技術水準等內容，惟不得對訴訟之重要爭點表示其意見33。

此經參考上開專門委員須取得當事人之同意，始能直接對於證人、當事人本人及鑑

定人為必要之發問，發問後再為說明等規定，即可知悉，專門委員只有說明之義

務，而無表示意見之權利，而此對照我國專家諮詢要點八「專家應……提出專業意

見供法院參考，不參與事實認定及法律判斷。」之規定，立法之旨趣應係相同。 

日本之調查官雖同樣係法官之輔助人，惟其於法院審理程序進行中，所得行使

之權限範圍如何，亦係值得探討之問題。有學者主張調查官應限縮其調查功能，故

僅得就科學的經驗法則提出調查報告，而依經驗法則須作事實判斷部分，則須委諸

鑑定程序34。但日本實務界仍傾向調查官就事實及法律之爭點，例如專利侵權訴訟

中，被控侵權之物品是否與專利物品之同一性（文義侵害、均等論或間接侵害）、

專利是否無效、有無先使用權等，均得於報告書內提供意見35。此觀諸日本民事訴

訟法第92條之8明文規定「法院於認有必要時，得指示在高等法院或地方法院……

就有關智慧財產事件之審理及裁判，進行調查之法院調查官，就該事件執行下列職

務：a.在以下所示之期日或程序中，為使訴訟關係明確，就事實上及法律上事項，

對當事人為發問，或促其舉證……b.在證據調查期日，對於證人、當事人本人或鑑

定人為直接發問。……d.就事件向法官陳述意見。」或可知悉其實務界採取上開見

解之依據。我國因係參考日本調查官制度設立技審官，故而在審理法第4條亦規定

「法院於必要時，得命技術審查官執行下列職務：一、為使訴訟關係明確，就事實

上及法律上之事項，基於專業知識對當事人為說明或發問。……三、就本案向法官

為意見之陳述。……」即不論我國之技審官或日本之調查官，其得提供與法院之專

                                                        
33 廣瀬隆行，專門委員制度の解說と現状，http://www.jpaa.or.jp/activity/publication/patent/ 

patent-library/patent-lib/200505/jpaapatent200505_040-045.pdf，41頁，最後瀏覽日：2012年6
月18日。 

34 清永利亮等三人，工業所有権関係民事事件の処理に関する諸問題（必須テキスト），司法

研究報告書，1995年7月，41輯1号，210頁。 
35 阿部寬（東京地院首席審判長），東京地裁知財部調查官の業務內容，tokugikon，2009年5

月，253期，117頁，http://www.tokugikon.jp/gikonshi/253bridge.pdf，最後瀏覽日：2012年6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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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知識，均非在我國諮詢專家或日本專門委員之上，惟卻可就事實上及法律上事項

對當事人為說明或發問，並就本案向法院陳述意見，其對法官製作判決，心證之形

成，所產生的影響效果，確是不容忽視。甚且我國智財案件審理細則第13條第6款

復規定在裁判評議時，經審判長許可列席，陳述事件有關之技術上意見，即技審官

參與審判之程度，較更專業之諮詢專家有過之無不及，如此制度設計是否妥適，值

得商榷。 

抑且我國之諮詢專家與日本之專門委員，雖然均係法官之諮詢顧問性質，惟目

前實務上就諮詢專家制度之運作，效果不彰，似已退出法庭，而徹底「密室化」，

與美國之技術諮詢專家（technical advisor）及日本專門委員制度之發展方向，均傾

向逐漸強調應讓當事人有在場參與之機會，即賦予當事人有聽審之權利，大相逕

庭36，裁判品質未能有效提升，良有以也。 

四、鑑定制度之運用 

(一)我國鑑定制度運作之現況 

技審官依其法定角色，既係定位為法官之輔助人，以協助法官瞭解案件中相關

之技術事項，非專家證人亦非鑑定人，自不能取代鑑定人之功能。況專利案件所涉

科學技術領域非常廣泛，恐非目前員額編制受限之技審官所提供之科技專業知識能

充分涵蓋，除加強諮詢專家之運作外，如何落實公正客觀之鑑定制度，使當事人能

得充分行使其訴訟上權利，亦是實務上值得省思之課題。 

依智財法院99年度綜合分析報告顯示，同年度技審官協助智財法院終結之案件

數總計491件，其他法院則為16件，即共計507件，而民事案件最多共336件，其次

為行政訴訟案件共169件，刑事訴訟事件則僅2件，惟其中送請鑑定之案件僅為22

件，而民事案件為13件37，即約占全部承辦案件件數4.3%始送請鑑定，如此送請鑑

                                                        
36 技術諮詢專家制度在美國並無法律明文，因此其職權似難明確界定，但一般均認其不得如法

院指定之專家證人自行認定事實，亦不能就重要爭點向法院提供建議，故當事人不得要求專

家出庭或聽取其證言，亦不得對其進行詰問。惟因技術諮詢專家係向法院提供非公開陳述意

見，可能對法官之心證產生影響，黃麟倫，技術審查官及類似制度之比較研究，收錄於智慧

財產訴訟制度相關論文彙編第1輯，2010年，4-5頁及36頁註156內容參照。 
37 同註2分析報告，13-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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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案件之比例，似嫌過低。考其原因，或係因以往在智財案件之審理實務，確有不

當仰賴鑑定之現象，例如專利權保護範圍之解釋等，要求鑑定機關表示判斷意見，

或直接要求鑑定機關判斷是否侵害38，惟如法官於審理程序時，一味倚重技審官之

協助，而置鑑定制度於不顧，亦非正辦。解決之道，似應由法院就智財案件，尤其

是專利爭訟事件送請鑑定時，先與技審官研析討論，並經兩造當事人同意，確定適

當之鑑定核心問題後，再送請鑑定，自得釐清事實之真相。      

另實務上亦認鑑定為一種調查證據之方法，法院於分別囑託數機關或團體就同

一鑑定事項為鑑定時，如該數機關或團體就同一鑑定事項所為鑑定意見不同，或提

出之鑑定書尚有不明瞭或不完足之處者，自應命各該機關或團體所指定之人到場說

明，經法院訊問或當事人發問，使兩造充分瞭解鑑定意見之形成後再為適當完全辯

論，必待透過上述程序，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所踐行之調查證據程序始得

謂為合法39。惟因鑑定人常於法院傳訊作證時，拒絕出庭，致法官就專業之鑑定報

告無法使當事人有辯論機會，揆諸上開實務見解，法院所踐行之調查證據程序，仍

有違法之疑慮。法官在審理智財等專業案件，為避免鑑定程序之繁瑣，始倚重技審

官提供之專業知識，惟外界對判決公信力所產生之質疑，仍亟待提出良策，謀求解

決。 

日本在進行前述司法改革前，法官在審理類似案件，將事實爭點送請鑑定時，

亦曾面臨同樣問題，致訴訟延滯遭人詬病，惟東京地方法院法官於審理醫療糾紛等

專業案件時，乃採取嶄新的鑑定方法，效果宏著，甚獲好評，謹此介紹日本之鑑定

制度，以供參考。 

(二)日本之會議鑑定（カンファレンスconference鑑定）制度 

目前日本於審理智財案件時，因承審法官多能妥善運用調查官及專門委員制

度，解決多數智財案件之紛爭，故實務上有關專利爭訟事件送請鑑定之個案比例，

                                                        
38 黃麟倫，註36文，37頁及所引之台灣高等法院97年度抗字第4號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事件實務

見解。 
39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469號、92年度台上字第1479號、79年度台上字第540號判決意旨

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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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多見40。惟如前所述，日本係迄2004年始採行專門委員制度，而在此之前，有

關智財案件之爭訟涉及專業技術之爭執時，法院亦會送請鑑定以利訴訟之順利進

行，惟鑑定效果不彰，致司法公信力受到影響。在2001年6月間，日本總理大臣召

開司法改革會議，進行司法改革時，其中就有關鑑定制度之改善，亦提出重要之改

革方向41後，東京地方法院法官已在2003年時先就醫療糾紛案件推行新型鑑定制

度，期能提高鑑定功能，有效解決當事人紛爭。 

該鑑定制度即稱之為會議鑑定，即由醫療專庭之法官與東京都內著名四所大學

附設醫院主任醫師、三所律師公會處理醫療訴訟專業律師間，達成共識所推動之鑑

定機制。鑑定過程，乃法院於當事人提出鑑定申請後，即可委託都內各大學附設醫

院進行鑑定人推薦，讓各醫院提供最佳人選。而法院在接受醫院推薦人選並確立鑑

定人之前，會再次詢問當事人意見，以示慎重。在鑑定進行中，通常會選任3名相

關科目的鑑定人，以求客觀42。因一般民眾反應甚佳，嗣後各法院即漸推廣該鑑定

制度，而形成共識。 

法院在決定鑑定人選後，會先行交付相關資料，並向鑑定人說明鑑定的基本程

序及作書面宣示。鑑定人受理鑑定後，須於一個半月至二個月內提交意見書，並於

提交意見書後，在法庭進行會議鑑定程序。法庭活動中之鑑定過程均須錄音存證，

對鑑定人之陳述意見，法院與當事人可為訊問，而鑑定人之回答內容亦具有鑑定報

告之效力，由此看來，會議鑑定亦具有鑑定人訊問之性質。 

其中就鑑定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得準用日本民事訴訟法第

192條及第193條有關證人之規定，按第192條第1項係規定對證人無正當理由不到庭

者，法院得以裁定科處日幣十萬元以下罰鍰。而第193條更明文規定證人無正當理

由不到庭，得處日幣十萬元以下罰金或拘役刑，且依犯罪者情狀，得為併科處罰。

準此，則鑑定人如經傳喚，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時，尚得科處刑事責任。惟對鑑定

人強制處分部分，並未準用到第194條之拘提證人規定，是應予注意之處。 

                                                        
40 設楽隆一（東京地裁判事）、飯村敏明（知財高裁判事）編，知的財産権関係訴訟，2008

年，33頁。 
41 同註24網址，21世紀の日本を支える司法制度——平成13年6月12日司法制度改革審議会II

国民の期待に応える司法制度(2)鑑定制度の改善部分參照。 
42 小山稔、西口元，專門訴訟大系醫療訴訟，2007年，239-2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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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國有關對鑑定人之強制處分部分，雖依民事訴訟法第335條規定「受訴法

院、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得命鑑定人具鑑定書陳述意見。前項情形，依前條規定具

結之結文，得附於鑑定書提出。鑑定書須說明者，得命鑑定人到場說明。」同法第

329條亦規定對鑑定人不得拘提，惟並無類似日本對鑑定人可科予刑事罰即罰金刑

及拘役刑之規定。日本上開刑事罰之規定，因對通知鑑定人到場訊問，更具有強制

力，故而使得會議鑑定制度，得以順利推行，此在我國實務運作上似可作為修法之

參考。至各鑑定人先前所提供之意見書，於進行法庭審理程序後，可能會被推翻，

故依其實務上見解，認為鑑定人事先提出之意見書，僅係為準備鑑定程序而製作之

文書，並不具書面鑑定之意義。 

(三)會議鑑定制度之檢討 

會議鑑定制度在日本施行多年，檢討其成效，可知確有其優點存在，即：1.可

得確切的結論；2.經詰問程序，較具信服力；3.縮短鑑定時間；4.易於選任鑑定人。

上開優點亦係傳統鑑定制度之缺點所在，既然鑑定人均能遵從法院通知，參與法庭

活動，當事人之訴訟權益，自得受到保障，故而實務上在審理各種專業且具複雜性

之案件，法官多會善用該鑑定制度，以利案件之審結。 

惟亦有人對上開鑑定提出質疑：1.鑑定人之法庭陳述多為專業用語，當事人能

否提出切中問題核心之詰問？2.承審法官對非其專業領域之醫療問題，能否順利完

成會議鑑定，釐清事實？等問題43，惟與傳統鑑定制度作比較，目前推行之會議鑑

定所彰顯之功能，確已獲得多數人之肯定。 

目前日本實務界就有關智財案件之審理，雖減少委請鑑定之案件數量，惟此係

因其法官就案件之審理，已能善用調查官及專門委員所提供之專業技能知識，使裁

判之品質得有效提升，有以致之。且如前所述，日本承辦智財案件之法官於委請專

門委員參與案件之審理時，並非僅指定1名專門委員，而係自三種不同專業領域中

指定共3名至5名專門委員參與審理程序，並參考專門委員間之專業知識意見陳述，

形成心證，製作判決；而會議鑑定制度亦係排除傳統鑑定模式，即以3位鑑定人之

鑑定意見書作證據調查之基準，使兩造當事人得行使攻擊防禦方法，則各案亟待釐

                                                        
43 同前註，242-2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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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之事實所產生之爭點，法院即得盡調查之能事，予以究明，自無法律審所常指摘

「本件事實不明，無從為法律上之判斷」之疑慮。 

(四)目前除技審官參與審判程序外，有無將案件送請鑑定之必要 

我國目前並未落實專家諮詢制度，且承辦法官將智財案件送請鑑定之比例，亦

為數甚少，惟如此法官倚重技審官對智財案件所提供之專業知識，是否妥適？外界

似仍持保留態度，此從律師界於98年間就該年度對曾收到智財法院裁判書之531位

律師，發出問卷調查後，所統計之資料顯示，雖多數律師認智財法院成立以來，對

於智財案件審理效率，均有明顯提升，惟對智財法院就技術問題指定技審官提供意

見作為判決基礎，與以往普通法院送請專業機關鑑定後再行辯論，何者較理想或合

理？之設題，所回收之問卷調查，多數人仍認為兩者應予併行，而對於現行制度下

法院已設有技審官，法院有無再接受相關專利或技術之專家鑑定意見之必要？之調

查，多數人亦提出應視案件需要決定，不可偏廢之看法44，即可得知，目前實務界

對技審官之運作模式，仍有改善之空間。 

會議鑑定制度既已踐行詳細之鑑定程序，並透過法庭活動，使當事人得充分行

使訴訟上權利，且因鑑定人並非如我國之技審官係定位為法官之輔助人，故其在法

院所為之陳述意見，具有證據能力，可作為裁判之基礎，亦無外界質疑之突襲裁判

問題。吾人以為保障當事人之聽審權利，使訴訟制度透明化，既已是現代國際司法

所追求之目標理想，則研議採取適合國情之改良式鑑定制度，再配合技審官員額之

調整，相信對智財案件裁判品質之提升，絕對具有正面之功效。 

參、結論與建議事項 

為迅速有效解決國際間業界智財案件之紛爭，並提高我國智財案件之裁判品

質，司法院已於2008年7月間積極推動設立智財法院，且為能協助法官精確判斷技

術問題，提升處理技術之能力，亦同時設置技審官協助法官處理案件有關之專業技

                                                        
44 同註11研討會第一場會議，蔣大中，智慧財產法院運作實務問卷調查結果報告，係對531位

律師發出問卷調查，共回收問卷50份，其中1份未回答任何問題，故其調查結果係統計其餘

49份問卷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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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上爭點，以為因應。惟在實務運作上，審判長或受命法官命技審官製作之報告

書，並不公開，技審官之陳述，復不得直接採為認定待證事實之證據，致外界對法

官如何善用技審官之知識技能，並形成已知之特殊專業知識，予當事人作有效辯

論，仍心存質疑。有鑑於此，司法院乃於2011年5月13日召開民事訴訟改革成效評

估委員會第3次會議，會中作出結論：為達成人民參與司法審判之改革基本理念，

法官於審理專業或特殊類型之案件，應可採行專家諮詢，由專家提供專業意見供法

院參考，及加強鑑定制度，使當事人在法庭上有參與辯論之機會，以獲致正確並為

人民信賴之裁判，或考慮引進日本專門委員制度45；為能協助法官妥適審結智財專

業案件，司法院提出上開改革理念，確係值得肯定。 

如本文介紹，當初日本為要妥適解決智財案件之紛爭，除調查官外，尚有專門

委員之設置，兩者雖均係定位為法官之輔助機關，惟因能提供法官不同之專業資

訊，如一車之兩輪，不可偏廢。甚至如法官決定委請專門委員參與訴訟程序之進

行，則係由各行專業領域中指定3至5名專門委員參與，以昭慎重，則其裁判品質，

自禁得起外界之考驗。而在其他一般具專業知識之複雜性案件，日本所採取以3名

鑑定人提出之鑑定書為基準，所推行之會議鑑定制度，既能提高鑑定人積極參與訴

訟程序之意願，使當事人有詰問之機會，並可縮短審理期間，其所彰顯之功效，則

有目共睹，此亦係日本實務界仍積極推行該鑑定制度之原因所在。 

我國雖亦有諮詢專家制度，惟實務上在審理智財案件時，似未善用該項制度，

致外界對裁判品質或有嘖言，如何對諮詢專家重新定位，並檢討專家諮詢制度之得

失，修法以為因應，確係亟待解決之嚴肅課題。而為保障訴訟當事人權益，即可使

當事人就各案爭點得充分行使其攻擊及防禦之訴訟上權利，避免外界對法院有突襲

裁判之疑慮，則上開會議鑑定制度，自亦可資為實務運作之參考。他山之石，可以

攻錯，為期我國智財案件之裁判品質得與國際接軌，建立司法公信力，衷心期盼司

法改革之決策，能積極落實，使我國就智財案件審理之配套措施，更臻完備，則法

院之裁判品質，自能獲得國民之信賴，並在國際間受到肯定。 

 

                                                        
45 司法院網址http://www.judicial.gov.tw/revolution/judReform04.asp，最後瀏覽日：2012年6月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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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研 究  

解析設計專利中電腦圖像的

申請樣態與揭露形式 
——以美國與歐盟設計為例 

葉雪美* 

壹、前 言 

我國專利法自1944年制定公布後，經過9次修正，2011年11月29日立法院通過

第9次的修正案，2011年12月21日總統府公布新的專利法修正案，2013年1月1日實

施。這次專利法修正案有優惠期適用範圍、導入復權規範、醫或農藥品專利期間延

長、專利權不及事項、專屬授權、強制授權與設計專利制度修正等多項議題，其中

以設計專利制度的修正幅度最大。在新修正的設計專利制度中，為了符合國際間對

於工業設計保護之通常概念及明確表徵設計保護之標的，參考國際立法例，將現行

「新式樣專利」修正為「設計專利」。再者，為了配合產業界之需求與國際趨勢，

將設計專利制度規劃了整體的配套修正，廢止聯合新式樣制度，新增成組物品設計

與衍生設計之申請制度，也開放部分設計、電腦圖像及使用者圖形介面之設計保

護。 

1996年 ， 美 國 專 利 商 標 局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公布電腦圖像或電腦形成圖像（Computer-Generated Icons, Icons）的審查

基準，確定電腦圖像是設計專利所保護之標的，設計者或發明人可將使用於事務機

器或電腦螢幕上的使用者圖形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開機畫面、可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一組簡任專利高級審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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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應用程式或檔案的圖像（Icon）等，申請設計專利加以保護。這些年，日本、

韓國、歐盟也相繼開放電腦圖像及使用者圖形介面的設計保護，我國政府為了配合

科技的高度發展，強化對於國內企業與文創產業的設計保護，在這次專利法修正案

中也導入對於電腦圖像及使用者圖形介面之設計保護。 

近年來，電腦圖像及使用者圖形介面的設計愈來愈多元化，由靜態、平面形式

發展成動態或可變化的、3D（立體）的，甚至是連續的動畫形式，美國Microsoft、

Apple、Autodesk，日本Olympus、Sony Ericsson，韓國Seoul、Samsung等公司在美

國及歐盟申請且獲准許多電腦圖像及GUI的設計專利。本文將以美國的電腦圖像設

計專利為例，分析與介紹多樣化的電腦圖像類型以及在設計專利中圖式的揭露方式

與圖式說明的撰寫方式，另外，解析歐盟設計中有關電腦圖像與可變動電腦圖像的

圖式揭露方式，介紹韓國與日本有關電腦圖像設計之相關規定，進一步說明我國有

關圖像設計之圖式揭露與設計說明等相關規定。希望可提供產業界、專利業者在我

國申請電腦圖像與使用者圖形介面設計保護的參考之用。以下本文中有關討論「電

腦圖像與使用者圖形介面」的通論部分均使用「電腦圖像」一詞，有關「單一應用

程式的圖像」則使用「Icon」一字表達之。 

貳、電腦圖像的源起與應用 

一、電腦圖像的源起 

最早在電腦系統中使用圖形操作介面的程式語言是「Smalltalk」，大部分被使

用在學術機關及工業界。1972年，美國Xerox Corporation’s Palo Alto研究中心在Alto

產品設計了第一個商業用圖形操作介面（如圖1所示），但並不普及。直到1984

年，蘋果公司（Apple）的推出為社會大眾設計的麥金塔個人電腦（Macintosh），

才使得使用者圖形介面（如圖2所示）變得逐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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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 美國Xerox的Star workstation 圖22 Apple公司的Macintosh 
 是第一個商業用的GUI 電腦的桌面 

 
1996 年 USPTO 公 布 電 腦 圖 像 審 查 基 準 時 ， 設 計 專 利 審 查 部 門

（Group1100/2900）的督導審查員（SPE）Hugo Word3在「The New Guidelines on 

Protection of Computer-Generated Icons and Typeface」4一文中說明電腦相關領域對

於Icon的定義，圖像單元（Icon）是一種具有識別功能的圖像，通常，電腦作業系

統在顯示螢幕（display）的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 UI）中以一個小小的影像

（ image ） 表 達 一 個 可 執 行 的 應 用 程 式 、 檔 案 夾 （ 如 圖 3 所 示 ） 或 是 物 件

（object），通常是藉由滑鼠上的按壓動作來開啟icon，或是在觸控螢幕藉由手指的

按壓動作，即可展開物件、開啟檔案夾或執行應用程式的功能。 

                                                        
1 照片來源http://encyclopedia2.thefreedictionary.com/Xerox，最後瀏覽日：2012年3月11日。 
2 照片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GUI/History，最後瀏覽日：2012年3月11日。 
3 Hugo Word. Mr. Word is a Supervisory Design Patent Examiner in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Group 1100/2900. He is also the Treasurer of the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ssociation, Mr. Word received his B.S. in 1957 from Virginia State University. 

4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at the AIPLA 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Design Protection, 
Washington, D.C., October 23,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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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美國D385,544設計專利 圖4 美國D386,485設計專利 

 
Icon的圖像本身應相像或關聯於所要表達的應用程式（如圖4所示），不需要做

任何的轉換就能傳達正確的意思給使用者，讓使用者能依賴著圖像的正確性而識別

其中的關係。Icon在螢幕上不僅可以調整尺寸大小，還能隨意移動位置與重新排列

的特性，還有，Icon的表現形式可以是靜態的、可變化的，甚至是動畫形式的。這

些特性是一般實體物上的裝飾性設計所無法具備的，例如：衣物或餐具上的圖案花

紋無法移動位置或改變大小。 

視窗（windows）或稱對話視窗，是指螢幕不同大小的對話方塊區域，在每一

個視窗裡能安置不同的操作程式或展示不同的檔案夾，視窗能在螢幕上任意移動，

並任意改變視窗的形狀和大小。 

選單（menus）是一種可供選擇的使用者介面，將作業系統中可執行的命令或

應用程式以階層、條例式或表格的方式顯示的使用者介面（如圖5、圖6所示）。一

般置於桌面（desktop）或圖形化使用者介面的最上方或者最下方，可將操作程式或

應用程式中可使用的所有命令全部放入，以供使用者選擇及執行。一般在橫向長條

型選單的排列順序中，命令或應用程式的重要程度是從左到右，越往右重要度越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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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 美國D516,574 設計專利 圖6 美國D589,970設計專利 

 NEC的menu（選單） Yahoo的UI（圖形介面） 
 
游標（pointer）︰在顯示幕上出現的一個符號，移動該符號去選擇物件並下指

令，通常，游標像一支傾斜的小箭頭。 

視 窗 ， 圖 像 單 元 、 選 單 與 游 標 是 圖 形 化 使 用 者 介 面 的 核 心 元 素 （ core 

elements）或稱互動元件，這四大互動元件簡稱為WIMP，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係以前

述互動元件為基礎組構而成的操作介面，通常是由二個以上之電腦圖像、對話視窗

或其他選單等元素所構成之整體圖形操作介面（如圖7、圖8所示），這種圖形操作

介面可以幫助使用者快速取得訊息或容易進行操作。 

    
 圖7 美國D464,360設計專利 圖8 美國D573,603設計專利 
 Siemens醫療錄放裝置的UI Amazon的螢幕部分的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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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系統中將不同的Icon嵌入各種不同的應用程式、信號或信息與使用者聯

繫，提供使用者操作指南或是告知使用者作業系統情況的改變。GUI除了讓使用者

可直接對作業系統進行指令的輸入之外，還能幫助使用者能快速尋找與瞭解其他功

能，讓使用者快速的學習、熟悉操作，GUI早已成為一種使用者與作業系統互動的

標準介面。 

原則上，Icons被視為一種應用在螢幕上圖像的裝飾性設計，除了電腦業界外，

社會大眾已接受「Icons」的名稱，也知道這是對於螢幕的桌面上所有圖像的一個通

用名稱（generic term）5。 

二、電腦圖像的應用 

數位革命改變了人們的思考、溝通與及生活方式，也帶動人類社會新的生活、

學習、消費、娛樂以及商業交易與運作方式，人們得以透過網際網路、電腦及通訊

裝置等進行工作、會議，甚至日常生活瑣事的處理，例如：電子商業交易、線上購

物、訂票、轉帳、開會、娛樂、傳遞訊息、遠距學習以及線上遊戲等。為了讓使用

者容易使用及方便操作，除了電腦、資訊產品、智慧型手機、PDA、可攜式影音播

放器等消費性電子產品外，還有醫療人員、其他專業人員所使用之檢測機器與設

備，以及外幣兌換機、自動櫃員機等所有具有顯示螢幕之產品，甚至物流倉儲、導

覽、戲院、大眾運輸與航空器訂位系統等所使用的操作選單介面也都大量使用GUI 

及Icons。 

由於網際網路的發展、科技的進步、中央處理器的處理速度與能力大為增強，

電腦繪圖軟體、韌體與輔助工具的快速發展等因素，電腦圖像不僅由黑白線稿圖像

發展為灰階變化圖像（如圖9所示）、彩色圖像（如圖10所示），平面圖像發展為

3D（立體）圖像（如圖11所示），進一步由靜態圖像發展成可變化之圖像（如圖12

所示）、動畫式圖像、擬人化圖像。 

                                                        
5 參照J. NADER, PRENTICE HALL’S ILLUSTRATED DICTIONARY OF COMPUTING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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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9 歐盟RCD000329520-0007 圖10 歐盟RCD00123749-0002 
 Apple的icon（資源回收桶） 美國D595,304設計專利 
  Apple的icon（遊戲中心） 

 

           
 圖11 美國D625,324設計專利 圖12 美國D565,059設計專利 
 Autodesk的icon Microsoft的icon 

 
近年來，除了電腦螢幕、智慧型手機、消費性電子裝置、導航系統、通訊產品

與檢測儀器等產品使用電腦圖像，甚至網際網路的虛擬世界中使用電腦圖像的商業

行為或提供服務的搜尋引擎介面也愈來愈多，例如：網際網路的商業網頁或搜尋引

擎、APP Store應用程式的圖像（如圖13所示）以及雲端服務與雲端科技平台的GUI

（如圖14所示）。這些產品或服務的圖形介面與使用者之間的互動，讓使用者能輕

易瞭解如何正確地使用該產品或服務，進一步言，圖形介面的美學性質、使用的方

便性以及可達成的功能與效果等都會讓使用者產生不同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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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3 歐盟RCD001270136-0009 圖14 美國D595,304設計專利 
 Apple App Store的icon Google Maps的UI 

 

參、USPTO關於電腦圖像的審查指南與相關規定 

2004年之前，USPTO核准許多電腦圖像的設計專利，這些電腦圖像大都是屬於

平面的或是靜態的，少數是有變化的電腦圖像。2004年，美國微軟公司與美國無線

通訊系統公司（Cellco Partnership d/b/a Verizon Wireless，簡稱Verizon公司）提出動

畫影像的電腦圖像設計專利申請案，2006年8月5日，USPTO修訂美國專利審查指南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第15章，在電腦圖像審查指南中增

加「可變化的電腦圖像」（Changeable Computer Generated Icons）的審查基準。以

下介紹美國設計專利中有關設計專利中電腦圖像的相關規定與審查基準。 

一、電腦圖像的審查指南6 

(一)電腦圖像設計申請案的審查指南 

下列指南已經發展成為協助USPTO人員決定電腦形成圖像的設計申請案是否遵

守美國專利法（35 U.S.C.）第171條規定中「工業產品」的要件。 

                                                        
6 參照MPEP Charter 15 Design Patent, § 1504.01 (a) Computer-generated ic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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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遵守「工業產品」要件的一般指導原則 

電腦圖像，無論是顯示在整個螢幕上，或是其中個別的圖像（icons），都是具

有二維空間（平面）的影像7，也是一種表面裝飾。USPTO認為「由於電腦圖像是

實施於工業產品」，而成為美國專利法第171條設計專利所保護之法定適格標的。

因此，當申請人主張電腦圖像實施於電腦螢幕、終端機、其他顯示面板、或其部分

者（or portion thereof），其請求之設計已符合美國專利法第171條規定中「工業產

品」的法定要件。由於可授與專利的設計，不得脫離其所應用的物品，而僅以表面

裝飾的方案（a scheme）單獨存在，因此，電腦圖像必須實施於電腦螢幕、終端

機、其他顯示面板或其部分，才能符合美國專利法第171條之規定8。 

美國關稅及專利上訴法院（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 CCPA）在In re 

Hruby案件的判決理由說明：USPTO認為設計必須依賴其外界東西而存在，而噴泉

的設計是一種不能應用在「工業產品」的設計，不得授與設計專利，但我們不如此

認為。我們認為，噴泉的設計是應用在工業產品上，是一種可授與專利的設計。雖

然，電腦圖像係依賴中央處理器及電腦程式而存在，可是，不能因為這個理由，而

認為該設計不能應用在工業產品上9。 

2. 評估設計申請案所繪製的電腦形成圖像是否遵守「工業產品」要件的

程序。為符合「工業產品」的要件，當審查電腦圖像的設計專利申請

案時，USPTO的審查人員應遵守下列的程序 

(1) 詳細閱讀所有的揭露內容，確定何者為申請人請求之設計，並確定該設計是

否實施於工業產品上。由於申請專利範圍必須以特定形式的用語記載「如圖

所示，或如圖所示及所述者」，確定圖式是否已提供請求設計的最佳說明。 

(2) 當圖式未以實線或斷線的形式表示電腦圖像所實施之電腦螢幕、終端機、其

他顯示面板或其部分者，將以不符合「工業產品」的要件，核駁請求之設

計。 

                                                        
7 參照Ex parte Strijland, 26 USPQ 2d 1259 (Be. Pat. App. & Int. 1992).（電腦形成的圖像不僅是

單純的表面裝飾。） 
8 參照MPEP Charter 15 Design Patent, § 1502. 
9 參照In re Hruby, 373 F.2d 997, 1001, 153 USPQ 61, 66 (CCPA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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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明所有不符合專利申請的實務規則及施行細則第1.71條、第1.81條至第

1.85條及第1.152條至第1.154條等有關揭露形式要件規定之先行核駁理由。

並建議提出修正，以使該揭露符合專利案件實務規則中有關形式要件的規

定。 

(4) 對申請人的回覆 

(A) 提出任何修正；及 

(B) 審查所有的申復及記錄，包括任何修正，以決定圖式、設計名稱及說明

書是否明確揭露電腦圖像實施於電腦螢幕、終端機、其他顯示面板、或

其部分。 

(5) 若申請人已經建立的優質證據10足以證明所請求之電腦圖像是實施於電腦螢

幕、終端機、其他顯示面板或其部分者，應撤銷依據美國專利法第171條規

定所作的核駁。 

(二)指南對於審查中有關電腦圖像之設計申請案的影響 

對於在1996年4月19日仍繫屬在USPTO的電腦圖像的設計專利申請案，USPTO

人員在審查時，將遵守前述之程序。 

(三)電腦字型（Type Fonts） 

傳統上，字型是以實體方塊產生，而每一個文字或記號是由這種實體方塊

（solid blocks）所產生，因此，USPTO接受傳統上的字型設計專利（design patents 

drawn to type fonts）。由於科技的進步，產生較先進的排版方法，包括電腦形成字

型的排版，已無須使用實體印刷方塊，因此，USPTO的人員不會以不符合「工業產

品」的要件，核駁電腦字型的申請。 

(四)可變化（Changeable）的電腦圖像 

許多申請設計專利的電腦圖像（包含image）的外觀在顯示螢幕上是可改變外

                                                        
10 參見In re Oetiker, 977 F.2d 1443, 1445, 24 USPQ 2d 1443, 1444 (Fed. Cir. 1992).（在申請人提

出申復理由及證據之後，可基於該優質證據及有說服力的申復理由等所有紀錄，而決定其可

專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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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樣貌的，這種申請案須以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圖式呈現，這些圖式是要使人瞭解申

請專利之圖像在觀看時的變化順序，亦即，電腦圖像如何由一個影像（an image）

變化到下一個影像（another image），而影像變化的程序與期間與裝飾性特徵無

關。圖式說明中須清楚說明「設計變化的性質」（ the transitional nature of the 

design）與「圖式中未曾揭露的圖像（或影像），並非請求設計的一部分」11。以下

列舉一些描述性說明的例子： 

「專利申請案之申請標的包含由一個影像變化到下一個影像的過程或期間，但

這個變化的過程或期間並不構成設計專利的一部分」；或是「在圖1至圖8所揭示的

影像是申請專利之圖像的變化過程依變化順序而排列的影像，但是這個變化的過程

或期間並不構成設計專利的一部分」；或是「在圖1至圖8所揭示的影像是申請專利

之圖像的變化過程依變化順序而排列的影像，由一個影像變化到下一個影像的過程

與期間與裝飾性特徵無關」。 

二、電腦圖像的設計名稱與圖式、圖式說明 

MPEP在§ 1504.01(a)電腦圖像的審查基準中規定，應審查設計名稱，確定是否

已明確說明申請專利之標的12；以及審視圖式，所請之設計是否實施於電腦螢幕、

終端機、其他顯示面板或其部分13。 

(一)設計名稱（Title） 

設計名稱必須明確說明申請專利之標的。依美國專利法第171條規定，如果申

請人使用的設計名稱僅記載「圖像」、或「電腦圖像」，這種名稱並未適當地描述

出一個應用於工業產品的設計。應該使用下列的設計名稱，才會被認為已適當的描

述一個應用於工業產品的設計，例如：「顯示於冰箱的圖像」（ Image-displayed 

                                                        
11 原文為“A descriptive statement must be included in the specification describing the transitional 

nature of the design and making it clear that the scope of the claim does not include anything that is 
not shown.” 

12 參照37 CFR 1.153. 
13 參照37 CFR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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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rigerator）14、「顯示於電視接收器的錄影機圖像」（Video image display for 

television receiver）15、「應用於電腦螢幕的一部分的圖像」（Icon for a portion of a 

display screen）、「應用在行動電話上的顯示圖像」（Display image for a mobile 

phone）16或「顯示螢幕的電腦圖像」（icons for display screen）、「應用於無線通訊

裝置顯示幕上會變動的圖像」（Moving image for the display screen of a wireless 

communication device）17、或是「應用於手機的圖像」（icons for a mobile phone）。 

(二)圖式（drawings） 

設計專利的權利主張（claim）是所揭示之圖式，是如圖所示的裝飾性設計。因

此，申請設計專利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用來說明所請求設計的圖式，設計專利的權

利範圍必須以圖式所揭示的整體設計內容來界定。這種情況與發明專利完全不同

的，發明專利主張保護專利的對象，係在請求項中以冗長文字述明其發明，而設計

專利主張保護的對象，係描繪在圖式中請求設計的整體視覺外觀。 

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37 CFR，簡稱施行細則）第1.152條有關設計專利圖式的

規 定 ， 設 計 專 利 申 請 案 之 圖 式 ， 應 包 含 足 以 完 整 揭 露 物 品 的 整 體 外 觀 的 視 圖

（views）即可，易言之，並沒有強制規定需要立體圖與六面視圖，只要能完整揭露

且充分顯示該設計的圖式，一個或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視圖都可以，不過，必須附上

施行細則第1.84條所要求的代表圖式。 

當請求之設計僅是物品的表面裝飾時，該表面裝飾所具體實施或應用之物品，

可使用虛線表示之。因此，無論電腦圖像是實施（應用）於電腦螢幕、電視螢幕、

手機螢幕、其他顯示面板或其部分，圖式應以實線或斷線的形式表示電腦圖像所具

體實施之電腦螢幕、手機、電視機、其他顯示面板或其部分者；如果以照片取代墨

線圖時，照片不能揭露環境構造，只能揭露該物品所請求之設計。 

一般使用虛（斷）線的原則，虛（斷）線部分不得干擾或越過所請求之設計，

同時，虛（斷）線的線條應較細，而描繪所請求之設計所使用的線條較粗黑。當表

                                                        
14 參見D589,068. 
15 參見D587,723. 
16 參見D586,360. 
17 參見D54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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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結構環境的斷線不得不干擾或越過所請求之圖像設計，或者使該圖像設計的清楚

程度變得模糊時，應增加一張能完整揭露請求設計的其他圖式之外，亦應增加單獨

的圖式（separate figure）且說明之。 

(三)圖式說明 

因為電腦圖像是具體實施（應用）於在電腦螢幕、電視螢幕、手機螢幕、其他

顯示面板或其中的一部分，因此，除了圖式應以實線或斷線的形式表示電腦圖像所

具體實施之電腦螢幕、手機、電視機、其他顯示面板或其部分者，還要在圖式說明

中清楚的敘明所請求設計之標的，例如：電腦圖像是實施（應用）於電腦螢幕、電

視機、手機、其他顯示面板或其部分18。 

如果圖式中以虛線表示電腦圖像所實施之電腦螢幕、手機、電視機、其他顯示

面板或其部分者，圖式說明部分應記載著「在所有圖式中以虛線表示的手機部分並

非所請求設計之一部分，只是為了以圖解說明之目的而為之」（The broken line 

drawing of a portable phone in all views is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only and forms no 

part of claimed design）。 

如果申請案的圖式中包含具有幾種不同目的之虛線（斷線或點線），必須在圖

式中將該兩種目的之虛線作出視覺上的區別（如圖15、圖16所示），例如：圖式中

虛（斷）線所揭示的螢幕並非所請求設計的一部分，以斷線表示的圖框內部，包含

花朵，都是為了環境目的而揭露的，並非所請求設計的一部分（The broken line 

showing of the portion of the display screen and the interior portion of the frame, 

including the flower, is for environmental purposes and forms no part of the claimed 

design.）。或是圖式中虛（斷）線所揭示的螢幕並非所請求設計的一部分，圖式中

以點線（dotted line）表示的人物影像與內容，是為了以圖解說明目的而揭露，並非

所請求設計的一部分19。 

                                                        
18 參照McGrady v. Aspenglas Corp., 487 F.2d 859, 208 USPQ 242 (S.D.N.Y. 1980).（在設計專利

申請案中的描述性陳述會窄化申請專利的範圍。） 
19 參照美國D619,597設計專利（顯示螢幕上的圖像）的圖式說明：“The broken line drawings of 

the display panel forms no part of the claimed design. The text and images shown in dotted lines 
are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only and form no part of the claime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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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5 美國D611,957設計專利 圖16 美國D619,597設計專利 
 Microsoft的icon Microsoft的image 

肆、美國電腦圖像申請實務之圖式揭露與案例說明 

一、靜態的電腦圖像 

Icon是在電腦系統操作時不可或缺而有用的圖像或符號，GUI是由icon、選單、

與對話視窗為基礎組構而成的操作介面，通常是由兩個以上之icons、對話視窗或其

他元素所構成（如圖17、圖18所示）。申請設計專利時，只要將Icon以實線形式揭

露於圖式中，不主張的部分以虛線揭露（如圖19、圖20所示），在圖式說明中清楚

說明圖式中虛（斷）線所揭示的螢幕或其他部分並不構成請求設計之一部分，適當

地主張其權利範圍。 

                
 圖17 美國D589,068設計專利 圖18 美國D603,866設計專利20 
 冰箱顯示幕的icon Google Inc.的GUI 

                                                        
20 D535,663設計專利圖式說明：“The broken line showing of various regions and the unshaded 

areas there within form no part of the claimed design. The broken line showing of a portion of a 
display screen is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only and forms no part of the claimed design”。 



解析設計專利中電腦圖像的申請樣態與揭露形式 37 

專利師︱第十二期︱2013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圖19 美國D535,663設計專利21 圖20 美國D638,028設計專利 
 螢幕一部分的icon Rain Bird的GUI 

 

二、彩色的電腦圖像 

如果，Icon或GUI是採用彩色的設計，在申請設計專利時，申請人必須依施行

細則§ 1.84 (a)(2)之規定提出申請，說明為何需要使用彩色圖式（color drawing）或

照片的理由，經USPTO核准後，始予受理。提出前述申請時，必須併同繳交(1)規

費；(2)三組彩色圖式或彩色照片（如圖21所示）、一張黑白照片（如圖22所示），

該等彩色圖式或彩色照片必須清楚且明確地揭露設計標的；以及(3)在說明書的圖式

簡要說明之前，要有以下的文字說明：「本專利檔案的圖式至少有一張彩色製作

的圖式，而USPTO可依申請及繳納必要規費後，提供專利的彩繪副本」22。如果

要以彩色照片作為正式圖式者，除依施行細則§ 1.152之規定，其照片內容只能揭露

所主張的設計所應用的物品。 

                                                        
21 D535,663設計專利圖式說明：“The broken line showing of various regions and the unshaded 

areas there within form no part of the claimed design. The broken line showing of a portion of a 
display screen is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only and forms no part of the claimed design”。 

22 原文是“The patent file contains at least one drawing executed in color. Copies of this patent with a 
color drawing will be provided by the Office upon request and payment of the necessary 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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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1 歐盟設計000748694-0010 圖22 美國D649,558設計專利 
 icon 螢幕上的部分icon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個正式申請的設計專利申請案中，不得將彩色照片與墨線

圖混合使用，且這種混合使用會造成照片中的造形元件與線圖中的造形元件不一

致。如果在原始申請文件中有非正式的照片或圖式，必須在說明書中敘明拋棄照片

上的表面裝飾、標誌（logos）以及文字等，這些都不構成請求設計的一部分。 

三、3D（立體）的電腦圖像 

近年來，應用在螢幕上的電腦圖像，除了靜態圖像、彩色圖像、動畫圖像之

外，還有看起來具有3D空間立體效果的3D（立體）圖像，不過，3D圖像是一種在

螢幕上虛擬的立體圖像，沒有實際的空間形態，不像有空間形態的實體物，可藉由

投影箱23六個正投影面的多面視圖及透視圖方式來揭示其立體的空間形態。 

在一般實體物品的設計專利申請案中，如果申請人提交實體模型（physical 

model）就能清楚地揭示設計應用在實體物的空間形態，不過，USPTO通常不會要

求申請人提交實體模型，取而代之的作法是以抽象的（discrete）多面視圖來揭露實

體物設計，大都以多個視圖揭露實體物存在的空間形態（physical object exists in 

space），例如：前、後視圖；俯、仰視圖；左、右側視圖與透視圖等（如圖23所

示），申請人無須也不必提供每一個旋轉面的視圖，就能滿足設計專利申請案清楚

揭露的要件。 

                                                        
23 模擬一個正立方體透明玻璃箱之投影箱，將物體至於投影箱中央，然後在投影箱之前、後、

左、右、上、下六個方向可將物品投射，將物體投影繪製在玻璃板上（投影面），爾後將投

影箱依順序予以展開，即可獲得物體之正投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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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Apple的D615,083設計專利（Electronic device） 

 
如果申請人所設計的電腦圖像是屬於3D圖像，在設計專利申請案中需要提出多

個視圖才能完整呈現之。參酌MPEP中所引用Ex parte Strijland案例24的意見，電腦

圖像僅是一種表面裝飾（surface ornamentation），其他工業產品在六面視圖中的每

一視圖所揭示的2D空間（平面）圖形影像，也是一種表面裝飾。通常，在設計專利

中許多立體形態（3D）的物品，要以多個圖式來呈現它在空間形態的外形輪廓；相

同的理論應用到3D圖像，如何在圖式中呈現出虛擬空間的立體效果，如何藉由一組

平面圖的圖式完整揭示螢幕上的3D圖像。我們無法圍繞著投影箱的六個面觀察3D

圖像，那麼只能將3D圖像以X軸或Y軸為中心順著左右或上下方向旋轉，以切割旋

轉角度的方式將各個不同角度的不同外觀影像表現在圖式中（如圖24所示），這種

方式揭露的整組圖式集合起來即可描繪出單一立體圖像的整體外觀，使審查人員清

                                                        
24 參照Ex parte Strijland, 26 USPQ2d 1259 (Bd. Pat. App. & Int.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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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瞭解該立體圖像的整體設計。 

 

 

 
圖24 美國D602,497設計專利（PepsiCo螢幕上彩色立體圖像） 

 

四、可變化的電腦圖像 

許多電腦圖像的外觀在顯示螢幕上是可改變（changeable）外觀樣貌的，這種

電腦圖像的設計專利申請案必須以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圖式呈現之，這些圖式可使人

瞭解申請專利之圖像在觀看時的變化樣態。申請人可將變動電腦圖像的每一個變化

影像以個別的實施例（as separate embodiments）提出申請（如圖25、圖26所示），

而當中每一個實施例可分別且單獨主張（如圖27所示）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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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5 美國D650,792設計專利25 圖26 美國D660,317 設計專利 
 Microsoft的icon Nike的group of icons 

 

    

   
    圖27 美國D608,788設計專利（Gambro Lundia A.B. 5個實施例的圖像） 

 

                                                        
25 D535,663設計專利圖式說明：“The broken line showing of various regions and the unshaded 

areas there within form no part of the claimed design. The broken line showing of a portion of a 
display screen is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only and forms no part of the claime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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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亦可將變動電腦圖像的每一個變化影像以有變化順序的影像（image）

或是變化狀態（state）的圖式呈現，在圖式說明中簡要說明且按照變化的順序排列

各個變化的圖式（如圖28所示），另外，申請人必須在說明書的圖式說明中記載著

「設計改變的性質」（the transitional nature of the design ），並清楚說明圖式中未

曾揭露的圖像，並非權利請求設計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申請方式的整組

圖式所揭露可變化之圖像被視為一整體設計，所以，每一個變化樣態的圖像是不能

單獨主張權利。 

 

FIG. 1   

 

FIG. 2    

 

FIG. 3  
圖28 美國D626,560設計專利（Autodesk Inc. 3個影像的圖像） 

 

五、一組（set of）或一群組（group of）的電腦圖像 

依美國專利法第171條規定，設計申請標的必須實施於工業產品上，惟該工業

產品得以包含多項物品或多項元件26。如果設計包含許多物品，設計名稱應以單一

實體物品（a single entity）明確定義該等物品或元件，例如組、雙、組合、套、總

成等（set, pair, combination, unit, assembly）27，且應在圖式說明中明確表示所請求

設計是圖式中所揭示整體物品之外觀設計。如果在一圖式中揭示獨立或分離的構成

元件（物品），應以括號（bracket）表示所請求元件之結合。還有，可將單一物品

的多個分離部分的設計視為一組設計（如圖29、圖30所示）提出申請，申請人必須

將請求保護之設計部分以實線揭露於圖式中，而將物品（或顯示幕）的其餘部分以

虛線揭露，這種情況下，就不一定要以括號表示多個部分設計的結合。 

 

                                                        
26 參照Ex parte Gibson, 20 USPQ 249 (Bd. App. 1933). 
27 參見MPEP Charter 15 Design Patent, § 15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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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9 美國D555,534設計專利 圖30 美國D484,179設計專利 
 寶石組（set） 辦公機器頂板、側板與操作的部分 

 
不過，對於圖像設計的保護而言，螢幕上的圖像組與圖像群的圖式揭露方式是

有差異的（如圖31、圖32所示），其權利保護範圍的解讀也不同。例如：圖像組的

圖式，是以虛線形式的圓形或方形或其他形狀的邊界框將每一個圖像單獨圈起來

（如圖33所示），這種揭露方式表示圖式中的每一圖像的位置都是可以搬移或變

動，這些變動不影響其權利主張。然而，圖像群的圖式，則是以虛線形式的圓形或

方形或其他形狀的邊界框將所請求的圖像框在一起（如圖34所示），這種揭露方式

如同是一種選單（menu）設計，虛線邊界框內所有圖像的相關位置是固定的，不能

隨意搬移或變動，如果搬移或變動則會影響其權利主張。 

 

      
 圖31 美國D562,344設計專利 圖32 美國D628,590設計專利 
 螢幕上的圖像組（set of） 螢幕上的圖像群（group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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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美國D645,877設計專利  Microsoft的螢幕上的圖像組（set of） 

 

 
圖34 美國D638,438設計專利  Microsoft的螢幕上的圖像群（group of） 

 

六、動畫的電腦圖像28 

通常，平面圖僅能呈現2D空間的形態，一組實體物的圖面中的每一平面圖僅能

揭示實體物在2D空間的平面樣態，但可藉由集合整組的圖面描繪出實體物所占有的

3D空間，可瞭解實體物的立體形態。同樣的邏輯概念應用於動畫電腦圖像（簡稱動

畫圖像），以抽象的時間點作為圖式分割的依據，將多個圖式依序揭示動畫圖像在

某一個時期中影像變化的過程，每一張圖式揭示出該動畫圖像在某一特定時間點的

變化狀態，可藉由集合整組的圖式描繪出動畫圖像在不同時間點的不同變化，瞭解

動畫圖像變化的過程，這些圖式所揭示的動畫圖像僅是單一圖像設計（如圖35所

示）。USPTO同意申請人以時間點分割的多種變化狀態影像圖式依序揭露於申請案

中，也認同這些影像集合起來僅構成單一的電腦圖像設計。 

                                                        
28 本章節的觀念係參考 David Leason, the managing Partner of Leason LLP, “Design Patent for 

Animated Computer-Generated Icons”, 91 JPTOS, 523-616 (Oct./Nov./Dec.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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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Dassault Systemes的美國D602,028設計專利的8個影像 

 
動畫的變化與時間有關，動畫圖像的呈現也與時間有關，在動畫圖像的設計專

利申請案中，為了描述所請求之圖像設計，申請人需藉由許多個圖像變化狀態圖

（multiple states）來圖解說明所請求之動畫圖像設計，因此，這些圖式的集合只是

在呈現單一動畫圖像（a single animated icon）在不同時間點的不同變化狀態（如圖

36所示）。每一張圖式所揭示的影像僅是申請人所請求之動畫圖像在不同時間點所

呈現的外觀變化狀態，圖式說明的文字在說明每一張圖式所揭露之動畫圖像外觀變

化的相關時間順序。因此，圖式連同隨附的圖式說明，僅在解說動畫圖像包含圖式

中所揭示不同時間點的變化狀態，而不是解釋圖像之間的差異。當然，申請人不必

將每一個時刻的變化狀態都以圖式解說，只要將「圖式中以實線所揭示之部分」結

合「圖式說明的詳細敘述」，就能清楚確定請求設計之保護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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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美國D613,301設計專利  Microsoft的螢幕上的動畫圖像 

 
動畫電腦圖像的圖式中是以時間作為分割點，在圖式中揭露該電腦圖像從一個

影像的轉換到另一個影像的變化過程，這種方式類比於「圖式中將實體物某一部分

以虛線揭示」的呈現方式。如果以時間點作為圖式分割依據的單一實施例，就應該

在圖式說明中特別聲明，「由一個影像變化到下一個影像之間的轉換過程，並非請

求設計的範圍」。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聲明之效力相當於「其中沒有被選定的時間

點（undepicted moments in time）的變化影像並非請求設計的一部分」的特別聲

明。這種作法如同工業產品中實體物品（physical object）的部分設計申請案，申請

人在圖式說明中清楚聲明：「在圖式中以虛線所揭示實體物的那些部分，並非申請

人請求設計之一部分」。 

七、小 結 

無論是一組（set）圖像或一群（group）圖像的申請案是將圖式中所有的圖像

的集合視為單一（a single）的整體設計，有不同變化狀態的可變動圖像或是動畫圖

像的申請案也是將圖式中依序變化過程的所有影像（the animated image sequentially 

transitions）視為單一的整體設計，單一整體設計只有一個權利主張（claim），不

同於將每一個變化圖像作為不同實施例的申請案，各個實施例可個別主張權利（如

圖37所示）。 



解析設計專利中電腦圖像的申請樣態與揭露形式 47 

專利師︱第十二期︱2013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圖37 D585,906設計專利（Delphi Tech.的3個實施例的變化圖像） 

 
由於一個整體設計的性質，在設計專利要件的實體審查中，審查人員無法以單

一圖像之先前技藝主張一組圖像或一群圖像不具新穎性或非顯而易知性（創作

性），也無法以單一的靜態圖像主張可變動圖像或是動畫圖像不具新穎性或非顯而

易知性（創作性）；在專利無效性的審查中，法院也很難依據先前技藝中各個獨立

的靜態圖像使之專利權無效。由於動畫圖像設計專利（如圖38所示）的每一個影像

都不能各自主張權利，而是整組影像集合在一起視為一個整體圖像設計，因此，若

整組的圖式中只有一個影像與先前技藝構成近似，該先前技藝無法使該設計專利無

效，因為其中的任何一個影像只是動畫圖像依序變化的一部分，而設計專利的無效

性（新穎性或非顯而易知性）必須以整體設計加以考量。 

 
圖38 美國D627,366設計專利（Stephen Martiros3個影像的圖像） 

 

伍、歐盟設計電腦圖像申請之相關規定 

歐盟設計法保護產品的外觀設計，產品包括複合產品的零件、包裝、產品外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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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up）、圖像表徵（graphic symbols）及印刷字體（Typographic typefaces），但

不包括電腦程式29，其中「圖像表徵、符號」包含靜態與可變動的GUI及Icon。歐盟

共同設計對於GUI及icon申請案的圖式沒有特別規定，在歐盟設計法第36條及補充

規定的第4條中規定，以圖式來界定請求設計保護的設計特徵，圖式必須完整且清

晰，與設計無關部分不應留在圖式上。圖式、照片（除幻燈片外）、電子列印的圖

式或任何其他圖式，只要能重製，都可被接受。第4條第2項規定圖式不得超過7張

視圖（views）。因此，為了符合圖式的規定，在動畫電腦圖像申請案中，如果超過

7個以上的變化影像時，申請人必須選擇刪除部分的影像（如圖39、圖40所示）。 

 

 

 

 
圖39 美國D565,57930（微軟公司的13個images動畫圖像） 

                                                        
29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General Provision: Community Design, Article 3. 
30 圖39所示之微軟公司的美國D565,579設計專利相對應於圖40所示之歐盟註冊00052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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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0 歐盟註冊000521349-0001（微軟公司的7個images動畫圖像） 

 
歐盟設計審查指南（Examination Guidelines Community Design）的第11章申請

案的形式規定，第4節有關設計圖式的形式（Format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Design）規定，申請案最多可包含7張不同的圖式，這些圖式可以是平面圖、正面

圖、剖面圖與透視圖，也可以是細部或局部的比例放大圖，也可以是改變外觀或某

一特定設計特徵局部揭露之圖式。通常，設計的圖式應限於尋求保護的設計特徵，

不過圖式中可包括其他元素，藉以確定請求保護之設計特徵。 

每一個註冊的歐盟設計申請案可使用下列的標示方式： 

一、圖式中的斷（虛）線是用於表示設計中不請求保護之元素（如圖41所示）

或不可視部分，在特定圖式中，例如：看不見的線條。因此，斷（虛）線揭示的元

素並非請求設計之一部分。 

二、邊界線是用來圍繞請求保護的設計特徵。 

三、在圖式中可使用黑色或白色來凸顯設計中請求保護的設計特徵。 

這種呈現方式適用於裝飾性或產品的設計，用斷（虛）線圍繞產品或裝飾設計

中請求保護的部分。申請人有義務使用斷、邊界線或著色的方式，明確區分請求保

護之設計特徵與非請求之部分，因為審查人員對於圖式不進行任何實質審查，除了

公開時是否能清楚重製，一旦提出申請，補充圖式將不被接受。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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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2 

 

0003.1 

 

0003.3

 

0003.4  

 

0003.5 

 

0003.6 

 

0003.7  
圖41 歐盟註冊001840737-0003（HTC的7個images動畫圖像） 

 
歐盟設計對於電腦圖像設計申請的圖式也沒有特別規定，只要申請案所揭示之

圖式可重製，且可清楚揭露及辨識所申請之設計即可。甚至允許申請人可僅揭露電

腦圖像之設計，不強制申請人在圖式中以點線、斷線、虛線或鏈線等形式表示電腦

圖像設計所實施之螢幕、終端機、其他顯示面板或其部分者（如圖42所示）；也無

須另外載明：「圖式中以點線或斷線所表示之部分，不是請求設計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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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歐盟註冊001236749-0002-003-0015（Apple的3個icon設計） 

 

陸、日本與韓國關於電腦圖像之相關規定 

一、日本關於電腦圖像之相關規定 

日本意匠法第2條第1項：本法稱「意匠」者，係對物品（包含物品之部分）之

形狀、花紋或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可引起美感者。第2項：前項物品之部分形

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為供物品操作用途之畫面者（限於為發揮該物品之功能狀

態而創作者），應包含顯示於該物品上及與該物品一體使用之物品上之畫面。原則

上，日本意匠所保護的畫面設計，只限於特定物品之顯示螢幕的最初選單畫面或開

機畫面設計，如果物品本身沒有顯示螢幕需透過傳輸線或藉由其他螢幕顯示開機或

選單畫面者，例如：VCD或DVD播放器、投影機或工業用機械控制器等，也可成為

意匠保護之標的。不過，其他經由操作電腦傳遞訊號而顯現於顯示器上之畫面設

計，或是經由網際網路傳遞的畫面設計，則不給予意匠保護。 

日本意匠審查指南中明白規定，電子顯示畫面得為意匠保護之標的，必須符合

下列要件：(一)為了符合物品性之規定，畫面設計必須直接顯現於物品的顯示螢

幕，而該顯示螢幕必須是該物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to be indispensable）；(二)必

須是因為物品本身具有之顯示功能所顯現出來的畫面，例如：行動電話、PDA、數

位照相機、汽車用導航顯示器、股票買賣下單機等，才是意匠保護的對象，如果是

操作物品外部所傳來之訊號所顯示之畫面，例如：電腦顯示器、筆記型電腦顯示器

等，則不受意匠保護；(三)畫面變化的樣態必須是特定者，例如：最初的選單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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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31，而其他的變化畫面則須另案申請32。 

二、韓國關於電腦圖像之相關規定 

2003年韓國專利局修改設計專利審查基準，開放外觀設計專利保護圖像設計33，

「圖像設計」是指「顯現於物品的液晶化表面等顯示器的圖形設計」，韓國對於圖

像設計的保護政策比較傾向於歐美，採取較開放的態度，圖像設計保護標的也較日

本廣泛。其所保護的圖像設計內容包括：(一)網際網頁上的GUI；(二)文字輸入軟體

與影音媒體播放等應用軟體的GUI；(三)使用於行動電話、PDA、Web Pad等電子產

品的GUI；(四)文字圖像、Internet Explorer圖像等所使用的圖像；(五)成組（套）工

具圖像；(六)GUI的構成單元、圖像或選單；(七)平面影像（Graphic Image）：擬人

化或卡通化的圖像設計、螢幕保護圖像、字型或符號、3D動畫圖像以及表示各種機

能狀態的指示圖像單元。 

韓國對於圖像設計形式要件的規定：(一)圖像設計要能實施於有實體物品；(二)

一案多個圖像設計而圖像之間的形態具有一致性的關係，例外允許可作為一件設計

專利案提出申請34；(三)圖像設計具有動態變化者，可作為一件設計專利案提出申

請； (四 )圖像設計之物品名稱之例外規定，例如：「實施於電腦螢幕的圖像設

計」、「行動電話的GUI設計」、「PDA的圖像設計」等。 

2012年10月2日，韓國專利局宣布修正設計保護法，預計於2014年1月1日實

                                                        
31 IIP Bulletin 2002, Chapter 2 Study on Protection of Image Designs Indicated on the Display 

Screen, For example, in the case of an article that has a variety of display functions, e.g. a mobile 
phone, at least the summary page (initial menu page) that integrates individual functional pages 
may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f indispensability, but whether other pages following the summary 
page are “indispensable” is not clear. 

32 葉雪美，GUI及Icons是否得為新式樣專利之法定標的，智慧財產權月刊，2006年8月，92
期，73-74頁。 

33 韓國將「電腦形成圖像設計」稱為「顯像設計」，本文為文章內容的一致性與方便說明，亦

使用「圖像設計」一詞，2003年7月1日開始給予外觀設計專利的保護，修改外觀設計審查基

準，明定顯像設計所包含的內容及所保護的範圍。 
34 韓國設計專利是依「一設計一申請」的原則，多個圖像設計實施於同一個物品時，原則上是

將各個設計分別申請，但該多個設計之間形態有一致性時，例外允許可作為一件設計專利案

提出申請，圖像設計對形態一致性的要求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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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其中擴大對圖像設計的保護。目前，韓國將圖像視為物品之一部分，申請案中

必須將圖像所應用之特定物品以虛線形式表示，圖像設計之效力僅及於申請時所指

定之物品，如果圖像設計可應用於不同物品時，需就各個不同物品分別提出申請。

而修正後之設計法，將針對圖像設計本身加以保護，而不再是物品的一部分，亦

即，一圖像設計經註冊後，其保護之效力可及於所有具有顯示螢幕之產品。另外，

作為商標使用之標識圖像，雖因不符合商標之註冊要件無法取得商標的保護，若符

合新穎性及創作性之外觀設計專利要件，亦可申請圖像設計取得更有利的保護35。 

柒、我國設計專利關於電腦圖像申請之相關規定 

修正後之專利審查基準第3篇設計專利實體審36，第9章圖像設計中說明，電腦

圖像（Computer Generated Icons）及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係指一種透過顯示面板裝置顯現而暫時存在之平面圖形，通稱為「圖像設

計」。圖像設計是指一種藉由電子、電腦或其他資訊產品之中央處理單元而產生，

並透過該等產品之顯示面板裝置所顯現的虛擬圖形介面。電腦圖像通常係指單一之

圖像單元，圖形化使用者介面則可由數個圖像單元及其背景所構成之整體介面。 

一、設計名稱 

專利法施行細則第51條第1項規定：「設計名稱，應明確指定所施予之物品，

不得冠以無關之文字」，關於圖像設計之設計名稱（Title）的規定，由於圖像設計

是一種應用於物品之外觀的創作，設計名稱應記載為「何物品之圖像」或「何物品

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不得僅記載為「圖像」本身，亦不得僅記載為「何物

品」。另設計名稱得記載為「螢幕之圖像」、「顯示器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顯示螢幕之操作選單」或「顯示面板之視窗畫面」等，以取得較廣泛之保護而無

須就各類電子資訊產品分案申請；如果申請人欲就特定物品領域之圖像設計提出申

                                                        
35 參照http://www.pkkim.com/resources/new.asp?LetterNum=228&Page=1&bType, “A video icon 

and logo protected by designs” Kim, Hong & Associate Newsletter No.249. 2012-10-02。  
36 2012年11月23日發文字號：經授智字第10120032080號，修正「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並

自2013年1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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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者，設計名稱得就該特定物品指定之，例如「手機之圖像」、「提款機之圖像」

或「洗衣機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若申請設計專利所主張之內容同時包含圖像設計及其所應用之物品（或物品之

部分）時，例如所主張設計之內容同時包含手機之整體形狀及其螢幕上之圖像，設

計名稱應記載為「具有圖像之手機」。 

二、圖 式 

我國專利法新修正條文第121條第2項規定：「應用於物品之電腦圖像及圖形化

使用者介面，亦得依本法申請設計專利」。另在專利法施行細則第51條第3項第3款

規定：「應用於物品之電腦圖像及圖形化使用者介面設計有連續動態變化者，應敘

明變化順序。」又第53條第1項規定：「設計之圖式，應具備足夠之視圖，以充分

揭露所主張設計之外觀；設計為立體者，應包含立體圖；設計為連續平面者，應包

含單元圖」，並未限定揭露圖式張數的上限或下限。又在立法理由二之(三)說明：

「平面設計」或「應用於物品之電腦圖像及圖形化使用者介面設計」者，通常必須

以前、後視圖，或僅得以前視圖或平面圖呈現該設計之外觀。上述各種設計樣態之

圖式揭露方式並將於審查基準詳細說明之。 

另第5項規定：「圖式中主張設計之部分與不主張設計之部分，應以可明確區

隔之表示方式呈現」。立法理由六說明：明定圖式中主張設計之部分及不主張設計

之部分之表示方式。以墨線圖繪製者，一般應以實線及虛線表示主張設計之部分及

不主張設計之部分；如為具色階之電腦繪圖或照片者，則應以可明確區隔之方式表

示，例如半透明填色、灰階填色或圈選方式。又於第3篇設計專利實體審查第8章部

分設計第2.2.2「圖式之揭露方式」中進一步解說：若該申請部分設計之圖式已利用

實、虛線或其他上述方式區隔「主張設計之部分」和「不主張設計之部分」，但仍

未能具體明確表現「主張設計之部分」的範圍時，申請人得以其他斷線方式（例如

一點鏈線）繪製其環境邊界範圍（如圖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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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美國D619,660設計專利（微軟公司的螢幕上影像） 

 

三、設計說明 

專利法施行細則第51條第3項第1款規定：圖式揭露內容包含不主張設計之部

分，應敘明之。立法理由四之(一)說明：「例如記載為『圖式所揭露之虛線部分，

為本案不主張設計之部分』；『圖式所揭露之半透明填色部分係表示汽車之局部，

為本案不主張設計之部分』；或『圖式所揭露之一點鏈線所圍繞者，係界定本案所

欲主張之範圍，該一點鏈線為本案不主張設計之部分』等」。 

另外，以具變化外觀之圖像設計申請設計專利，若圖式中所揭露之多張視圖係

為表示具連續動態變化之圖像設計者，應於設計說明中敘明其變化順序，例如記載

為「前視圖1至前視圖5係依序產生變化外觀之圖像設計」。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彩色照片與彩色圖式與主張設計的認定與現行作法大不

同。新修正專利法施行後，設計包含色彩者，該圖式之各視圖應以彩色之方式明確

呈現，因此，申請時提出的彩色照片與彩色圖式，原則上視申請人主張的設計包含

色彩，如不主張色彩者，應在設計說明欄敘明排除圖式中所揭露之色彩部分37。 

                                                        
37 參照2012年11月9日發布的專利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中第53條的立法理由五之

(一)說明：明定設計主張色彩時之揭露方式，將「應檢附該色彩應用於物品之結合狀態圖」

修正為圖式「應呈現其色彩」。因此設計包含色彩者，該圖式之各視圖應以彩色之方式明確

呈現。至於申請人依現行實務檢送彩色照片或彩色繪圖之圖式但不主張色彩者，則應依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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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設計一申請 

至於由數個圖像單元所構成的成組或成群圖像設計的申請案，例如：表情圖

像、情況或指示圖像等。在一設計一申請的章節中說明，以圖像設計申請專利者，

亦須符合一設計一申請之規定。惟對於單一物品上揭露有兩個以上之圖像單元者，

因其係就單一設計創作對象主張不同的設計部分，將由數個圖像單元所構成之整體

圖像視為一設計，亦即，視同將一物品上數個分離的部分設計特徵一起提出部分設

計申請者，得以一申請案申請設計專利。例如，以一顯示面板上之多個圖像單元申

請圖像設計（如圖44所示），因其所要請求保護之特徵並不包含其與環境間之位

置、大小、分布關係，故得以虛線或其他斷線分別繪製該圖像單元之邊界線以表示

其為顯示面板上多個分離之部分，並於設計說明載明「圖式所揭露之虛線係表示

『顯示面板之部分』，為本案不主張設計之部分；本設計所主張之內容不包含其與

環境間之位置、大小及分布關係」。 

 

 
圖44 我國設計專利審查基準第九章圖像設計之圖例 

 

                                                                                                                                                        
條文第51條第3項第1款之規定，於設計說明欄敘明排除圖式中所揭露之色彩部分，併予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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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 論 

當初，電腦業者為了提供一個方便使用者操作的軟體介面，在可同時執行多項

任務的環境中，使用圖像介面。由於這些圖像介面的外觀會讓電腦程式顯得容易瞭

解及方便操作，使得許多電腦使用者寧願透過圖像與軟體產生互動，也不願意輸入

一連串的指令。因為使用者的認同而使得電腦圖像的介面變得非常具有商業價值及

發展潛力，對於產業或商業界而言，電腦圖像設計的經濟價值明顯且日益重要，因

此，各國紛紛立法或修法予以保護。 

縱觀各國開放對電腦圖像保護的理由，都是將電腦圖像視為一種顯示於顯示螢

幕的平面設計，而這平面設計必須應用或實施在顯示螢幕才給予保護，這是沿襲美

國對於電腦圖像的概念。美國在MPEP第15章設計專利中對於電腦圖像的審查基準

中，僅說明電腦圖像的特殊性質，設計名稱的適當記載方式，圖式的揭露與圖式說

明的記載內容，對於電腦圖像的專利要件之審查並未特別規定。原則上，回歸於設

計專利之新穎性、非顯而易知性與產業利用性審查之一般規定。歐盟設計在補充規

則與形式審查基準中亦無特別規定。 

我國這次的專利法修正，對於電腦圖像的規定與限制並不多，申請人可依其所

想要的保護範圍依整體設計、部分設計、成組的部分設計或是衍生設計等不同方式

提出電腦圖像的申請。在修正的設計專利實體審查基準中，大都以舉例方式詳細說

明各種圖像設計的圖式揭露與設計說明。另外，考慮產業的實際需求與將來科技的

發展，放寬對顯示裝置的解釋與運用，允許申請人將設計名稱記載為「螢幕之圖

像」或「顯示器之圖形化使用者介面」等以取得較廣泛之保護，而無須就各類電子

或資訊產品分案申請，亦即，取得設計專利之圖像設計的保護效力可及於所有具有

顯示螢幕之產品。這種觀念與韓國最新修正設計保護法擴大電腦圖像設計保護範圍

的觀念不謀而同，也與美國及歐盟設計的作法趨於一致。惟對於具變化外觀之圖像

設計，僅在圖式說明中簡要說明變化之順序，且按照變化的順序排列各個變化的圖

式，並未如美國在MPEP中要求申請人在設計說明中聲明：「圖像設計變化的性

質，以及圖式中未曾揭露的圖像，並非主張設計的一部分」，將來在權利範圍之解

讀上是否會有灰色地帶，也不知是否會對侵權的認定造成與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因為各個國家對設計保護的制度不同，對於電腦圖像設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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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護也不同，申請要件、圖式揭露、權利效力及保護範圍的解讀也有差異，在不

同的國家要有不同的申請策略，才能取得最有利、最適當的保護範圍。例如：在美

國，電腦圖像設計可提出整體設計或部分設計的申請，基於同一概念下發展出來多

個圖像設計，可用同一設計概念下多實施例併案申請的方式提出申請，除了可節省

專利申請及領證費用，還可以確定及擴大電腦圖像設計保護範圍；不過，美國的多

實施例申請案在我國提出申請時，應分割為數個申請案，且應將其中一實施例作為

母案（如圖45所示），而其他實施例則以衍生設計方式提出申請（如圖46所示）。

而歐盟設計併案申請的多個圖像設計在我國提出申請者，亦應分割為數個申請案，

至於以衍生設計或是獨立設計提出申請，端視各個圖像之間是否構成近似而論。在

圖像設計的申請案中，申請人如欲取得較廣泛的保護，切記要將設計名稱記載為

「顯示幕的圖像」或是「螢幕上的圖像」。 

       
 前視圖 變化狀態圖 

圖45 美國D621,848的Fig.1與Fig.2為第1個實施例，將其申請為母案 
 

      
 前視圖 變化狀態圖 

圖46 美國D621,848的Fig.3與Fig.4為第2個實施例，將其申請為衍生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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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從最高法院民事案件原判決

廢棄之理由 
——探討「手段功能用語」表示之專利申請範圍 

呂姝賢* 

壹、前 言 

一個申請專利之發明雖經智慧財產局審查核准公告，然可能因為公眾審查而被

舉發造成專利自始不存在，或在主張專利侵權時，因為訴訟導致專利權無效；反

之，經智慧財產局審查不予專利之發明，亦可能因為後續的行政爭訟，最後申請人

取得專利權，而導致公眾第三者因為使用其認為已非屬私權之公開技術而落入侵權

之可能。此種不穩定的專利審查結果，無論對於申請人或公眾第三者，都存在不同

之風險，問題的造成主要應該是審查人員與法院在相關判斷之解釋不一致所導致，

故為提升專利審查結果之穩定性，兩者有必要做適當之調和。 

為達上述目的，本文藉由最高法院於侵權民事訴訟案件中認定專利權可得撤銷

之意見，探討「手段功能用語表示之申請專利範圍」在實務上常見之問題，配合案

例之介紹提供個人淺見。 

貳、利用「手段功能用語」表示之申請專利範圍 

依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章第九節，在判斷是否為手段功能用語之申請專利範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審查官、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碩士生。 



60  

專利師︱第十二期︱2013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圍，其請求項之記載必須符合下列三項條件，即可認定其為手段功能用語或步驟功

能用語：一、使用「……手段（或裝置）用以（means for）……」或「……步驟用

以（step for）……」之用語記載技術特徵。二、「……手段（或裝置）用以……」

或「……步驟用以……」之用語中必須記載特定功能。三、「……手段（或裝置）

用以……」或「……步驟用以……」之用語中不得記載足以達成該特定功能之完整

結構、材料或動作1。然實務上在判斷該等要件時，尤其是在第1項條件，究竟是必

須「文字完全相符」該用語記載之形式？亦或只須「實質上有該意思表示」即表示

符合該要件？例如：「一種電腦『裝置』，『適用於』判定化合物三度空間結

構……」或「一種計算『裝置』，『係用於』判定化合物三度空間結構……」算不

算手段功能用語？實務上見解不一。 

再者，依我國專利審查基準規範，申請專利範圍之技術特徵若為使用手段功能

用語表示，前提必須是申請專利範圍之技術特徵無法以結構、性質或步驟界定，或

以功能界定較為清楚，而且依發明說明中明確且充分規定的實驗或操作，能直接確

實驗證該功能時，得以功能界定申請專利範圍2。若依據此規範，審查人員在對於申

請專利範圍之技術特徵係用手段功能用語表示時，是否應先判斷其技術特徵可否適

用手段功能用語表示，然此又似與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8條第8項3之規定有所違背，

因為該條文對於申請專利範圍可否適用手段功能用語表示並無如上述審查基準所述

之限制條件。 

參、相關判決介紹 

一、專利申請範圍是否符合「明確性」 

(一)案情摘要：上訴人圓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告被上訴人聰泰科技開發股份

                                                        
1 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九章第2-9-20頁，2008年5月20日修正發布施行。 
2 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九章第2-9-17頁、2-9-18頁，2008年5月20日修正發布施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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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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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侵害第I240169號「影音信號傳接處理裝置」專利權。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Cardbus Hybrid TV-CB 788」之數位電視卡產品已構成對其專利權之侵害。被上

訴人則抗辯系爭專利不符專利法第26條第3項之明確性原則。 

(二)最高法院判決：原判決廢棄，發回智慧財產法院。 

(三)爭點探討：系爭專利「橋接器」雖為系爭專利之發明重點所在，惟其中何

謂「第一信號」及「第二信號」並不明確。智慧局亦認為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

記載，根本未揭露具體構造，亦證系爭專利確實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3項之規定，

而有應撤銷之理由。又智慧局亦明知系爭專利不具明確性，乃試圖以「手段功能用

語」限縮其範圍。縱認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係採手段功能用語表示，依專利施

行細則第18條第8項規定，應受發明說明中所敘述對應於該功能之結構、材料或動

作及其均等範圍之限制，但因系爭專利之「發明說明」及「實施方式」均未揭露相

對應之結構、材料或動作至明，故系爭專利仍不符專利法第26條第3項4「明確性」

之要求。 

1.台灣台北地方法院認為5：可適用審查基準（審查基準為2008年5月20日發布

施行，系爭專利2004年2月18日申請）。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係以手段功能用語

表示，但其發明說明並無揭露技術細節（手段功能用語對應之結構與材料），不符

合明確性之要求，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2項6，故法院認為系爭專利無效。 

2.智慧財產法院認為7：本件並無2008年5月20日修正發布施行之「電腦軟體相

關發明審查基準」（即專利審查基準2008年版，第二篇發明專利實體審查第九章）

之適用，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15、18項非屬「手段功能用語」之撰寫方

式，系爭專利說明書詳細描述了橋接器之構造、其他元件間之連結關係與互動關

係，並有圖式（第2圖）具體例示其技術手段、功效及實施方式，的確具明確性，

符合專利法第26條第2項、第3項規定。惟由相關引證之可得知，「影音解碼器」與

                                                        
4 專利法第26條第3項，申請專利範圍應明確記載申請專利之發明，各請求項應以簡潔之方式

記載，且必須為發明說明及圖式所支持。 
5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95年度智字第40號民事判決。 
6 專利法第26條第2項，發明說明應明確且充分揭露，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 
7 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專上字第42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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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接器」皆為習知的技術，雖兩者之匯流排介面不同，但並未產生不可預期之功

效。其與一審判決不同之處：一審認為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2項，發明說明未充分

揭露，二審智慧財產法院認為違反專利法第22條第4項8，不具進步性專利要件，理

由雖有不同，但最終的結論並無不合。 

3.最高法院認為9：被上訴人所提關於系爭專利有效性抗辯，目前參加人（即智

慧財產局）受理而未審定之系爭專利舉發案尚有二件（即N08、N09），至於N01至

N07舉發案則認定屬手段功能用語，並均為舉發不成立之審定。另外，引證三是否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無進步性攸關本件判決結果。爰認為：(1)解釋就申請專利範圍之

連接詞採用開放式之表達方式，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斷，解釋專利範圍不當；(2)

未詳細說明為何未將引證三與系爭專利之創作目的互作比對，不符合論理法則；(3)

與專利專責機關於系爭專利已審定N01至N07七件舉發案之審定書上所表示之意見

分歧，亦即與智慧局意見歧異，故發回智慧財產法院。 

二、專利申請範圍是否有「揭露不實」 

(一)案情摘要：上訴人宇潤數位行銷有限公司控告被上訴人波仕特科技行銷股

份有限公司侵害「網頁電子報之廣告商業性媒合方法」專利權。上訴人主張被告網

站的網頁電子報之廣告商業性媒合方法，侵害了上訴人在2002年7月12日所取得之

專利「自動媒合廣告主與廣告對象之系統以及植基於系統之媒合方法」（專利證號

152547）之第6項及第10項的權益範圍。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專利第6項構成要件皆以

「功能手段用語」表示，但說明書與圖式並未明確訂定其權益範圍，應屬無效。 

(二)最高法院判決：原判決廢棄，發回智慧財產法院。 

(三)爭點探討：系爭專利第6項是否有揭露不實？ 

1.台灣士林地方法院認為10：系爭專利第6項係以物的發明方法書寫11，並且以

                                                        
8 專利法第22條第4項，雖然無第1項所列情事，彈為其所是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

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者，仍不得依本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 
9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986號民事判決。 
10 台灣士林地方法院96年度智字第10號民事判決。 
11 系爭專利其中專利範圍之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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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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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的發明為出發點，第10項則為方法之發明方式書寫，且各個書寫項目之功能均

十分具體明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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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甚為詳細，其已經達到「有用、具體且有形之結果」，屬應受保護之有效專利，

且系爭專利整體具進步性，應為有效。系爭網站所得勾選之電子報類型與廣告之文

義讀取、技術手段、功能均不符，系爭網站未侵害系爭專利。換言之，地方法院認

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非手段功能用語請求，具新穎性及進步性，應為有效，且

未侵權。 

2.智慧財產法院認為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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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因說明書或圖式未載明實施

必要之事項，使實施為不可能或困難者，所以智慧財產法院認為專利無效。 

3.最高法院認為13：原審沒有對於原告之發明類型作出釐清，確立審查方向予

以詳查，就以系爭專利第6項技術特徵為手段用語項，具有應予撤銷專利情事，進

而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斷，此點仍有可議之處。又原專利審查基準及現行專利審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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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專利審查基準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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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條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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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

也是有理。如果真如此的話，則能否光是以系爭專利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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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認定有違系爭專利核准時之專利法第71條第3款規定，這也是個疑點。原審未深入

                                                                                                                                                        
(A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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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產

生媒合資訊之功能手段或裝置(A3)；及產生媒合資訊之功能手段或裝置，以利於與一廣告媒

合系統進行雙向耦合(A4)。」 
12 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專上字第19號民事判決。 
13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80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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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並說明其所憑以認定之依據，不免過於草率。個人較贊成智慧財產法院的見

解，因為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之標的是「儲存媒體」，亦即標的是「物」，本來就無

「動作」可言，無須論「動作」這部分。 

三、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是否「記載不明確」 

(一)案情摘要：上訴人啟翔股份有限公司之「柱筒型縫紉機送料裝置」控告被

上訴人偉鎔縫機有限公司之「高管型工業縫紉機之送料結構改良」侵權。被告主張

系爭專利圖式專利第M251849號「柱筒型縫紉機的送料裝置」之專利權中完全沒有

「導引板」元件，說明亦欠缺「導引板」如何使「中繼齒輪」在「針板座」上自由

轉動的說明，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清楚地理解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

的技術特徵，致無法實施系爭專利請求項所載發明。故系爭專利違反專利法第108

條14準用第26條15之規定，應屬無效。 

(二)最高法院判決：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智慧財產法院。 

(三)爭點探討：本案被告抗辯原告違反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是否違反專

利法第108條準用第26條第2項至第4項有「記載不明確」之無效原因？ 

1.台灣板橋地方法院認為16：系爭「柱筒型縫紉機送料裝置」新型專利有效，

被告侵權。 

2.智慧財產法院認為17：本案系爭申請專利範圍「導引板」技術特徵之記載非

                                                        
14 專利法第108條：第25條至第29條、第31條至第37條、第35條第2項、第42條、第45條第2

項、第50條、第57條、第59條至第62條、第64條至第66條、第67條第3項、第4項、第68條至

第71條、第73條至第75條、第78條第1項、第2項、第4項、第79條至第86條、第88條至第92
條，於新型專利準用之。 

15 專利法第26條： 
Ⅰ前條之說明書，應載明發明名稱、發明說明、摘要及申請專利範圍。 
Ⅱ發明說明應明確且充分揭露，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瞭解其內容，

並可據以實施。 
Ⅲ申請專利範圍應明確記載申請專利之發明，各請求項應以簡潔之方式記載，且必須為發明

說明及圖式所支持。 
Ⅳ發明說明、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之揭露方式，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 

16 台灣板橋地方法院96年度智字第5號民事判決。 
17 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上字第5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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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功能用語表示，從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載之「該中繼齒輪在一導引

板作用下可在針板座上自由轉動」，已可理解該導引板應涵蓋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已知可導引中繼齒輪樞轉的所有結構，而無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8條第8

項之適用，並無記載不明確之無效原因。 

3.最高法院認為18：最高法院同智財法院見解。惟兩者之結構特徵、創作目的

及功效均不相同，很難說由舉發證據之組合即可證明系爭專利「柱筒型縫紉機送料

裝置」不具進步性，此部分既然攸關本案是否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

具進步性之重要攻擊防禦方法，二審皆未論述，其理由亦不充裕，故最高法院認為

違法。 

四、小 結 

在最高法院之判決理由中，對於主張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是否使用手

段功能語言之特定語法表示之部分，其認為因手段功能用語於文字上並非唯一之表

達方式，需就其上下文判斷，只要該申請專利範圍之技術特徵係利用「手段用語」

並結合功能之敘述而未揭露足以達成該功能之特定結構、材料或動作，即可認定申

請人係以手段功能用語表示其申請專利範圍，即使專利權人否認，亦不影響法院之

認定（如上述案例影音解碼器、橋接器案例）。當申請專利範圍中之元件明顯的涉

及到單純的功能用語，且未具有額外用以實現該功能的具體結構或材料之敘述，縱

使於申請專利範圍中缺乏明確的「用以……手段」用語或字眼，則仍應屬手段功能

用語表示。 

五、建 議 

在前述案例中，兩造對於申請專利範圍可否適用手段功能用語表示（即符合基

準所述之前提要件）意見歧異。建議將基準所述之前提要件取消，使得申請專利範

圍之撰寫是否使用手段功能用語表示由申請人自行考量，如此不僅能統一法條與基

準之規範，亦可免除審查人員需對該部分做審查上之判斷。亦即，雖使用非結構用

語，其請求項仍有可能會落入手段功能用語之範疇。 

                                                        
18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55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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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國「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審查基準，有關手段功能用語或步驟功能用

語記載三項條件，應作適當之修正。亦即，當請求項的限定條件不使用「用以」辭

彙或字眼時，審查人員應該判斷請求項的限定條件是否為一種取代「用以」該辭彙

或字眼的非結構用語，例如：「適用」、「係用」等。 

肆、結 語 

一、手段功能用語之請求項於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不同時，常會導致智慧財產

局審定、法院認定結果不同，進而間接影響專利申請人或專利權人權益。因此，有

關判斷專利申請範圍是否為手段功能用語，其所扮演的角色具有其一定程度之影響

力。 

二、一旦審查人員判定請求項限制條件落入手段功能用語，審查人員應該檢閱

說明書以判斷是否有用來執行所請功能之對應結構、材料或動作的充份書面描述，

且須以熟習此技藝者的觀點來判斷是否可理解該書面描述及其與所請功能之對應結

構、材料或動作的關聯性。若有下列情形仍應予核駁：1.當無法判定請求項限定條

件是否落入手段功能用語；2.當請求項限制條件落入手段功能用語，但說明書沒有

揭露或沒有充分揭露用來執行所請功能的對應結構、材料或動作的書面描述；3.當

請求項限制條件落入手段功能用語，但該書面描述與所請功能的對應結構、材料或

動作之間沒有清楚連結或關聯性。 

三、對於採用功能性界定用語的請求項，應考量具有通常知識者能否從該限定

用語中得知請求項所要包含的結構或步驟，且最好應於說明書中進一步詳述實現該

功能的特定結構或提供相關物理性質的量化數據，以避免請求項用語不明確而遭到

核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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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公司觸控面板手勢 
專利權布局之剖析 

劉國讚*、劉思芸** 

壹、前 言 

近年來，攜帶型電子裝置（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s）可說是最熱門的產業之

一，使用觸控面板的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問世以來，傳統手機與筆記型電腦逐漸

式微。藉由觸控面板取代傳統按鍵型的輸入介面是攜帶型電子裝置的一大特點，捷

運上的低頭族從過去以按鍵發送簡訊，改變成不斷在觸控面板上比劃手勢。智慧型

手機除了在功能上大幅增進，也必須提供更方便的輸入介面，以利使用者操作。 

為了搶占智慧型手機在全球市場的商機，專利訴訟是常見的手段，手機大廠在

各國提出專利訴訟，互控侵害其專利權。最為國人所知曉的訴訟案件莫過於蘋果電

腦（Apple Inc.）控告宏達國際電子（HTC）。蘋果電腦於2010年3月2日發動專利侵

權訴訟，分別向德拉瓦地方法院（Delaware District Court）及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以下簡稱ITC）控告宏達電侵害其20

項專利，這些專利涵蓋觸控螢幕控制、軟硬體技術等，惟宏達電不甘示弱兩個月後

亦提出反擊。隨著手機市場競爭日熾，兩家公司間的訴訟也越演越激烈，南韓三星

（Samsung）公司亦加入戰場，參與專利戰的公司不斷增加。各家大廠為了鞏固自

身在市場上的地位，不惜付出可觀的成本，企圖以專利訴訟來阻擋其他競爭對手進

                                                        
*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副教授。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約聘專利審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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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市場，目的不外是藉此獲取高額的權利金，或是將對手逐出市場1。 

2010年迄今已逾兩年，這段期間在各國的專利訴訟中，第一審裁定或判決結果

陸續作成，各家廠商可謂互有勝負。整體而言，蘋果電腦似較占優勢。所謂優勢未

必一定獲勝訴，有可能只是延遲對手的新機型進入市場的時間。所憑藉著是其專利

武器多且彈藥充足，不斷提出的訴訟，不只擴大戰場也拉長戰線，專利武器落居下

風者只能窮於防衛，提不出有力專利武器反擊。電子產業具有更新速度快、產品壽

命短的特性，手機製造廠每隔一段時間就必須推出新機型，而這些新機型一進入美

國，蘋果電腦幾乎都可以找到可能被侵害的專利，在ITC起訴，將其擋在海關而無

法立即進入美國市場，即使最後被ITC認定無侵害而放行，也已遲延了原來預定的

上市時間。 

在這些被蘋果電腦據以提起侵害訴訟的專利中，最具威力且最為大眾熟知者是

滑動解鎖的專利2。本文探討的主題則是與「手勢」（gesture）相關的專利案，具體

而言，就是在觸控螢幕上比劃手勢而輸入命令之軟體專利。以手勢相關專利為探討

主題的主要理由有三：(一)手勢輸入是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具有觸控面板之產

品所不可或缺的；(二)隨著新機型之功能擴充，手勢的功能也隨之增加，專利障礙

可阻檔競爭對手在手勢輸入介面的功能擴充；(三)智慧型手機仍處在成長期，預估

專利訴訟仍將持續三至五年。 

本文以首先介紹手勢相關專利近年來在美國的專利申請件數與公告件數之變

化。手勢相關專利中，以蘋果電腦的US7,479,949號專利（以下簡稱’949號專利）被

認為是重要的基本專利3，本文將剖析其專利申請策略與地域布局策略、並解析其專

                                                        
1 2012年7月19日自由時報標題「專利戰火再起，宏達電反訴蘋果」，內載：「宏達電HTC（2498）

對蘋果Apple的專利訴訟提出反訴，讓宏達電與蘋果的專利戰再添一筆。蘋果對各智慧型手

機大廠的專利訴訟，並非一般傳統專利戰，蘋果的目的是要對手退出市場，故蘋果與宏達電

的專利戰在3-5年內恐將無法熄火，而與蘋果的專利權高額訴訟費用，已經成為宏達電進入

美國市場的必要成本了。過去企業之間發動的專利權戰，目的多是要收取授權金，但蘋果發

動的智慧型手機專利權戰，並非要以傳統慣例解決，即使開出授權金，勢必也是天價，蘋果

最終目的就是要對方退出市場。」 
2 US7,657,849，專利名稱：Unlocking a device by performing gestures on an unlock image。 

US8,046,721，專利名稱：Unlocking a device by performing gestures on an unlock image。 
3 李昆益、簡達益、許海音、林晏瑞、李偉裕，觸控技術與產業——專利概述與分析，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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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權範圍。接下來則是後續手勢專利之發展與’949號專利之間的關係，最後是本文

之結論。 

貳、手勢專利發展概況 

一、專利申請件數 

觸控面板所包含的技術及專利甚廣，可粗略分為硬體與軟體部分。手勢輸入技

術是在既有的硬體上，將手勢的輸入用軟體轉換成硬體可接受的命令。將技術界定

在觸控手勢與軟體的範圍內，從美國公開資料庫中查詢手勢相關專利的歷年專利申

請件數4，得到圖1的申請件數趨勢與推估圖，其橫軸為西元年份，縱軸為當年提出

專利申請的件數。圖中顯示自2004年到2009年之間，申請專利的數量逐漸增加，尤

其是從2006年的63件申請案，到2007年時已顯著攀升到221件申請案，並且於2009

年達到高峰共有458件申請案。 

圖1之專利申請件數為查詢公開資料庫所得，不含尚未公開之申請案。以查詢

日的時間點往前推算十八個月，2010年向美國專利局提出申請者大約只有半數進入

公開階段，據此估算2010年的申請件數應有398件的二倍，亦即將近有800件申請

案。 

歷年專利申請件數從2007年的221件、2008年的324件、2009年的458件至2010

年推估約有800件，可見整體專利的申請件數保持積極成長之趨勢，研發活動相當

熱絡。 

                                                                                                                                                        
年，22-23頁。 

4 檢索語法：S01=SPEC/(screen or panel or display or interface or surface or device)，S02=S01 
AND SPEC/(touch or gestures or drag or tap or tip or draw)，S03=S02 AND ACLM/(touch and 
(fingers$ or gestures$))，S04=S03 AND ICL/G06F$ AND APD/19920101- 20120118，最後瀏覽

日：2012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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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歷年專利申請件數趨勢及推估圖 

二、專利公告件數 

圖2是以美國公告專利公告資料庫搜尋與手勢輸入介面及軟體相關之專利，橫

軸為西元年，縱軸為當年公告的專利件數，圖中顯示歷年公告專利件數消長之趨

勢。以當年公告件數來看，從1992年開始，手勢相關專利即已逐漸出現，並維持在

約20至30件規模直到2005年。2006年出現專利件數衰退的情形，到了2007年再度開

始成長，隨後成長快速，直到2011年的專利數量更是達到高峰期，當年度所產出的

99件，已是2009年及2010年兩年的產出總合。 

公告件數是取得專利權的件數，其距離提出申請的日期有一段審查期間之延

滯。 

觸控面板早期多應用在大型螢幕，例如置於公共場所之螢幕導覽，或車站等自

動購票系統，其功能極為有限。2006年出現衰退，可能是早期的觸控技術的應用遇

到技術瓶頸期。例如，面板體積厚重又價格昂貴，以及操作時也僅能使用簡單點選

功能，諸多的不利因素而導致發展停滯。 

至於2007年進入新的快速成長之階段，與蘋果電腦的iPhone於2007年6月29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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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市不無相關，其不僅銷售成績相當亮眼，引起全球媒體競相報導，也顛覆了觸

控介面的輸入習慣，帶動多點觸控周邊商品的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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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手勢專利歷年公告專利件數趨勢圖 

三、專利權人分布 

在公告的專利中，持有專利的專利權人極為分散，以2011年為例，總件數不到

百件規模，專利權人數則有50位，其中有不少只持有一件專利的專利權人。 

以持有專利的總件數排序，持有專利數最多的專利權人是蘋果電腦有55件，居

次為微軟（Microsoft）有31件，第三名的IBM有30件。蘋果電腦所持有的專利不只

較新且仍在持續成長中，可說在手勢相關專利數量上取得優勢地位。 

參、’949號專利申請策略與地域布局 

一、美國專利申請策略 

多點觸控技術關於人機介面的基本專利，是美國專利’949號，專利名稱：「觸

控螢幕裝置、方法與使用啟發法判斷命令的使用者圖形介面」（Touch 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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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Method, and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Determining Commands by Applying 

Heuristics），專利權人為蘋果電腦。 

’949號專利之申請日為2008年4月11日，於2009年1月20日公告，能夠在這麼快

的 時 間 內 取 得 專 利 權 ， 查 申 請 歷 史 檔 案 資 料 （ Patent Application 

InformationRetrieval, PAIR），其申請歷程如下：’949號是2008年提出申請，但實際

上為藉由60/937,993、60/937,991、60/879,469、60/879,253、60/824,769五個臨時專

利申請案（Provisional Application）所組成，以取得較早的優先權日期（Priority 

Date），’949號專利所援用的臨時案最早可追溯至2006年9月，可見其專利延續分割

的布局相當縝密。其相關臨時申請案與專利家族整理於表1，可觀察蘋果電腦在同

一技術範疇所發展出的一系列專利案。 

表1 美國相關專利家族表5 

相關專利家族 申請日 

臨時申請案 公告年 公告號 

2008 7,469,381 
2009 7,479,949 
2010 7,843,427 

2011 
7,864,163; 7,934,156; 7,940,250; 7,941,760; 7,956,849; 
7,966,578; 7,975,242; 7,978,176; 7,978,182; 8,013,839; 
8,060,825; 8,063,872; 8,082,523 

2007.6.29 
60/937,993

2012 8,106,856 
2007.6.29 

60/937,991
2009 7,479,949 

2008 7,469,381 

2009 7,479,949 

2010 7,843,427 
2007.1.8 

60/879,469

2011 
7,864,163; 7,934,156; 7,940,250; 7,941,760; 7,956,849; 
7,966,578; 7,975,242; 7,978,176; 7,978,182; 7,996,792;  
8,013,839; 8,014,760; 8,060,825; 8,063,872; 8,082,523 

                                                        
5 本研究最後整理日：2012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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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利家族 申請日 

臨時申請案 公告年 公告號 

 
 

2012 
8,091,045; 8,106,856; 8,116,807; 8,130,205;  
8,135,389 

2008 7,469,381 
2009 7,479,949 
2010 7,843,427 

2011 
7,864,163; 7,934,156; 7,940,250; 7,941,760; 7,956,849; 
7,966,578; 7,975,242; 7,978,176; 7,978,182; 7,996,792; 
8,013,839; 8,014,760; 8,060,825; 8,063,872; 8,082,523  

2007.1.7 
60/879,253

2012 
8,091,045; 8,106,856; 8,116,807; 
8,130,205; 8,135,389 

2009 7,479,949 
2010 7,843,427 

2011 
7,864,163; 7,934,156; 7,940,250; 7,941,760; 7,956,849; 
7,996,792; 8,013,839; 8,014,760 

2006.9.6 
60/824,769

2012 8,106,856; 8,135,389 
 
從這些臨時申請案可知，蘋果電腦已經陸續又布局了20多件美國專利並已獲公

告。此種針對同一技術範疇所作的專利布局，構成對其他的競爭對手的阻礙。 

表2是’949號專利的申請歷程表，第一件臨時申請案屆滿一年內的最後一天，蘋

果在2007年9月5日送出申請案號11/850,635之正式申請案，之後又於2008年4月11日

再次申請延續案12/101,832（Continuation Application），並且該延續案向美國專利

局提出加速審查（Accelerated Examination Request）之請求，該項請求須由申請人

自行提出關於專利要件的事先審查檢索（Statement of Pre-examination Search）與審

查支援文件（Examination Support Document）等必要文件，美國專利局可藉由這些

文件用來判斷是否具有新穎性與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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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美國申請歷程表 

日期 申請歷史 

2006年9月6日 最早申請的優先權臨時案 

2007年9月5日 申請11/850,635之正式案 

2008年4月11日 申請延續案12/101,832 

2008年4月11日 申請人事先審查檢索並提出審查支援意見 

2008年6月11日 面詢 

2008年6月12日 再次提出審查支援意見 

2008年9月26日 核准通知 

2009年1月20日 專利公告 
 
在2008年4月11日申請人所提出的審查支援意見第9頁中，主動比對與先前技術

（ US2005/0012723 ， US6,690,387 ， US2006/010354 ， US2006/0001652 ，

US2006/0164399）的不同之處，並且在第67頁逐項表列申請專利範圍中的元件分別

對應至臨時申請案的哪些段落。2008年6月11日以面詢的方式與審查委員討論兩件

先前技術（US2006/0001652及US2006/0164399），針對該次面詢的結果提出修正

後，接著再於2008年6月12日再次提出另一份審查支援文件，在第9頁說明該案與先

前技術的不同之處，第65頁處則比對面詢時所討論的兩項先前技術。在這段申請過

程期間，更是多次主動呈報資料揭露聲明（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IDS）。 

美國專利局在2008年9月26日發出核准通知（Notice of Allowance），在距離提

出申請的一年之內就取得專利權。就專利申請的策略面向而言，在申請的歷程中利

用面詢的方式與審查委員溝通，除了可直接地瞭解審查委員的想法也大幅節省文書

往來所耗費的時間，最終極之目的莫過於是想要儘量減少在申請過程中可能會造成

禁反言（Estoppel）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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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9.6 
臨時案 

2009.1.20 
公告 

2008.9.26
核准通知

2008.4 2008.6
提出兩次 

審查支援意見 

2008.4.11
延續案12/101,8322007.9.5 

正式案11/850,635 

小於一年

 
圖3 美國申請歷程時間圖 

二、專利布局策略 

(一)廣義專利家族 

’949號專利在美國的相關案甚多，其向外國提出專利申請之家族亦相當龐大。

凡是專利文件中，和其中一項優先權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者，屬於同一家族，即廣

義的專利家族。 

表3為’949號專利的廣義專利家族表，所列舉的各個國家代號中EP及WO包含許

多國家的專利權。EP是向歐洲專利局所提出的申請案，’949號專利指定的EP會員國

在30個以上。而WO則是透過專利合作條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的程

序所提出的申請案，’949相關專利透過PCT程序指定的國家超過100國。 

表3 廣義專利家族表6 

專利案號 專利權人 AU CA CN DE EP HK IL JP KR US WO 家族件數 

US7,479,949 APPLE 25 3 6 15 28 2 2 10 16 108 81 296 
 
通常專利若到越多國家布署，表示該專利的價值可能越高。’949號專利在全球

的專利家族布局相當縝密，全球共有296件，覆蓋的地域超過100個國家，若非’949

                                                        
6 國家別代號說明：AU（澳洲），CA（加拿大），CN（中國），DE（德國），EP（歐洲專

利局），HK（香港），IL（以色列），JP（日本），KR（南韓），US（美國），WO（世

界專利組織）。本研究最後整理日：2012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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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專利所對應的市場價值大於所付出之維護成本，蘋果電腦也不會將’949號專利同

時在較多的國家申請專利並持續維護。此外，專利家族在全球的市場範圍，顯現出

Apple的布局策略乃為優先至這些國家中申請專利。 

(二)狹義專利家族 

具有完全相同的優先權或優先權組合者，屬於同一家族，如歐洲專利局

esp@cenet網站上的「Also Published As」，也就是同一專利在不同國家申請的集

合，這樣的歸納方式比較精確。 

一般而言，同一狹義專利家族在各國申請案的申請專利範圍應該相同，但是因

為牽涉到不同語言的使用，且各個國家的審查基準皆不同，因此同一專利家族的不

同專利在各國所保護的範圍是有可能出現差異的，所以需要掌握不同國家的專利申

請情形。 

表4顯示’949號專利的狹義專利家族表。藉由這些具有完全相同的優先權或優先

權組合者的專利家族案，可以掌握到來自美、日、歐等不同國家的專利審查過程與

審查意見報告，並根據這些資料用來進行可專利性的分析。此外，這些專利家族的

發明內容也可能因為依申請人策略修改、或依審查機關意見而修改而有些變化。所

以儘管在各國的申請案可能不盡相同，但可以探討這些不同的認知是因為基於法律

制度的差異，或是出自於審查委員的心證判斷，還是來自申請策略層面的考量。 

表4 狹義專利家族表 

地區、公告或公開號 申請案號 （日期） 公開案號 （日期） 

歐洲、EP 2074500 07841984 (2007.9.6) EP 2074500 (2009.7.1) 

日本、JP 2011065654 特願平2010-227806 (2010.10.7) 特開平2011-065654 (2011.3.31) 

日本、JP 2010503127 特願平2009-527567 (2007.9.6) 特開平2010-503127 (2010.1.28) 

德國、DE 202007018413 DE 202007018413 (2007.9.6) DE 68902063 (2008.6.5) 

美國、US 7479949 12/101,832 (2008.4.11) 2008/0174570 (2008.7.24) 

中國、CN 101861562 CN 20078001219 (2007.9.6) 101861562 (2010.10.13) 

加拿大、CA 2735309 2735309 (2007.9.6) 2735309 (2008.3.13) 

加拿大、CA 2658413 2658413 (2007.9.6) 2658413 (2008.3.13) 

澳洲、AU 2009233675 2009233675 (2009.11.5) 2009233675 (2009.11.26) 

澳洲、AU 2009200372 2009200372 (2009.2.2) 2009200372 (20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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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公告或公開號 申請案號 （日期） 公開案號 （日期） 

澳洲、AU 2007286532 2007286532 (2007.9.6) 2007286532 (2009.10.22) 

韓國、KR 20090046960 2009-7006231 (2009.3.26) 2009-0046960 (2009.5.11) 

韓國、KR 20090029307 2009-7003948 (2009.2.25) 2009-0029307 (2009.3.20) 

PCT、WO 2008030976 PCT/US07/77777 (2007.9.6) 
WO 08/030976 (2008.3.13 Bulletin
2008/11) 

 

肆、’949號專利權範圍布局剖析 

一、發明背景與先前技術 

攜帶型電子裝置的發展趨勢是體積縮小，硬體容量及速度提高，軟體可執行功

能擴增。為了便於操作，須提供使用者便利的輸入方式。一種作法是在觸控面板上

顯示按鍵以滿足多功能的操作需求，但這種複數按鍵只能在具有足夠大面板的平板

電腦才能使用，當面板不夠大，特別是手機面板很小，按鍵緊密排列在一起使用不

便。另一種方法是不顯示按鍵，只好顯示更複雜的使用者選單才能操作系統，此種

作法導致電子裝置的操作不暢，甚至因過於複雜而令使用者產生混淆與錯誤操作。 

使用手指觸控可解決傳統按鍵數量過多又過於複雜之缺失，然而，手勢有不夠

精確的缺點，在觸控面板上進行手勢操作時，可能由於某些不熟悉操作的使用者因

手勢動作不確實，使得該手勢無法相對應至正確的硬體命令，不能精確地的轉換手

勢與辨識使用者的動作，而造成操作上諸多的不便。’949號專利之發明目的就是要

讓使用者的手勢能正確地選擇到所欲執行之事項，並可以將使用者不精準的手勢輸

入，轉換成符合預期的命令。 

使用觸控面板輸入訊號，最傳統也最典型的方式為與裝置接觸之手指的一或多

個輕擊（Tap Gesture），點擊手勢可說是最簡單的觸控手勢，也是最類似以滑鼠進

行操控的方式，藉由點擊一個特定範圍或特定的事件（例如 icon），以啟動該事

件，或是透過點擊選擇在選單中的某一選項。 

點擊的手勢早已存在，現在仍使用在許多公共場所之導覽螢幕，或車站之自動

購票機等，其特點是使用方便，但因只有一種輸入命令的方式，只能用於畫面選單

及階層不多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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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式手勢不符攜帶式觸控面板的使用需求，於是出現第二種手勢，也就是一

種捲動手勢（Scroll Gesture），包括從右至左、左至右、向上及／或向下。這種手

勢動作是藉由手指往某一方向滑動而改變所顯示的畫面，主要是用於一維方向的垂

直滑動捲軸，透過滑動捲軸的功能以展開項目選單。因手持式面板之面積不大，只

能顯示頁面的一部分，藉由捲動手勢可以快速顯示頁面的其他部分，而不必再等待

切換後予以點擊。 

第三種手勢是一或多個碰擦手勢（Swpie Gesture），包含從左至右、右至左、

向上及／或向下，也是藉由手指往某一方向滑動而改變所顯示的畫面。相較於捲動

手勢，碰擦手勢用於拖曳物件，拖曳移動所執行的功能包括移動方位或是移動到下

一個選項。 

以上都是使用單一手指的手勢命令，後來出現同時使用兩隻手指的分聚手勢

（De-Pinch/Pinch Gesture），透過兩隻手指之間的距離變化是呈現出相互遠離或是

相互靠近，而將所顯示的畫面依比例加以放大或縮小。還有旋轉手勢（Rotation 

Gesture），根據手勢畫出半圓弧線的方向，將所觀看的畫面方向改變為橫向顯示或

是直向顯示。 

前述手勢還可作一些變化，例如US2006/0001652是以手勢的平移距離來決定頁

面捲動的距離；US6,690,387是一種對捲動手勢的變化，藉由手勢的速度快慢來控制

捲動頁面的速度，當需要快速捲動時，可以用較快的滑動手勢達到目的。 

以上這些手勢的辨識技術都是’949號專利申請前之先前技術，甚至都已實際應

用在攜帶型電子裝置中。 

二、發明內容 

’949號專利之發明內容，是在既有的手勢之下，增加硬體可辨識的手勢內容，

以便於作更多的手勢輸入，增進使用的便利性。具體而言，是在既有的水平與垂直

之捲動或擦碰手勢下，再增加一個傾斜的手勢。也就是在一頁面中本來只能水平與

垂直捲動或擦碰的手勢，增加第三種傾斜移動的手勢。 

說明書將攜帶型電子裝置辨別手勢的命令而不會混淆之技術稱為「啟發法」

（Heuristics）。例如，垂直移動的手勢是使用者透過垂直向上或向下的捲動手勢，

讓顯示的畫面在垂直方向向上或向下做一維的捲動。圖4是’949號專利的Fig.3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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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具體的實施方式是向上捲動手勢（3937），使得網頁的畫面進行一維垂直方向

的捲動。依實施例，若使用者手勢並非完全垂直，只要在左右各27度的範圍內，啟

發法仍可辨識使用者所下的手勢命令是垂直捲動，而不會與傾斜平移的命令混淆，

稱為「垂直螢幕捲動啟發法」（a vertical screen scrolling heuristic）。 

 
圖4 ’949專利之Fig.39C 

圖5是’949號專利之Fig.16A，根據拖曳或碰擦手勢（1626）的方向以平移所顯

示的畫面；及Fig.35B中二維手勢（3532），如果所選的電子郵件超出顯示畫面區

域，使用者可以用二維手勢，讓電子郵件在觸控螢幕上同時垂直及水平移動，以移

動電子郵件的顯示；使用者藉由Fig.39中的碰擦手勢（3939），讓網頁可以二維的

移動，所謂的二維捲動是指同時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上移動，稱為「二維螢幕平移啟

發法」（a two-dimensional screen translation heu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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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949專利之Fig.16A、Fig.35B、Fig.39C 

圖6為顯示下一個項目（next item）的手勢。如Fig.16A中使用者藉由從左到右

的掠過手勢（1616）或用以查看前一頁的影像，或是藉由從右到左的掠過手勢

（1616）用以查看下一頁的影像，使用者也可以在影像的右側做出敲擊手勢

（1620）用以查看下一頁的影像；以及在fig.24A中，透過掠過手勢（2416），以查

看前一日或後一日的天氣預報資料。稱為「下一項目啟發法」（ a next item 

heuristic）。 

’949號專利在說明書中對「啟發法」給予特定意義，根據說明書中第1欄第49-

52行：「檢測觸控螢幕上的使用者手勢，用啟發法來確定使用者的命令」；第5欄

第36-38行：「允許使用者在裝置上不準確的輸入，並轉換為使用者所期待的動

作」；及第109欄第48-50行：「使用啟發法將不精確的手指手勢轉換成使用者所期

待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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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949專利之Fig.16A、Fig.24A 

三、實施例 

’949號專利說明書全文共有358頁，64個圖式群組。說明書並未記載太複雜的技

術，而是列出許多實施例。各個實施例實質上是許多應用程式，根據各種不同功能

的應用程式，撰寫了相當多種的手勢動作。為了閱讀清楚起見，將這些被列舉的實

施例手勢動作及所對應的程式功能整理如表5。 

表5 實施例與應用程式功能 

應用程式 點擊 上下滾動 左右翻頁 平移拖曳 放大縮小 旋轉畫面 

解鎖    ○   
即時傳訊 ○ ○  ○   
電話簿 ○ ○     
照相機 ○ ○ ○    
相簿 ○ ○ ○ ○ ○  

電子郵件 ○ ○ ○ ○ ○  
音樂及視訊播放 ○ ○ ○ ○   

天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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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 點擊 上下滾動 左右翻頁 平移拖曳 放大縮小 旋轉畫面 

股票 ○  ○    
通話清單 ○ ○     
語音郵件 ○ ○     
網頁瀏覽 ○ ○ ○ ○ ○ ○ 
行事曆 ○  ○ ○   
地圖 ○    ○  

 
’949號專利是許多臨時案的組合，Apple在本件專利之布局中，很明顯地是預測

到手勢控制在未來的發展，勢必是朝向往更精細的操作手勢加以擴展。因為對使用

者而言，裝置能判讀的手勢種類若越多，則越可以增加在操作時的多樣性。 

四、申請專利範圍獨立項 

’949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請求項共有20項，其中第1項、第11項及第17項為獨立

項。最具代表性的第1項如下（編號為作者為便於敘述所加）： 

1.一種計算裝置，包含： 

(Ⅰ)一觸控螢幕顯示器； 

(Ⅱ)一個或多個運算處理器； 

(Ⅲ)記憶體；以及 

(Ⅳ)程式，其中，該程式被儲存在該記憶體中並被該一個或多個運算處理器所配

置用以處理執行，該一個或多個程式包括： 

(i)偵測接觸到該觸控螢幕顯示器的一個或多個手指命令； 

(ii)將一個或多個啟發法應用於該一個或多個手指的接觸，以確定對該裝置的命

令；及 

(iii)處理該命令； 

其中該一個或多個啟發法包括： 

(a)一個垂直螢幕捲動啟發法，用於確定該一個或多個手指接觸相對於觸控螢幕顯

示器在一初始移動角度是對應於一維垂直螢幕滾動命令而不是二維螢幕平移命

令； 

(b)一個二維螢幕平移啟發法，用於確定該一個或多個手指接觸相對於觸控螢幕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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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器在一初始移動角度是對應於二維螢幕平移命令而不是一維垂直螢幕滾動命

令； 

(c)一個下一項目啟發法，用於確定該一個或多個手指接觸對應於顯示集合中的對

應項目轉換成顯示集合中的下一個項目命令法7。 

第11項及第17項獨立請求項如下： 

  11.一種電腦可執行方法，包含： 

在一帶有觸控螢幕顯示器的計算裝置上， 

(i)偵測接觸到該觸控螢幕顯示器的一個或多個手指接觸； 

(ii)將一個或多個啟發法應用於該一個或多個手指的接觸，以確定對該裝置的命

令；及 

(iii)處理該命令； 

                                                        
7 1. A computing device, comprising: 

a touch screen display; 
one or more processors; 
memory; and 
one or more programs, wherein the one or more programs are stored in the memory and configured 
to be executed by the one or more processors, the one or more programs including: 
instructions for detecting one or more finger contacts with the touch screen display; 
instructions for applying one or more heuristics to the one or more finger contacts to determine a 
command for the device; and 
instructions for processing the command; 
wherein the one or more heuristics comprise: 
a vertical screen scrolling heuristic for determining that the one or more finger contacts correspond 
to a one-dimensional vertical screen scrolling command rather than a two-dimensional screen 
translation command based on an angle of initial movement of a finger contact with respect to the 
touch screen display; 
a two-dimensional screen translation heuristic for determining that the one or more finger contacts 
correspond to the two-dimensional screen translation command rather than the one-dimensional 
vertical screen scrolling command based on the angle of initial movement of the finger contact with 
respect to the touch screen display; and 
a next item heuristic for determining that the one or more finger contacts correspond to a command 
to transition from displaying a respective item in a set of items to displaying a next item in the set 
of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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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該一個或多個啟發法包括： 

(a)……；(b)……；(c)……8。 

17.一種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具有儲存的指令，當其在一帶有觸控螢幕顯示器的計

算裝置上執行時，使該裝置： 

(i)偵測接觸到該觸控螢幕顯示器的一個或多個手指接觸； 

(ii)將一個或多個啟發法應用於該一個或多個手指的接觸，以確定對該裝置的命

令；及 

(iii)處理該命令； 

其中該一個或多個啟發法包括： 

(a)……；(b)……；(c)……9。 

                                                        
8 11. A computer-implemented method, comprising: 

at a computing device with a touch screen display, 
detecting one or more finger contacts with the touch screen display; 
applying one or more heuristics to the one or more finger contacts to determine a command for the 
device; and 
processing the command; 
wherein the one or more heuristics comprise: 
a vertical screen scrolling heuristic for determining that the one or more finger contacts correspond 
to a one-dimensional vertical screen scrolling command rather than a two-dimensional screen 
translation command based on an angle of initial movement of a finger contact with respect to the 
touch screen display; 
a two-dimensional screen translation heuristic for determining that the one or more finger contacts 
correspond to the two-dimensional screen translation command rather than the one-dimensional 
vertical screen scrolling command based on the angle of initial movement of the finger contact with 
respect to the touch screen display; and 
a next item heuristic for determining that the one or more finger contacts correspond to a command 
to transition from displaying a respective item in a set of items to displaying a next item in the set 
of items. 

9 17. A computer readable storage medium having stored therein instructions, which when executed 
by a device with a touch screen display, cause the device to: 
detect one or more finger contacts with the touch screen display; 
apply one or more heuristics to the one or more finger contacts to determine a command for the 
devi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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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三項獨立項是典型的電腦軟體發明之獨立請求項之撰寫法。通常電腦軟

體發明會寫成至少三項獨立請求項，包含撰寫成軟體執行之步驟的方法請求項、程

式化硬體的系統請求項、以及單純軟體的電腦程式產品（或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

請求項。’949號專利也不例外，請求項第1項之請求標的為一種計算裝置，包含硬體

與軟體，亦即軟體發明載入硬體後的裝置，也就是程式化硬體；第11項為一種電腦

可執行方法，亦即軟體發明可執行的步驟；第17項為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亦即純

軟體請求項。 

方法請求項（第11項）是最基本的軟體發明之請求項，但實際上很難主張權

利。純軟體請求項（第17項）是物之請求項，可對製造、販賣該物者主張權利。系

統或裝置請求項（第1項）也是物之請求項，可對製造、販賣程式化後之硬體者主

張權利。 

五、專利權範圍解析 

(一)新穎特徵 

’949號專利實質上是軟體發明，三個獨立請求項只是軟體發明所需的記載，從

三個獨立項的本文記載幾乎相同即可得知，尤其是界定啟發法的技術特徵(a)、(b)、

(c)完全相同。以下僅以最具代表性的第1項來探討其相較於習知技術的新穎部分。 

                                                                                                                                                        
process the command; 
wherein the one or more heuristics comprise: 
a vertical screen scrolling heuristic for determining that the one or more finger contacts correspond 
to a one-dimensional vertical screen scrolling command rather than a two-dimensional screen 
translation command based on an angle of initial movement of a finger contact with respect to the 
touch screen display; 
a two-dimensional screen translation heuristic for determining that the one or more finger contacts 
correspond to the two-dimensional screen translation command rather than the one-dimensional 
vertical screen scrolling command based on the angle of initial movement of the finger contact with 
respect to the touch screen display; and 
a next item heuristic for determining that the one or more finger contacts correspond to a command 
to transition from displaying a respective item in a set of items to displaying a next item in the set 
of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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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項1之本文記載包含硬體部分與軟體部分，硬體部分從技術特徵(I)至(Ⅲ)，

明顯是習用的硬體，發明的重點在於技術特徵(Ⅳ)的軟體程式。 

技術特徵(Ⅳ)再進一步包含(i)的偵測手指命令，(ii)是回應手指命令，重點在於

(iii)的處理命令。 

處理命令的技術特徵則包含技術特徵(a)、(b)、(c)。技術特徵(a)是「一維垂直

滾動」、(b)是「二維平移」、(c)是「下一個項目」。這三個技術特徵單獨而言，可

說都是習知技術，請求項1具有新穎性的重點是同時具有(a)、(b)、(c)三種手勢功

能，以及可辨別這三種手勢而不會混淆的「啟發法」是本件發明的重點。 

從表可知，各種應用程式所使用的手勢，可歸納成六種手勢。這些手勢個別而

言均為習知技術，甚至同時具有兩種或三種手勢功能也是習知技術。請求項1先將

最常用也最基本的點擊手勢排除在外，並巧妙地將「一維垂直滾動」、「二維平

移」、「下一個項目」三種手勢包含在內，使其與習知技術不同而具有新穎性。至

於另兩種手勢「放大縮小」及「旋轉畫面」不用技術特徵來限定，而是用「多個手

指」處理以避免過多的限制條件，技術特徵(a)、(b)、(c)均包含「一個或多個手指

的接觸」的手勢。 

撰寫獨立請求項時當然要僅可能擴大範圍，但也不能將先前技術包含在內而無

法通過專利要件審查。’949號專利之請求項1可說是在不包含先前技術的前提下，撰

寫出最大的覆蓋範圍。 

(二)實施例所支持的覆蓋範圍 

請求項覆蓋範圍的廣度，除了不能將先前技術包含在內外，也必須被說明書的

實施例所支持。 

按專利說明書之記載，在說明書必須記載具體實施例，讓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

常知識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而專利權範圍是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因而

在撰寫申請專利範圍、尤其是獨立請求項時，可以寫成較廣的覆蓋範圍，以避免他

人之模仿，通常要預想他人可能的模仿態樣而將其包含在請求項的範圍內。但請求

項的廣度也非毫無限制，必須能被說明書所記載的實施例所支持。亦即，通常是以

說明書的具體實施例為基礎，在可合理支持的程度下，僅可能寫成較廣的獨立請求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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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發明一專利的基本原則下，一發明只要記載一個實施例即已足夠。當然也

有多於一個實施例的情況，此時可以寫成多項獨立項，也可寫成單一獨立項將多個

實施例包含在內。 

’949號專利最特別之處，在於說明書記載了相當多的實施例，如此多的實施例

實質上是由多件連續案合併而成，但最後取得專利權的獨立請求項卻只有1項。高

達64個群組的圖式，顯示許多應用程式如何藉由手勢操作，同一手勢在不同的應用

程式可能是對應該程式的某一特定功能。由表5可知，單一應用程式只用到部分的

手勢，例如電話簿只用點擊與上下捲動，照相機用到點擊、上下捲動、左右翻頁，

地圖則用到點擊及放大縮小。 

既有的應用程式也許目前尚不需要同時使用「一維垂直滾動」、「二維平

移」、「下一個項目」三種手勢，但未來欲擴增功能者將會面臨障礙。例如，原來

只使用其中兩種，未來擴增功能時只要加入第三種手勢，即可能侵害’949號專利。 

(三)實施例以外的應用程式也被覆蓋 

手勢之辨識雖與應用程式有密切關聯性，然而，請求項1並未將應用程式當作

限制條件。易言之，’949號專利除了要保護已經在說明書中所列舉多種態樣的應用

程式，也將其他未在實施例描述的應用程式，亦納入專利權所圍出的範圍中。 

圖7是實施例支持請求項覆蓋範圍的示意圖，方點代表實施例，大圓是由實施

例所支持的請求項覆蓋範圍。三角點代表新的應用程式，只要這些應用程式同時運

用了請求項1的三種手勢，就會落入請求項1的權利範圍內。 

 

新的應用程式

請求項 1 
覆蓋範圍 

實施例 

 
圖7 實施例支持請求項覆蓋範圍之示意圖 



88  

專利師︱第十二期︱2013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由許多實施例所支持的請求項1，覆蓋範圍將包含未來可能出現的應用程式。

只要具有請求項1本文所記載之技術特徵，即落在請求項1之範圍內。隨著技術進

步，不斷出現更多類型的應用程式，手勢動作所執行的功能也越來越廣泛，例如，

查閱 iPhone的使用者手冊，就涵蓋未出現在實施例中提到的實施方式，像是有

Youtube、電玩遊戲與閱讀書籍等應用程式，而且在這些陸續發展出的應用程式

中，也都是利用手勢動作進行如上下滾動、拖移畫面及左右翻頁等控制功能。 

(四)系統請求項的威力 

雖然’949號專利說明書在發明背景記載小型化的觸控螢幕發展，特別是以攜帶

型電子裝置為本發明的對象，但申請專利範圍並未作此限制。請求項1前言記載

「一種計算裝置」，採廣義的用語，將所有可能的裝置都包含在內，包括導覽型的

大型螢幕或購票機都可能被包含在內。 

過去軟體發明寫成系統請求項，於行使專利權時所能發揮的效果有限。因為硬

體通常是個人電腦，在專利侵害判斷的全要件原則下10，必須有人實施請求項全部

要件才構成侵害。亦即，必須販賣程式化後的個人電腦才成立侵害，只販賣軟體者

並不成立侵害，因此要將軟體發明寫成電腦程式產品請求項，才能對販賣軟體者主

張權利11。系統請求項通常在網路型的軟體較能發揮效果，可藉由禁制令來主張

權利12。 

攜帶型的硬體裝置則有不同，尤其是智慧型手機。手機是一種程式化後的硬

體，若有人販賣一種手機，該手機具有’949號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構成要件，即落入

請求項1之權利範圍。此時，計算損害賠償金額時將以整支手機為基礎，而非單純

以軟體為基礎。智慧型手機單價約在150至200美元，以此單價計算損害賠償金額勢

必是天價。 

                                                        
10 所謂「全要件原則」，係指請求項中每一技術特徵完全對應表現（express）在待鑑定對象

中，包括文義的表現及均等的表現。參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編，專利侵害鑑定要點，2004
年，27頁以下。 

11 以電腦程式產品請求項主張權利的代表案例是Eolas案，Eolas Technologies Inc. v. Microsoft 
Corp., 399 F.3d 1325 (2005)。 

12 以系統請求項主張權利請求禁制令的代表案例是eBay案，MercExchange LLC. v. eBay Inc., 
401 F.3d 1323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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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迴避設計的代價高 

迴避既有專利權的設計，最簡便的方式是設法刪去請求項中至少一個技術特

徵。專利侵害不論是字義侵害或均等侵害，都是在全要件原則下。只要刪去一個技

術特徵，即不構成侵害。 

去除某一技術特徵的設計，對硬體之發明未必容易，通常除非撰寫失誤，否則

專利權人不會將可刪除的技術特徵寫進獨立項，讓他人很容易即可迴避。在所有的

技術特徵都是必要的情況下，刪除某一技術特徵將使得發明整體失去某些重要功能

或甚至無法作用。 

相對於硬體，在軟體發明刪去某一技術特徵較為容易，因為軟體發明的各個技

術特徵間不像硬體有特定的連結關係。’949號專利的發明重點在於軟體部分，去除

某一技術特徵，具體而言，技術特徵(Ⅳ)(iii)(b)的「二維平移」即可成功迴避。事實

上，許多非蘋果的手機並沒有「二維平移」的功能。 

然而，此種迴避設計的代價並不低，隨著手機功能越來越多，也需要更多的手

勢輸入。所以若是要避開這項專利，就不能同時使用到’949號專利所界定的三種手

勢。例如，以完全相同的功能來比較，使用’949號專利的手機在同一畫面可以接受

三種手勢命令，因此可以設計A、B、C三種命令之功能。而避開’949號專利的手機

只能使用兩種手勢命令，因此只能設計A、B兩種功能，C功能只好先用B或A功能

切換至下一頁再輸入，其輸入便利性顯然較差。 

伍、後續手勢專利之發展 

在’949號專利的障礙下，後續之手勢專利發展趨勢，約可區分為三種型態，第

一種型態是手勢功能受限型，也就是在’949號專利的障礙下，只能在習知的手勢發

展；第二種型態為特定應用程式型，新的手勢但只能用在特定應用程式，故所能保

護的範圍較狹隘；第三種型態為可能交互授權型，新的手勢運用範圍廣且便利，有

可能與’949號專利交互授權。以下就這三種類型之專利各舉至少一件專利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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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勢功能受限型 

US2011/0078568號專利「移動裝置和控制移動裝置之方法」，申請日期為2010

年9月9日。其技術特點在於，使用者在操作文字輸入的功能時，若是對裝置上的空

白鍵執行不同方向的特定手勢接觸動作，則可以用來對應不同的特定標點符號，如

此一來，就不需要切換到標點符號的模式之下才能選擇標點符號，可以提高操作的

便利程度。根據閱讀說明書中所涵蓋的實施例型態（參閱圖 8所示本件專利

FIG.7），其中第一手勢代表句號「。」，第二手勢代表逗號「，」，第三手勢代表

問號「？」，第四手勢代表驚嘆號「！」。所以在文字輸入的模式下，在觸控螢幕

所顯示鍵盤畫面中的空白鍵上作出已設定的接觸手勢，如由右至左的滑動手勢，則

控制器就會在游標的位置處顯示出一個句號「。」。 

本發明技術特點是利用垂直方向或水平方向的手勢在特定的按鍵上產生對應的

標點符號，但只能使用垂直向上、向下或水平向左、向右總共四種的方向。即使常

用的標點符號不只這四種，但本發明也僅能用手勢輸入四種標點符號。此種情況顯

是可能是在’949號專利的障礙下，若再增加二維平移的手勢，即可能若入’949號專

利權範圍內，則專利權人也無法自由實施其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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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568號專利最佳實施例圖 

再舉一件專利，US2009/0265628專利「使用者介面的操作方法、裝置及儲存媒

體」，申請日為2008年11月30日。’628號專利之技術特點在於，使用者可利用在觸

控式螢幕上水平拖曳及垂直拖曳的方式，快速切換使用者介面及使用者介面內的選

項，進而增加使用者介面操作上的方便性。說明書之實施例記載（參閱圖9所示本

件專利FIG.3），當其中當觸碰訊號為向一第一方向移動時，則將目前顯示之使用者

介面切換至另一使用者介面；當觸碰訊號為向一第二方向移動時，則切換目前顯示

之使用者介面內的選項，其中第一方向及第二方向為實質上互相垂直之方向。 

本件專利也只能用垂直方向或水平方向的兩種手勢來選擇是切換使用者介面或

是切換介面內的選項，也就是只有兩種手勢。若再增加更多的手勢變化，發展出更

多的切換功能，例如直接切換到最後一個選項或是切換到主選單頁面等，也可能會

落在’949號專利權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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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 3 

 
圖9 ’628專利最佳實施例圖 

由以上兩件專利可知，在既有的水平與垂直兩種手勢下發展，雖可避開’949號

專利，但使用時之便利性自然無法與同時使用三種手勢相提並論。為充分使用功能

漸增的應用程式，只好頻繁的切換頁面。 

二、特定應用程式型 

US2011/0115814專利「以手勢控制資料視覺化」，申請日期為 2009年11月16

日，這是一種用在統計圖的手勢。依說明書實施例所載（參閱圖10所示本件專利

FIG.3至FIG.5），可以藉由使用者的手勢的變化，改變數據資料所顯示統計圖類

型。如手勢畫出圓形時顯示圓形圖（pie chart）、手勢畫出線條時顯示折線圖（line 

chart）或是手勢為長條狀時則顯示直條圖（bar chart）。 

本發明應該不涉’949號專利，藉由不同手勢改變所顯示統計圖類型，使用頗為

便利，但也只能用在統計圖形。即使申請專利範圍用比較廣義的「資料視覺化」，

也無法脫離特定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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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814號專利最佳實施例圖 

三、可能交互授權型 

US2011/0055753專利「提供使用者介面搜尋功能之方法」，申請日為2009年8

月31日。本件發明的技術特徵是，透過手指移動時的起始點和結束點所偵測到的

值，先判斷是否為「撥動」（tickle）手勢。再依據所定義的參數門檻值，進而計算

出手指接觸時之移動速度，以執行相對應的動作。 

參閱圖11所示本件專利FIG.1、2、6，實施例型態中提到，在檢索電話簿的通訊

名單時，首先從接觸事件的起點與終點，判斷使用者的動作是否為撥動手勢，若為

撥動手勢，則在畫面中顯示姓名字母表，再依據所定義的門檻值，判斷手指接觸時

移動速度，並分類為快速、中速或慢速，這些不同的速度就會分別對應至不同的執

行動作，例如快速時僅顯示名單的第一個字母、中速時顯示一個以上的字母、慢速

時則顯示完整的姓名。 

本件專利將撥動手勢分為快速、中速、慢速，若與’949號專利聯合運用，將使

得’949號專利的「水平」、「二維」、「垂直」，各有快速、中速、慢速三種功

能，也就是同一畫面可以有九種手勢，這對使用者自然是相當便利。此種雙方互蒙

其利、甚至可讓產品功能大幅擴張的專利，屬可能交互授權型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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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753號專利最佳實施例圖 

陸、結 論 

蘋果電腦的’949號專利權在觸控面板手勢輸入介面的專利權覆蓋範圍頗大，若

再聯合其他的手勢專利家族（參閱表1），以及申請中尚未公告的專利，更可說是

築起難以突破的專利障礙，即使微軟等大廠也難望其向背。可以預期在未來手機與

平板電腦等新機型的推出，這些專利都會是蘋果電腦用來攻擊對手的利器。 

對抗這些專利障礙的方法，固然可以採用迴避的方式。軟體專利之迴避雖不是

太困難，卻會因輸入介面的手勢受限，使得新機型使用愈益不便，其結果，可能降

低產品的競爭力。 

另一種對抗專利障礙的方法，則需要開發出更多具有交互授權機會的專利，可

行的研發方向是將手勢劃分至更細膩功能繼續發展，也就是在描述手勢的操作概念

時，加入不同的要素，例如針對手勢所接觸的距離、方向、時間及壓力等不同的元

素，藉此定義不同的手勢動作，US2011/0055753即屬之，這件專利可以判斷手勢移

動速度，以變化出慢、中、快三種不同的功能。另外，未來也可跨足至開發立體三

維手勢的領域，讓裝置除了可以判斷使用者的二維手勢動作，也可以藉由像是拉

起、扭動與捏放等三維的手勢動作，將觸控手勢的範圍從點、線、面，再擴展至空

間的概念，並且將這些因素相互搭配使用，如此一來，將手勢動作變化出更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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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樣，也對應至更多功能的裝置指令。這些方式，都是朝向將手勢的動作劃分成更

細膩的動作，以變化出不同的指令。總而言之，人類有十隻手指，透過不同層面的

思考，找尋不同的操控影響因素，發掘出更多的應用功能，而且透過這些多樣性的

變化，也將提供給使用者更多且更新穎的人機介面體驗。 

在全球手機市場競爭中，決定成敗的因素不只一端，製造品質、銷售手法、消

費者喜好等均有相當大影響。然而，專利權具有排除他人實施的權能，無疑地占有

舉足輕重之地位。2012年6月美國芝加哥聯邦法院裁定蘋果控告摩托羅拉案，本案

在法官命令雙方縮減涉訟的專利數之下，Apple從15件專利中選出4件，其中之一即

是本文所探討的US7,479,949手勢專利，可見手勢專利權在智慧型手機的市場競爭之

中，具有不容小覷的影響力。另外，同年8月24日，美國加州聯邦法院對於Apple與

三星的世紀專利大戰初審結果出爐，陪審團認定三星侵犯Apple六項行動裝置專利

權，必須賠償超過10.5億美元，在三星表示將提起上訴時，Apple又向法院提出禁售

三星八款手機產品的禁制令聲請。未來各家大廠的版圖與勢力消長、股價表現，與

專利訴訟結果之連動，值得後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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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複雜創新環境中的 
專利取得模式 

李治安* 

壹、前 言 

在現今的複雜創新環境中，許多高科技產品都須使用多種不同的專利技術，以

半導體產業為例，微縮技術所帶來的系統單晶片（systems-on-a-chip, SoC）使得單

一電子產品上可能有多重軟體及硬體專利權1，而一般暢銷藥品（含藥品研發所須使

用的研究工具）上平均至少有數個甚至數十個專利權2，電子書閱讀器、智慧型手機

等新型科技產品之製造更是涉及千百個專利權3，而這些專利權可能分別由許多機構

或個人所擁有，當一項產品涉及的專利權及權利人為數甚多時，產品製造商面臨了

                                                        
*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暨智慧財產研究所合聘副教授；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

研究中心合聘副研究員。作者感謝研究助理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班張倚瑄同學協助

蒐集研究所需之部分資料。 
1 See e.g., Greig Linden & Deepak Somaya, System-on-a-Chip Integration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dustry Structure and Firm Strategies, 12 INDUS. & CORP. CHANGE 545 (2003). 
2 See e.g., MICHAEL HELLER, GRIDLOCK ECONOMY: HOW TOO MUCH OWNERSHIP WRECKS 

MARKETS, STOPS INNOVATION, AND COSTS LIVES 4-6 (2008); Lisa Larrimore Ouellette, How Many 
Patents Does It Take to Make a Drug? Follow-On Pharmaceutical Patents and University 
Licensing, 17 MICH. TELECOMM. & TECH. L. REV. 299, 300 (2010). 

3 See e.g., Lindsey Gilroy & Tammy D’Amato, How Many Patents Does It Take to Build an 
iPhone?,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DAY, available at http://www.iptoday.com/issues/2009/11/ 
articles/how-many-patents-take-build-iPhone.asp (last visited Jan. 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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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峻的專利管理挑戰，此時應如何取得相關專利，以合法順利的完成產品的製造，

遂成為一個重要的商業問題，且具有高度的科技與創新管理意涵。製造商可以自己

從事研發，申請取得其所需之專利，也可以購買他人專利，或藉由取得他人專利授

權或購買專利物品作為零件之方式，取得製造產品所需之技術或元件。這些方式其

實都具有相當的組織與經濟意義，本文將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寇斯（Ronald H. 

Coase）的「廠商理論」（theory of the firm）出發，觀察並解釋廠商作出前述選擇

及考量的策略意涵。 

「廠商理論」關注的焦點之一即為廠商就企業經營所需之相關資源，究竟應該

在公司組織內製造、發展，抑或是透過市場交易活動取得？「廠商理論」認為，廠

商應比較在公司組織內製造、發展相關資源所需的內部成本，以及市場交易活動所

帶來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後，方能決定應以何種方式取得組織所需之資

源4。雖然「廠商理論」的分析架構過去多被使用於有體財產或服務的製造、提供與

採購策略上，但是，就公司生產產品所需之專利權而言，「廠商理論」其實亦提供

了重要的策略思維啟示，公司必須思考以何種方式取得其所需之技術或元件，才能

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並符合其策略目標，公司若決定自行研發並申請取得專利，則

須考量組織內對研發及後續活動的協調與生產成本，且由於多數國家之專利制度係

採取先申請主義5，因此內部協調成本尚須考量與競爭對手競爭搶先完成研發、申請

專利的時間或速度成本；公司若於市場中尋求專利授權或購買專利物品，則亦須確

認於市場中取得授權或購買零件所需之交易成本低於自行研發之內部成本，由於專

利權具無體性，因此在搜尋交易對象、協商確認交易客體之價值6、乃至於執行專利

相關之授權與買賣契約時，都須花費較實體商品交易為高的交易成本，此等交易成

本也常與交易雙方的資訊不對稱有密切關聯。本文以下先介紹廠商就專利權所可能

採取的組織模式，分析其優劣及策略考量，並以具體個案印證相關論述。 

                                                        
4 Ronald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16 ECONOMICA 386, 393-96 (1937). 
5 參見我國專利法第31條第1項、第46條、第120條、第128條第1項及第134條。 
6 專利價值較實體財產難判定，除了肇因於其無體性外，尚與技術變遷、可取代性、互補專利

及類似專利取得之難易等因素有關，參見Anne Kelley, Practicing in the Patent Market Place, 
78 U. CHI. L. REV. 115, 123-25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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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企業專利組織模式 

在複雜的技術及專利環境中，專利權對廠商的產品設計、生產與銷售策略有密

切的關聯，廠商須思考是否應將專利權均內化到公司組織內（亦即透過自行研發，

申請取得專利，或是向他人購買取得專利），擁有其所需之所有專利？還是應透過

向他人取得授權或購買零件（專利物品）的方式，利用公司組織外部、他人所擁有

的專利權製造產品？本文將前者稱為「內化專利模式」，後者稱為「外部專利模

式」。「內化專利模式」可以避免部分與其他專利權人協商所花費的成本，但組織

內部研發及取得專利的成本卻不可小覷。公司通常會依據其所處的產業環境、市場

競爭關係、專利取得成本及產品特性與生命週期等因素，而有不同的成本及策略考

量。 

一、內化專利模式 

企業採取「內化專利模式」的原因，可能是不希望競爭對手或其他機構取得產

品核心技術專利，或為了強化其對相關技術的控制權，以鞏固競爭優勢，此時企業

除了本身擁有的核心專利外，也會盡一切可能取得與核心專利商業化過程相關的互

補性專利，舉例而言，在半導體及電子產業中的整合元件製造商（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 IDM）通常會將產品的設計及製造過程完全在公司內部完成，並掌握

自身產品及製造流程之所有相關專利權7；而一些大型的生物科技公司也早已開始嘗

試整合基礎基因研究及其他互補性技術，並擁有產品生產所需之所有專利8。 

有些公司為了完全掌握相關技術，甚至會採取經常性的併購策略，藉由併購其

他公司取得其專利權9，思科（Cisco）所採取的以智慧財產權為導向的企業併購策

                                                        
7 See e.g., Philip Liu, Hon Hai Aims to Become 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 TAIWAN ECON. 

NEWS, available at http://cens.com/cens/html/en/news/news_inner_27631.html (last visited May 
15, 2009). 

8 Deepak Somaya et al., Innovation in Multi-Invention Context: Mapping Solutions to Technological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plexity, 53 CAL. MGMT. REV. 47, 57 (2011). 

9 事實上，在寇斯的廠商理論中，不論廠商去購買專利或併購其他公司都是採取市場交易策

略，而非在組織內完成商業活動，因此，本文區隔「內化專利模式」與「外部專利模式」的

標準並非完全依據廠商理論的組織界限（組織界線內的組織活動或界線外的市場活動），而



複雜創新環境中的專利取得模式 99 

專利師︱第十二期︱2013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略，即為著例10；在生命科學產業中，也常發生專利買賣談判過程中，買方最後決

定收購或合併整間持有專利的公司，而非只是購買專利11；其他近年來以取得專利

為目的所進行的企業併購尚包括谷歌（Google）合併摩托羅拉（Motorola），前者

是為了取得後者之專利，用以在智慧型手機專利戰中對抗主要競爭對手蘋果公司

（Apple）12。在專利收購或專利所引發的企業併購交易中，如果相關專利對於收購

公司本身既有的技術具有必要之互補性或可達成收購公司的重要策略目標時，專利

權之賣方或目標公司通常可就系爭專利要求較市場價格為高的溢價（premium）；

此外，對於以併購手段達成「內化專利模式」的企業而言，在併購完成後，要如何

維持原本存在於目標公司內的研發與創新能力可能也是一大考驗。 

此外，針對未成熟與市場前景不明的新技術，市場上並無其他參與者能提供專

利授權或相關產品，或是市場上對於該等新技術應有的價值欠缺共識時，企業也會

傾向採取「內化專利模式」，自行開發取得所需專利，這種作法可加速複雜技術在

產品上的整合，避免不必要的延遲或公司間為了確定專利技術價值而投入協商之交

易成本。 

以知識管理的角度而言，若實施特定專利技術涉及較多的隱性知識（ tacit 

knowledge）時，公司可能會傾向採取「內化專利模式」，因為雖然專利法中對於專

                                                                                                                                                        
是以專利權的實際擁有與否作為區別標準，之所以有該等差別是因為針對企業生產所需之專

利技術，是否應擁有相關專利權或取得授權即可，常是一個具有重大影響的科技管理決策，

不僅涉及投入資源之多寡，亦與廠商對系爭技術的控制程度有密切關聯。See Coase, supra 
note 4, at 394-95. 

10 See e.g., Sam Kennedy, Lightwire Inc., An Upper Macungie High-Tech Start-Up, Is Being Bought 
By Computer Giant Cisco Systems of San Jose, Calif., THE MORNING CALL, available at 
http://articles.mcall.com/2012-02-29/business/mc-cicsco-buys-lightwire-20120229_1_cisco-systems- 
networking-technology-breakthrough-computer-chip (last visited Feb. 29, 2012). 

11 See e.g., Anonymous, The Evolution of IP Driven M&A, Patent Law Practice Center, available at 
http://patentlawcenter.pli.edu/2012/03/06/the-evolution-of-ip-driven-ma/ (last visited Mar. 26, 2012). 

12 See e.g., Olaf De Senerpont Domis, M&A Deals of the Year: Google-Motorola Mobility, DEAL 

MAG., Jan. 20,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thedeal.com/magazine/ID/044049/2012/ma-deals-of-
the-year-google-motorola-mobility.php; Elizabeth Woyke, Motorola Solutions CEO on the Google-
Motorola Merger, Patents and Brand, FORBES, available at http://www.forbes.com/sites/eliza 
bethwoyke/2011/10/19/motorola-solutions-ceo-on-the-google-motorola-merger-patents-and-brand/ 
(last visited Oct. 1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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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請有書面說明（written description）與可據以實施性（enablement）之要求13，

但是從事專利實務工作的人都知道，描述專利技術的文字說明有其侷限性，此由我

國專利法第27條關於生物材料寄存之規範意旨即可得知，同樣因為文字與書面內容

的現實上限制，並不是所有專利的被授權人都能輕易透過授權關係及相關專利文件

取得實際實施專利所需的全部資訊，某些技術領域中含有較多屬人性極高的隱性知

識，很可能只有發明人才瞭解14，或須透過觀察與模仿——而非專利說明書或授權

契約——才能逐漸取得15，因此在許多產學合作的個案中，取得技術的廠商會刻意

和發明人維持良好關係，並希望藉由發明人的協助取得相關的隱性知識16，因為隱

性知識移轉或移動的關鍵在於人，而非授權合約及其他相關文件17。一般而言，技

術 的 本 質 若 偏 向 記 錄 性 知 識 （ codified knowledge ） 或 顯 性 知 識 （ explicit 

knowledge），則被授權人較容易直接由授權人所提供的協助、相關資訊（如know 

how）與專利文件中，掌控實施該專利的精髓所在18。相反的，若公司取得其所需

之專利授權後，仍須花費大量的交易成本，藉由實驗、試誤或文書外的溝通方式獲

取並非在專利範圍內的隱性知識時，則公司可能寧可自己研發相關技術、取得專

利，將獲取隱性知識的成本內化到組織中。 

有時企業極盡所能的買下相關專利是為了防止被競爭對手或非專利實施體

                                                        
13 See e.g., CRAIG ALLEN NARD, THE LAW OF PATENTS 49-90 (2008); MARTIN J. ADELMAN ET AL., 

CASES AND MATERIALS ON PATENT LAW 386-431 (3rd ed. 2009). 參見專利法第25條第1項：「申

請發明專利，由專利申請權人備具申請書、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摘要及必要之圖式，向

專利專責機關申請之」；第26條第1項：「說明書應明確且充分揭露，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現」，並參照第46條第1項不予專利、第

71條第1項專利舉發及第120條新型專利準用之規定。 
14 Peter Lee, Transcending the Tacit Dimension: Patents, Relationships, and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in Technology Transfer, 100 CAL. L. REV. 1503, 1523-24 (2012); Somaya et al., supra 
note 8, at 59. 

15 Dan Burk, The Role of Patent Law in Knowledge Codification, 23 BERKELEY TECH. L.J. 1009, 
1015 (2008). 

16 Lee, supra note 14, at 1521. 
17 Id. at 1503. 
18 See e.g., Ana Pérez-Luño & Ramón Valle-Cabrera, How Does the Combination of R&D and Types 

of Knowledge Matter for Patent Propensity?, 28 J. ENGINEERING & TECH. MGMT. 33, 34-36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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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practicing entity, NPE）以專利訴訟要脅，以取得營運不受威脅的自由，因為

龐大的專利組合（patent portfolio）通常可有效嚇阻無謂的專利勒索或專利訴訟，此

時「內化專利模式」即成為專利軍備競賽（patent arms race）的必要手段19。 

然而，就事實面而言，在許多產業中，要自行研發取得或向他人買下所需之所

有專利其實有相當高的難度或不符成本效益，此時公司即可能不會採取這種「內化

專利模式」；且在複雜而變遷快速的技術環境中，即使具有領先優勢的企業也很難

全然採取「內化專利模式」，因為同時要完全掌握各類複雜技術其實不僅成本非常

高，而且可能會讓公司無法專注在核心競爭力的維持。隨著技術複雜性與多樣性的

提升與公司組織規模的擴大，企業內部協調、控制所有技術及其他資源的成本也會

越來越高，有時全方位同時提升各種技術水準的速度，很自然的會比不上其他專注

於特定技術領域的小型公司，此時「內化專利模式」即會受到來自公司內、外的嚴

峻挑戰，甚至在技術上與商業上都欠缺可行性。 

此外，雖然眾所皆知專利的質比量重要，但是在複雜專利技術的授權或交互授

權談判中，交易雙方常會不自主的關注專利組合中的專利數量，而非專利組合中的

單一高品質專利20，這種傾向有時會讓企業仍然極度重視專利的量甚於專利的質，

並更積極的採取「內化專利模式」；然而，企業為了維護數量龐大的專利，須負擔

相當的成本壓力，為紓緩該等財務負擔並活化專利價值，企業有時應考慮將非核心

專利授權甚至售予他人，以增加收入21。 

二、外部專利模式 

採取「外部專利模式」的公司，通常透過市場交易取得其產品製造所需的大部

分專利授權或技術元件，其對於此等專利權並無所有權，以半導體為例，如賽靈思

（Xilinx）及博通（Broadcom）等部分廠商號稱為無（晶圓製造）廠（fabless）半

導體公司，這些公司雖然設計、銷售晶片，但卻不製造晶片，它們將製造的工作外

包給具有剩餘產能的整合元件製造商或如台積電般的代工廠商，代工廠商通常專注

                                                        
19 Colleen V. Chien, From Arms Race to Marketplace: The Complex Patent Eco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Patent System, 62 HASTINGS L.J. 297, 299, 301 (2010). 
20 Id. at 307-09. 
21 Kelley, supra note 6, at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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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降低製造流程的成本與提升產品品質，讓前述無廠半導體公司能專注於晶片設

計22，不用分心處理製程相關的智慧財產權問題23。 

過去以製造電腦硬體聞名的國際商業機器股份有限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以下簡稱IBM）也是採取「外部專利模式」，其將作業系統

委由微軟製造、微處理器委由英代爾（Intel）製造，並向不同廠商購買主機板及硬

碟等零件，IBM其實也是透過市場分工且不擁有與產品相關的全部專利權方式，專

注於發展並鞏固核心競爭力。然而，IBM的外包與開放策略固然使其在80年代打下

了個人電腦的半壁江山，但是IBM所促成的相容性個人電腦卻也降低了其他競爭者

的市場進入障礙，90年代後，面對後來居上的其他個人電腦製造商，IBM在市場中

的榮景不再，因而有論者以事後孔明的觀點認為，IBM在稱霸個人電腦市場之初即

應買下微軟及英代爾24，亦即由「外部專利模式」改採「專利內化模式」，此案例

亦可顯示在變化快速的技術與市場環境中，沒有一個專利策略是永遠適合的，相反

的，好的專利策略應隨時根據競爭情勢作動態調整。 

再以智慧型手機為例說明企業採取「外部專利模式」之考量因素，一般智慧型

手機中均包含電池與記憶卡等零件，但是研發智慧型手機的公司通常不擅長電池及

記憶卡等技術，再加上手機內支援電池與記憶卡的介面通常標準化程度很高，此時

直接購買電池及記憶卡零件自然是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技術取得方式25，就此而言，

「外部專利模式」可透過協調創新價值鏈中的不同參與者，避免公司自行研發各類

複雜技術之內部成本。 

企業若就其產品所需之技術採取「外部專利模式」，則可能有兩種策略可供選

擇：其一為「取得授權策略」，亦即由公司向專利權人取得授權，以合法實施該專

利；另一種為「零件策略」，由公司向專利權人購買專利物品，並以該有形物品為

零件，再用以製造其他產品，此時由於原專利權人將專利物品販賣後，系爭專利權

                                                        
22 See e.g., Margherita Balconi & Roberto Fontana, Entry and Innov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Fables 

Semiconductor Business, 37 SMALL BUS. ECON. 87, 89-91 (2011). 
23 Somaya et al., supra note 8, at 57-58. 
24 參見湯明哲，策略精論：基礎篇，2011年，8-10頁。 
25 See e.g., Wen-Nan Tsan et al., The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the 

Smartphone Supply Chain: The Case of Apple and HTC, 2 INT’L J. AUTOMATION & SMART TECH. 
177, 180-8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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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已耗盡，因此採取「外部專利模式」之企業自得合法使用專利物品製造其他產

品 26。舉例而言，英代爾為了製造IC晶片，可能會向其他公司取得記憶模組設計

（memory module design）的專利授權，此即為「取得授權策略」；而當電腦製造

商向英代爾購買電腦所需的IC晶片時，則是採取「零件策略」，利用專利法上的權

利耗盡原則處理專利問題27。 

在「外部專利模式」中，企業究竟應選擇「取得授權策略」或「零件策略」也

是一個饒富趣味的問題，通常產品模組化或標準化的程度越高的產業，越適合採取

「零件策略」，因為在此類型的產業中，同類零件及互補零件間通常具有較高的相

容性，廠商在市場上尋求其所需要的「零件」，所需花費的協調成本通常較低，以

手機製造為例，目前多數手機製造商均向其他具有晶片技術專利權之廠商或該等廠

商授權之晶片製造商購買晶片，嵌入其所生產的手機，而不自行生產晶片，依據權

利耗盡原則，手機製造商可採取「零件策略」合法使用該等晶片。但有時企業需要

將他人技術客製化於自身產品上，由於市場上現成的零件未必能妥適嵌入其產品，

此時「取得授權策略」可能成為較佳的選擇。 

契約期間也是企業選擇採取「取得授權策略」或「零件策略」時所應考慮的因

素，通常專利授權合約的執行期間至少數年，會比零件供應合約來的長28，因此站

在成本控管的角度而言，採取「零件策略」的廠商更應該擔心未來合約到期後供應

商會調漲零件售價，當然這種風險也可透過合約的設計，將其適度降低。 

有時企業採取「零件策略」而不採取「取得授權策略」是因為零件是有形的產

品，對企業來說，在市場上選擇適合自身需求的有形產品，其實比選擇其欲取得授

權的專利來的容易，因為專利所保護的技術不確定性較高，範圍亦較難界定。 

站在技術擁有者的立場而言，若要在市場中向其他廠商提供其技術，則該技術

擁有者的商品形式應為專利物品（零件）或是專利授權，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企

業除應妥適觀察其專利及市場特質外，也應界定本身的核心競爭優勢，有時企業會

發現提供專利授權較能為客戶帶來彈性、創造價值；但有時企業或許會認為提供專

                                                        
26 See e.g., NARD, supra note 13, at 591-93. 國內文獻可參見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2012年，

222-223頁。 
27 Somaya et al., supra note 8, at 58. 
28 Id. at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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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品較能降低交易成本（無須監控客戶是否依合約實施系爭技術、也無須提供實

施該技術所需之know-how等）。 

 
自行研發 
申請專利 

購買專利 

併購擁有 
專利的公司 

取得授權 
策略 

零件策略 

內化專利模式

外部專利模式

企業專利技術

取得模式 

 
圖1 企業專利技術取得模式 

參、企業專利組織模式之個案分析 

一般而言，企業不會就其所需之專利技術單純採取「內化專利模式」或「外部

專利模式」，通常企業會針對技術特性、市場結構及其欲形塑的競爭優勢，靈活的

混合採取兩種專利模式，如蘋果電腦雖然擁有製造iPhone所需的超過200個專利組

合，但為了使iPhone有更多功能且更易於操作，蘋果電腦還是向其他公司取得了許

多專利授權29；在前文所述，曾於個人電腦市場靈活採取「外部專利模式」的IBM

其實過去也曾就個人電腦的軟、硬體積極申請專利，以該等專利收取豐厚的授權

金30，同時採取「內化專利模式」。本文以下用三個實際案例，說明企業應如何根

                                                        
29 See e.g., Gilroy & D’Amato, supra note 3. 
30 See e.g., ROBERT GREENE STERNE ET AL., THE 2005 U.S. PATENT LANDSCAPE FOR ELECTRONIC 

COMPANIES, IN PRACTICING LAW INSTITUTE COURSE HANDBOOK SERIES: ANNUAL INSTITUTE ON 

COMPUTER & INTERNET LAW 3-5 (2005), available at http://64.237.99.107/media/pnc/7/ 
media.507.pdf (last visited Jan. 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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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其策略目標，靈活地採取「內化專利模式」與「外部專利模式」，以增進或鞏固

競爭優勢。 

一、Research In Motion（RIM） 

如本文前述，企業有時為了發展尚未成熟的新技術，會投入相當資源，並採取

「內化專利模式」，因為市場上可能仍欠缺相關專利的授權或產品，或就算有相關

授權或產品，但因市場競爭、技術發展或其他原因，導致取得授權或零件的成本過

高或價格難以決定，因此企業無法採行「外部專利模式」。如加拿大公司Research 

In Motion（RIM）自1997年開始投入無線資料傳輸技術，並於2005年發展出黑苺

（BlackBerry）手機電子郵件傳輸平台，該公司自1997年起，即自行開發黑苺機所

需的所有軟體及硬體技術31，其主要原因即為當時相關技術尚未成熟，RIM在市場

上難以尋求其他公司一同合作開發技術，RIM只能採行「內化專利模式」，但是自

2002年之後，有越來越多的公司投入相關技術的開發，且相關技術的內涵也愈形複

雜，RIM逐漸發現其無法自行開發取得所有相關技術之專利權，因而轉向採取「外

部專利模式」，向其他廠商取得專利授權或零件32，但是就攸關公司核心競爭力的

無線電子郵件傳輸技術，RIM還是採取「內化專利模式」。 

由RIM的例子，我們發現，在新技術發展初期，「內化專利模式」可協助企業

主導技術發展，並降低對外尋求技術之交易成本；但是當相關技術發展達到一定的

複雜度與成熟度時，適度採取「外部專利模式」其實可以協助企業專注於核心技

術，確保其競爭力，此時企業無須就不同類型的複雜技術全面自行開發，也降低了

組織內部關於複雜技術的不必要協調或開發成本。但是RIM的專利策略亦有值得檢

討之處，由於該公司未能即早發覺無線資料傳輸相關技術的複雜程度已非單一公司

                                                        
31 See e.g., Maulin V. Shah, RIM May Fare Better in Licensing Its Technologies Rather Than 

Attempting to Sell Its Patent Portfolio, ENVISION IP, available at http://envisionip.wordpress.com/ 
2012/01/26/rim-may-fare-better-in-licensing-its-technologies-rather-than-selling-its-patent-portfolio/ 
(last visited Jan. 26, 2012). 

32 See e.g., Tom Warren, Microsoft Licenses File System Patents to BlackBerry Maker RIM, THE 

VERGE, available at http://www.theverge.com/2012/9/18/3352442/microsoft-rim-exfat-file-system-
patent-agreement-licensing (last visited Sept. 1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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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掌握，因此就某些產品所需之技術，沒有及時透過「外部專利模式」取得他公

司授權，因而在訴訟或和解談判的過程中，付出慘痛的代價，其中的著例即為該公

司與美國維吉尼亞州一家名為NTP的非專利實施體間的專利訴訟33，RIM最後以超

過六億美元的代價與NTP達成和解34。由此可見，當相關技術有一定的成熟度及複

雜度時，就算該技術領域的先驅亦難完全控制所有相關技術，此時產品製造商全然

採取「內化專利模式」將有實質困難。 

二、Epigenomics 

Epigenomics是一家位於德國柏林從事分子診斷（molecular diagnostics）的公

司，主要研究透過DNA甲基化（DNA methylation）作用啟動或終止人類體內的基因

活動，用以達到癌症診斷的目的，該公司主要發展的技術是癌症初期的篩檢及各類

癌症的診斷技術35。Epigenomics在進入市場之初，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已研發

出一種以甲基化引子（primer）為基礎的技術，但Epigenomics並未採取「外部專利

模式」向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尋求授權，而是採取「內化專利模式」，另行研發以阻

斷劑（blocker）為基礎的甲基化技術，並就自行開發之相關技術取得至少150個專

利權保護36，蓋Epigenomics當時即可能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定位為其競爭對手。 

一般而言，如 Epigenomics 所提供的篩檢技術必須在體外診斷（ in vitro 

diagnostics）平台上實施，而全球只有少數幾家公司能提供高水準的體外診斷平

台，且相關技術發展非常迅速，因此，就篩檢技術而言，Epigenomics決定和主要的

幾間體外診斷公司（如Abbott Molecular、Quest Diagnostics及Sysmex等）建立合作

關係，並將相關專利授權給這幾家體外診斷公司37；但是就各類癌症的診斷技術及

藥品而言，Epigenomics則完全控制相關專利權，自行製造生物探針材料（biological 

                                                        
33 NTP, Inc. v. Research In Motion Ltd., 418 F.3d 1282 (Fed. Cir. 2005). 
34 See e.g., Rob Kelley, BlackBerry Maker, NTP ink $612 Million Settlement, CNN MONEY, available 

at http://money.cnn.com/2006/03/03/technology/rimm_ntp/ (last visited Mar. 3, 2006). 
35 Epigenomics, Corporate Facts, available at http://www.epigenomics.com/en/company/about-

epigenomics/corporate-facts.html (last visited Dec. 13, 2012). 
36 Somaya et al., supra note 8, at 54. 
37 Epigenomics, Licensing, available at http://www.epigenomics.com/en/company/collaborations/ 

commercial-partners/licensing.html (last visited Dec. 1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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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material），此即該公司所謂的雙重策略（dual strategy）38。由Epigenomics所

採取的雙重策略，我們可以發現，企業應針對產品的特質、與其他組織的合作模式

及核心競爭優勢，靈活採取「內化專利模式」與「外部專利模式」，任何公司均不

應墨守於單一的技術取得或控制模式。 

三、Kentron Technologies 

美國公司Kentron Technologies在半導體產業中從事記憶體的研發與製造，其開

發出四倍頻寬記憶體（Quad Band Memory, QBM），利用兩條交錯的雙倍速率同步

動態隨機記憶體（Double Data Rate, DDR）晶片，達到記憶體所產生容量的兩倍39。

Kentron Technologies原本將其QBM技術以5%銷售金額的權利金代價對DRAM廠商

提供授權，但卻沒有任何公司願意向其尋求授權，後來Kentron Technologies將策略

改變為出售QBM技術的轉換器，買受公司安裝該轉換器後即可利用QBM技術提升

效能，許多DRAM大廠即開始向Kentron Technologies購買此產品，其實該產品價格

與Kentron Technologies之前訂的5%權利金差別並不大，但客戶卻寧願向Kentron 

Technologies購買專利物品，而不願向其取得專利授權40。 

Kentron Technologies的案例中可看出在某些情況下，企業寧可採取「零件策

略」，而較不願意採取「取得授權策略」，其可能的原因是，相較於無形的專利權

或技術而言，企業有時會感覺有形的零件產品之價值較容易衡量；也有可能是因為

在一些專利授權合約中，以被授權人銷售金額一定比例的權利金計算方式，會讓潛

                                                        
38 Epigenomics, Epigenomics AG: PRESEPT Study Subject Enrollment Successfully Completed, 

available at http://www.epigenomics.com/en/news-investors/news-media/press-releases/2009/ 
article/epigenomics-ag-aufnahme-von-probanden-in-presept-studie-erfolgreich-abgeschlossen.html 
(last visited Dec. 17, 2009). (“Epigenomics pursues a dual strategy of direct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Septin9 test and non-exclusive licensing of the Septin9 biomarker to IVD industry players with 
broad market access. Licensees include Abbott Molecular, Sysmex Corporation, Quest Diagnostics 
Incorporated, and ARUP Laboratories, Inc.”) 

39 See e.g., Tony Smith, Kentron Unveils Quad Band Memory Modules Geared to 533MHz FSB 
Pentium 4s, THE REGISTER, available at http://www.theregister.co.uk/2001/12/07/kentron_unveils_ 
quad_band_memory/ (last visited Dec. 7, 2001). 

40 Somaya et al., supra note 8, at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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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被授權人感覺其銷售數字常須被授權人監控，因此降低了採取「取得授權策

略」的誘因。 

肆、結 語 

在日趨複雜的技術創新環境中，單一產品上可能包含許多專利權，此等現實使

得從事產品製造之企業在專利管理與技術取得上面臨了愈來愈大的挑戰與成本。企

業為了完成終端產品的生產，必須妥適處理所需之專利技術，並評估取得專利技術

來源的不同可能性，本文由組織及策略之角度，以企業是否擁有專利權為標準，將

企業之專利或零件來源取得模式區分為「內化專利模式」及「外部專利模式」，其

中前者包括了企業自行研發、申請專利，或向他人購買專利及併購擁有專利權公司

之取得模式；後者則包括了以向他人取得專利授權或購買專利物品（零件）之技術

取得模式。 

本文以為，企業應仔細評估產品與技術特質、產業結構及特性、相對競爭態勢

及企業核心競爭優勢後，方能決定何種技術取得模式最適合組織及產品；此外，企

業不應墨守於單一的專利取得模式，應靈活調整其技術取得策略，針對變化快速的

技術環境與市場，混合採取最適合的不同模式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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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我國專利法增訂以相當於授權

金為損害計算基準之評析
* 

陳龍昇** 

壹、前 言 

我國自1994年起即推動專利侵權除罪化，期間歷經多次修法，迄2003年修正

時，專利法所有關於侵權刑責之規定均已刪除1，自此專利侵權爭議悉依民事救濟處

理。對於專利權人而言，專利侵權爭訟之中心除是否構成專利權侵害外（包括專利

有效性、是否落入請求專利範圍等），如何認定、計算專利侵害損害賠償額，亦為

訴訟攻防焦點所在。 

我國專利法於2011年11月29日經立法院三讀全文修正通過（2011年12月21日由

總統令修正公布，下稱「2011年修正後專利法」），新法訂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2。

有關專利侵害損害賠償之計算，2011年修正前專利法原規定於第85條，2011年修正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靜宜大學法律學系主辦之「民事損害賠償法制——民法暨其特別法之規範

與實踐(二)學術研討會」（時間：2012年5月25日，地點：靜宜大學），感謝與談人王偉霖

教授及與會人士對本文所提寶貴意見。另感謝國立中正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吳兆芳同學與楊

孟凡同學悉心協助檢索國內實務見解。 
**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自1994年提出專利法修正草案時，即已著手進行專利除罪化之修法，當時

僅刪除侵害發明專利之有期徒刑刑罰，並未完全達到除罪化之目的。2011年修法時刪除有關

發明專利之刑罰規定，2003年修法時再將新型專利、新式樣專利（2011年修正後改稱為設計

專利）的刑責規定一併刪除，我國專利侵權始全部除罪化。 
2 參見行政院101年8月22日院台經字第1010139937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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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調整條次為第97條，並參照美國專利法第284條規定，於該條第3款增訂「以相當

於授權實施該發明專利所得收取之權利金數額為所受損害」作為計算損害方式之一3。

鑑於本次增訂係參照美國專利法規定而來，是有關美國司法實務對以此方式計算損

害額所累積之見解與標準，對我國新法施行，即有參考價值。因此，本文第貳部分

借鏡美國法經驗，探討美國專利法第284條所定專利侵害損害賠償額計算方式之規

定，並分析美國法院適用該條規定所建立之具體判斷標準與酌定金額時的參考因

素。第參部分將比較我國專利法相關規定，除分析我國專利法2011年修正前、後關

於專利侵害損害賠償額計算方式之規定外，並研析我國最高法院、台灣高等法院與

智慧財產法院於專利權侵害案件中，以合理權利金為損害計算方式之判決，探討我

國法院實務於專利侵權訴訟案件中，如何認定與判斷以合理授權金數額作為損害

額。第肆部分總結全文。 

貳、美國法借鏡 

按美國專利法第281條規定，專利權受侵害者，專利權人得提起民事救濟4，倘

經法院判決構成侵害，則專利權人得依同法第284條所定方式5，請求被告賠償所受

損害。 

                                                        
3 參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立法院三讀通過「專利法」修正案，2011年11月29日，60頁（下稱

2011年專利法修正案），網址http://www.tipo.gov.tw/ch/News_NewsContent.aspx?NewsID= 
5571，最後瀏覽日：2012年9月12日。本修正案原擬一併開放動植物專利，並增訂相關配套

規定，惟因國內產業對此尚未凝聚共識，故立法院三讀時將有關開放動植物專利之條文暫緩

進行審查。因此，原刊載於立法院公報第100卷第81期之本次修正理由暨條文對照表，因內

容仍包括開放動植物專利之條文，故與三讀通過之條號有部分不同。本文引用2011年專利法

修正案之修正理由與條文，將以前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彙整並公布之內容為據，謹此敘

明。 
4 35 U.S.C. § 281 (2011) (“[The] patentee shall have remedy by civil action for infringement of his 

patent.”). 
5 35 U.S.C. § 28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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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利侵權損害之認定 

依美國專利法第284條第1項規定：法院於專利權侵害訴訟中，倘認定被告確有

侵害原告專利，其所判決被告應賠償原告之金額，必須足以補償原告因該侵權行為

所受損害，且該數額不得低於被告實施該發明專利本應支付之合理權利金及利息與

訴訟費用 6。由此可知，法院於認定被告所應賠償之金額時，原則上係以足以

（adequate）填補原告因此所受之損害（damages）為主，惟該條款後段復規定法院

所定賠償金額，不得低於被告實施該發明本應支付之「合理權利金」（reasonable 

royalty）。由此可知，是本條規定實以被告實施其所侵害之專利所應支付的合理權

利金為法院判賠金額之最低限度7。詳言之，原告若能證明其受有高於合理權利金之

損害者，法院應依原告主張而判命被告賠償；然倘原告無法證明其受害數額，或原

告所能證明之損害額低於合理權利金者，則法院應以被告實施該發明所應受給付之

合理權利金，作為被告應賠償原告之金額。 

在美國損害賠償法中，關於損害額之計算，屬「事實問題」（a question of 

fact），係由各該案件中之陪審團認定，而非由法官酌定。惟倘陪審團未能認定

者，依專利法第284條第2項規定，法官應估算之8。至於如何認定合理權利金，該條

並未有具體規定，僅於同條第3項規定，法院可參考專家證人證詞以計算數額9。對

此，美國法院於個案中所建立與累積有關專利法第284條所定之損害或合理權利金

的計算方式，對於本條於實際適用具相當重要性。 

二、計算方式 

專利權人請求專利侵害損害賠償，原則上應證明其因該侵害行為所受損害若

                                                        
6 35 U.S.C. § 284 (2011) (“Upon finding for the claimant the court shall award the claimant damages 

adequate to compensate for the infringement, but in no event less than a reasonable royalty for the 
use made of the invention by the infringer, together with interest and costs as fixed by the court.”). 

7 Rite-Hite Corp. v. Kelley Co., Inc., 56 F.3d 1538, 1544 (Fed. Cir. 1995); Revolution Eyewear, Inc. 
v. Aspex Eyewear, Inc., 563 F.3d 1358, 1372 (Fed. Cir. 2009). 

8 35 U.S.C. § 284 (2011) (“When the damages are not found by a jury, the court shall assess them.”). 
9 Id. (“The court may receive expert testimony as an aid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damages or of what 

royalty would be reasona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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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倘無法證明或所能證明之損害額低於合理權利金者，則得主張以合理權利金作

為損害額計算方式。然此二種判斷損害額計算方式並非僅得擇一為之，法院於個案

計算被告應負擔之賠償金額時，亦可併用此二種方式於同一案中統計原告應受賠償

之金額10。 

(一)所受損害 

美國專利法第284條規定，法院應判決被告賠償原告因其侵權行為所受損害，

且不得低於合理權利金之範圍。詳言之，若非被告之侵害行為，專利權人應可獲得

更多之利益，是被告賠償原告之金額，應以能令原告回復至未發生該侵害行為以前

之狀態為必要11。就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認定，專利權人所受損害應以權利人

因該侵權行為所喪失的利益為計算基礎，而非以被告因該專利權侵害行為所獲利益

為依據12。因此，侵權人所獲利益應排除於計算原告所受損害之範圍13。 

關於計算原告所受損害時之認定標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1978年Panduit 

Corp. v. Stahlin Bros. Fibre Works, Inc.案建立四項審酌時應考量之因素，此即所謂

「Panduit四要素基準」（the four-factor Panduit test）14。依此基準，專利權人請求

侵權損害賠償時，應舉證證明：1.市場上就該專利產品有需求性（demand for the 

patented product）；2.市場上無其他不構成專利權侵害的替代產品（absence of 

acceptable non-infringing substitutes）；3.專利權人有足夠製造與銷售能力可滿足市

場上對該專利產品的需求（manufacturing and marketing capability to exploit the 

demand）；4.該專利產品可能獲得之總利益（the amount of the profit it would have 

made）15。 

                                                        
10 Crystal Semiconductor Corp. v. Tritech Microelectronics Int’l, Inc., 246 F.3d 1336, 1354 (Fed. Cir. 

2001); State Indus., Inc. v. Mor-Flo Indus., Inc., 883 F.2d 1573, 1577 (Fed. Cir. 1989). 
11 See Aro Mfg. Co. v. Convertible Top Replacement Co., 377 U.S. 476, 507 (1964). 
12 Coupe v. Royer, 155 U.S. 565, 582 (1895) (holding that “at law the plaintiff is entitled to recover, 

as damages, compensation for the pecuniary loss he has suffered from the infringement, without 
regard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defendant has gained or lost by his unlawful acts.”). 

13 See Paul M. Janicke, Contemporary Issues in Patent Damages, 42 AM. U. L. REV. 691, 695 (1993). 
14 See Panduit Corp. v. Stahlin Bros. Fibre Works, Inc., 575 F.2d 1152, 1156 (6th Cir. 1978). 
15 Tate Access Floors, Inc. v. Maxcess Techs., 222 F.3d 958, 971 (Fed. Cir. 2000). 國內關於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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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4.點關於原告就其因被告侵權行為而喪失原可獲得之利益（ lost 

profits），美國司法實務認為原告可依下列情形舉證：(1)原告因侵權行為而減少的

銷售量（potential lost sales）；(2)該專利產品因侵權行為而致市場售價下跌（losses 

due to price erosion）；(3)原告因被告侵權行為致須調降該專利產品價格的損失

（losses attributable to sales made at lower prices than what the market would have 

allowed absent infringement）；(4)原告因被告將其專利產品改良、加工於另一個產

品所受之損失（losses on convoyed sales）；(5)原告因該侵害行為與侵權訴訟所致公

司財務成長所受限制之損失（damages for restricted corporate growth because of the 

infringement and ensuing litigation）16。關於「原告因侵權行為而減少的銷售量」部

分，美國司法實務認為專利權人須能證明「若非被告侵權行為，專利權人確有合理

可能性作成由被告因該侵權行為而為之銷售行為17。」而所謂「該專利產品因侵權

行為而致市場售價下跌」，係指若非被告之侵害行為，其專利產品的市場價格應不

會遭到侵權產品影響而致價格下跌而言18。此二者通常互為因果，惟就舉證上而

言，前者應較後者容易 19。至於「原告因被告侵權行為致須調降該專利產品價

格」，係指專利權人為維持其市場競爭地位，且為因應被告侵權行為，不得須就其

專利產品予以折扣價格所生損失而言。於此情形，雖尚未達到價格崩盤之情形，惟

法院認為原告在此情況下所為的折扣並非常態，亦非自願性降價，故應允以原告請

                                                                                                                                                        
「Panduit四要素基準」之文獻，可參閱汪度村，專利侵權損害計算標準之研究——以所失

利益為中心，銘傳大學法學論叢，2004年6月，2期，160-168頁；張宇樞，美國與我國關於

侵害專利權損害賠償範圍之探討，科技法學評論，2005年4月，2卷1期，211-216頁；李柏

靜，論專利侵害之損害賠償計算——從美國、中國大陸與台灣之專利修法談起，國立政治大

學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7月，27-36頁。 
16 See Janicke, supra note 13, at 697-98 & nn. 32-36. 
17 Rite-Hite Corp. v. Kelley Co., Inc., 56 F.3d 1538, 1545 (Fed. Cir. 1995) (en banc) (holding that “to 

recover lost profits damages, the patentee must show a reasonable probability that, ‘but for’ the 
infringement, it would have made the sales that were made by the infringer.”) [hereinafter Rite-Hite 
Corp.]. 

18 Tel-Lock, Inc. v. Thomson Consumer Elecs., 2005 WL 741930, 2005 U.S. Dist. LEXIS 7224, 31-
32 (N.D. Ill., 2005). 

19 Crystal Semiconductor Corp. v. Tritech Microelectronics Int’l, Inc., 246 F.3d 1336, 1360 (2001). 



114  

專利師︱第十二期︱2013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求賠償20。此外，所謂「原告因被告將其專利產品改良、加工於另一個產品所受之

損失」，係指被告所售產品本身係以系爭專利發明內容為基礎而進一步製造完成之

產品，亦即被告之產品僅有一部分落入原告專利範圍。此際，法院認為倘被告產品

非屬專利範圍部分與落入專利範圍部分在功能上具有不可分之密切關係者，則原告

得基於所謂「整體市場價值法則」（the entire market value），請求以被告所銷售的

產品整體價格，作為計算損害的基礎21。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Panduit案判決中亦肯認專利權人就其因被告侵害行為所致

公司營收成長的整體損失（the corporate growth），亦得請求賠償22。以此計算之損

害包括原告商譽所受嚴重損害，及原告因該侵權訴訟所支出之費用與時間耗費等損

失23。 

(二)合理權利金 

美國專利法第284條雖以被告實施該發明本應給付之合理權利金作為原告可獲

得之損害賠償的下限24；又，陪審團於決定合理權利金數額時，法官雖會提供美國

法院於Georgia-Pacific Corp. v. U.S. Plywood Corp.乙案25所建立審酌合理權利金的15

項因素供陪審團參考（此即所謂「Georgia-Pacific factors」，詳下述），惟實際關

於「合理權利金」的具體計算方式或標準為何？專利法條文本身並未明確規範26。

                                                        
20 TWM Mfg. Co., Inc. v. Dura Corp., 789 F.2d 895, 902 (Fed. Cir. 1986) [hereinafter TWM Mfg. Co., 

Inc.]. 
21 Rite-Hite Corp., 56 F.3d at 1549-50. 國內關於「整體市場價值法則」之文獻，請參閱劉怡

婷、王立達，美國專利侵害實際損害額之計算——以專利權人超出專利保護範圍之產品為中

心，智慧財產權月刊，2010年4月，136期，75-94頁。 
22 Panduit Corp. v. Stahlin Bros. Fibre Works, Inc., 575 F.2d 1152 (6th Cir. 1978). 
23 Lam, Inc. v. Johns-Manville Corp., 718 F.2d 1056, 1068 (Fed. Cir. 1983). 
24 35 U.S.C. § 284 (2011). 
25 Georgia-Pacific Corp. v. U.S. Plywood Corp., 318 F. Supp. 1116 (S.D.N.Y. 1970), modified and 

aff’d sub nom. Georgia-Pacific Corp. v. U.S. Plywood-Champion Papers, Inc., 446 F.2d. 295 (2d 
Cir.1971) [hereinafter Georgia-Pacific Corp.]. 

26 Coalition for Patent Fairness, Clarification of The “Reasonable Royalty” Standard is Essential to 
Unleash Innovation and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1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patentfairness. 
org/pdf/whitepapers/Damages_FINAL.pdf (last visited Sept. 1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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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個案中累積之見解，關於合理權利金之計算方式27，可

分為「解析法」（analytical method）28與「假設協商法」（hypothetical negotiation）29。 

1. 解析法（analytical method） 

所謂「解析法」，係指法院以被告銷售該侵權產品所得預期利潤，作為計算被

告應給付予原告合理權利金數額的基礎30。詳言之，以此方法計算所謂合理權利

金，係先核算被告銷售侵權產品所得預期獲得之毛利，扣除其經常費用

（overhead）與該產業一般可獲得的淨利後，以所剩之餘額作為判命被告應給付原

告之合理權利金31。亦即係將被告預期銷售毛利予以解析後（扣除經常費用與同業

一般淨利率），構築出合理權利金數額，本文以此名之為「解析法」。 

此種計算方法的優點在於核算時有明確之標的（被告之毛利、經常費用、同業

淨利率等），惟其缺點亦在於此，蓋原告必須舉證證明被告就侵權產品銷售之獲利

情形，而此類資訊往往並非原告所能輕易獲得，故在舉證上，原告將面臨資料蒐集

之困難32。 

2. 假設協商法（hypothetical negotiation） 

「假設協商法」為原告以及法院於計算合理權利金時較常採用之方法。此計算

                                                        
27 國內有關美國專利法第284條所定「合理權利金」之討論文獻，請參閱王俊凱、李友根、陳

群顯、陳建宏、王文杰、劉尚志，美國、台灣與中國大陸之專利侵權民事損害賠償實證研

究，科技法學評論，2009年4月，6卷1期，19-20頁；劉尚志、陳瑋明、賴婷婷，合理權利金

估算及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之判決分析，專利師，2011年4月，5期，66-85頁；李森堙，

權利金25趴原則之否認：談美國CAFC的Uniloc案判決，科技法律透析，2011年9月，23卷9
期，15-19頁；李柏靜，註15文，36-59頁。 

28 TWM Mfg. Co., Inc., 789 F.2d at 899. 
29 Rite-Hite Corp., 56 F.3d at 1554 n. 13. 
30 TWM Mfg. Co., Inc., 789 F.2d at 899. 
31 Id. at 899. 本案中，法院核算被告銷售侵權產品共獲得銷售額中53%的毛利，於扣除被告經

常費用以及該行業一般淨利後，尚餘銷售額30%的利潤，法院最後即以此數額作為被告應賠

償原告的合理權利金數額。 
32 劉尚志、陳瑋明、賴婷婷，註27文，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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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係假設訴訟兩造在雙方均有意願協商授權的前提下可能得出的授權金數額33。

詳言之，以「假設協商法」計算合理權利金數額，必須確立雙方若經協商可能達成

合意的「權利金計算基礎」（royalty base）與「權利金比例」（royalty rate），再

將此二者相乘，即得出合理權利金之數額34。 

適用「假設協商法」計算合理權利金時，必須考量雙方當事人之地位、系爭專

利物品、市場上同業競爭情形等眾多複雜因素35。實務上以此方法計算合理權利金

時，法院多援引美國法院於1970年Georgia-Pacific Corp. v. U.S. Plywood Corp.乙案所

列之15項計算合理權利金時應考量之因素（Georgia-Pacific factors）36，用以具體判

斷。此「Georgia-Pacific factors」包括： 

(1)專利權人曾將系爭發明授權他人，而有實際上的授權金數額可資參考37。 

(2)專利權人曾將與系爭專利相仿的其他專利授權他人，而有可資參考的授權金

比例38。 

(3)授權性質與範圍，例如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有無授權地域之限制或銷售

對象之限制等39。 

(4)授權人為維持其就該專利在市場上的獨占地位所擬定的策略或市場銷售方

                                                        
33 See, e.g., Hunt Bros Fruit-Packing Co. v. Cassidy, 64 F. 585, 587 (9th Cir. 1894); Unisplay, S.A. v. 

Am Elec. Sign Co., Inc., 69 F.3d 512, 517 (Fed. Cir. 1995). 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Rite-Hite 
Corp.判決中曾表示，現實上有可能發生原告（專利權人）從未有將其專利權授權予第三人

之意願，則在此情形下，倘於侵權訴訟中仍以假設協商法計算被告應賠償原告之合理權利金

金額，將不甚合理。Rite-Hite Corp., 56 F.3d at 1554 n.13. 
34 DONALD S. CHISUM, 1-20 CHISUM ON PATENTS § 20.07 (2007); see also Code-Alarm, Inc. v. 

Electromotive Techs Corp., 1997 U.S. App LEXIS 13031, *1, 8 (Fed. Cir. Jun. 4, 1997); Rite-Hite 
Corp., 56 F.3d at 1555. 

35 Fromson v. Western Litho Plate and Supply Co., 853 F.2d 1568, 1574 (Fed. Cir. 1988); Am. Med. 
Sys., Inc. v. Med. Eng’g Corp., 794 F. Supp. 1370, 1394 (E.D. Wis. 1992). 另請參見劉尚志、陳

瑋明、賴婷婷，註27文，70頁。 
36 Georgia-Pacific Corp., 318 F. Supp. at 1120-21. 
37 Id. (“The royalties received by the patentee for the licensing of the patent in suit, proving or tending 

to prove an established royalty.”) 
38 Id. (“The rates paid by the licensee for the use of other patents comparable to the patent in suit.”) 
39 Id.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the license, as exclusive or non-exclusive; or as restricted or non-

restricted in terms of territory or with respect to whom the manufactured product may be s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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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如不授權或僅於不影響其獨占地位條件下所為授權40。 

(5)授權人與被授權人間的商務關係，例如雙方是否於同一區域裡競爭，或雙方

是否為專利的發明人或出資人41。 

(6)被授權人銷售專利物品是否促進被授權人銷售其本身其他產品；系爭發明對

於促進授權人其他物品銷售量的影響42。 

(7)專利權期間與授權期間43。 

(8)系爭專利產品已帶來之獲利、其商業上的成功與市場普及程度44。 

(9)相較於產業界原用於獲得與系爭專利相同成果而使用的運作模式或設施，系

爭專利所具備的利用性與優勢45。 

(10)系爭發明的本質，以及該發明商品化後的特性與利潤46。 

(11)侵權人實施該發明的程度及其價值47。 

(12)同業一般允許他人使用系爭發明或相似發明時，要求該他人就其銷售所得

利潤或售價應給付予發明人的比例48。 

                                                        
40 Id. (“The licensor’s established policy and marketing program to maintain his patent monopoly by 

not licensing others to use the invention or by granting licenses under special conditions designed 
to preserve that monopoly.”) 

41 Id.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censor and licensee, such as, whether they are 
competitors in the same territory in the same line of business; or whether they are inventor and 
promotor.”) 

42 Id. (“The effect of selling the patented specialty in promoting sales of other products of the 
licensee; the existing value of the invention to the licensor as a generator of sales of his non-
patented items; and the extent of such derivative or convoyed sales.”) 

43 Id. (“The duration of the patent and the term of the license.”) 
44 Id. (“The established profitability of the product made under the patent; its commercial success; and 

its current popularity.”) 
45 Id. (“The utility and advantages of the patent property over the old modes or devices, if any, that 

had been used for working out similar results.”) 
46 Id. (“The nature of the patented invention; the character of the commercial embodiment of it as 

owned and produced by the licensor; and the benefits to those who have used the invention.”) 
47 I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infringer has made use of the invention; and any evidence probative 

of the value of that use.”) 
48 Id. (“The portion of the profit or of the selling price that may be customary in the parti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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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侵權人因實施該發明所獲利益，扣除侵權人附加於系爭發明的其他非專利

元件或改良，以及侵權人製造過程的成本、商業風險等後，應屬系爭發明應享有之

利益49。 

(14)適格專家證人的意見50。 

(15)授權人與被授權人在侵害行為發生之初，若彼此均有意願商談授權條件

時，可能達成合意的授權金數額51。 

由於「Georgia-Pacific factors」各項判斷要素牽涉範圍甚廣，同時含括發生於

假設協商（即侵害行為發生之初時）時點前、後的事實要素，且對於各該要素於具

體個案上，究應參酌如何之證據予以考量，法院於Georgia-Pacific判決中亦未進一步

表示意見52，故其適用不無困難53。論者有謂「Georgia-Pacific factors」反造成法院

在計算損害賠償時之混淆，蓋此等因素多涉及事實認定，在陪審團缺乏具體指示該

如何各該項要素判斷時，頗易流於陪審團對於事實的主觀恣意認定，其結果將有致

侵權人處於動輒遭命判賠鉅額金額之風險54。 

                                                                                                                                                        
business or in comparable businesses to allow for the use of the invention or analogous 
inventions.”) 

49 Id. (“The portion of the realizable profit that should be credited to the invention as distinguished 
from non-patented elements,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business risks, or significant features or 
improvements added by the infringer.”) 

50 Id. (“The opinion testimony of qualified experts.”) 
51 Id. (“The amount that a licensor (such as the patentee) and a licensee (such as the infringer) would 

have agreed upon (at the time the infringement began) if both had been reasonably and voluntarily 
trying to reach an agreement; that is, the amount which a prudent licensee–who desired, as a 
business proposition, to obtain a license to manufacture and sell a particular article embodying the 
patented invention–would have been willing to pay as a royalty and yet be able to make a 
reasonable profit and which amount would have been acceptable by a prudent patentee who was 
willing to grant a license.”) 

52 Lucent Techs. v. Gateway, Inc., 580 F.3d 1301, 1352 (Fed. Cir. 2009). 
53 Fromson v. Western Litho Plate & Supply Co., 853 F.2d 1568, 1574 (Fed. Cir. 1988); Callaway 

Golf Co. v. Acushnet Co., 691 F. Supp. 2d 566, 574 (D. Del. 2010). 
54 Tom Cotter, Remarks at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earing on: The Evolving IP Marketplace–

Remedies, Panel 1: Standards for Assessing Patent Damages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by Courts, 
at 39 (Feb. 11,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v/bc/workshops/ipmarketplace/feb11/090211 



我國專利法增訂以相當於授權金為損害計算基準之評析 119 

專利師︱第十二期︱2013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關此，法院已試圖於晚近判決中，就「Georgia-Pacific factors」的15項因素的

認定予以更明確的適用標準。例如︰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2009年Lucent Techs. 

v. Gateway, Inc.乙案55中即表示考量是否有第2項因素所指之其他類似系爭專利的授

權（comparable licenses）可資參考時，法院必須就技術內容、授權條件等詳加考

量，必須確有足以認定專利權人就其他專利所為之授權與系爭專利相似，始得援引

該其他專利的授權內容作為系爭案件合理權利金之計算參考56。 

於判斷「權利金計算基礎」時，前述「整體市場價值法則」亦有適用。因此，

當被告所售產品包含原告專利元件與其他非屬原告專利之元件，而該產品的銷售係

仰賴其所包含的原告專利元件者，倘原告能證明其專利元件為消費者對被告產品需

求的關鍵，則在計算合理權利金時，法院得以被告的整體產品價值作為權利金計算

基礎57。 

此外，關於合理權利金之計算，論者Robert Goldscheider等人曾提出得以被告銷

售侵權產品所得利益的25%作為合理權利金58（即所謂「25% Rule」）。此原則後

常為法院於個案中適用，作為「權利金計算比例」之基礎。惟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

院於2011年Uniloc USA, Inc. v. Microsoft Corp.判決中表示，法院於依「假設協商

法」計算合理權利金時，不應依此「25% Rule」即認定「權利金計算比例」為

25%，進而據以核算合理權利金數額59。 

                                                                                                                                                        
transcript.pdf (last visited Sept. 12, 2012). 

55 Lucent Techs. v. Gateway, Inc., 580 F.3d 1301 (Fed. Cir. 2009). 
56 Id. at 1328. 由於本文重點在於探討我國如何借鏡美國關於合理權利金之計算方式，故關於

Lucent判決所涉爭議，不在本文探討範圍中，當另撰文討論之。 
57 Rite-Hite Corp., 56 F.3d at 1549-50. 
58 Robert Goldscheider et al., Use of the 25 Percent Rule in Valuing IP, 37 LES NOUVELLES 123, 123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bu.edu/otd/files/2009/11/goldscheider-25-percent-rule.pdf (last 
visited Sept. 12, 2012). 

59 Uniloc USA, Inc. v. Microsoft Corp., 632 F.3d 1292, 1315 (Fed. Cir. 2011) (holding that the 25 
percent rule of thumb is a fundamentally flawed tool for determining a baseline royalty rate in a 
hypothetical negotiation. Evidence on the 25 percent rule of thumb is inadmissible under Daubert 
and the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because it fails to tie a reasonable royalty base to the facts of the 
case at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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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法比較 

按專利權受侵害者，依我國專利法第96條規定，專利權人得請求損害賠償。遭

侵權之專利如經專利權人實施授權，專屬被授權人於被授權範圍內，亦得主張損害

賠償。以下分析說明我國專利法於2011年修正前、後關於損害賠償計算之規定，並

以法院判決探討我國實務於以相當於授權金額作為認定原告所受損害時之審酌因素

與認定標準。至於損害賠償額之計算，2011年修正前專利法原規定於第85條，本條

規定於2011年修法時予以增刪，並調整條次為第97條。 

一、2011年修正前專利法規定 

按專利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時，在2011年專利法修正前得依該法

第85條所定各款之方式，擇一計算損害。此規定並非限定權利人僅能擇一請求，故

專利權人得就各款所定損害計算方式，分別提出其舉證方法，並請求法院擇一計算

損害，命侵權行為人負賠償責任60。且縱原告所主張的計算方法不為法院採納，亦

                                                        
60 參見2009年6月22日司法院98年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提案及研討結果民事訴訟類第8號。司法

院主編，司法院98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彙編，2010年，31-32頁。「法律問題：侵害專

利權之損害賠償計算，依據專利法第85條第1項規定有具體損害計算說、差額說、總利益說

及總銷售額說；而侵害商標權之損害賠償計算，依據商標法第63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有具體

損害計算說、差額說、總利益說、總銷售額說及商品單價加倍計算說；又侵害著作權之損害

賠償計算，依據著作權法第88條第2項、第3項規定有具體損害計算說、差額說、總利益說、

總銷售額說及酌定賠償額說；權利人均得擇一計算損害。試問：權利人是否僅得擇一主張，

或者有多項主張，由法院擇一判決？討論意見：甲說：既然專利法第85條第1項、商標法第

63條第1項、第2項、著作權法第88條第2項、第3項均規定，權利人請求損害賠償時，得擇一

計算，故就其文義解釋而言，各款之損害計算屬法條競合，權利人僅能擇一主張，不得主張

多款之計算方式。乙說：因不同之計算損害賠償方式，涉及當事人之權利與舉證責任，基於

民事訴訟法採辯論主義與處分主義，法院不宜依職權定之或限縮當事人之主張。因此，損害

之計算方式或主張賠償數額，應由權利人決定。既然專利法第85條第1項、商標法第63條第1
項、第2項、著作權法第88條第2項、第3項均規定，權利人得就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而非

限定權利人僅能擇一請求，故各款之損害計算方式，其屬請求權競合之關係。倘原告得就不

同之計算損害賠償方式，分別提出其舉證之方法，並請求法院擇一計算損害方法，命侵權行

為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法院不宜限縮權利人之計算損害方法。初步研討結果：採乙說。審查

意見：研討結果：(一)甲說之說明文字刪除「各款之損害計算屬法條競合」等共12字。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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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表示原告未受損害而不得請求賠償61。依本條規定，專利權人所得主張之損害計

算方式包括下列各種方式： 

(一)具體損害計算法 

依2011年修正前之專利法第85條第1項第1款本文規定，專利權人得依民法第

216條規定計算其損害。按民法第216條第1項規定：「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因此，依前揭專

利法規定計算損害賠償者，原告應舉證證明其因被告侵權行為所受損害與所失利

益。所謂所受損害，係指現存財產因系爭侵權行為而積極減少而言；所謂所失利

益，則係指本可取得之財產，因系爭侵權行為而致消極未取得而言62。又，倘依通

常情形，依已確定之計畫、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受害人本可預期獲得之利益，依

民法第216條第2項規定，亦視為所失利益。 

(二)差額計算法 

倘專利權人無法就其損害舉證者，依2011年修正前之專利法第85條第1項第1款

但書規定：「發明專利權人得就其實施專利權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害後實

施同一專利權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專利權人以前揭規定計算其損

害者，應證明其於侵害行為發生前就該專利權之實施通常可得之利益，以及侵害行

為發生後實際實施該專利所得利益，以其間差額為專利權人所受損害。 

                                                                                                                                                        
之說明文字刪除「『故各款之損害計算方式』，其屬請求權競合之關係。」等文字。(二)採
乙說（經付表決結果：實到人數29人，採甲說7票，採乙說15票）。」 

61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865號民事判決：「依專利法第八十四條請求損害賠償時，依同法

第八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固得依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擇一計算其損害，惟此不過係專利權人得

選擇計算其損害方法之法定選項而已，非謂其選擇之計算方法不成立，即謂無損害而不得請

求賠償。復按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

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不得以其數額未

能證明，即駁回其請求」。 
62 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1943號民事判例：「民法第216條第1項所謂所受損害，即現存財產因

損害事實之發生而被減少，屬於積極的損害。所謂所失利益，即新財產之取得，因損害事實

之發生而受妨害，屬於消極的損害。」另請參見邱聰智，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上），2003
年，3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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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銷售總利益計算法 

專利權人亦得依2011年修正前之專利法第85條第2項前段規定，以侵害人因侵

害行為所得利益為其損害。以本計算方法主張者，專利權人應舉證證明侵害人因銷

售原告專利物品所得全部收益，倘被告能證明其產銷系爭產品支出的成本或必要費

用等，則以二者差額（即被告因銷售專利物品所獲利益），作為損害賠償數額63。 

(四)銷售總額計算法 

專利權人依前揭第85條第2項前段規定，以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利益計算其

損害者，若侵害人不能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為舉證時，依同條後段規定，則以侵害

人銷售該物品所得之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以此作為原告所受損害數額64。計算侵

害人銷售全部收入應以銷售侵害系爭專利產品全部收入為限，至於其他不相關產品

                                                        
63 參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437號民事判決：「惟按專利權人依專利法第84條第1項規定

請求損害賠償時，得擇依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於侵害人不能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

舉證時，以銷售該項物品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計算其損害，專利法第85條第1項第2款定有

明文。本件上訴人迭稱：伊得以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作為專利權遭祥鋼公司、亞

冠公司侵害所致之損害，依專利法第108條準用第8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為請求；被上訴人

又未主張成本數額及表示扣除成本，自應將銷售系爭侵權產品之全部收入列為所得之利益，

資為損害賠償之數額等語……。準此，上訴人既係依專利法第8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作為計算
其損害之依據，則於祥鋼公司、亞冠公司不能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即應以其侵害系爭專

利權所製造銷售產品全部收入之所得利益為憑。原審未遑詳查究明，遽以祥鋼公司98年5、6月

間所提出發票、出貨單、出口報單等資料及亞冠公司98年5月間陳報之交易資料，列計其銷

售額，乘以上揭同業利潤標準百分之十淨利率，計算上訴人之損害，命被上訴人不真正連帶

賠償，自欠允洽。」 
64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訴字第3號民事判決：「復按有關專利侵害損害賠償之計算，

依專利法第8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被告就『成本』及『必要費用』本負有舉證責任，於被

告未能就此充分舉證時，原告依法尚得以被告就該產品之『全部收入』作為該條項所定之

『所得利益』，並作為損害賠償計算之基礎，此等皆為法律明文所定。根據前揭專利法之規

定，原告本得依法提出被告銷售系爭產品之全部收入，作為損害賠償計算之基礎，待被告就

其系爭產品之成本及必要費用提出舉證後，再以兩者之差額作為損害賠償之請求。本件原告

以被告於其發票上所記載之系爭產品進價及銷價等數據，自行計算被告產銷系爭產品之利潤，尚

屬合理。況原告既已依專利法前揭規定，提出原告對於損害賠償額度計算之主張，被告就此

額度之計算如有意見，自得自負舉證責任，提出證據就專利法前揭『成本』及『必要費用』等事

項舉證證明，被告自始未就前開成本及必要費用為何舉證證明，原告為前開請求，自屬可採。」 



我國專利法增訂以相當於授權金為損害計算基準之評析 123 

專利師︱第十二期︱2013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之銷售收入，則應予排除65。 

(五)依權利金或授權費用計算法 

現行專利法並未規定此種計算方法，惟按辦理民事訴訟應行注意事項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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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規定應屬民事訴訟法第222條、專利法第85

條之補充解釋。是倘法院依專利權人所提證據仍無法依專利法第85條第1項計算其

所受損害，或由專利權人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自得依前揭規定，參考專利權

人授權他人實施該專利時可得收取之權利金為計算損害賠償數額之基礎66。 

二、2011年修正後專利法規定 

2011年專利法修正時，原第85條第1項第1款並未修正，惟刪除該條第1項第2款

後段所規定之「銷售總額計算法」，並增訂「以相當於授權實施該發明專利所得收

取之權利金數額」為計算專利權人因侵害行為所受損害之基準67。因此，依2011年

修正後專利法規定，專利權人得就下列方式擇一計算其損害：(一)具體損害計算

法；(二)差額計算法；(三)銷售總利益計算法；以及本次修法新增之(四)相當於授權

金計算法。 

                                                        
65 參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069號民事判決：「專利法第8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銷售該

項物品全部收入』，應係指上訴人銷售侵害系爭專利即訟爭產品之全部收入而言，不包括銷

售其他不相關產品之收入」。另按2003年修正前專利法第89條第3項原另規定法院得囑託專

利專責機關或專家代為估計之數額為損害賠償額，惟2003年修法時將本款規定刪除，其修正

理由略謂：「按專利權之價值，宜由市場機制決定，須視各種物品類別，衡酌市場銷售狀況

判斷，非屬專利專責機關專業範疇。修正前之規定實屬法院囑託鑑定事項，而具體案件法院

是否囑託鑑定及何人鑑定，法院本得依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辦理，是本款規定並無必要，實

務上亦無依本款囑託專利專責機關估計之案例。再以國際法例並無由專利專責機關為之法

例，又TRIPs並未要求會員須有本款之規定，爰予刪除之。」 
66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091號民事判決。 
67 2011年修正後專利法第97條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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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刪除銷售總額計算法 

前三種計算方法之內容已如前述。至於原專利法第85條第1項第2款後段規定

（銷售總額計算法）則於本次修法時刪除。如前所述，該計算法係於被告無法證明

其成本時，即逕以其銷售總收入為原告所受損害。如此計算方式，顯係推定系爭專

利產品在市場上居獨占地位。惟姑不論此一推論與現實情形未必相符，市場上倘有

其他與系爭專利產品競爭之其他產品，則侵權人之所得利益，亦有可能是來自第三

者之競爭產品與市場利益，而非均僅為專利權人所應獲得之利益。再者，倘侵權人

本人即具相當市場優勢地位，則其因銷售系爭發明產品而得利益，極有可能係來自

其原先即已鞏固之市場地位，難謂全然與系爭發明產品有所關聯。從而，「銷售總

額計算法」逕將侵權人銷售專利產品之全部收入認為專利權人之損害，非無過當之

虞68。 

(二)增訂以相當於授權金計算法 

2011年修正前專利法雖未明訂得以相當於授權金之數額作為損害計算方法，惟

實務上遇有無法依原告所提證據認定損害或證明不易等情形時，實務多另依辦理民

事訴訟應行注意事項第87條第2項規定，以相當於授權實施專利之權利金為審酌損

害之基礎。惟「此計算方式仍應以規定於本法為宜。又考量專利權之無體性，侵害

人未得專利權人同意而實施專利之同時，專利權人仍得向其他第三人授權，並取得

授權金而持續使用該專利。因此，依傳統民法上損害賠償之概念，專利權人於訴訟

中須舉證證明，倘無侵權行為人之行為，專利權人得在市場上取得更高額之授權

金，或舉證證明專利權人確因侵權行為而致專利權人無法於市場上將其專利授權予

第三人，如此專利權人該部分之損失始得依民法損害賠償之法理被當作專利權人所

失利益之一部。因此，專利權人依第1款規定請求損害賠償額時，常遭遇舉證上之

困難。」69故2011年修正時增訂「以相當於授權實施該發明專利所得收取之權利金

數額」為所受損害。依此規定，專利權人得舉證證明其就系爭專利授權他人實施之

授權金，並以相當於該授權金之數額為基礎，核算其損害。茲有疑義者，倘專利權

                                                        
68 參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3文，60頁。 
6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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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系爭專利尚未有授權他人實施，亦即無「既存之授權金數額」可資參考，則應

如何認定所謂「相當之授權金」？因此，以下將分析我國法院以此計算方式審酌專

利權人所受損害額之判決，探討我國法院於認定「相當於授權金」時之考量因素與

判斷標準。 

三、我國法院關於合理授權金之計算方式 

我國專利法雖於2011年修正時增訂第97條第3款以相當於授權金之數額作為原

告之損害，惟如前述，法院實務於該次修正前即已依辦理民事訴訟應行注意事項第

87條第2項規定，於無法依專利法所定方式計算出原告損害時，以相當於實施系爭

專利之授權金為原告所受損害之計算基準。則我國法院以此計算方式審酌損害額時

所考量之因素暨其判斷標準為何，即有進一步探究之必要。 

為此，本文以「合理權利金&專利&侵害」為檢索字詞，搜尋司法院「法學資

料檢索」之「裁判書查詢」資料庫，分別查詢截至2012年5月20日為止最高法院、

台灣高等法院與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檢索結果最高法院有1則民事判決，台灣

高等法院有1則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有13則民事判決（如「附表」所示）。此

其中共有8則判決係以相當於授權實施專利可得之權利金計算損害（詳見附表「說

明」欄）。 

經分析後發現，倘擬以合理授權金作為損害額之計算方法，專利權人應舉證證

明系爭專利物品先前已授權他人實施之既存權利金（an established royalty）供法院

審酌參考。若法院認該既存權利金之授權標的、授權條件等與訟爭案件情形有別，

致法院無從比附援引者，法院再以類似於前述美國法院實務的「假設協商法」判斷

合理授權金數額。此外，亦有判決係將系爭專利送交第三人鑑定，法院依該第三人

所提「評價報告」認定之權利金額上、下區間，以資酌定合理授權金數額。 

(一)援引既存授權金數額 

倘系爭專利業經專利權人授權他人實施，且確有自他人收取授權金70，授權實

                                                        
70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66號民事判決。本案專利權人雖提出既存權利金，並據

此主張作應以該權利金作為本案合理權利金之計算基準，惟該專利權人因自承並未向該被授

權人收取授權金，故其主張不為法院所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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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之權限與地域範圍等，復與被告侵害系爭專利之事實相同或極為類似者，法院將

比附援引該既存授權金作為訟爭案件之合理授權金數額，並以此為原告之損害。例

如台灣高等法院95年度智上字第18號民事判決，該案被告未經專利權人同意而販售

系爭專利眼鏡，法院以專利權人就被告開始為侵害行為時，同一年度所授權訴外人

販賣其專利眼鏡之年度授權金為基礎，依據被告侵害行為之時間計算原告本可自被

告獲得之合理授權金，作為原告之損害71。 

專利權人所提之既存權利金條件與訟爭案件所涉授權標的與範圍倘無不同，僅

既存權利金有特別之計算方式者，法院仍得援用之，並依被告所涉侵權時間調整計

算方式。例如：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上更(二)字第11號民事判決，該案原告提

出其就系爭專利與他人之授權契約，該契約約定被授權人得販售一定數量，並同時

約定進貨數量與保證數量。亦即被授權人進貨數量越多，則每個專利物品之授權金

越低；進貨量越少，則授權金單價越高。若進貨數量未達保證數量者，被授權人仍

應以該保證數量計算應給付之授權金。法院以此既存權利金計算，認為被授權人至

少應支付與專利權人之年度授權金為「最低保證數量」乘以「每個專利物的授權金

單價」，從而以此認定為被告應給付原告之每年合理權利金數額72。 

                                                        
71 參見台灣高等法院95年度智上字第18號民事判決：「……查上訴人主張其就系爭專利曾授權

金可公司販售，自91年5月10日起每年度為180萬元，及授權根茂公司販售，自92年7月22日

起每年度為135萬元，有上訴人提出之專利授權契約書2件在卷足憑……。而被上訴人畢索時

尚有限公司係於92年5月30日設立，有公司基本資料查詢表一件在卷可證，參酌上訴人92年

度之授權販賣系爭專利產品之權利金為135萬元，則被上訴人畢索時尚有限公司如欲販售落

入上訴人申請專利範圍之眼鏡，亦須按年支付上訴人135萬元之權利金，而被上訴人畢索公

司之法定代理人甲○○自認，於92年間向台灣嘉義地方法院請命上訴人容忍被告甲○○生

產、銷售系爭眼鏡，並經該院以92年度裁全字第四九四號假處分准予在案，堪認被上訴人畢

索公司迄今仍有販賣侵害上訴人系爭專利產品之行為，則計算至93年10月31日止，上訴人即

得請求被上訴人畢索公司給付180萬元之權利金。又被上訴人甲○○係畢索公司之法定代理

人，於執行販售眼鏡業務時違反專利法之規定致上訴人受有損害，自須與畢索公司負連帶賠

償責任。」前開判決後於2012年6月30日經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181號民事判決廢棄，

發交智慧財產法院審理。其廢棄理由乃係基於原審就不當得利部分之認定有判決理由矛盾情

形，與合理授權金之認定應無關聯。截至本文完成，尚未查詢到智慧財產法院就本件所為之

更審判決。 
72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上更(二)字第11號民事判決：「爰審酌被上訴人先前就系爭專利

所為非專屬授權之權利金數額及時間（即既有權利金，89年9月28日至91年2月28日之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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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假設協商法計算合理授權金 

倘專利權人就系爭專利授權他人實施之條件，例如授權實施地域、授權範圍

等，與爭訟案件被告侵害行為事實有不同者，則法院即無從援引該既存授權金之計

算方式作為訟爭案件合理權利金之參考73。於此情形下，我國法院實務有以類似於

美國「假設協商法」判斷合理授權金之數額。 

如前所述，適用此方法估算合理授權金時，法院係以兩造當事人於侵害行為發

生時，雙方本於對等地位且持有對稱資訊，均有意願就系爭專利權進行協商授權之

假設為前提74，估算可得之合理授權金數額。依本文所檢索關於以合理授權金作為

損害之計算方式的判決觀之，法院於審酌合理權利金時所考量之因素並未有一致或

統一之標準，且判決理由中亦未見法院如何依此等因素認定合理授權金之論理。例

如：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66號民事判決雖表示其合理授權金數額之認定

                                                                                                                                                        
1,058,824元……、91年7月1日至92年6月30日之每年1,350,000元……、91年9月1日至94年8月

31日之每年1,800,000元……）、准許販賣一定數量專利產品之授權範圍（如授權契約有約定販

賣數量及保證數量時，量多者，每支授權金越低，量少者，每支授權金越高；如無約定數量時，

即以年度權利金計算。其中根茂公司之實際進貨數量如未達15,000支保證數量時，仍需支付
15,000支、每支90元之權利金，共1,350,000元）、當時系爭專利所餘專利期間（約10年4個

月）、授權販賣之專利產品為磁鐵眼鏡、授權地區為臺灣地區；而兩造為同業競爭關係，上

訴人於臺灣地區經由創寶公司、統順公司轉由仁愛眼鏡有限公司、皇佳眼鏡行、得恩堂眼鏡

有限公司等下游經銷商販賣系爭眼鏡，此部分侵害系爭專利權之期間長達4年，系爭眼鏡固

為上訴人據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所涵蓋，然其主要技術乃被上訴人系爭專利之再發明專利

（見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智上字第18號判決第12至14、18頁第(五)、(十)項），上訴人乃未經

被上訴人同意或授權，為再發明，並擅自販賣系爭眼鏡等情，認本件假設之系爭專利合理權利金

以每年度1,350,000元為適當。」截至本文完成時止，查無本判決是否上訴最高法院之資料。 
73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66號民事判決：「至原告雖主張前曾授權第三人廣州天

圍展覽器材有限公司實施大陸第ZL012323810號專利，授權期間為96年9月10日至97年9月10
日止，授權金為銷售額6%，並已收取第1期權利金3萬元人民幣，並據其提出產品合作條款

協定影本一份在卷足憑……，查大陸第ZL012323810號專利之權利要求第1項與系爭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內容雖完全相同，而為相同之新型……，然其授權製造地區為大陸，授權

販賣地區則涵括大陸及英美、歐洲、日本、馬來西亞、澳大利亞等市場，是以其授權之範圍甚

廣，且大陸地區就系爭桁架產品之市場規模與我國之市場規模顯不相同，自無從援引上開授權金

計算方式作為計算本件權利金之參考。」 
74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上更(二)字第1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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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參酌原告銷售系爭專利產品之獲利、專利權剩餘期間與市場占有率及系爭專利產

品之市場占有率等因素所得出，然該案中法院另一方面又否定原告所提既存授權金

之參考價值，從而合理授權金數額如何計算得出？與法院前開所列考量因素有何關

係？似未能由判決理由中得知。如此，在法院不採既存授權金之證據情形下，合理

授權金數額之核算，似悉取決法官裁量。 

又參諸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156號民事判決理由：「……本院審酌

上開估算之數字及已可證明之侵權事實，並衡量原告為一專業研究單位，被告為一

國際知名手機品牌，系爭專利一尚未授權他人實施，系爭專利技術對侵權產品獲利

及技術之貢獻程度，系爭侵權產品之市場占有率，原告舉證證明損害賠償額之困難

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至少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00萬元之合理授權金額。」可

知，前開判決中所提原告本身事業性質、被告知名度、系爭專利是否已授權他人實

施、系爭專利對市場之貢獻與占有率等因素，亦為前述美國實務「Geogeria-Pacific 

Factors」所列部分因素，顯見我國法院亦認為該等因素為對計算合理授權金數額之

重要性，惟有關此等因素與法院就合理授權金數額之計算有何交互影響，未能見判

決理由有進一步論述說明，甚為可惜。 

(三)以第三人評價報告認定合理授權金 

此外，倘雙方當事人合意就系爭專利之授權金送請鑑定機構為鑑定者，法院亦

得參考該鑑定機構所提「鑑價報告」，以該報告中所記載權利金範圍為基礎，依被

告侵害行為時間與範圍等，計算合理授權金數額。例如：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

上更(一)字第10號民事判決，即依此計算合理授權金數額75。 

                                                        
75 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10號民事判決：「經查前審於核算本件訴訟標的價額

時，曾經指定兩造合意之中國生產力中心……就系爭專利之授權金價值進行鑑定，兩造於本院審

理時對以此標準作為損害賠償額之計算亦不爭執……，即以系爭專利之授權金作為熱品公司所

受損害賠償額之計算。依據該評價報告，其計算之期間為熱品公司所主張之92年9月至95年12
月，此為欣友公司所否認，且自承侵權期間應為94年7月至12月，惟依據熱品公司於起訴狀

稱其係於94年5月間即於市場上發現麒毓公司販賣系爭裝置，並於同年5月3日發函麒毓公司

停止侵權……，再加上研發製造所需時間，欣友公司應至少於94年年初即已有製造之行為，而

熱品公司亦無法證明欣友公司於95年1月1日後仍有製造販售行為，且授權金之計算有依銷售

數量、銷售期間等多種情形，本件雖係依授權金作為損害賠償額之計算，惟事實上兩造並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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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 論 

我國專利法於2011年修正時增訂以相當於授權實施之權利金數額為專利權人因

侵害行為所受損害76，觀諸修正總說明第16點，增訂本款計算方式旨在「就權利人

之損害設立法律上合理補償底限，並適度免除舉證責任之負擔。」77惟新增之第97

條第3款：「以相當於授權實施該發明專利所得收取之權利金數額為所受損害」，

似未能完全反應以相當於授權金數額作為專利權人所受損害之下限，蓋前揭條文中

並未有如此含意之用語，亦未見有「合理」之詞於其中。修正理由稱本條係參考美

國專利法第284條規定78，然條文用語卻未如美國規定般明確以合理授權金為損害額

底限，不僅未能充分體現其規範意旨，未來適用上亦恐增解讀上爭議。 

此外，經本文初步分析可知，倘專利權人選擇以相當於授權實施之權利金數額

為其損害，我國法院實務採取之計算方式包括「援引既存授權金」、「假設協商

法」以及「依第三人出具之評價報告」等。當專利權人提出之既存授權金與爭訟案

                                                                                                                                                        
授權金之約定，故應如何計算，確有重大困難，本院衡量欣友公司之侵權行為始自94年初至94年
12月，故可依上開評價報告就該年度之授權金作為本件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額。次查該評價報

告經綜合分析認系爭專利之合理權利金價值區間為上限2,528,259元至下限1,814,728元……，

本院審酌本件於原審經兩造合意送工業技術研究院鑑定認系爭裝置落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

圍後，原審曾於96年8月14日依熱品公司之聲請，請欣友公司提出銷售資料，但為欣友公司

所拒絕……，原審遂向財政部台灣省北區國稅局調閱欣友公司之營業稅申報資料，欣友公司

於原審就給付損害賠償金敗訴後，於前審聲請再送補充鑑定，經工業技術研究院鑑定仍認系

爭專利落入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後，曾於98年7月1日於前審行準備程序時，經前審請其

提出銷售資料時表示再具狀陳報，惟於98年9月30日前審行準備程序時，欣友公司又稱因涉

及營業秘密，所以無法提出，迄前審於98年12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前，欣友公司均未提出任

何銷售資料供法院審酌，違背其身為當事人之證據提出義務，且衡量欣友公司與熱品公司係

同業關係，因此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甚鉅，故本院認應依該評價報告之權利金上限即2,528,259
元作為計算標準，並依評價期間專利技術相關產品之銷售額為92年為2,470,783元，93年為
30,970,275元，94年為40,479,561元，95年為38,446,435元……，以此比例計算94年度之授權金即
欣友公司等應連帶賠償之金額為910,790元（計算式為：2,528,259元×40,479,561／2,470,783＋
30,970,275＋40,479,561＋38,446,435＝910,79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本判決屬不得上訴第

三審之事件，故屬確定判決。 
76 參見2011年修正後專利法第97條第3款。 
77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3文，2-3頁。 
78 同前註，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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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被告侵害行為事實相同情形下，法院固得援引該既存授權金作為該案相當之授權

金的計算方式。惟倘既存授權金所涉授權標的、授權範圍、授權地域等與系爭案件

被告侵害行為有所差異時，我國法院實務即以類似於美國法的假設協商法，以兩造

於發生侵權之初本於對等地位且持有對稱資訊，均有意願就系爭專利權進行協商授

權的前提下，推算可能的合理權利金數額。如本文檢索之判決所示，我國法院在此

情況下計算授權金數額之考量因素包括既存授權金之數額、授權條件、時間；被告

侵害行為存續之期間、侵害範圍等，該等因素與授權金數額之核算關係密切，攸關

兩造當事人訴訟中之攻防答辯與舉證。目前或因法院關於以相當於授權實施之權利

金判決尚在累積，致無足夠判決數量可供分析或類型化，然如本文前開分析，我國

法院於適用假設協商法計算授權金數額時，所參考之因素有相當部分與美國法院實

務認定的「Geogeria-Pacific Factors」相類似，是我國關於相當於授權金計算的舉

證，或得參考美國法院於認定時之作法。新修正專利法自施行後，我國法院實務對

此計算方法之判斷標準，亦值得密切觀察與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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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法院 判決字號 判決日期 說明 

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上字第1091號
（原審判決：智慧財產

法院98年度民專上字第6
號民事判決） 

20110714 本件專利權人主張依「銷售總額計算

法」計算損害額，惟原審法院不採，反

以同業利潤標準計算被告因此所受利

益，最高法院任原審判決未說明何以不

採取原告主張之理由，有判決理由不備

之違失。 

台灣高等法院 95年度智上字第18號 20070717 本件以既存授權金為基礎計算合理權利

金數額。本案後經最高法院廢棄發交智

慧財產法院審理。 

智慧財產法院 99年度民專訴字第156號 20120222 本件原告主張以既存權利金計算損害，

但法院認既存授權條件與本件不同，無

從援引於本件情形，從而自為判斷合理

權利金數額。 

智慧財產法院 99年度民商上字第10號 20110825 本件為侵害商標權案件，法院以兩造先

前曾締結之授權契約所訂授權金比例計

算損害賠償額。 

智慧財產法院 99年度民專訴字第139號 20110823 本件採銷售總額計算法，法院參酌被告

先前營業淨利率、同業利潤標準等因

素，酌定賠償金額。 

智慧財產法院 99年度民專上更 (一 )字
第10號 

20110811 本件法院依第三人就專利評價報告所認

定的權利金上、下限區間認定合理權利

金數額。 

智慧財產法院 99年度民專訴字第66號 20110519 本件原告主張以既存權利金計算損害，

但法院認既存授權條件與本件不同，無

從於本件參考，從而按被告獲利的比例

核算合理權利金數額。 

智慧財產法院 99年度民專上更 (二 )字
第11號 

20110407 本件法院採取「假設性協商法」計算權

利金數額，並參酌既存權利金等因素。

智慧財產法院 98年度民專訴字第46號 20101018 本件採銷售總額計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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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判決字號 判決日期 說明 

智慧財產法院 98年度民專上易字 
第25號 
（原審判決：智慧財產

法院97年度民專訴字第

66號之二審判決） 

20100729 本件法院參酌既存權利金、被告侵權行

為態樣（就部分專利發明僅為「販賣之

要約」而無實際製造販賣之行為），酌

定權利金數額。 

智慧財產法院 98年度民專上字第6號 20100520 本件法院參酌同業利潤標準認定損害賠

償額。 

智慧財產法院 97年度民專上字第19號 20091224 本件法院參酌同業利潤標準認定損害賠

償額。 

智慧財產法院 97年度民專上字第10號 20091013 本件專利權人雖提出既存授權契約，惟

未為法院採取。本件法院採銷售總利益

計算法。 

智慧財產法院 97年度民專訴字第66號 20091005 本件採「假設性協商」計算法，並斟酌

既存權利金、被告侵權態樣（就部分專

利發明僅為「販賣之要約」而未曾實際

產銷）。 

智慧財產法院 98年度民專上字第5號 20090514 本件採銷售總利益計算法，並參酌同業

利潤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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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942號 

裁判要旨 

 

 

【行政訴訟法、專利法】 
【裁判日期】101年11月1日 

【裁判要旨】 

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適用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

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為行政訴訟法第39條第1款所明定。所謂共同訴訟人中

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或不利益於共同訴訟人，係指於行為當時就形式

上觀之，有利或不利於共同訴訟人而言，非指經法院審理結果有利者其效力及於共

同訴訟人，不利者其效力不及於共同訴訟人而言。故共同訴訟人中之一人，對於下

級法院之判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在上訴審法院未就其內容為審判前，難謂其提起

上訴之行為對於他共同訴訟人不利，其效力應及於共同訴訟人全體，即應視其上訴

為共同訴訟人全體所為。本件新型專利舉發事件，係由上訴人珍妮貝兒企業有限公

司、林良志共同舉發及訴願，其目的在於請求撤銷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依專利法第

107條第2項規定，上訴人所提舉發事由得由任何人提起，雖不必共同起訴或被訴，

亦無當事人適格與否之問題，惟系爭專利是否符合專利要件應屬一致，不得為相異

之判斷，就此部分訴訟標的有合一確定之必要，此種訴訟，數人在法律上各有獨立

實施訴訟之權能，而其中一人起訴或一人被訴時，所受之本案判決依法律之規定對

於他人亦有效力者，如該他人為共同訴訟人，應承認為行政訴訟之類似必要共同訴

訟。是本件經原審判決後，雖僅珍妮貝兒企業有限公司提起上訴，惟依前揭說明，

其上訴效力應及於原審共同訴訟人林良志，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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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上字第47號  

 

 

【專利法】 
【裁判日期】101年4月26日  

【裁判要旨】 

上訴人主張系爭產品於系爭專利申請前已公開銷售，系爭產品之外型雖因下游

零件廠商不同或內外銷因素，有些微不同，惟其結構均相同，再觀諸上訴人於96年

10月份印製之產品型錄及上訴人請求美國JDS公司寄回96年12月時隨上開產品所附

之產品使用說明書可知，上訴人確於系爭專利申請前已公開銷售系爭產品，且與系

爭專利使用相同結構，自不受系爭專利之效力所及。合於專利法第57條第1項第2款

規定所稱之「申請前已在國內使用」，或至少可認為「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所

謂「撥掃裝置」之有無或以「手動」、「馬達電動」帶動旋轉等節，並不影響集塵

裝置，主要吸塵功能之發揮及運作，且亦應非集塵裝置發揮其功能之主要關鍵組

件，更非消費者購買集塵裝置之主要考量因素。既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

之主要技術，乃為與集塵裝置發揮其重要吸塵功能無關之以電動方式帶動過濾桶內

「撥掃裝置」旋轉，則計算上訴人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即不應以上訴人銷售整體

集塵裝置機台之利潤為基礎。而上訴人所生產之系爭四種型號之集塵器，依其零組

件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技術特徵有關之生產成本計算，上訴人就銷售落

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技術特徵之裝置之獲利應為79,693元。又系爭「自動

撥掃裝置」既以「裝置」為其專利名稱，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之各個構

件本即各自單獨可發揮其功能，而在計算損害賠償時，並非不能單獨計算。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經其同意或授權，利用系爭專利之技術生產、製造、販

賣品名、型號為UB-2100ECK、UB-23SECK、UB-25SECK、UB-3100VECK及UB-

3100ECK之集塵器產品，經被上訴人自市場上取得並送鑑定後，認系爭產品落入系

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侵害系爭專利。上訴人於發行之銷售型錄中就侵權

產品UB-2100ECK、UB-3100ECK等型號，強調具有自動撥掃裝置，甚或銷售該產品

之美國JDS公司，亦以該功能作為產品之特點，益證上訴人以自動撥掃裝置吸引消

費者，並為消費者決定購買與否之依據。則上訴人以自動撥掃裝置占系爭產品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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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比例，計算所受利潤，顯不合理。依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東山稽徵所100年5

月13日中區國稅東山一字第1000003971號函檢附之製成品進產銷明細表，統計上訴

人97年度、98年度銷售侵權產品數量；暨財政部臺中關稅局99年度及100年度之出

口報單，統計上訴人99年度、100年度侵權產品之數量，並依上訴人提貨單所載之

成本，計算上訴人之利潤為新臺幣15,641,090元。因系爭專利相關技術已揭示於專

利公報，且上訴人與被上訴人為同業，上訴人明知前揭技術，被上訴人已取得專

利，竟加以製造與販賣，其係故意侵權甚明，依專利法第108條準用同法第85條第3

項規定，被上訴人並得請求3倍之損害賠償，故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300萬

元，應屬合理。 

本案法院審理後認為，排除侵害係一種不作為請求權，故客觀上有侵害事實或

侵害之虞為已足，毋須再論侵害人之主觀要件，且權利內容之完全實現上，如遭到

某種事由之妨害或有妨害之虞時，權利所有人當然有權請求排除該妨害，以保全權

利的完整性，此時應與侵權人之主觀要件無關。對此，無體財產權亦同，專利權人

所享有之排他權利，因加害人之妨害行為而喪失其完整性，或有妨害之虞，而可能

喪失完整性，專利權人當然可請求排除侵害或防止侵害，而毋庸論其主觀上是否有

故意或過失。又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係為填補權利人因侵權行為所生財產上

或非財產上之損害，旨在調和個人自由及社會安全之基本價值下，係採過失責任主

義為原則，亦即以加害人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為其成立要件，若其行為

並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可言。系爭專利產品之主要功能即係自動撥掃裝置，且

係該產品有別於其他產品之技術特徵，亦係消費者著眼購買之主要依據，若無此功

能，消費者自會購買一般手動產品，故上訴人因侵害行為所得利益，自然應依整台

機器計算，而非單以該技術裝置之構件比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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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行專訴字第10號  

 

 

【專利法】 
【裁判日期】101年6月28日 

【裁判要旨】 

原告主張：系爭申請案之創作特點，包含「正視」時按鍵與框板之對稱等寬設

計，其與按鍵塊形狀匹配位於穿槽間、「俯視」時按鍵與框板之平面設計及「側

視」時凸塊與扣片呈規則排列。該三視角各有其重要性，在新式樣「通體觀察」

時，缺一不可。原處分及原決定均僅探討系爭申請案之按鍵開關之正面設計特徵，

即「按鍵塊表面與框板之框邊表面位於同一平面」之「局部」設計，並未詳細探討

引證案與系爭申請案整體呈現之外觀視覺差異。……系爭申請案之「視覺正面」，

應同時考量產品之「俯視、前視及側視所構成之整體外觀形態」。而原處分與原決

定僅認知「視覺正面」為產品之「前視圖」，即直接評斷系爭申請案不具創作性，

未考慮產品側面搭配正面之視覺效果，顯然脫離現實之使用狀態，並與一般人之經

驗有違。 

就上述問題智慧財產法院判決指出：一、新式樣為視覺性設計。新式樣由六面

視圖所揭露之圖形構成物品外觀之設計，就立體物而言，六個視面中每一個視面雖

同等重要，然某些物品並非六個視面均為相關消費者注意之部位，對此類物品，創

作人通常會依物品特性，以相關消費者選購或使用商品時所注意之部位，作為視覺

正面。例如，冷氣機之操作面板及冰箱之門扉等均為視覺正面。審查此類新式樣

時，應以視覺正面及其所揭露之新穎特徵為主要設計特徵，倘其他部位無特殊設

計，通常不致於影響相同、近似之判斷（參照2005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新式樣

專利實體審查第三章專利要件2.4.3.2.3以主要設計特徵為重點(2)視覺正面）。申言

之，新式樣專利申請案應為肉眼能夠確認，並具備視覺效果之設計，法院或審查人

員應模擬相關消費者選購商品之觀點，比對、判斷專利權範圍中之視覺性整體設計

或主要部分與先前技藝物品是否相同或近似。二、就系爭申請案之按鍵開關模組而

言，相關消費者選購或使用商品時之主要注意部位，應在於其「前視圖」所揭露開

關正面之外觀設計部分，至於左、右或仰、俯視圖所揭示之特徵，除框架側面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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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餘突出於框架背面之固定座及其凸塊與扣片等特徵，在一般使用狀態下，均

隱藏於各種電器用品構造內，無法由外觀之，非屬新式樣專利透過視覺訴求保護之

外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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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行商訴字第33號  

 

 

【商標法】 
【裁判日期】101年7月19日 

【裁判要旨】 

原告以「青啤」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2類之「啤酒、黑啤酒、生啤酒、淡啤

酒、薑汁淡啤酒、麥酒、麥芽啤酒、製啤酒用麥芽汁」等商品申請註冊，經核准列

為註冊第1366545號商標。嗣參加人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以系爭商標之註冊違反

修正前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對之申請評定。案經審查為系爭商標之註

冊應予撤銷之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經濟部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 

所謂「描述性商標」或說明性商標，係指用於直接描述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功

能、品質、用途或其他特點者，因欠缺識別性，原則上不得作為商標，惟如因經長

期反覆使用，消費者對之已經產生商品或服務之聯想，而產生第2層意義具識別性

者，則例外承認其具商標屬性，可得申請註冊。又所謂「商品之說明」者，係指商

標之文字、圖形、記號、顏色組合或其聯合式等，依社會一般通念，為商品本身之

說明或與商品本身之說明有密切直接明顯關聯者而言。又基於表彰商品或服務之目

的將商標使用於商品或服務，即為商標法上所謂之商標使用。而商標權基於屬地主

義原則，深具地域性，在一國註冊取得之商標權，除著名商標或標章外，原則上在

該國領域內享有專用權而不擴及域外，故於判斷商標是否「表示商品或服務之形

狀、品質、功用或其他說明者」，自應將其註冊地區相關之直接明顯方言、文化列

為觀察要素之一（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560號判決要旨參照）。 

查本件系爭商標係由中文「青啤」2字左右排列構成，其中「青」字之臺語發

音為「ㄑ一ㄟ」，係「生」或新鮮之意，而「青啤」以臺語發音即為「生啤酒」之

意，而業界又慣於對未經發酵之啤酒，以「生啤酒」稱之及標示，藉以與經發酵之

啤酒為區分，原告以之作為系爭商標圖樣，指定使用於「生啤酒、淡啤酒、啤

酒……」等商品，依臺灣地區之一般社會通念觀察，實係商品本身之說明，具商品

描述之性質，自難謂系爭商標「青啤」在臺灣地區非商品本身之描述與說明，而有

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2款之適用，應不准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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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雖主張臺灣為多元化之社會，使用中文為第一語言，兼容並蓄包含有客家

語、英語及原住民語言之使用，系爭商標之「青啤」2字，其中「青」字為顏色之

形容詞，上古指藍色，後來指深綠色，「青啤」並非用以形容未經發酵之生啤酒等

語，惟查，我國國民最普遍使用之語言雖為國語（即國際上所稱的「華語」），惟

臺語（即臺灣閩南語）係我國使用最普遍的方言，僅次於國語的使用率，是就本件

而言，在商標權屬地主義原則下，有關系爭商標在我國一般消費者普遍係使用臺語

作為方言之情形下，針對「青」之發音及表徵之含意即應列入衡酌，據此，原告之

主張顯係忽略商標權註冊屬地主義之直接明顯地域性「方言」發音因素，容有所

偏，未具客觀性，自無可取。 

至原告另主張其為大陸地區「青島啤酒」之臺灣區總代理，且青島啤酒經廣泛

行銷使用，為大陸官方認定之馳名商標，且以兩岸人民間往來如此頻繁之資訊，著

名之「青啤」商標透過社會交流亦早已為臺灣民眾所知悉，並有報章媒體、網路報

導及青島啤酒集團於大陸地區註冊之「青啤」商標資料足證，主張系爭商標已具識

別性等語。然查，第三人固在大陸地區獲得「青啤」商標之註冊，惟依上揭商標權

屬地主義原則，該商標既僅在大陸地區獲准註冊，因有其地理（山東省青島市）及

歷史背景（在1903年時德國商人在青島創建）之考量，難有考量臺灣地區特有方言

文化之特色。而第三人亦多以「青島啤酒」稱呼原告製售之產品，原告亦多係以

「青島啤酒」作為行銷啤酒商品之標識，是依原告所呈之報章媒體及網路報導尚不

足認系爭商標之中文「青啤」，可資作為表彰其商品識別標誌之來源，而為相關消

費者所知悉，故而系爭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因包括「生啤酒」等在內，將使一般消

費者誤認「青啤」即為「生啤酒」之意，而屬商品描述之性質，洵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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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日  期 內  容 

10月11日 
於研訓中心1103會議室，舉行商標實務系列講座第一場次，講題「商標

案例分析及新修正商標法對商標審查實務之影響」，邀請智慧財產局主

任秘書洪淑敏擔任主講人。 

10月19日 
於智慧財產局30樓會議室，召開「專利師法修法專案小組第六次會

議」，本會由洪武雄常務理事、廖鉦達理事、黃瑞賢監事、林景郁副秘

書長代表公會出席。 

10月31日 

英國專利師公會（CIPA）在泰國清邁的APAA會議期間與本會人員進行

會餐，希望藉以延續去年本會訪英所建立的情誼。英國專利師公會方面

共有15人出席餐會，本會由國際事務委員會閻啟泰副主委、洪武雄常務

理事、王仁君常務監事、祁明輝理事、洪澄文理事、蔣大中理事、周良

吉理事、林景郁副秘書長、涂綺玲專利師、林怡芳專利師、何愛文專利

師、李文賢專利師等12位代表公會出席餐會。 

11月2日 

日本知的財產協會25人來訪公會，並於工總12樓第二會議室進行交流座

談會，由本會吳冠賜副理事長擔任主持人，國際事務委員會黃瑞賢副主

委列席，另有洪武雄常務理事、王至勤理事、周良吉理事、何秋遠理

事、祁明輝理事、黃章典監事、吳江山專利師、蔡坤旺專利師、林金東

專利師、鍾文岳專利師、廖文慈秘書長等13位代表公會參與座談會。 

會務動態與紀要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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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1月8日 
於研訓中心1103會議室，舉行在職進修系列講座第三場次，講題「電腦

軟體專利於民事侵權訴訟中判斷重點」，邀請司法院資訊管理處處長

何君豪擔任主講人。 

11月13日 
於研訓中心1103會議室，舉行商標系列講座第二場次，講題「商標行政

訴訟實務及案例分析」，邀請智慧財產法院陳忠行法官擔任主講人。 

11月14日 

歐洲專利局上訴委員會來訪公會，並於工總12樓第二會議室進行交流座

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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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1月16日 

專利師公會——專師權利維護委員會辦理北部巡迴講座，當日由蔡坤財

理事長、吳冠賜副理事長傾聽各位會員對公會的期許建言，與專利師執

業中的權利與維護，承蔡坤財理事長、吳冠賜副理事長指示，專利師權

利維護委員會主委廖鉦達也在當日向各位報告專利師法最新修法方向並

聽取建言。 

 

 

11月22日 
於研訓中心1103會議室，舉行在職進修系列講座第四場次，講題「電腦

軟體相關發明之申請專利範圍解析」，邀請台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劉

國讚副教授擔任主講人。 

11月22日 召開編輯委員會第一屆第十二次會議。 

11月23日 
於智慧財產局30樓會議室，召開「專利師法修法專案小組第七次會

議」，本會由洪武雄常務理事、廖鉦達理事、黃瑞賢監事、林景郁副秘

書長代表公會出席。 

12月7日 

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於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4樓402AB會議室（會

員大會場地）、403會議室（舉辦常務理事／監事／理事長選舉）舉

行。晚宴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4樓402AB會議室。會員贈品：

兩岸事務委員會籌劃之大陸專利案例研析專書及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

設計之專利師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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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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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附上任職單位、職稱、

通訊地址、白天聯絡電話、手機、傳真、email。 

2.來稿一經採用，請於接獲接受刊登信後三日內將定稿電子檔傳至上述電子郵

件信箱，以便排版作業。排版後之校對，由作者負責。 

三、稿件如全部或主要部分已在其他刊物或將在其他刊物發表者，請勿投稿本刊。

一稿數投經查證屬實者，本刊得於二年內暫停接受該作者之投稿。 

四、來稿一經刊登，文責由作者自負，專利師公會（下稱本會）得多次利用。本會

之編輯委員會得就其著作重新編製紀念文集或彙集成冊及刊載於電子媒體；並

得授權第三人使用或授權予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

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為，並得為符合各資料庫之需求，為格式之修改。 

五、投稿者欲撤回投稿時，若已完成編排作業者，需賠償本會損失，並經編輯委員

會同意後始得撤回。 

六、來稿發表後由本刊贈送當期刊物1本；本刊自第13期起，稿酬調整為12,000字

內1字1.2元，超過12,000字部分每字0.6元，上限18,000元。 

七、本刊每年出版4期，分別在1月、4月、7月、10月出刊，請踴躍投稿。 

八、聯絡資訊： 

1.洽詢：本會幹事鄭小姐 02-2701-1990 

2.傳真：02-2701-0799 E-mail：mail@twpaa.org.tw 



 

 

《專利師》審稿辦法 

一、為建立本刊審稿制度，促進本刊文稿品質，特定本辦法。 

二、本刊採用雙向匿名審稿制，來稿由編輯委員會依稿件性質商請二名編輯委員或

相關領域專家負責審稿，並於收到稿件後三週內審畢。 

三、編輯委員會綜合編輯委員與審稿意見後，決定是否刊登、修改後刊登、修改後

再送審、或不予刊登。 

四、編輯委員會得視需要，就各期刊物設定主題，由各編輯委員選定各期主題，並

擔任當期主編。當期主編所邀稿件，得獨立審稿後逕為刊登。 

五、本辦法經編輯委員會通過後，自中華民國99年2月1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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