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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界專業人士對於本刊的積極參與，所投大作之精闢論述，確使《專

利師》季刊生色許多。 

本第十一期總共收錄了六篇文章，除了接續前期刊載黃文儀教授從美日法

院判決案例探討專利權耗盡及專利保護之部分，本期季刊包括三篇與專利有效

性相關主題：智慧財產法院林洲富法官及台南地方法院張銘晃法官各分別就我

國智慧財產法院對民事案件及行政案件之專利有效性審理的現行問題進行剖析

與探討；余佳芮法律專員另從日本創設專利有效性雙軌制以來所衍生之問題來

評析日本最新相關修法內容。此外，本期亦包括二篇專利策略考量之主題：葉雲卿

教授從美國侵權實務觀點探討企業界應如何取得並運用專利意見書來降低涉及

專利之商業活動的風險；楊千旻教授則針對高科技產業對策略聯盟的運用與專

利布局的重視提出結合兩者之專利策略新思維。其中： 

林洲富法官之「民事法院審理專利之有效性——以發明人請求讓與專利權
及專利授權之給付義務為論述中心」一文，係從專利權之讓與及授權金給付有

關之訴訟案件論述民事法院所為專利有效性之判斷及其效力，進而提出具體修

法建議。 

張銘晃法官之「行政訴訟之審理範圍——以專利有效性判斷為中心」一文
係從比較法觀點參酌日本訴訟法制與實務發展對我國實務現況進行分析檢討並

尋求解決之道。 

葉雲卿教授之「美國專利侵權意見書之實務面」一文，從美國侵權實務觀

點探討企業界應如何積極取得專利意見書以排除訴訟中惡意侵權之可能，進而

參酌法院相關見解以歸納適格專利意見書應具備的要件，相當值得作為我國廠

商對於如何取得適格專利意見書的參考。 



黃文儀教授的「專利物品中消耗品之替換與專利權耗盡（下）」一文，延

續上篇從介紹日本Canon案判決探討消耗品的專利權耗盡，復以美國法院判決見
解評析消耗品資源回收與專利保護之衝突，進而從美日兩國法院對於專利權人

保護與自由交易保護兩者的衡平提出分析比較，以供我國類似案件參酌。 

余佳芮法律專員之「日本專利有效性判斷雙軌制與平成23年修正法中對於
雙軌制修正之評析」一文，介紹了日本對專利有效性判斷之法制演進、權利有

效性判斷採雙軌制所衍生之實務問題、及為解決相關問題之最新修法內容，以

作為我國相關法制之借鏡與參考。 

楊千旻教授之「高科技產業之專利布局與策略聯盟」一文，係從對現今高

科技產業間進行策略聯盟的觀察，探討目前策略聯盟的型式及可運用的專利布

局方法，提供高科技產業有關專利布局與策略聯盟之新思維。 

以上是本期所收錄文章的簡單介紹，每篇內容都相當豐富可期，兼顧理論

與實務的深入探討，涵蓋範圍亦相當廣泛。謹此邀請各界先進好友一同參酌共

襄，讓《專利師》季刊在專利領域的交流平台中，因您的參與而日益進步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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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民事法院審理專利之有效性 
——以發明人請求讓與專利權及專利授權         

之給付義務為論述中心 

林洲富* 

壹、序 

一、智慧財產訴訟新制 

智慧財產法院於2008年7月1日揭幕運作，同日並實施智慧財產訴訟新制，依專

利法所保護之智慧財產權益所生之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原則上由智慧財產法院法

官獨任審判。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由智慧財產法院合議行之（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

第3條第1款、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9條第2項）。例外情形，係基於當事人為程

序主體之地位，自可合意普通法院為管轄法院，由渠等所合意之法院為管轄法院

（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25條）。故智慧財產民事訴訟事件非專屬智慧財產法院管

轄，其他法院就實質上應屬智慧財產民事事件而實體裁判者，上級法院不得以管轄

錯誤為由廢棄原裁判（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9條）。故智慧財產法院對於專利

民事事件僅有優先管轄權（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3條第3款、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

第31條第1項），並非專屬管轄權，普通法院經由當事人合意管轄之約定，亦得審

理智慧財產之民事事件1。使智慧財產法院非獨占智慧財產事實審之民事訴訟審判

權，促進不同法院審判經驗與見解之交流，具有提升法學進步之功能。 

                                                        
* 智慧財產法院法官。 
1 司法院，98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彙編，2009年，17頁。司法院，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新
制問答彙編，2008年，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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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智慧財產訴訟新制之重大變革與核心概念而言，倘當事人爭執專利有效性

時，民事法院應於訴訟程序中認定專利權是否有效，無待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

「智慧財產局」）作成專利舉發成立，或因舉發案而停止本案訴訟。因專利事件與

專業技術或科技領域有關，故智慧財產法院審理專利事件，通常涉及專利技術之判

斷，其亦面臨審查專利有效性之問題。故智慧財產法院有配置技術審查官輔助法官

從事相關技術問題之判斷，以協助法院就專利技術爭點進行調查與審認，在同一民

事訴訟程序一併審理專利有效性與專利侵害事實2。智慧財產法院目前所配置之技術

審查官，主要係向智慧財產局借調專利審查官擔任之（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15

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4條）。職是，我國法院審理專利爭訟事件，已具司法

一元制之內涵，同時解決私法與公法上之紛爭，顯具有縮短訴訟程序與統一專利法

見解等效益3，實為有效率之訴訟法制。 

民事法院應於專利權爭議之民事事件，自行認定專利有效與否之法律與事實問

題，倘認定專利權有撤銷之原因存在，民事法院應據此判斷專利侵害不成立或授權

契約標的嗣後不存在，專利權人不得於該民事訴訟中對於他造主張專利權。因專利

權於專利侵害或授權之民事訴訟中，有可能經民事法院認有應撤銷事由，故對於部

分專利權人憑藉專利權恣意控告競爭者而有輕率起訴者，自具有相當程度之威嚇功

能4。準此，智慧財產法院成立已屆4年，經由智慧財產訴訟新制之運行與法官專業

本職學能之累積，專利侵權訴訟之審理與裁判效率、品質，均有顯著之提升與精

進，符合設置專業法院與制定訴訟新制之立法本旨5。 

二、本文研究議題 

專利權為智慧財產權之一環，其係準物權之私權，故當事人爭執專利權之有效

                                                        
2 林洲富，專利侵害之民事救濟制度，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1月，275

頁。 
3 吳東都，從美國專利訴訟制度論設立我國專利法院（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2005年2

月，67期，13頁。 
4 韓薰籣，美國專利侵權及專利無效訴訟關聯性研究——論199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Cardinal

案的判決，智慧財產權月刊，2006年5月，89期，39頁。 
5 簡秀如，智慧財產法院於侵權訴訟中審理專利有效性之揭露心證義務，理律法律雜誌雙月

刊，2011年7月，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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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得由民事法院在民事訴訟程序中予以判斷。參諸智慧財產法院或普通法院專司

審理專利權所生爭議之民事法官（專利法第92條；修正第103條）6，通常具備判斷

專利權有效性之專業能力，就其終結訴訟所應認定之專利權有效性爭點，自不待行

政爭訟之結果，可自行判斷之，以期紛爭解決一回性，迅速實現訴訟當事人之權利

保護7。準此，當事人一造於民事訴訟事件主張取得專利權之對造應讓與專利權；或

原告依據當事人間有專利授權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授權金時，他造或被

告主張或抗辯專利權有應撤銷之原因者，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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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法或專利法有關停止訴訟程序之規定，以避免

訴訟之延遲（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第1項）。民事法院應探究系爭專利是否

合法有效8，因專利是否符合專利要件，係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授權金或移轉專利權之

前提要件。故專利有應撤銷事由存在或嗣後經舉發撤銷確定，是否構成授權契約標

的不存在而契約無效；抑是原告請求之標的非私法之法律關係，導致原告請求不合

法或無理由，均影響當事人間之權益，自有探究之必要性。職是，本文首先論述專

利技術之發明人得否於民事訴訟事件，請求取得專利權之非發明人移轉專利權，此

涉及專利法第10條之申請變更權利與第67條（修正法第71條）之舉發原因間，兩者

之適用關係。繼而探討當事人簽訂專利授權契約後，專利權經舉發撤銷確定，被授

權人得否主張專利權自始無效，並依據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授權人返還已給

付之授權金。最後於文末提出民事法院判斷專利有效性之爭點，應拘束專利權人對

於他案第三人行使權利，作為本文之結論，並建議修改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或智慧

財產案件審理細則，明定智慧財產法院之民事法院就專利有效性之判斷，具有對世

效力，並擴大專利法第10條之申請變更權利事由，以契合設置專業法院與建立智慧

財產訴訟新制之目的，並使司法資源有效之運用，達成訴訟經濟之功能。 

                                                        
6 因2011年12月21日修正之專利法，行政院另定於2013年1月1日，始生效施行，故撰寫本文所

適用之專利法法條，仍以現行法為準，並附記「修正法」之條文。 
7 林洲富，專利法案例式，3版，2011年，305頁。 
8 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34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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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明人請求讓與專利權 

發明人為專利申請權人，依據專利法有申請專利之權利。除專利法或契約另有

規定外，第三人未經發明人同意或授權不得持該發明申請專利（專利法第5條）。

倘第三人無合法權限，擅自持該發明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並經核准取得發明專

利在案，發明人得以利害關係人之身分，主張該專利權人非發明專利之發明人，並

無專利申請權，向智慧財產局提起舉發，請求智慧財產局應依舉發或依職權撤銷其

發明專利權（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第2項；修正法第71條第1項第3款、第2

項）。發明為非專利申請權人請准專利，經專利申請權人於該專利案公告之日起2

年內申請舉發，並於舉發撤銷確定之日起60日內（修正法為2個月）申請者，以非

專利申請權人之申請日為專利申請權人之申請日，使專利申請不致喪失新穎性與進

步性等專利要件（專利法第34條第1項；修正法第35條第1項）。職是，發明人得經

專利舉發與專利申請等行政救濟程序，回復其應取得之專利權，其屬公法上之爭

議，非普通法院審理之權限。 

在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之民事訴訟事件，倘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專利之發明

人，被告未經其同意，持原告之發明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並取得系爭專利在

案，原告除已向智慧財產局提起舉發外，並於本案訴訟依民法第767條之法律關

係，行使物上請求權主張被告應將系爭專利之專利權移轉予原告。審理本案訴訟之

民事法院，是否得依據原告主張之請求權基礎，命被告應將系爭專利之專利權轉讓

予原告？此有關專利申請權之性質、授予專利權之法律關係、專利權之屬性、專利

法第10條之權利申請變更限制、民事法院認定專利有效性之效力及審判權之劃分等

議題，本文依序論究如後。 

一、專利申請權為公法上之權利 

專利申請權雖為申請專利之權利，然在專利權申請經智慧財產局審查認定應授

予專利權之前，僅為取得專利權之期待權，專利法未規定侵害專利申請權者，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就專利法第6條第2項、第3項規定以觀，專利權得作為設定質權之

標的，而專利申請權則不得為質權之標的。專利申請權係依據專利法向國家申請專

利之權利，其性質為公法上之請求權，國家依據專利法授予專利申請權人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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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授予專利權之決定，其固為形成私法關係之行政處分，惟專利申請之性質屬於公

法事件，倘發生爭議時，應循行政爭訟救濟。準此，專利申請權為公法上之權利而

非私權，專利申請權人不得以非專利申請權人侵害其專利申請權為由，依據私法之

法律關係，提起專利申請權受侵害或請求確認專利申請權之民事訴訟。例外情形，

係當事人依據私法契約關係明定專利申請權之歸屬，渠等對於專利申請權之歸屬有

所爭執，因該契約關係屬私權之爭執，而專利法並無明文規定，當事人應如何救

濟。故當事人本諸私法之法律關係，應經由民事爭訟程序救濟之，自得向民事法院

提起確認專利申請權存在或不存在之訴9。 

本文上揭之案例，原告雖於專利民事訴訟中主張其為系爭專利之發明人，被告

未經其同意，自不得以此發明之技術申請專利。然兩造間並無專利申請權歸屬之私

法契約（專利法第7條第1項、第2項），故被告持系爭專利技術向智慧財產局申請

發明專利，該專利申請權為公法上之請求權，倘有爭執者，應由行政爭訟程序處

理。職是，原告在本件民事訴訟中，自不得以被告非系爭專利申請權人為事由，依

據民法第767條規定之物上請求權，請求被告應將系爭專利之專利權移轉予原告。 

二、授予專利權決定之法律關係 

所謂行政處分者，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

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專利權

之發生為智慧財產局本於行政權作用所核准創設，是專利權之存在與否，係屬公法

上之法律關係，既無特別規定，自不得為民事訴訟之訴訟標的。蓋智慧財產局為專

司審查專利權之行政機關，基於專利法所賦予之權限，審查專利申請是否具有取得

專利之要件，係行使公權力之行為，其審查認定核准專利之決定，其為形成私法關

係之授益性行政處分，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其屬公法上之法律

關係範疇10。智慧財產局所為之行政處分雖有創設專利權之效力，然授予專利權之

行政處分，顯非私法之法律關係。 

智慧財產局核准專利權或作成專利權舉發成立之行政處分，其性質為公法上之

                                                        
9 最高行政法院91年度判字第25號判決。 
10 林洲富，註7書，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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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並無特別規定，得由民事法院提起給付或確認之訴，民事法院不得代替智慧

財產局行使行政權，逕自作成行政處分。本文所舉之案例，認原告即發明人是否可

取得專利權，基於憲法上權力分立原則，理應由智慧財產局先為第一次判斷或裁

量，藉由行政之自我控制，作為司法審查前之先行程序。準此，專利專責機關是否

授予專利權與原告或被告，其屬公法之法律關係，倘原告不服智慧財產局核准專利

之處分，並爭執被告非發明人，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事由時，應循行政爭訟程序解決

之。民事法院所為民事判決，實無法發生行政機關移轉、撤銷或塗銷專利權登記之

效力11。況縱使已核准生效之專利權，亦得經專利權人申請更正而減縮申請專利權

範圍，而專利專責機關核准更正後，並應將其事由刊載專利公報。說明書、圖式經

更正公告者，溯自申請日生效（專利法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4項；修正法

第67條第1項第2款、第68條第1項、第2項）。益徵授予專利權之行政處分或其內容

之變動，均為專利專責之行政機關為之，其為公法上之法律關係甚明。 

三、專利權為準物權 

(一)當事人無私法關係 

因專利權、著作權及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通說稱為無體財產權或準物權，故

專利權為準物權，雖得適用民法第765條規定之所有權權能與同法第767條規定之物

上請求權。然本文所舉案例中，原告爭執被告所有之系爭專利技術特徵與原告之發

明相同，其屬非專利申請權人取得專利之舉發事由，並非基於僱傭關係、委聘關係

或其他私法關係。詳言之，僱用人得依據專利法第7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請求

受僱人將其職務上之發明所取得之專利權，移轉登記予僱用人；或出資人依據委聘

契約之約定，亦得請求發明人讓與系爭專利予出資人；抑是當事人有其他私法關係

時，自得依據渠等之約定請求轉讓系爭專利。職是，如當事人間並無僱傭、委聘或

其他契約等私法關係，縱使專利權為準物權之私權，原告亦無從依據民法第767條

之規定，提起民事給付之訴，請求被告移轉系爭專利權予原告，故原告主張其為系

爭專利之發明人，主張被告應移轉專利權，為無理由。 

                                                        
11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訴字第38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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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事人有私法關係 

智慧財產民事訴訟事件，依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3條第1款、第4款及本法第7

條規定，其範圍包含：1.智慧財產權權利歸屬或其申請權歸屬及其報酬爭議事件。

2.智慧財產權授權契約事件。3.智慧財產權讓與、設質、信託、同意註冊、申請權

讓與及其他契約爭議事件（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2條）。故有關專利權利歸

屬、專利權授權契約事件及專利權讓與等私法契約爭議事件，民事法院有該等民事

事件管轄權。而專利權移轉或讓與契約為諾成契約，其性質為非要式行為，故當事

人就專利權移轉或讓與達成合意，受讓人即已取得專利權，縱使未向智慧財產局辦

理專利權讓與或移轉登記，僅未取得對抗第三人之效力，其屬登記對抗主義，不影

響當事人讓與或移轉專利權之效力（專利法第59條；修正法第62條第1項）。 

智慧財產局為專利讓與之登記機關，自形式之登記外觀，第三人可認定是否有

專利讓與之事實，其具有公示之表徵。因專利權核准登記後，即生對抗第三人之效

力，專利專責機關應將登記事實刊載於專利公報公告之，並登載於專利權之簿冊，

可使社會大眾知悉專利權之狀況，以保護交易行為之第三人12。準此，因專利權為

準物權之私權，倘當事人間有僱傭、委聘契約或其他私法關係，原告自得依據當事

人間之私法關係，提起民事給付之訴，請求讓與人將專利移轉登記為讓與人所有。

甚者，就受僱人職務上之專利權歸屬以觀，縱使僱用人未支付受僱人適當之報酬，

亦非僱用人取得受僱人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依契約而所應為之對待給付，非因契約

關係互負債務（專利法第7條第1項）。故受僱人自不得就僱用人應給付之適當報酬

與移轉專利之義務間，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抗辯僱用人未給付報酬前，拒絕移轉系

爭專利予僱用人（民法第264條）13。 

(三)移轉專利權登記為意思表示 

命債務人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確定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

義成立者，視為自其確定或成立時，債務人已為意思表示（強制執行法第130

條）。專利權人依據私法之法律關係，雖負有協同受讓人向智慧財產局為移轉專利

                                                        
12 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訴字第47號、100年度民專上字第50號民事判決。 
13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訴字第89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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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思表示之義務，然受讓人請求讓與人為移轉專利之意思表示，強制執行法第

130條既明定意思表示於判決確定時，視為已為意思表示，倘准許法院宣告假執

行，使意思表示之效力提前發生，即與法條規定未合，故協同辦理移轉專利登記之

判決，須自判決確定時，始視為已為意思表示，法院不得宣告假執行。職是，原告

請求法院宣告假執行，即無理由，應予駁回14。 

四、專利法第10條之權利申請變更限制 

僱用人或受僱人對專利法第7條及第8條所定權利之歸屬有爭執而達成協議者，

得附具證明文件，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變更權利人名義。專利專責機關認有必要

時，得通知當事人附具依其他法令取得之調解、仲裁或判決文件（專利法第10

條）。職是，因僱傭關係而生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歸屬之爭執，固可先向民事法院

提起確認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歸屬之訴訟，並於獲勝訴判決確定後，即可附具該確

定判決，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變更權利人名義。然專利法明文僅限於受僱人職務上

或非職務上專利權之歸屬，得向民事法院提起確認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歸屬之訴

訟，不及其他專利權利歸屬爭執之類型。準此，非由僱傭關係而生專利申請權及專

利權歸屬之爭執，利害關係人應提起舉發，經行政爭訟程序，確認系爭專利是否有

應撤銷之事由，自不許舉發人向民事法院提起確認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歸屬之訴

訟。 

五、民事法院認定專利有效性之效力 

(一)適度之公開心證 

被告在專利權爭議之民事訴訟中，抗辯專利有應撤銷之事由，並舉證以實其

說，而成為兩造之訴訟爭點時，民事法院應就其具備之專業知識，或經技術審查官

為意見陳述所得之專業知識，向當事人曉諭爭點，並適時表明其法律見解與適度公

開心證，告知認定專利有效性與否之見解，賦予當事人有辯論與聽審之機會，始得

採為裁判之基礎（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8條）。以避免突襲性裁判，保護訴訟當

                                                        
14 張登科，強制執行法，2004年，568頁。林洲富，實用強制執行法精義，7版，2011年，3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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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之實體與程序利益15。 

(二)命訴訟參加 

民事法院認定專利有效性之結果，倘與智慧財產局有歧異時，因專利有無應撤

銷之原因與智慧財產專責機關之職權有關，為使民事法院取得更周全之訴訟資料，

作出正確之判斷，並儘量避免與專責機關之判斷發生歧異，應賦予專責機關參與程

序及表達意見機會之必要（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7條），此程序自不因有技術審

查官參與訴訟程序，而忽略之。職是，法院擬推翻專利專責機關之判斷前，自應斟

酌情形命智慧財產局參加訴訟，俾於妥適判斷，倘捨此不為而逕為判斷，即未盡調

查之能事。況法院對於事涉特別專業領域知識之專利技術，不能因有技術審查官之

參與程序，即捨必要之證據調查，不啻將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委諸技術審查官。蓋

技術審查官非鑑定人或證人，僅為法官之輔助人（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15條第4

項）16。 

(三)對人效力 

1. 我國法院 

審理智慧財產訴訟之民事法院，在民事訴訟中就其專利權有無應撤銷原因之爭

點雖可為實質判斷，然民事法院對於行政權之行使，僅得為適法性之監督，不得逾

越權力分立之界限，取代智慧財產局行使行政行為。是民事法院認定專利權確有應

撤銷之原因，就該訴訟不得對他造主張權利，民事法院固得據以駁回權利人之訴，

或為權利侵害所生請求權不存在之確認判決（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惟該

民事判決就專利權之有效性判斷，僅於該民事訴訟發生拘束力，專利權人之權利未

經智慧財產專責機關予以撤銷確定，智慧財產權人對於其他第三人之權利行使，仍

非該民事訴訟之判決效力所及。準此，民事法院認定專利有效性之效力，僅有對人

之效力與個案拘束力，並無對世效力，其與行政法院所為判決不同（智慧財產案件

                                                        
15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55號民事判決。 
16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373號、99年度台上字第112號、100年度台上字第480號民事判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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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細則第28條第2項）17。 

2. 美國法院 

美國採司法一元制體系，不分行政法院與普通法院，故美國聯邦法院均有審理

專利有效性之權限。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1936年Triplett v. Lowell事件中，確認專利

無效之判決，並無既判力（res judicata）。專利無效之結論確定後，僅對該判決之

當事人及其繼受人有拘束力。就相同系爭專利權之另一侵害專利訴訟中之專利無效

問題，法院得自行判斷。基於訴訟當事人應有同等禁反言原則（mutuality of 

estoppel）之拘束，前後兩件專利侵害之被告既然不同，不得僅單方令原告適用禁反

言原則，故無法以禁反言原則，禁止專利權人再行起訴18。在美國取得專利權後，

因專利有效性推定及訴訟費用高昂等事由，專利權人在專利侵害之訴訟中占有優

勢，被告考量訴訟費用高於授權金之情況下，通常傾向與專利權人成立和解。美國

法院判定專利無效之效力，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1971年Blonder-Tonguo v. University 

of Illinois Foundation事件之前，均認為法院在侵害專利訴訟中判斷專利是否有效，

係在民事訴訟程序中與侵害專利事實一併審理，該認定專利無效之判決，僅對訴訟

當事人有拘束力，僅得拘束個別具體事件，並無對世效力。職是，專利雖經法院確

認無效，專利權人亦得對侵害專利之第三人另行起訴。 

(四)中間判決 

各種獨立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其達於可為裁判之程度者，法院得為中間判決

（民事訴訟法第383條第1項前段）。專利侵害之民事訴訟中，專利有效與否或申請

專利範圍等爭議，均為行使專利權之先決條件，故為獨立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民事

法院得先為中間判決19。申言之，被告於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中抗辯專利權有應撤銷

之原因，民事法院應探究該攻擊方法是否有理由，而不同之撤銷原因係各自獨立之

                                                        
17 黃麟倫，專利侵權訴訟權利有效問題之處理，司法週刊，2007年3月，1331期，2-3版。 
18 Triplett v. Lowell, 297 U.S. 638, 639 (1936). An adjudication adverse to any or all of the claims of 

a patent is not res judicata and as such available as a defense to another suit upon the same claims 
against a different defendant. 

19 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1045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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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方法，法律效果均屬認定專利侵權是否成立，其為認定侵權成立之前提要件，

倘民事法院可認定有無撤銷原因時，得於終局判決前先為中間判決，作為是否侵權

之終局判決基礎。同理，當事人就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有所爭執，法院應先確定申請

專利範圍，自得於終局判決前先為中間判決，作為是否專利權行使之範圍。職是，

民事法院嗣後為終局判決時應受羈束，當事人於該審級就經中間判決之事項，除不

得再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外，亦不得獨立上訴20。因民事法院認定專利有效性之

終局判決，僅有對人之效力，故該民事中間判決對於第三人亦無拘束力21。 

(五)別訴禁止 

智慧財產之民事訴訟當事人，就智慧財產權之效力或有無應撤銷、廢止之爭

點，提起獨立之訴訟，或於民事訴訟中併求對於他造確認該法律關係之判決，或提

起反訴者，其與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規定之意旨不符，民事法院應駁回之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29條）。因專利權是否撤銷為智慧財產局之權限，其屬

公法上之法律關係，當事人無請求民事法院撤銷已核准之專利權限。對專利權存在

與否之公法上之爭議，自應循行政爭訟程序解決。參諸當事人提起民事確認之訴，

必須法律關係之存在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

得以藉確認判決除去者，始得提起確認之訴（民事訴訟法第247條）22。職是，當事

人於民事法院提起民事確認之訴，請求確認專利權法律關係存在與否之判決，欠缺

即受確認判決法律上利益，未發生使智慧財產局撤銷專利權登記之效力。 

六、審判權之劃分 

(一)程序駁回 

國家對於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設有不同之裁判系統，民事法院與行政法院各具

權限，不得逾越，應相互尊重彼等職權及其裁判效力。倘訴訟事件為公法上之爭

議，即屬於行政法院之權限，僅行政法院有裁判之權。準此，專利申請權與授予專

                                                        
20 姚瑞光，民事訴訟法論，2004年，527頁。 
21 林洲富撰寫，高秀真審查，智慧財產權之有效性與侵權判斷，2011年，35頁。 
22 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922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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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權之決定，均為公法上之法律關係，故原告即發明人無法依據民法第767條之私

法關係，請求被告即系爭專利權人移轉專利權予原告。而專利權是否有撤銷事由，

應先經舉發、訴願等行政程序為之，故系爭專利未經舉發與訴願程序，認定是否有

舉發成立事由時，民事法院無法依民事訴訟法第31條之2第2項規定，將本案移送至

有受理專利行政訴訟之行政法院管轄，是民事法院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

第1款之規定，以公法關係之訴訟，非屬民事法院之權限，自程序上以裁定駁回原

告之訴。 

(二)實體駁回 

訴訟事件是否屬民事訴訟之範疇，應以原告起訴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為

斷，而非以法院調查之結果為依歸。民事法院調查之結果，認原告請求者不符專利

法之規定要件時，則屬其訴有無理由之問題，自與法院有無審判權有間23。準此，

原告於民事事件中主張其依據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專利之專利

權，轉讓予原告。原告起訴主張之法律關係為所有人之物上請求權，其訴訟標的為

私法之法律關係，民事法院自有審理之權限。倘民事法院調查之結果，認定原告請

求不符專利法規定之要件時，則屬其訴有無理由之問題，自與民事有否審判權無

關。 

參、專利授權之給付義務 

有諸多科技產業經由專利權之授予而取得權利金或授權費用，成為企業營收之

重要來源，科技產業亦憑藉專利之授權關係，以合法使用專利技術之方式經營業

務。因技術授權之標的不以專利為限，亦得以相關之專門知識（know-how）作為技

術授權標的，故專利授權僅為技術授權之一環。專利授權分為法定與約定授權兩種

類型，而意定授權依據專利權之授權有無專屬為區分，可分專屬授權與非專屬授

權，被授權人所取得之地位有強弱不同。因一般商業之授權契約，其授權標的為實

體產品或服務，而專利授權契約則為無實體權利之實施，兩者有所不同，導致授權

                                                        
23 最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第168號民事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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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給付方式，亦有差異。 

在專利權授權契約爭議之民事訴訟事件，當事人常爭執契約之授權範圍或專利

有效性。是當事人簽訂專利授權契約，渠等依據專利授權契約之規定，授權人有將

專利授權予被授權人實施之義務，作為被授權人製造與銷售產品之技術，而被授權

人依據授權契約之關係，應有給付權利金予授權人之義務。嗣後該專利權經第三人

提起舉發，智慧財產局審定結果，認為該專利不具進步性要件，作成審定書撤銷該

專利權確定在案。試問被授權人是否得主張系爭專利權既經撤銷確定，認授權人所

收受之授權金為不當得利，應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返還授權金？此議題涉及專利

權授權之性質、有瑕疵之授予專利之行政處分效力、專利授權契約之法律關係等議

題24，本文依序探討如後。 

一、專利授權與專利讓與性質不同 

專利申請權與專利權，均得讓與或繼承（專利法第6條第1項）。所謂專利授權

者，係指授權人將專利權全部或一部授權被授權人，被授權人於被授權之範圍內，

享有關於該被授權範圍內之專利權。準此，專利授權與專利權讓與並不相同，因被

授權人未終局取得專利權人之資格或地位，其僅有實施專利之權利，嗣約定之授權

期間屆滿，其權利即行回復之。職是，專利授權人之主要義務在於專利授權期間，

使被授權人可依據授權契約實施專利權，專利授權人無移轉專利權予被授權人之義

務，被授權人於授權期間，授權人依據專利授權契約之義務，使被授權人取得依約

實施專利權之權利。故專利授權人未必為專利權人，非專利權人將他人專利授權第

三人，渠等所成立之專利授權契約，並非無權處分，倘非專利權人得使被授權人實

施專利權，即無不履行契約或違約之情事。申言之，授權人應負權利存在之瑕疵擔

保責任，擔保專利權授權期間，該專利權確係存在，並使被授權人實施約定之專利

權，其為授權人之主要給付義務（民法第347條、第350條）。專利權人固應負無過

失之權利瑕疵擔保責任，然被授權人欲向授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應僅限於授權人於

契約成立時明知有權利瑕疵，始得依據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行使權利（民法第353

條）。 

                                                        
24 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191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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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撤銷事由之專利行政處分 

(一)嗣後不能之給付 

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者，其契約為無效（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所謂

不能之給付，係指依社會通常觀念，債務人應為之給付，自始不能依債務本旨實現

之謂25。係自始、當然、確定不發生法律上之效力，不因期間經過或當事人承認而

發生效力。固有認為專利權經舉發撤銷確定後，應視為自始不存在，當事人係以不

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專利授權契約無效，授權人應返還授權金26。然發明專利權

經撤銷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為撤銷確定：1.未依法提起行政救濟者；2.經提

起行政救濟經駁回確定者。發明專利權經撤銷確定者，專利權之效力，視為自始即

不存在（專利法第73條；修正法第82條）。因專利專責機關審查專利申請，係以提

出專利申請當時之技術水平為判斷基準，審酌該專利申請時之先前技術，是否具備

核准專利之專利要件。而先前技術則包括專利申請技術有關之任何資料，基於專利

檢索與審查時間之有限，專利審查人員無法查明當時所有之公開及公知之技術或文

獻。準此，專利權之審查及授予是否合法及適當，即有其不確定之處，故我國專利

制度採公眾審查制度，以救濟專責專利機關之審查不足。 

(二)撤銷專利權決定 

所謂撤銷專利權決定者，係指經專利專責機關授予專利權後，嗣後發現不具備

專利權之要件，而撤銷原授予專利之行政處分。故專利有舉發撤銷事由時，倘未經

舉發撤銷之，該有瑕疵之授予專利行政處分，依然有效存在（行政程序法第117條

本文），並非無效之行政處分（行政程序法第111條）。職是，縱使專利權嗣後經

舉發撤銷確定，致專利權自始不存在而無法繼續實施專利權，然並非以自始不能之

給付為契約標的者，是在專利權未經撤銷確定前，當事人間之授權契約應屬有效，

被授權人於其實施專利權期間，自應依約給付授權金。同理，為民事判決基礎之核

准專利行政處分，該行政處分已確定變更者，致原確定判決之基礎發生動搖者，得

                                                        
25 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023號民事判決。  
26 賴文智，智慧財產權與民法的互動——以專利授權契約為主，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0年6月，1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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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27。準

此，參諸本文所舉案例所示，專利被授權人固主張系爭專利舉發成立，基於專利有

應撤銷之事由，請求專利權人應返還專利授權金予原告。惟專利權人已依法提起訴

願，在行政救濟程序終結之前，系爭專利舉發審定書之行政處分效力尚未確定，系

爭專利權仍有效存續，法院應判決原告即被授權人敗訴，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為

無理由。同理，在系爭專利舉發處分未經確定，其為原確定判決基礎之核准專利處

分並未變更，專利被授權人亦不得據此提起民事再審之訴，推翻原民事確定判決28。 

三、授權金之性質 

(一)實施專利權之對價 

專利授權係將專利技術商品化或市場化，授權人依據授權契約取得授權金，可

作為研發專利技術之報酬；而被授權人經由專利技術商品化或市場化之過程，獲取

銷售之利潤，故專利授權金之數額與專利之市場價值間，兩者有密切關聯29。申言

之，專利授權金為實施他人專利權之對價，故專利授權契約有授權金之約定時，該

授權契約為雙務契約，其為雙方當事人各須負擔有對價關係之債務契約，授權人負

有提供專利技術之義務，而被授權人有給付授權金之義務，兩者有對價關係，並為

主要義務與給付義務之核心30。專利授權人因提供專利技術而取得授權金之利益，

被授權人因給付授權金而可實施專利權，當事人均因各自給付而取得對價利益，故

該專利授權契約亦為有償契約。專利權人依據專利授權契約有將系爭專利授權予被

授權人實施之義務，作為被授權人製造與銷售產品之技術，而被授權人依據銷售之

物品等狀況，有按約定條款給付權利金予授權人之義務。職是，給付權利金與系爭

專利權之授予，兩者有對價關係，當事人之專利授權契約為雙務有償契約。 

                                                        
27 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751號民事判決。 
28 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再字第1號民事判決。 
29 魏汎娟，專利授權協商與專利授權契約，臺一專利商標雜誌，2011年5月，177期，9頁。 
30 李素華，專利權讓與之給付義務與權利瑕疵擔保——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上字第1032號民事

判決，月旦裁判時報，2011年10月，11期，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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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權利之正當行使 

 發明專利權經撤銷確定者，專利權之效力，視為自始即不存在（專利法第73

條第2項；修正法第82條第2項）。依反面解釋，發明專利雖有應撤銷之事由，惟發

明專利權未經撤銷確定前，其權利屬未確定之狀況，難以遽斷為無效。況被授權人

亦得經由專利登記與專利公報之公示制度，對抗第三人，以強化其行使專利權（專

利法第74條；修正法第84條）。職是，發明專利權未經撤銷確定前，該專利並非無

效，被授權人已實施該專利權以製造與銷售產品，並取得營業利益，足見該專利具

有可實施性，縱使專利權嗣後經撤銷確定，亦未對被授權人造成損害。準此，被授

權人事後以專利權遭撤銷為由，終止授權契約，拒絕再給付授權金，固屬權利之正

當行使，然請求授權人返還之前所給付之授權金，等同在授權契約有效期間，無償

使用授權人或專利權人所提供之技術，則被授權人行使權利或履行義務，除有違專

利授權契約之本旨外，亦不合誠信原則（民法第148條第2項）。 

在專利專屬授權之場合，專屬授權係獨占之許諾，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

權範圍內，得以專利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專利權人不得再實施專利權。倘專利專

屬授權之範圍並無限制，應係就系爭專利為全部授權，故專利權人於專屬授權範

圍，應不得再實施系爭專利權，其權利已空洞化，是專屬授權人在授權期間已無法

再對第三人收取權利金或實施專利權（專利法第84條第2項；修正法第96條第4

項）31。益徵被授權人事後以專利權遭撤銷為由，請求授權人返還之前所給付之授

權金，違反誠信原則甚明。 

四、授權契約為受領授權金之原因 

有約定授權金之專利授權為雙務有償契約，專利之實施與授權金之給付間有對

價關係，被授權人給付授權金與專利權人提供專利技術，兩者依其經濟上之交換目

的，構成授權契約之整體，其不可分離。故縱使系爭專利嗣後經撤銷確定在案，然

當事人事實上均已依約履行義務，則給付與對待給付應一併觀察計算。倘被授權人

所支付之授權金與專利權人提供之專利技術相當，符合專利授權契約之本旨，自難

謂專利權人受領授權金獲有不當得利。況所謂給付不能者，係指依社會觀念，其給

                                                        
31 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訴第47號民事判決。 



民事法院審理專利之有效性 17 

專利師︱第十一期︱2012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付已屬不能者而言32，有瑕疵之專利權，並非不能給付之標的。 

專利申請經由智慧財產局審查核准專利後，基於專利之不確定性，第三人或利

害關係人可於專利有效期間，發現專利有應撤銷之事由存在時，向智慧財產局提起

舉發程序而撤銷專利權，此為相關技術領域之業者，在專利授權契約可知悉之交易

變數33。故授權人於專利撤銷確定前，已依約提供專利技術予被授權人實施，自與

給付不能有間，故被授權人亦無法以因可歸責於授權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請

求賠償損害（民法第226條第1項）。職是，專利權人依據專利授權契約之法律關

係，收受被授權人因實施系爭專利所支付之授權金，該給付有法律上之原因，而被

授權人亦因使用專利權人提供之技術而獲有利益，系爭專利雖嗣後遭舉發撤銷確定

在案，惟不影響當事人間授權契約之效力，且被授權人於交付授權金予專利權人

時，專利權人係將當時有效之專利技術及專利權授予被授權人使用完畢，已完成對

待給付之義務，故專利權人受領授權金有法律上之原因，不成立不當得利。 

肆、代結論——確認專利應撤銷之民事判決效力 

一、爭點效 

當事人在民事法院不得對專利權有無應撤銷之爭點獨立提起訴訟，故專利權是

否有效，僅得在侵害專利訴訟中作為訴訟標的以外之重要爭點，由民事法院於判決

理由中交代，無法作為訴訟標的而取得既判力（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因民

事法院於侵害專利權民事訴訟事件，應自行認定專利權有應撤銷之原因，倘業經為

實質之判斷者，關於同一專利權應否撤銷之其他訴訟事件，同一當事人就同一基礎

事實，為反於確定判決判斷意旨之主張或抗辯時，法院應審酌原確定判決是否顯然

違背法令、是否出現足以影響判斷結果之新訴訟資料及誠信原則等情形認定之（智

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34條）。職是，民事法院就專利有效之判斷，雖無既判力之

效力，然有適用爭點效之問題。故民事法院對於專利權有效性之認定，倘前後事件

                                                        
32 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71號民事判決。 
33 劉國讚，專利權範圍之解釋與侵害，2011年，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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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兩造為同一當事人，自應受該爭點效之拘束34；反之，前後事件非同一當事人之

情形，前事件就專利權有效性之認定，即不得拘束後事件之同一當事人35。 

二、對世效 

本文認為民事法院於前案中已保障原告即專利權人之程序權，基於訴訟經濟之

考量，縱使前後案之被告非同一人，民事法院認定專利權有應撤銷之原因存在，其

效力應可擴張及於後案之被告，原告不得再對後案之被告行使其專利權。參諸智慧

財產法院管轄智慧財產第一審與第二審民事事件、智慧財產第二審刑事案件及智慧

財產第一審行政事件，智慧財產法院之法官應具備審理智慧財產之民事、刑事及行

政事件之專業能力，其所為專利有效性之判斷，不論為民事事件或行政事件，不應

分為僅有相對之對人效力或有絕對之對世效力。況智慧財產權有無應撤銷、廢止原

因之同一事實及證據，業經行政爭訟程序認定舉發或評定不成立確定，或已逾申請

評定之法定期限，或其他依法已不得於行政爭訟程序中主張之事由，權利人於智慧

財產民事訴訟程序中，不得再行主張（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28條第2項），故

同一法院所為之民事判決或行政判決，應具有同一效力。參諸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1971年於Blonder-Tonguo v. University of Illinois Foundation事件，就確認專利無效之

效力，推翻以往僅有對人效力之見解，該判決中推翻Triplett v. Lowell事件之相互禁

反言原則，以經濟觀點分析確認專利無效之判決，認為應有對世效力，不應僅有對

人效力36。職是，確認專利無效或應撤銷之民事判決，應賦予對世效力，其有助善

用社會資源與維持公平競爭37： 

                                                        
34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04號、99年度台上字第781號民事判決謂：所謂爭點效者，係指

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

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

同一當事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

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爭點效之適用，必須前後兩訴訟當事人同一且

前案就重要爭點之判斷非顯然違背法令，暨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等情

事。 
35 蔡如琪，侵權訴訟中專利有效性問題之研究，法學新論，2009年7月，12期，135頁。 
36 Blonder-Tonguo v. University of Illinois Foundation, 402 U.S. 313, 314 (1971). 
37 潘世光，美國專利無效訴訟之第三者效力研究——論美國最高法院1971年Blonder-Tongue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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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效率運用社會資源 

確認專利無效或應撤銷之民事判決，倘僅有對人之效力，將使專利權人於控訴

第三人侵害專利之後續訴訟，得再度爭論專利權之有效性，專利權人勢必花費鉅額

訴訟費用，以維護其已被確認為無效或應撤銷之專利，該等費用將無法使用於作研

發用途，被告亦必須作同等花費，以證明專利無效或應撤銷，致耗損有限之社會資

源，進行無謂之訴訟爭議。 

(二)維持公平競爭之秩序 

確認專利無效或應撤銷之民事判決，未賦予對世效力，則於嗣後迭生之民事訴

訟中，法院依據專利法之規定，可先推定專利有效（專利法第73條；修正法第82

條），易使所有被訴侵權之被告必須支出證明專利無效或應撤銷之費用，致被告僅

得付出權利金與原告和解，以避免挑戰專利之費用負擔。而付出權利金者，僅得削

減自己之利潤，使其將無法有足夠之財務條件，得在法院挑戰專利之有效性。被指

稱侵權之被告，亦無法與已被確認專利無效或應撤銷之原告相抗衡，使得市場上之

競爭者，更難在公平之條件下與專利權人競爭。 

三、修法建議 

因智慧財產法院之法官具有審理民事、刑事及行政事件等智慧財產之專業，具

備判斷專利有效性之能力，故筆者建議修改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或智慧財產案件審

理細則，賦予智慧財產法院之民事法院所為之專利有效性判斷，應具有對世效力，

以符合專業法院之設置目的。準此，專利技術之發明人雖不得於民事訴訟事件，請

求取得專利權之非發明人移轉專利權，倘該專利經認定應撤銷時，專利權人自不得

對第三人行使專利權。如是者，繼而修法擴大專利法第10條之適用範圍，使申請變

更專利權歸屬之法律關係，不限專利法第7條與第8條所示事由，以達紛爭解決一回

性之目的，益徵設置專業法院之功能所在。至於當事人簽訂專利授權契約後，專利

權經舉發撤銷確定，被授權人固不得依據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授權人返還已 

 

                                                                                                                                                        
決，智慧財產權月刊，2006年5月，89期，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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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之授權金，然專利權經舉發撤銷確定後，該經撤銷之專利所屬技術，其屬公共

財，任何人均得無償實施該技術，授權人自不得再向被授權人收取之授權金，否則

為無法律上之原因，即成立不當得利38。 

 

                                                        
38 司法院，司法院2012年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提案，2012年，29-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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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行政訴訟之審理範圍 
——以專利有效性判斷為中心 

張銘晃* 

壹、前 言 

行政處分即使違法，除非經法院判決撤銷，原則上仍具有效力，至於是否應該

撤銷行政處分，取決於該行政處分是否該當於法律所定的要件，亦即，是否欠缺處

分的要件，而構成違法性來加以決定。在撤銷審定訴訟類型之行政訴訟，基本上就

是環繞在訴訟標的即審定處分違法性之判斷，而處分之違法性，並非泛指個個違法

事由，係指處分之整體違法性，因此，撤銷審定事由即指該構成違法審定之瑕疵而

言。 

撤銷審定訴訟客體之審定處分，乃是行政機關智慧財產局所作成的行政處分，

在撤銷審定訴訟之訴訟標的所界定的審理範圍，應如何劃定？以專利舉發事件為

例，智慧財產局作成舉發成立審定處分過程中，對於舉發人在舉發審查程序業經提

出，然未經智慧財產局審酌之其它無效事由，得否成為撤銷審定訴訟之審理範圍，

此牽涉司法機關應尊重行政機關之第一次判斷權、專利權人之更正程序利益保障、

同一專利之有效性爭執儘量在一次行政爭訟程序中獲得解決，避免權利狀態久懸不

決等面向考量。本文擬從比較法觀點，參酌智慧財產訴訟法制相近之日本學說與實

務發展，並針對我國實務案例進行分析檢討，以尋求妥適解決之道。 

                                                        
* 台南地方法院法官、日本東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客員研究員（知的財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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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利行政訴訟類型 

一、日本法制 

(一)審決取消訴訟 

行政機關並非終審裁判機關，包含審決（審定）處分在內，依日本憲法第32

條、第76條第2項規定，不服特許廳之處分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一般而言，不服

行政處分之人，可以根據行政事件訴訟法規定提起行政訴訟，程序面上，應先適用

特許法規定，其次才適用行政事件訴訟法之規定，至於，行政事件訴訟法所未規定

之事項，則適用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又不服審決或決定等處分所提起之訴訟，都是

屬於抗告訴訟類型（行政事件訴訟法第3條規定），雖然，抗告訴訟原則上是由被

告行政機關所在地之法院管轄（行政事件訴訟法第12條第1項），但依特許法第178

條第1項規定，不服特許廳之審決、審判或駁回再審聲請書之決定所提起之訴訟，

則設有特別規定（詳如後述）。 

日本行政事件訴訟法第3條第1項規定不服行政機關之公權力行使所提起之訴

訟，稱為「抗告訴訟」，業如前述，而在抗告訴訟類型中，歷來即以「取消訴訟

（撤銷訴訟）」為中心，稱為「取消訴訟中心主義」，意指訴請撤銷行政機關之處

分及其它公權力行使行為之訴訟（行政事件訴訟法第3條第2項）1。此對應於專利事

件之行政訴訟中，即為不服特許廳所為關於專利之申請、舉發、更正、再審等審決

所提起之取消訴訟，一般稱為「審決取消訴訟（撤銷審定訴訟）」，基本上，就是

指當事人不服特許廳審判結果之審決，起訴請求撤銷審決處分的訴訟，本質上屬於

抗告訴訟，依照行政法的原則，其訴訟標的，係指審決處分之實體上或程序上的違

法性，所判斷的客體，即為原行政處分本身之違法性，其屬於獨立訴訟提起之形

                                                        
1 第三条 この法律において「抗告訴訟」とは、行政庁の公権力の行使に関する不服の訴訟

をいう。 
２ この法律において「処分の取消しの訴え」とは、行政庁の処分その他公権力の行使に

当たる行為（次項に規定する裁決、決定その他の行為を除く。以下単に「処分」とい

う。）の取消しを求める訴訟をい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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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且，在訴有理由時，法院只能撤銷特許廳之違法審決處分，不得自為裁判2。 

由於，日本專利異議制度已於2004年起廢止，關於專利有效性之爭議，已規範

由特許廳之審判程序進行審理（相當於舉發審查），因此，審決取消訴訟的種類與

特許審判類型並無差異3，包含「查定系の審決取消訴訟」與「當事者系の審決取消

訴訟」，前者，係以特許廳長官作為被告，包括1.拒絕審決取消訴訟（撤銷不予專

利權審定訴訟）、2.訂正審判審決取消訴訟（撤銷更正審定訴訟）；後者，以特許

權人或審判請求人（舉發人）、被請求人（被舉發人）作為被告，包括1.無効審決

（舉發成立審定）或無効不成立審決（舉發不成立審定）之無効審判審決取消訴訟

（撤銷舉發審定訴訟）、2.延長登錄無効審判審決取消訴訟（撤銷延長發明專利權

期間之舉發成立審定訴訟）。 

審判程序是隸屬於行政機關的特許廳「審判部（準司法機關）」所進行，雖然

審判制度創設以來，之前曾有探討其法律性質，不過，在現行法下，「審判」是屬

於行政爭訟之一環，大抵沒有異論，只是審決畢竟是特許廳做出之行政處分，如果

不服審決，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以無效審判為例，其具有當事人對立之審理型

態而言，與民事訴訟並無不同，而審判程序又多數準用民事訴訟法規定，採取類似

                                                        
2 大渕哲也，各国特許審判制度比較研究，審判官研修資料，第2頁，2012年7月20日。中山信

弘，特許法，2版，2012年，286-287頁。 
3 日本特許廳管轄之「審判」類型，基本上可以區分為「查定系審判」與「當事者系審判」。

「查定系審判」，指該審判事件並無法律紛爭，請求人以特許廳長官（相當於智慧財產局局

長）為被請求人而提起審判請求，包含：(一)拒絕查定不服審判（特許法第121條），指不

服特許廳所為不予專利之審定（拒絕查定；新專利法第45條第2項），請求撤銷不予專利審

定之處分，改為准予專利之審定（特許查定、特許付与決定）；(二)訂正審判（特許法第

126條），指專利權人於專利權登記後，為了更正專利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而自

行向特許廳提出申請更正。至於「當事者系審判」，則審判事件存有法律紛爭，請求人以專

利權人為被請求人而提起審判請求，包含：(一)特許無効審判（特許法第123條），指特許

廳雖然對於申請案之審查為准予專利之審定，但該專利權卻是存有法定瑕疵事由之專利，有

害於公眾對於專利制度之信賴，因此，任何人可以向特許廳請求特許無効審判（新專利法第

71條，專利舉發）；(二)延長登錄無効審判（特許法第125條之2），指特許廳違法核准延長

專利權之存續期間，任何人可以對於經核准延長之專利權期間，以未符合延長之要件為由，

向特許廳提出延長登錄無効審判（新專利法第57條，核准延長發明專利權期間之舉發）。關

於日本特許審判制度沿革，參大渕哲也，特許審決取消訴訟基本構造論，2003年，131頁；

張銘晃，專利權侵害訴訟之無效抗辯與更正再抗辯（預定刊載於司法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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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程序等等，此種以「準司法程序」進行之審判程序，將來特許廳做出的審

決，具有準司法性質的行政處分，故審決與法院的裁判同樣必須具有公正性，加以

審判程序處理的事項是具有高度的技術專業性，不適宜與通常行政訴訟事件採行同

一訴訟程序，因此，當事人不服審決的救濟程序，省略向特許廳所在地的地方裁判

所，直接向專屬管轄之東京高等裁判所提出「審決取消訴訟（特許法第178條第1

項、実用新案法第47條第1項、意匠法第59條第1項）」，並由特別支部的知的財產

高等裁判所負責審理（知的財產高等裁判所設置法第2條第2款）。 

(二)義務付け訴訟 

日本平成16年（2004年）修正行政事件訴訟法，在行政事件訴訟法第3條規定

「抗告訴訟」之6種訴訟類型，其中同條第6項之課予義務訴訟（義務付け訴訟）、

同條第7項之禁止訴訟（差止訴訟）都是新增之法定訴訟類型。依日本行政事件訴

訟法第3條第6項規定：「本法所稱的課予義務訴訟，是指在下述情形下，請求法院

命令行政機關作出處分或裁決的訴訟：（第1款）行政機關應為特定的處分而不作

為（第2款情形除外）；（第2款）基於法令規定提出申請或請求審查之案件，請求

行政機關應為特定的處分或裁決而不作為時」4；同法第37條之2第1項規定：「（第

1項）依第3條第6項第1款規定，以行政機關不為特定的處分而有發生重大損害之

虞，且無避免損害發生之其它適當方法者為限，得提起課予義務訴訟」5；同法第37

條之3第1項規定：「（第1項）依第3條第6項第1款規定，以下列各款情形為限，得

提起課予義務訴訟。（第1款）基於法令規定提出申請或請求審查之案件，於相當

                                                        
4 第三条 

６ この法律において「義務付けの訴え」とは、次に掲げる場合において、行政庁がその

処分又は裁決をすべき旨を命ずることを求める訴訟をいう。 
一  行政庁が一定の処分をすべきであるにかかわらずこれがされないとき（次号に掲げ

る場合を除く。）。 
二  行政庁に対し一定の処分又は裁決を求める旨の法令に基づく申請又は審査請求がさ

れた場合において、当該行政庁がその処分又は裁決をすべきであるにかかわらずこれがさ

れないとき。 
5 第三十七条の二  第三条第六項第一号に掲げる場合において、義務付けの訴えは、一定

の処分がされないことにより重大な損害を生ずるおそれがあり、かつ、その損害を避ける

ため他に適当な方法がないときに限り、提起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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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內，行政機關不為任何處分或裁決；（第2款）基於法令規定提出申請或請求

審查之案件，經行政機關為駁回處分或裁決，應撤銷該處分或裁決，或確認該處分無

效或不存在」6，此相較於我國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之提起予課予義務訴訟要件7，

日本行政訴訟事件法雖承認課予義務訴訟類型，並且明定提起課予訴訟之要件，且

其要件規定較為嚴格，也相對限縮在專利行政訴訟中提起課予訴訟之可能性。 

雖然日本平成16年修正行政事件訴訟法，已增訂課予義務訴訟類型，不過，從

行政權與司法權之關係上，在歷來均尊重行政機關第一次判斷權行使之觀點上，抗

告訴訟係屬於事後審之性質，而司法權中可以對於行政處分進行事後審查的撤銷訴

訟，向來即是優先於其它行政訴訟類型，加上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所承認唯一之

行政訴訟類型就是撤銷訴訟之背景下，因此，在現行法體系，撤銷訴訟即成為日本

行政訴訟實務之主要訴訟類型，再者，從撤銷訴訟與課予義務訴訟之關係上而論，

依行政事件訴訟法第37條之3第3項、第37條之2第1項規定，在行政事件訴訟法第37

條之3第1項第2款情形下，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不僅必須一併提起撤銷訴訟，且必須

限於無避免損害發生之其它適當方法者為限，在此意義下，課予義務訴訟可謂係撤

銷訴訟之補充型態，基本上，日本行政事件訴訟法規定體例上，仍是維持「取消訴

訟中心主義」之基本架構8。  

此外，在專利行政訴訟之撤銷訴訟類型中，由於日本最高裁判所「高速旋回式

                                                        
6 第三十七条の三  第三条第六項第二号に掲げる場合において、義務付けの訴えは、次の

各号に掲げる要件のいずれかに該当するときに限り、提起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一  当該法令に基づく申請又は審査請求に対し相当の期間内に何らの処分又は裁決がさ

れないこと。 
二  当該法令に基づく申請又は審査請求を却下し又は棄却する旨の処分又は裁決がされ

た場合において、当該処分又は裁決が取り消されるべきものであり、又は無効若しくは不

存在であること。 
7 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

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

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

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

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

訟。」 
8 洞澤秀雄，抗告訴訟の変容と取消訴訟の処分性，法学教室，2011年10月，373期，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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バレル研磨法事件」判決9，已明確闡明審決取消訴訟判決確定效力，對於特許廳具

有拘束力，將來系爭審定事件重回特許廳審理時，特許廳的審判官必須依照判決的

意旨進行審理，而平成16年修正之行政訴訟事件法第33條亦規定：「（第1項）撤

銷處分或裁決之判決，就其事件有拘束為處分或裁決之行政機關及其它行政機關之

效力；（第2項）行政機關為駁回申請的處分或駁回請求審查的裁決，經判決撤銷

時，為該處分或裁決之行政機關，應依判決意旨重為申請的處分或請求審查的裁

決」。因此，一旦特許廳所為審決處分，經知的財產高等裁判所撤銷確定，特許廳

審判官重啟審判程序進行審理，必須受審決取消訴訟確定判決效力所拘束，不能沿

用先前所為之審決理由或證據作成相同的審決處分，必須依照審決取消訴訟判決意

旨，另外作成審決處分，又此處所稱之判決意旨，並不限於主文所揭示者為限，法

院在取消判決理由中載明之內容，同樣發生拘束力，因此，日本實務在特許行政訴

訟類型中，藉由審決取消訴訟判決之拘束力，即可以達到當事人起訴要求獲得特定

處分內容之訴訟目的。 

此外，特許法關於不服特許審決所提起之訴訟，雖然僅針對不服之審決類型及

其專屬管轄法院（東京高等裁判所）予以規定（特許法第178條），並無審決取消

訴訟或其它行政訴訟類型之相關規定，理論上，在訴訟程序面上，應有適用行政事

件訴訟法規定。日本學者亦有從解釋論觀點，主張於一定條件下，在無效審決之訴

訟類型，應允許一併提起審決取消訴訟與義務付け訴訟（課予義務訴訟）10，然

而，相關討論之學術文獻尚屬有限，而實務亦往往採取消極態度，有關特許行政訴

訟之課予義務訴訟案例並未多見，換言之，日本關於特許審決處分之行政訴訟，基

                                                        
9 最高裁判所平成4年4月28日第三小法廷判決（事件番号：昭和63年(行ツ)第10号），民集46

巻4号245頁。審決取消訴訟之取消判決拘束力，不以主文所示者為限，包含法院得出主文所

進行之必要事實認定及法律判斷在內。 
10 (1)舉發人不服舉發不成立審定時，可以合併提起撤銷審定訴訟與課予義務訴訟（行訴法第3

條第6項第2款，第37條之3第1項第2款）。(2)法院審理後認為系爭專利具有無效事由明確

時，除判決撤銷該舉發不成立之審定外，也可以命特許廳做出舉發成立審定處分（行訴法第

37條之3第5項）。(3)根據程序上理由，以撤銷舉發不成立審定為適當，而不適合做出課予

義務判決時，法院應該停止課予義務訴訟程序，僅僅做出撤銷判決（行訴法第37條之3第6
項後段）。玉井克哉，審決取消判決の拘束力—実務上の諸問題と義務付け訴訟の可能

性，パテント，2009年4月，62巻5期，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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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仍是以取消訴訟類型之審決取消訴訟為中心。 

就此而言，我國實務在關於專利審定處分行政訴訟類型，不乏運用撤銷訴訟與

課予義務訴訟類型之裁判案例，往昔行政訴訟僅有撤銷訴訟類型時，縱然法院判決

撤銷智慧財產局及經濟部（訴願審議委員會）之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系爭舉發案回

復未經審定狀態，如智慧財產局依然堅持以前案審查過之相同事由做出相同之審定

結論，當事人勢必得再次提起撤銷訴訟，此將造成當事人間之就同一專利有效性爭

議，因反覆訴訟、審定等行政爭訟程序，而無法迅速解決之缺失，因此，當行政訴

訟法於2000年7月1日新修法施行，增設課予義務訴訟類型，藉由課予義務訴訟判

決，即可適度解決撤銷訴訟判決之上開缺失，不過，從判決確定之拘束力而言，由

於日本的審決取消訴訟判決確定，對於特許廳具有相當強制之拘束力，因此，日本

的審決取消訴訟確定判決與我國課予義務訴訟確定判決，對於專利有效性判斷之爭

議，所衍生當事人之權利救濟完整性與有效性之訴訟經濟等觀點，即可發揮同樣效

果。 

二、台灣法制 

(一)撤銷訴訟 

我國智慧財產案件之行政訴訟制度，對於不服智慧財產局之審定處分，除對於

專利申請初審核駁審定之行政處分，另有再審查制度外11，並無賦予智慧財產局有

再度審查其審定處分當否之機制，當事人必須先循訴願之行政救濟程序，如不服訴

願結果，再進而向智慧財產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救濟。例如，在撤銷

舉發審定處分之行政訴訟類型，依舉發審定結果之不同，包含「撤銷訴訟」與命智

慧財產局撤銷專利權之「課予義務訴訟」。是以，在專利申請事件，經智慧財產局

再審查核駁審定書為「系爭案應不予專利」之處分，專利申請人提起訴願，復經駁

                                                        
11 新專利法第48條：「發明專利申請人對於不予專利之審定有不服者，得於審定書送達後二個

月內備具理由書，申請再審查。但因申請程序不合法或申請人不適格而不受理或駁回者，得

逕依法提起行政救濟。」可知，除因申請程序不合法或申請人不適格而不受理或駁回者外，

申請人不服智慧財產局作成不予專利之審定處分時，不得直接提起訴願，必須先申請再審查

程序，如再審查仍為不予專利之審定處分，申請人始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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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後，則專利申請人可以智慧財產局為被告，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撤銷訴願決定及

原處分之撤銷訴訟，如訴有理由，即智慧財產局所為「不予專利」之審定處分，於

法不合，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有違誤，則法院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回復原申

請案審查狀態，由智慧財產局依法院撤銷判決理由所載之法律見解，再為審查處

分12。 

又專利舉發事件，經智慧財產局舉發審查成立撤銷專利權，專利權人不服智慧

財產局之審定處分提起訴願，復經駁回後，則專利權人可以智慧財產局為被告，向

智慧財產法院提起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之撤銷訴訟，如訴有理由，即智慧財產局

所為「舉發成立」之審定，於法不合，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有違誤，則法院撤銷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回復原舉發案審查狀態，由智慧財產局依法院撤銷判決理由所

載之法律見解，再為審查處分13。 

(二)課予義務訴訟 

課予義務之訴的本質上，乃是給付之訴的下位類型，其並非要求撤銷變更行政

處分，而是以要求作成某項行政處分為主要目的。在專利行政訴訟事件，常見課予

義務訴訟與撤銷訴訟合併提起之案例，以撤銷專利申請審定訴訟為例，如專利申請

事件，經智慧財產局審查及再審查，均核駁作成「不予專利」之處分。申請人不

服，提起訴願，復遭訴願決定駁回，則原告（申請人）提起行政訴訟救濟時，由於

本件行政訴訟兼具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之性質，因此原告除請求原處分及訴願

決定均撤銷外，亦應請求命被告應就系爭申請案為准予專利之審定，始能達其訴訟

目的，如將來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除將原駁回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並課予

被告作成准予專利之審定之義務，性質上即傾向於合併提起撤銷訴訟與課予義務訴

                                                        
12 系爭申請案是否具可專利性要件而應准予專利，事實尚未臻明確，仍有待發回被告（智慧財

產局）依判決所述法律見解再為審查裁量時，法院即無從逕予判斷，此時，原告（專利申請

人）訴之聲明另請求法院逕判命被告對系爭申請案作成准予專利之處分，尚未達全部有理由

之程度，自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主文諭知：「被告對於原告民國○年○月○日第×××號

發明專利再審查申請案，應依本判決之法律見解另為處分。」 
13 行政訴訟法第216條：「（第1項）行政法院有關撤銷或變更原處分或決定之判決，就其事件

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第2項）原處分或決定經判決撤銷後，機關須重為處分或決定

者，應依判決意旨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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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14。 

又專利舉發事件，經智慧財產局審定舉發不成立，舉發人不服智慧財產局之審

定處分提起訴願，復經駁回後，則舉發人可以智慧財產局為被告，向智慧財產法院

提起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如訴有理由（非因新證據提出，否則，參加人（專利

權人）有更正程序利益保障問題，不應逕為課予義務訴訟判決，詳如後述參、三、

(八)），即智慧財產局所為「舉發不成立」之審定，於法不合，訴願決定予以維

持，亦有違誤，法院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又如案件事證明確者，則法院應判

命行政機關作成原告所申請內容之行政處分，即判命智慧財產局應作成舉發成立之

審定處分（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3款15、16）。此時，依行政訴訟法第216條規定，

智慧財產局即應受該確定判決效力拘束，另外作成撤銷專利權之審定17。 

                                                        
14 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行專訴字第9號判決：「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

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定有明

文。原告於民國（下同）101年2月22日起訴時，原聲明請求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嗣於101年6月14日本院審理時當庭追加訴之聲明為：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2.請被告

機關作成核准系爭專利的處分。本院認該追加並無不適當之處，故原告所為訴之追加，合於

首揭規定，應予准許。」 
15 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行專訴第37號判決：「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且已就各該獨立項及附屬項

逐一論斷均不符合專利要件，而無事證未臻明確或請求項尚待被告審查之情事，原告訴請撤

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命被告應就系爭專利作成舉發成立之審定，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16 例外，在原告（舉發申請人）未追加課予義務之訴聲明時，則不在此限。智慧財產法院99年

度行專訴字第117號判決：「系爭專利之主要結構與技術已為附件二、六及系爭專利說明書

中先前技術的組合所揭示，而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顯能輕易完成者，不具有進

步性，本應為舉發成立之審定，而被告為『舉發不成立』之處分，於法即有未洽。訴願決定

未加指摘而予維持，亦非妥適。是以原告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而就被告所為之否准處分，原告理應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但原告僅提起撤銷訴訟，並未

另聲明命被告為撤銷系爭專利之審定，復未於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時到場，本院無從向其闡

明為適當之聲明，惟即使本件僅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仍可因此回復未為處分之狀態，由

被告依本院上述法律見解重為處分。」 
17 98年4月15日，98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提案及研討結果；法律問題4(一)。 

法律問題：某乙對某甲之系爭專利提出舉發，理由為該專利不具進步性，不合專利要件，舉

發證據則為Ａ先前技術。案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審查，認Ａ證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

步性，因而為舉發不成立之審定。舉發人乙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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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專利更正申請事件，專利權人對於系爭專利提出更正申請，經智慧財

產局審查，認為該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改變原來技術特徵之結合關係，已涉及變

更實質內容，而為「不准更正」之處分，專利權人提起訴願，復遭駁回，如法院審

理後認定系爭更正案係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且未實質擴大或變更申請專利範

圍，符合專利法第64條第1、2項規定，被告所為「不准更正」之處分，於法不合，

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違誤。而且事證已臻明確，且無涉及原處分機關之行政裁

量決定之情事，則法院除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命被告應另外作成准予更正之

處分18。 

參、專利行政訴訟之審理範圍 

一、メリヤス編機事件判決 

日本審決取消訴訟核心，一般係指「無効審判の審決の取消訴訟（包含無効審

決、無効不成立審決訴訟）」與「拒絕審決取消訴訟」，其中，關於審決取消訴訟

之審理範圍界定，最高裁判所昭和51年3月10日（1976年3月10日）大法庭判決（メ

リヤス編機事件），乃是目前日本實務在智慧財產領域唯一的一件大法庭判決（最

                                                                                                                                                        
訟，求為判決：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2.被告（智慧財產局）就○○專利舉發事件，

應作成撤銷專利權之審定。案經智慧財產法院裁定命甲參加訴訟後審理結果，認Ａ證據足以

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乃為如原告（舉發人乙）上開訴之聲明之全部勝訴判決，該案因

被告及甲未不服而告確定。則(一)智慧財產局收到上開確定判決後，對於判決第2.項「被告

就○○專利舉發事件，應作成撤銷專利權之審定」，是否另外作成撤銷系爭專利權之審定，

抑或可逕依上開確定判決為追繳專利證書（公告註銷）及將撤銷專利權意旨刊載專利公報之

處分？ 
大會研討結果：採甲說。 
甲說：須另外作成撤銷專利權之審定。 
本件原確定判決之主文內容為「被告應作成撤銷專利權之審定」，係依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
項課予義務訴訟判命行政機關作成原告所申請內容之行政處分。並非法院代替行政機關作成

行政處分（審定）。因此，被告（智慧財產局）應依課予義務訴訟判決之意旨，另外作成撤

銷專利權之審定。司法院公報，2009年8月，51卷8期，209-211頁；司法院編，行政訴訟法

實務見解彙編（續編），2010年，63-66、123-126、168-171頁。 
18 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行專訴字第2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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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裁判所15位大法官共同承審），更具有指標性裁判先例之代表意義，茲介紹如

下： 

【案例事實】 

X（スピード編機株式會社，原告、被上訴人）是擁有メリヤス編機（編織針

織品機器）專利（昭和29年11月8日登錄，特許第209117號）之專利權人，Y（被告

等、上訴人等）則是對於系爭專利提起舉發之舉發人。Y在特許廳之無效審判程

序，主張系爭專利之無效事由，包括公知事實甲、乙、丙及冒充申請專利，特許廳

審查後肯定公知事實甲的存在，判斷系爭專利喪失新穎性，對於Y所舉其它無效事

由未進行判斷，即作成無效審決。X不服系爭專利經特許廳作成無效審決，依（舊

法）大正10年（1921年）之特許法第109條提起之抗告審判，也依然維持無效審決

結果。X遂對於抗告審判之審決（昭和32年抗告審判第1229號）提起審決取消訴

訟。 

原審19雖然認為特許廳所為肯定公知事實甲存在，作成無效審決之判斷有所違

誤，但對於Y在審判程序提出之公知事實乙、丙及冒充申請專利等無效事由，連同

Y在取消訴訟所追加提出不具進步性之無效事由，則以該等其它無效事由未經特許

廳判斷，法院無從審究無效審決是否違法，因此，撤銷該無效審決。Y不服原判決

提起三審上訴，上訴理由表明其在特許廳及原審所主張及追加之無效事由（公知事

實乙、丙、冒充申請專利、不具進步性），原審以未經特許廳判斷，法院即無從審

究該無效審決是否違法，適用法律違誤。 

【判決要旨】 

(一)根據本件所應適用之舊特許法（大正10年法律第96號，以下簡稱「法」）

規定，針對系爭專利存在有無效事由的利害關係人，得請求特許無效審判（提起舉

發；「法」第84條），對於該無效審決或對於申請專利結果之審決，受有審決處分

之當事人可以提起抗告審判（「法」第109條）之同時，關於可以提起審判或抗告

審判等事項之訴，僅限於不服抗告審判之審決處分可以提起訴訟（「法」第128條

                                                        
19 東京高等裁判所昭和41年12月13日判決，行政事件裁判例集17卷12号1341頁（メリヤス編機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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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2第4項），而且不服抗告審判之審決處分提起的訴訟，由東京高等裁判所專屬管

轄（「法」第128條之2第1項）。一旦，法院認定訴訟主張為有理由時，就應該撤

銷審決處分，則抗告審判的審判官就必須針對審決處分更為審理（「法」第128條

之5）。由此觀之，「法」關於申請專利之行政處分，亦即，對於准予專利或不予

專利的審決處分有所違誤之修正程序，有別於一般的行政處分，經常要求需經由有

專業知識的審判官進行審理及抗告審判（關於不予專利之審決部分，只有抗告審

判）程序之同時，取消訴訟之審理範圍並非針對准予專利或不予專利之處分，而是

針對抗告審判的審決處分，因此，在取消訴訟中僅能爭執抗告審判之審決處分的違

法性，至於准予專利或不予專利之處分是否適當，只能經由爭執抗告審判之審決的

適當與否而間接加以爭執。 

(二)其次，從「法」所規定的審判與抗告審判程序而言，在提起特許無效審判

時，應該提出記載舉發聲明與理由之聲請書（第86條），該聲請書之副本應送達予

被請求人（專利權人），賦予其提出答辯書之機會（第88條第1項），又在審判

時，雖然對於無效審判請求人未提出之舉發理由，也可以進行審理，但必須賦予當

事人對於該理由有提出意見之機會（第103條），同時，有關審判時的審判官之排

除、迴避（第91～96條）、公開言詞審理方式（第97條）、利害關係人之參加（第

98～99條）、證據調查（第100條）等，均規定類似民事訴訟程序，此等規定於抗

告審判也均有準用規定（第110條）。是以，依前揭「法」的規定，以無效審判程

序而言，已經要求無效事由之特定與當事人之明確性，在審判程序上，也針對前述

特定的無效事由進行攻擊防禦，而且，審判官於審理判斷過程，也是明確採用限定

無效爭點的程序，再者，「法」第117條規定「關於特許或第53條許可的效力……

審定確定並經登錄時，任何人不得以同一事實及同一證據，再為同一舉發」，對照

此一程序結構，可知，對於確定審決而言，乃針對無效審判時業經實際判斷過的事

項，賦予對世性的一事不再理效力。此外，「法」規定不服抗告審判之審定，由東

京高等裁判所專屬管轄，即使省略了事實審的一個審級，但是，關於無效事由之有

無，應該可以認為在審判與抗告審判程序中，已經在當事人之參與下進行了充分的

審查。依上所述，參照「法」所規定不服特許處分制度與審判程序之架構及性質，

如不服無效審判之抗告審判的審決處分，而在取消訴訟中爭執其判斷之違法性時，

應該專指在審判程序中已經進行爭執，且經審理判斷的特定無效原因，才可以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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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的客體，除此之外的其它無效事由，不得據為審決處分之違法事由，也不得要

求法院審理。 

(三)因此，為了進一步特定無效事由，「法」第57條第1項各款，列舉了抽象的

特許無效事由，所列各款無效事由都是構成特許無效的原因，由於其性質與內容互

不相同，因此，各款無效事由應認為是個別獨立的無效原因，即使依同條項第1款

規定所示，各該規定之性質與內容亦不相同，違反各該規定都應該解為是不同的無

效原因。然而，單單違反前述各該條項或規定，是否得以特定抽象的無效事由，參

照整體專利制度的法律架構，特別是「法」第117條，如前所述，審決確定之一事

不再理效力範圍，應限定在同一事實及證據，考量此等關聯性，就必須慎重加以決

定。……依照「法」第4條規定，某一發明是否符合「法」的新穎性要件，往往必

須與申請當時之公知事實進行比對、判斷，但是，此等公知事實，往往是範圍廣泛

且分歧，因此，要毫無遺漏地找出與系爭發明具有關聯性，以進行比對之全部公知

事實，不僅極為困難，即使找到該相關聯性的公知事實，由於各該技術內容具有各

種態樣，因此，關於新穎性之有無，就必須針對每一項公知事實，個別地與系爭發

明進行比對，並逐一判斷。準此，「法」規定了有前述獨特架構的審判、無效審判

及抗告審判之制度與程序，基於發明的新穎性判斷有前述的困難與特殊性，從前揭

「法」第117條規定意旨，可知新穎性之有無，與作為證據引用之特定公知事實所

示的技術內容進行比對時，應該逐一進行個別判斷。是以，在無效審判程序判斷的

客體即無效事由，也是必須加以特定，以同一發明的新穎性為例，如與特定公知事

實進行比對之無效事由，相對於與其它公知事實進行比對之無效事由，必須認為分

屬不同之個別無效事由。 

(四)綜上所述，在抗告審判程序未經審理判斷之公知事實，將來在審決取消訴

訟程序，就不得主張與該公知事實進行比對之無效事由，作為抗告審判之審決判斷

為違法或合法之理由。從而，與本判決見解相異之本院判例（最高裁昭和33年

（オ）第576号同35年12月20日第三小法廷判決・民集14巻14号3103頁、同昭和39

年（行ツ）第62号同43年4月4日第一小法廷判決・民集22巻4号816頁）應該加以變

更。（此外，不予專利理由之特定與無效事由之特定一樣（「法」第72條、第113

條第1項），因此，不服不予專利之抗告審判的審決處分所提起的取消訴訟，如未

經審決判斷過之特定的具體不予專利理由，將來亦不得在訴訟中加以主張，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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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所引用本院昭和26年（オ）第745号同28年10月16日第二小法廷判決・裁判

集民事10号189頁，也應該加以變更）。 

二、99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20 

法律問題： 

甲對乙之專利提出舉發，舉發理由為舉發證據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及

進步性，請求撤銷系爭專利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審定結果，認舉發證據足以證明

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乃為舉發成立應撤銷系爭專利權之處分（對於系爭專利是否

不具進步性部分，認無庸再予審認），乙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

訴訟，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法院審理後認為舉發證據雖不足以證明系爭專

利不具新穎性，但可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時，應如何判決？ 

討論意見： 

甲說：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一)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僅對舉發證據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加以

審查而已，則法院審理之範圍應僅限於此部分之適法性。茲原處分既有違誤，即應

連同訴願決定併予撤銷。 

(二)至於舉發證據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因原處分機關並未加以

審查，法院應無庸贅審。此部分應於撤銷原處分，發回原處分機關智慧財產局另為

處分時，由智慧財產局行使第一次判斷權。 

(三)依專利法第71條第1項規定，專利專責機關於舉發審查時，得依申請或依職

權通知專利權人限期為更正。茲原處分機關就系爭專利是否具進步性部分，既未加

以審查，如法院就此部分逕予審理，無異剝奪權利人依上開法條更正之程序利益，

故仍應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給予權利人更正之機會。 

乙說：駁回原告之訴。 

(一)按產業利用性、新穎性、進步性，均為專利之要件，不符合上開專利要件

者應撤銷其專利權（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1款）。甲對乙之系爭專利提出舉發，請

                                                        
20 99年4月14日，99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提案四，司法院公報，2010年8月，52卷8

期，193-1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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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撤銷系爭專利權，舉發理由有二：一為舉發證據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

一為舉發證據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換言之，法院審理本件專利舉發案，

訴訟標的為撤銷系爭專利權，至於系爭專利是否不具新穎性或進步性，僅為撤銷之

理由。茲舉發理由已提及舉發證據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法院即

應就此兩部分理由予以審理，不因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未審查系爭專利是否不具進步

性而受影響。 

(二)法院審理結果，如認舉發證據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此時系爭專

利即有撤銷之原因，是原處分為舉發成立應撤銷系爭專利權之處分，並無違誤，訴

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故應駁回原告之訴。 

(三)法院審理之結果，與原處分之審定結果比較，結論相同，理由雖有不同，

但參照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2項規定，原處分所憑理由雖屬不當，但依其他理由認

為正當者，仍應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四)基於訴訟經濟目的及紛爭一次解決之原則，自以乙說為當。 

〈大會研討結果〉：多數採甲說。 

三、評 析 

(一)本件「メリヤス編機事件」判決，揭示審決取消訴訟之審理範圍，包括1.

僅有在抗告審判程序業經審判，且在審決中經判斷之無效事由、不予專利理由，得

成為審決取消訴訟之審理客體；2.各該無效事由、不予專利理由，可以藉由明定各

項無效事由、不予專利理由之規定及各個公知事實加以區分。可知，在1.部分，不

僅需在審判中業經審理，且必須是在審決中經過判斷之無效事由、不予專利理由，

才可據為在審決取消訴訟中爭執審決處分之違法性，換言之，當事人在審判程序未

提出之理由，或特許廳在審決中未予判斷之理由，將來都不得成為審決取消訴訟之

審理客體，是以，依本判決意旨，可以歸納出在審決取消訴訟提出新無效事由（新

證據）之2項原則，第1原則，在審決取消訴訟中，不得提出新的無效事由、不予專

利理由；第2原則，在審決取消訴訟中，關於審定處分在無效事由判斷之當否，如

為了補強某技術是屬於公知技術（引用例），則可以援用新證據資料作為攻擊防禦

方法，換言之，在審決取消訴訟程序，如提出未經審決判斷之無效事由或新的引證

案，依第1原則所示，不被允許；倘為了解釋引證案或關於審決判斷當否之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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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出公知技術或技術常識（周知技術）等相關證據的話，依第2原則所示，可受

允許，亦即，雖然在特許廳審理程序中未提出之引證案，在審決取消訴訟程序，仍

然可以新的公知事實方式提出，質疑審決處分判斷之合法性21。舉例而言，X（舉

發人、被告）對於Y（專利權人、原告）擁有之A專利提起舉發案，舉發理由包括

α（提出a公知事實，主張A專利喪失新穎性）、β（提出b引證案，主張A專利欠缺

進步性），特許廳判斷舉發理由α成立，而作成舉發成立審定，但在作成審定處分

中，則未針對舉發理由β之成立或不成立進行判斷。Y不服審定處分提起撤銷審定

訴訟，知的高等裁判所雖然認為舉發理由α不足以證明A專利喪失新穎性，縱然X

在撤銷審定訴訟中主張舉發理由β（提出b引證案，主張A專利欠缺進步性）及追加

舉發理由γ（提出c引證案，主張A專利欠缺進步性），依本件判決之見解，舉發理

由β雖然在審判中提出，但未經審定判斷，舉發理由γ則是未在審判中提出，因

此，在撤銷審定訴訟程序中，舉發理由β、γ均不得提出主張，也不在撤銷審定訴

訟之審理範圍內，是以，法院之審理結果既然認為舉發理由α不足以證明A專利喪

失新穎性，就應該撤銷特許廳作成之舉發成立審定處分，回復由特許廳重新開啟無

效審判程序。反之，如果不同於本件判決見解，不限於審判程序提出且經審理判斷

之理由，則撤銷審定訴訟之審理範圍，即可包含舉發理由β、γ時，一旦法院判斷

舉發理由β或舉發理由γ之任何一項成立時，就可以駁回Y之起訴，維持原來舉發

成立審定之結論，而且，一旦駁回判決確定，同樣可發生原專利舉發成立審定確定

之法律效果，則A專利權之效力，將視為自始不存在（溯及無效），也可以直接解

決當事人間關於A專利有效性之紛爭。 

(二)本件判決採取限制撤銷審定訴訟審理範圍之見解，目前仍支配著日本下級

審實務見解，其判決理由一再提及「與公知事實進行比對之無效事由」之必要性，

而所謂的公知事實（又稱為公知技術、先行技術），依特許法第29條第1項各款規

定，包含在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已公開實施、已見於刊物等，此不問申請人於

申請發明專利當時是否知悉，一律擬制視為知悉之技術22，因此，新穎性必須是與

                                                        
21 吉原省三，審決取消訴訟と新証拠の提出——食品包装容器事件（最高裁〔一小〕昭和55年

1月24日判決），收錄於小野昌延先生喜寿記念 知的財産法最高裁判例評釈大系Ⅰ特許•実

用新案法，2009年，216頁。 
22 日本特許法第29條第1項第1-3款規定，對於喪失新穎性態樣，包括專利申請前之「已公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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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事實（公知技術）不相同之技術發明，而進步性，必須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公知事實所無法輕易完成者而言，可知，不問新穎性或進步

性，都是以特定的公知事實為基準並進行比對，以判斷是否同一（新穎性要件），

或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否輕易完成（進步性要件）。由於，

審決取消訴訟之審理客體，是在審究特許廳之審定處分有無違法性之瑕疵，而非審

理系爭專利之有效性與否，業如前述，本件判決明確宣示審決取消訴訟之審理範

圍，是指在特許廳之審判程序中業經審理，且在特許廳作成審決過程，已經審理判

斷之無效事由或不予專利理由，進而，說明上開所謂無效事由或不予專利理由，必

須以個別公知事實加以劃分。具體而言，特許廳在作成審決處分時，經進行特定公

知事實之比對後，判斷系爭專利是否喪失新穎性、欠缺進步性，將來在審決取消訴

訟中，僅能與該公知事實進行比對之無效事由可以成為審理客體，至於與其它公知

事實進行比對之喪失新穎性、欠缺進步性等無效事由，則不在審理範圍內，亦即，

審理客體僅限於與特定之公知事實進行比對之無效事由，除此之外的其它無效事

由，不得在審決取消訴訟程序主張，準此，與特定公知事實進行比對之無效事由，

例如，根據公知事實α，系爭專利發明，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可輕易完成；與其它公知事實進行比對之無效事由，例如，根據公知事實β，

系爭專利發明，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則公知事實α、β，應

認為分屬不同之個別無效事由，如果公知事實α前經審判判斷，公知事實β未經審

判判斷，將來在審決取消訴訟程序，不得主張公知事實β為無效事由，法院也不得

加以審理23。 

(三)行政處分即使具備違法性，在非經撤銷確定前，該違法的行政處分依然具

有效力。而且，處分應否被撤銷，應該根據該處分是否欠缺法律所規定之處分要

件，因而具有違法性來加以決定，依此推論，撤銷行政處分訴訟之訴訟標的，雖然

是指該處分之違法性，但所謂處分的違法性，依日本學界通說及實務見解，並非泛

指各個違法事由，而是處分之整體違法性，亦即，各個違法事由並非構成撤銷訴訟

之訴訟標的，因此，在行政訴訟程序中，原告可以追加、變更處分之違法事由，被

                                                                                                                                                        
悉」、「已公開實施」、「已刊載於刊物或經由電力通訊系統而為公眾所得利用」，一般簡

稱「公知公用」，我國新專利法第22條第1項第1-3款，亦有共通規定。 
23 高野輝久，審決取消訴訟，收錄於知的財産関係訴訟，2009年，397-3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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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也可以針對作成處分之理由，追加、變更不同的理由（処分理由の差し替え）24，

又原告之訴無理由，經判決駁回確定者，即發生既判力效果，將來任何主張該行政

處分違法時，都不得牴觸既判例之效力25。準此，在撤銷審定訴訟中，審理之客體

即是審定處分，也是行政機關所作成之行政處分，本件判決，依撤銷審定訴訟之訴

訟標的之外界與內界來限制審理範圍，顯然與上述一般行政處分之撤銷訴訟類型有

所差異，是否妥適，在學界引發不少爭論。蓋以，行政訴訟之審理範圍，係根據訴

訟標的之客觀範圍來界定審理範圍為原則（外界範圍），而且，行政訴訟之訴訟標

的，係指行政處分之違法性，因此，當事人在撤銷訴訟中，基本上是可以針對行政

處分之全部違法事由，提出主張或攻擊方法，在訴訟標的範圍內，除非有特別提出

或是限制主張之例外情形，否則，審理範圍並不受任何限制（內界範圍），在此前

提下，撤銷審定訴訟之訴訟標的，既然是審定處分之違法性，就不應該將各項無效

事由、不予專利理由，分別進行判斷。因此，不管是從訴訟標的之外界或內界，都

無法得出限制審理範圍之依據，再者，從本件判決理由的審判前置主義、「法」第

117條的一事不再理效力、省略事實審之審級關係，整體專利制度的法律架構等

等，都難以說明必須以各個舉發理由、不予專利理由，作為審理範圍之限制依據。

因此，歸結本件判決之主要根據，乃係出於「為了避免侵害在訴訟前階段業經專業

行政機關進行慎重審理判斷之利益（前審判断経由の利益）」而來26。 

(四)日本在平成16年修正特許法，基於紛爭一次性解決之要求，增訂特許法第

104條之3，在專利侵權訴訟程序中，法院無庸等候特許廳針對系爭專利之有效性進

行第一次判斷，即可毫無限制，自行判斷系爭專利之無效事由是否存在。從此觀點

而言，日本撤銷審定訴訟之審理範圍，雖然必須受到「メリヤス編機事件」判決拘

束，但在專利有效性之判斷上，則是將民事侵害訴訟與撤銷審定訴訟相互比較，盡

可能地嘗試加以擴大審理範圍，而且，企業立場也出現要求擴大審理範圍之呼聲，

平成18年財團法人知的財產研究所，以「未經審定處分判斷之事由，應由何機關進

                                                        
24 最高裁判所昭和53年9月19日判決，裁判時報911号99頁。 
25 高野輝久，註23文，389-390頁。 
26 大渕哲也，〔特許法編⑩〕審決取消訴訟(1)，法学教室，2008年11月，338期，119-120頁；

大渕哲也，審決取消訴訟の審理範囲——メリヤス編機事件，別冊ジュリスト，2012年4
月，209期〔特許判例百選 第4版〕，98-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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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首次審理？」，對實施專利的企業進行問卷調查結果，回答「特許廳」、「法

院」者，各占25%、13%，但回答「原則上，特許廳，但如果是已提出主張的事

由，則為法院」，高達50%，再者，平成21年12月發表的「特許制度研究会報告

書」，也提及「特許法第104條之3立法後，在專利侵權訴訟，都可以判斷所有的無

效事由，メリヤス編機事件判決見解，已經不合於現況，可說過度限制審理範

圍」、「在無效審判程序已經提出的證據及無效事由，即使未經審決判斷，知的高

等裁判所也應該可以審理判斷，並自為裁判」27。是以，日本實務界人士有主張在

無效事由之欠缺進步性判斷上，如系爭發明與比對之某引證案，存有A、B之相異

處，但是特許廳僅判斷有A相異處之存在，並未判斷B相異處，即認為系爭專利具備

進步性要件，而作成舉發不成立審定，其事後，在撤銷審定訴訟中，原告（舉發

人）爭執審定處分對於A相異處之判斷有所違誤，被告（專利權人）則主張特許廳

對於A相異處之判斷並無違誤，且B相異處亦無法證明系爭發明欠缺進步性，此時，

法院雖然認為特許廳對於存有A相異處之判斷有所違誤（即系爭發明與引證案之A

部分，應該是具有相同一致性，欠缺進步性），但是，法院如果連同特許廳所未判

斷之B相異處進行判斷的話，依然可以認定系爭專利與引證案確實存有B相異處，而

具進步性，此時，對於舉發不成立之審定結果，並不會有所影響，法院即不應撤銷

系爭審定處分28。 

(五)近來，日本知的高等裁判所之實務立場，基於撤銷審定訴訟程序之充分審

理，及避免當事人之專利紛爭，無謂地來回於法院與特許廳之間之觀點（いわゆる

キャッチボール禁止の要請），乃在不牴觸「メリヤス編機事件」判決之前提下，

朝向擴大撤銷審定訴訟之審理範圍為努力方向。因此，如果特許廳在作成審決處分

之判斷上有所違誤，直接導致新穎性或進步性之判斷發生錯誤，則法院當然必須撤

銷該審決處分，此固無疑義，但是，如果特許廳在審決判斷過程雖然有所違誤，但

並不會直接對於新穎性或進步性之判斷發生違誤，本於當事人所主張之技術常識或

公知技術，可以治癒特許廳作成之錯誤判斷，而對於審決定結果不會造成影響時，

法院就不會撤銷審決處分。此外，在判斷系爭專利之進步性要件時，特許廳作成之

                                                        
27 高倉成男，補正／訂正に関連する特許法改正及び今後の審判と裁判の関係の在り方につい

て，パテント，2011年3月，64巻4期，20頁。 
28 高野輝久，註23文，389頁、4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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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決處分是以A引證案為主引證案、B引證案為副引證案，法院在審決取消訴訟中，

則是以B引證案為主引證案、A引證案為副引證案，如果，不影響審決結果，法院也

不會撤銷審決處分，簡言之，如引證案係包含有A、B等複數引證案，特許廳作成之

審決處分時，是以A、B引證案各為主、副引證案，並據以判斷系爭專利之進步性要

件，但法院在撤銷審定訴訟審理過程，雖然無法認同特許廳對於主（A）引證案之

判斷，但如果將A、B引證案互為改變成副、主引證案的話，對於進步性判斷之審定

結果不生影響時，法院依然會維持原審決處分29。 

(六)關於撤銷審定訴訟之審理範圍，99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結論，認

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僅對舉發證據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加以審

查，則法院審理之範圍應僅限於此部分之適法性。至於系爭專利是否具進步性部

分，因原處分機關於同一舉發證據並未加以審查，法院應於撤銷原處分，發回原處

分機關智慧財產局另為處分時，由智慧財產局行使第一次判斷權，如法院就此部分

逕予審理，無異剝奪權利人更正之程序利益，故仍應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給

予權利人更正之機會30。可知，專利權人只能針對智慧財產局作成舉發成立審定之

無效事由，作為提起撤銷審定訴訟爭執該審定處分之違法性，不得以其他無效事由

起訴，亦即，撤銷審定訴訟之審理範圍，限定必須在智慧財產局之審查程序業經審

查判斷過之事實，其所持論點主要出於司法權尊重行政權之「行政機關之第一次判

斷權原則（第一次裁量原則）31」，此與前述「メリヤス編機事件」判決之法理，

係出於「為了避免侵害在訴訟前階段業經專業行政機關進行慎重審理判斷之利益

（前審判断経由の利益）」，可謂出於同一基本立場。然而，依上所述，「メリヤ

ス編機事件」判決所宣示撤銷審定訴訟之審理範圍，限於業經於無效審決程序提

出，且經審決判斷之無效事由，造成訴訟程序耗費，當事人之專利紛爭懸而未決缺

失，因此，日本知的高等裁判所之前述判決實務，在不牴觸「メリヤス編機事件」

                                                        
29 知的高等裁判所平成18年7月11日判決，判例時報2017号128頁（おしゃれ増毛装具事件）。 
30 有認為99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甲說結論之真正可採原因，應非權力分立、尊重行政

機關之「第一次判斷權」等原則，而是保護專利權人對於更正之權利。蘇三榮，由專利行政

訴訟看司法權與行政權之界限，http://www.saint-island.com.tw/report/data/IPR_201101.htm#a01.，
最後瀏覽日：2012年7月21日。 

31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17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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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之前提下，如對於審決結論不生影響時，已逐漸擴大撤銷審定訴訟之審理範

圍，從比較法觀點，此於我國之撤銷審定訴訟實務發展，不無可供參考之處。 

(七)我國行政訴訟實務向來採取99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結論見解，認

為行政法院所為之司法審查，本於司法權與行政權之分立，就行政機關之第一次判

斷權，司法機關應予尊重，未經行政機關處分者，除有法律明文規定外，不得於行

政訴訟程序，由行政法院逕行第一次判斷權之行使32。如此一來，以撤銷舉發成立

審定訴訟為例，舉發人在舉發程序業已主張之其它無效事由，縱然未經智慧財產局

審酌判斷，因嚴守第一次判斷權原則，當法院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後，系爭舉發

案將反覆來回於法院與智慧財產局間（キャッチボール現象）33，也間接影響系爭

專利有效性之確定，從訴訟經濟之實效性觀點，顯然有害於當事人間專利紛爭之迅

速解決，相較之下，在專利侵權訴訟中，針對專利有效性判斷，除非當事人意圖延

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提出無效抗辯事由，而有礙訴訟之終結者（審理細則第

33條第1項），否則，基於裁判迅速化觀點，依審理法第16條第1項規定，法院可以

審理當事人所主張之任何無效事由。試舉例說明，在專利侵權訴訟，被告抗辯系爭

專利欠缺進步性無效，並提出無效事由α（引證案A）、β（引證案B）為證，同

時，以系爭專利欠缺進步性向智慧財產局提起舉發，同樣提出舉發理由α（引證案

A）、β（引證案B）為證，在專利侵權訴訟，法院針對系爭專利欠缺進步性之審理

範圍，除無效事由α（引證案A）、β（引證案B）外，甚至，可擴及被告主張新的

無效事由γ（引證案C），相較之下，智慧財產局判斷舉發理由α成立，而作成舉

發成立審定，但在作成審定處分中，並未針對舉發理由β之成立或不成立進行判

斷，將來專利權人提起撤銷審定訴訟，其審理客體，僅限於舉發理由α，不包含在

舉發案中提出，但未經審定判斷之舉發理由β，及未在舉發案中提出之新舉發理由

γ，如法院不認同智慧財產局對於舉發理由α成立之審定判斷，縱然認為依舉發理

由β、γ，系爭專利仍欠缺進步性，亦只能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二者對照之

下，更可凸顯嚴格限制撤銷審定訴訟之審理範圍，並不適當。 

(八)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下稱：審理法）第33條規定，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

                                                        
32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425號判決。 
33 高部真規子，実務詳説 特許関係訴訟，2011年，2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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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前，就同一撤銷或廢止理由中提出之新證據，智慧財產法院仍應予以審酌。因

此，依審理法第33條之規定，容許在行政訴訟中，仍得補提關於同一撤銷、廢止理

由之新證據34，有別於與以往在行政訴訟程序，僅容許提出補強證據、新證據一概

不予審酌之作法，其立法目的在於期望能減少同一智慧財產有效性之爭執，避免因

循環發生行政爭訟，而有拖延未決之情形。試以撤銷舉發不成立審定訴訟為例，X

（舉發人、原告）以系爭專利欠缺進步性提起舉發，並提出舉發理由α（引證案

A）、β（引證案B），經智慧財產局判斷舉發理由α、β均不成立，作成舉發不成

立審定，X提起撤銷審定訴訟，依然可以主張新證據γ（引證案C），且得為撤銷審

定訴訟之審理客體，顯然，在審理法第33條立法下，撤銷審定訴訟之審理客體，包

含未經智慧財產局審酌判斷之舉發理由，已然擴大行政訴訟之審理範圍。此際，法

院如判斷無效事由γ不成立，則維持原來舉發不成立審定之結論，固無疑問；反

之，法院審理後認為無效事由γ成立，現行實務見解，因X依審理法第33條規定提

出新證據，導致系爭專利無效而應撤銷原處分事件，由於專利權人在行政訴訟階段

無法提出更正主張對抗，基於攻擊防禦手段之衡平性，法院於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

分時，並不會課以被告應為「舉發成立，撤銷專利權」之行政處分（課予義務訴

訟），而是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命智慧財產局依法院判決之法律見解重為適

法之處分，以保障專利權人在智慧財產局重啟舉發審查程序時有更正申請之

機會 35。 

                                                        
34 98年6月22日司法院98年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行政訴訟類第1號」研討結論，認為審理法第

33條第1項所指允許提出新證據之「當事人」，限原告及參加人，不及於智慧財產專責機

關。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247號判決，則採限縮解釋，認為審理法第33條第1項之規

定，僅限於舉發人為原告提起撤銷舉發不成立審定訴訟，始有適用，至於專利權人為原告提

起撤銷舉發成立審定訴訟，被告（智慧財產局）及參加人（舉發人）均非屬得依審理法第33
條第1項提出新證據之當事人。 

35 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行專訴字第45號判決：「……惟引證3、4、5、6及其與引證1、2之組合

均係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始提出之新證據，參加人無法及時於被告舉發審查階段斟酌是否為申

請專利範圍之更正，且就本件舉發事件，倘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第12項、第22
項、第29項不具進步性，尚應逐項審查其餘附屬項是否分別符合專利要件。為兼顧參加人對

舉發證據原可於專利專責機關審查階段提出更正申請專利範圍之程序利益，及各附屬項尚待

審查，本件有待發回由被告依本院上述法律見解再為審查裁量。」同法院99年度行專訴字第

117號判決：「……判決且附件二、六及系爭專利說明書中先前技術的組合乃原告於本件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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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基於當事人間專利紛爭一次解決之訴訟經濟考量，擴大撤銷審定訴訟審理

範圍，有其實務必要性，但必須兼顧專利權人之更正權益保障問題。畢竟，在複數

無效事由之舉發審查程序中，經舉發人主張而未經智慧財產局審酌之其它無效事

由，理論上，專利權人於舉發答辯期間，如認有更正之必要性，即可對之提出更正

申請，固有初步保障專利權人之更正申請機會，但實務上，專利權人除非於必要情

形下，並不會輕易更正減縮申請專利範圍，是以，除非舉發人提出之全體複數舉發

理由，均經當事人於舉發審查程序充分進行攻擊防禦，已充分保障專利權人於舉發

審查程序，自行判斷是否提出更正申請，或是，客觀上該等其它無效事由，已無從

藉由更正申請加以改變或解消時，從兼顧訴訟經濟之實效性與更正權益保障立場，

將來，在撤銷舉發成立審定訴訟程序，法院雖不認同智慧財產局之審定處分，但審

理其它無效事由後，結論上與舉發成立審定處分並無不同，為避免同一專利之有效

性爭議，再次引發其它無謂之行政爭訟，法院似應駁回原告之訴。同理，法院雖不

認同智慧財產局之審定處分，倘作成審定處分過程中，未充分保障專利權人於舉發

審程序，自行判斷是否針對其它舉發理由提出更正申請，或是，客觀上該等其它無

效事由，仍可藉由更正機會加以改變或解消，而會影響舉發成立審定結果時，法院

應逕行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發回由智慧財產局重啟舉發審查程序，以兼顧

專利權人之更正申請機會。 

肆、結 論 

撤銷專利權審定訴訟之審理範圍，應如何界定一節，日本最高裁判所昭和51年

「メリヤス編機事件」判決，基於尊重當事人受有特許廳判斷之利益，對於專利有

效性之判斷，採取業經提出審理且在審決中加以判斷之個別無效事由，始得在行政

訴訟程序爭執審定處分之違法性，而成為訴訟審理範圍，同樣地，我國99年度高等

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結論，亦認為行政訴訟之審理之範圍，應僅限於原處分機關業

經審查部分之適法性，不及於其它未經審查部分，即便，法院認為同一舉發證據未

                                                                                                                                                        
訟中始提出之新證據，參加人無法及時於被告舉發審查階段斟酌是否為申請專利範圍之更

正，為兼顧參加人提出更正申請專利範圍之程序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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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查部分，可以證明原處分機關之審定結論為正確，基於司法權尊重行政權之

「行政機關之第一次判斷權原則」，與保障專利權人之更正之機會，該舉發證據既

然前未經行政機關進行審酌，將來即不得成為訴訟審理範圍。此一固守傳統權利分

立原則見解，雖有其立論基礎，但恐有不符合訴訟經濟實效性之虞，有鑑於此，日

本知的高等裁判所之判決實務，在不影響審決之結論時，已適度擴大撤銷審定訴訟

之審理範圍。同樣地，在審理法第16條、第33條之立法下，基於充實訴訟審理、裁

判迅速化與保障專利權人之更正權益等觀點，撤銷審定訴訟實務，是否得以在確保

專利權人更正權益之條件下，適度擴大審理範圍，包含智慧財產局作成審定處分所

未審酌之其它無效事由（含新無效證據資料），避免當事人之專利紛爭反覆來回於

法院與智慧財產局間，減少當事人之程序耗費與經濟負擔，落實專利紛爭迅速解決

一次性之原則，應可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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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美國專利侵權意見書之 
實務面

* 
葉雲卿** 

壹、前 言 

專利意見書（patent opinion）是指就特定專利有效性與特定專利是否侵害特定

產品所為之法律評估意見。1983年Underwater Devices, Inc. v. Morroson-Knudsen Co., 

Inc.1乙案，美國聯邦上訴法院對於專利意見書做出指標性的見解。在該案中，上訴

法院首度肯認潛在侵權人具有避免專利侵權事件發生的積極注意義務。該注意義務

指潛在侵權人在啟動任何潛在的侵權行為前有積極義務，包括取得及尋求適格

（competent）的律師法律意見書。至此，企業在從事經營活動時，若有專利侵權之

疑慮，多數企業傾向取得專利意見書，以事先評估潛在的法律風險，確保不違背

Underwater Devices所建立的潛在專利權侵權人應有之注意義務。 

Underwater Devices一案後，在美國案例法的發展下，企業為避免被認定為惡意

侵權人，開始使用專利意見書作為欠缺惡意侵權之抗辯2。可謂，專利意見書的大量

                                                        
* 本文部分內容曾於交通大學2011年第15屆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發表，特此感謝研討會參與人
員提供若干意見。 

** 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助理教授。 
1 Underwater Devices, Inc. v. Morroson-Knudsen Co., Inc., 717 F.2d 1380 (Feb. Cir. 1983).  
2 美國於1952年修正專利法，明定專利權人對於專利故意侵權人，可要求給付懲罰性之損害賠
償金。See IRAH H. DONNER, PATENT PROSECUTION, LAW, PRACTICE AND PROCEDURE, BNA (5th 
ed.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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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濫觴。而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Underwater Devices一案後，1983年美國聯邦高

等法院在Underwater Devices Inc. v. Morrison-Knudsen Co., Inc.一案中，指出潛在的

專利侵權人（potential infringer）進行涉及專利侵權之行為前，具有取得專利意見書

（patent opinion）之積極義務；因此，侵權人如未取得專利意見書，法院可以判定

侵權人故意侵權。此後，專利意見書廣泛作為專利侵權人排除故意侵權之證明。

2007年聯邦上訴法院雖變更Underwater Devices的見解，然而，專利意見書仍被視為

證明專利侵權人欠缺故意之重要證據。2011年5月，美國最高法院於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v. SEB S.A.一案，分析誘導侵權人使用專利意見書與判斷是否構成

誘導侵權（induce patent infringement）做出指標性的意見，對於專利意見書之運用

有一進步的分析及說明。 

事實上，儘管自1983年以來，美國法院對於適格專利意見書作成之要件，見解

更迭，但是這些案件中，以專利意見書有無，來評估侵權人是否具有惡意的情況始

終不變。是以多年來，企業已形成尋求專利意見書以降低專利風險之觀念，並明瞭

專利意見書是進行涉及專利之商業活動，所應具備之必要評估程序。 

根據美國法律職業協會（Practicing Law Institute, PLI）所統整的資料，企業通

常於下列情況，會聘請專家提供專利意見書3： 

1.企業進入新科技領域市場前，為掌握該領域的專利布局整體概況，而尋求適

切及公正的專利法律意見。 

2.企業開發新產品時，為確認產品無侵害第三人之專利，而尋求適切及公正的

法律意見。 

3.企業所開發新產品，如果有專利侵權之疑慮，會就特定專利的無效性有否，

及新產品有無落入特定專利範圍，尋求適切及公正的法律意見。 

4.企業開發新技術之前，就新技術是否申請專利的可行性尋求適切及公正的法

律意見，以評估對於該技術是否具有申請專利之價值。 

5.企業應該就其所有之專利，監視是否有潛在的專利侵權人，如有發現潛在侵

權人，應就專利是否被侵權，尋求適切及公正的法律意見。 

                                                        
3 Marta E. Gross & Diana I. Valat, Patent Opinion Basics, in PATENTS, COPYRIGHTS, TRADEMARKS, 

AND LITERARY PROPERTY COURSE HANDBOOK SERIES, PLI Order No. 1882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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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企業尋求專利意見書的可能情況。而就專利意見書之目的而言，意見書

歸納可以歸納二類：一、針對是否要申請專利之評估意見：此類意見書必須涵蓋技

術本身是否可能專利？以及該專利的價值如何？二、產品是否侵害特定專利之法律

意見：此類專利侵權之法律意見應包括專利無效（invalidity opinions）及不侵權法

律意見（non-infringement opinions）。前述第一類的意見書，提供發明人或發明所

有人決定發明是否有申請專利之必要性。第二類意見書，係企業開發新產品及新製

程之際，用以評估新產品是否侵害任何已知之專利，因此如果後來發生專利侵權訴

訟時，多於專利訴訟中被引為證據。 

以下本文將以上述產品是否侵害特定專利之法律意見書為中心，分析專利侵權

意見書在美國訴訟上之運用。首先，本文將由美國法證據法切入，就專利意見書之

證據容許性與證明力進行分析。其次，本文將分析歷年聯邦上訴法院判決有關專利

意見書與惡意侵權間的判斷之相關見解的演變，以建置專利意見書之功能。最後，

將檢討依附法院見解所發展之專利意見書撰寫格式與內容，以歸納適格專利意見書

應具備的要件。 

貳、美國法上專利意見書之證據容許性與證明力 

美國聯邦民事訴訟法第1338(a)條規定，美國聯邦巡迴法院對美國專利訴訟紛爭

有專屬管轄權4。因此關於證據容許性5與證明力6的問題，適用聯邦證據法。以下即

                                                        
4 28 USC 1338 states that “(a) The district courts shall have original jurisdiction of any civil action 

arising under any Act of Congress relating to patents,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copyrights and 
trademarks. 
Such jurisdiction shall be exclusive of the courts of the states in patent,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and 
copyright cases.” 

5 美國法上之證據容許性的概念大約與我國證據能力概念相當。依照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

6262號刑事判決：「證據能力係指符合法律規定之證據適格，亦即得成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

之證據適格」（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換言之，所為

證據能力係得為證據並證明代證事實存在之證據適格。而關於民事訴訟法之證據能力，通說

認為我國採自由心證主義，故原則上對證據能力並無限制，而由法官依照自由心證決定證據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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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專利意見書在美國證據法上之證據容許性與證明力之問題。 

一、證據容許性 

依據聯邦證據法第402條規定，所有具有關聯性（relevance）的證據都可以允許

作為證據，提出於陪審團以認定事實，此稱為證據之容許性（Admissibility of 

Evidence）7。而證據法第401條明定證據是否具有關聯性，係指該種證據具有某種

傾向（ tendency），可確認某一訴訟在認定上具有重要性的事實，因為該證據存

在，其事實存在更可能（more probable）或更不可能（less probable）8。 

所謂證據關聯性的證據包括邏輯相關性（ logical relevance）與法律相關性

（legal relevance）。法律相關性即聯邦證據法第403條，其目的用以排除具有邏輯

相關性的證據9。具有邏輯相關性的證據，依照第402條雖可採為證據，但是使用該

等證據如果會有偏頗之後果，且產生偏頗的後果大於其作為證據的價值，經法院衡

量之後，則該證據可依照第403條予以排除10。 

由已註冊的專利律師（Patent Attorney）11撰寫之專利侵權意見書，目的在表明

                                                                                                                                                        
6 證明力是指證據可以證明待證事實之程度。在美國證據上，證據的證明力及證據的可信度由

陪審團決定。而我國由法官認定事實，因此由法官決定證據證明力。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5
條規定如下：「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

則。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 
7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hereinafter FRE] Sec 402 states that “All relevant evidence is 

admissible,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b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Act of 
Congress, by these rules, or by other rules prescribed by the Supreme Court pursuant to statutory 
authority. Evidence which is not relevant is not admissible.” 

8 According to FRE Sec 401, it states that “‘Relevant evidence’ means evidence having any tendency 
to make the existence of any fact that is of consequence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action more 
probable or less probable than it would be without the evidence.” 

9 FRE Sec 403 states that “Although relevant, evidence may be excluded if its probative value is 
substantially outweighed by the danger of unfair prejudice, confusion of the issues, or misleading 
the jury, or by considerations of undue delay, waste of time, or needless presentation of cumulative 
evidence.” 

10 關於證據是否容許？依照聯邦證據法第104條為先決問題（Preliminary Questions），由法官

而非陪審團決定該證據是否可以提出於法院。 
11 美國專利律師（Patent Attorney）制度與我國不同，專利律師專指具有專利代理人（patent 



美國專利侵權意見書之實務面 49 

專利師︱第十一期︱2012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發明人或公司的有關產品是否侵害專利的一種書面意見。發明人或是企業如果知悉

產品可能有專利侵權之潛在風險，那麼應該取得專利侵權意見書，確認是否侵害已

經存在之專利。該專利意見書為企業是否採取合理措施，防止侵權之「關聯性」證

據。 

訴訟上使用專利侵權意見書通常由專利律師依專業提出以下二部分之意見：(1)

專利有效性（validity of patents）：有爭議之專利，而該專利具有無效之原因，例

如：專利為先前技術（prior art）12所；或(2)不侵權（non-infringement）：欲生產或

使用的產品、或製程是否侵害特定之專利。這類專利侵權意見書可以證明當事人是

否盡到注意義務避免專利侵權的發生，與侵權人是否惡意相關，符合聯邦證據法第

402條規定，具有證據容許性。 

二、專家證人與專利意見書 

(一)專家證人 

對於專家證人的主要規範規定於聯邦證據法第702條至第706條13。專家證人並

無特別學歷之要求，但必須具有作證該領域之知識、技能、經驗、訓練、或教育。

依聯邦證據法第702條規定，如果科學、技術或專業知識可以幫助陪審員理解證

據，或者有助於認定爭議事實，具備專家資格之證人可以其意見作證；但是在符合

下列條件下，專家也可以意見之外的形式作證，例如由專家做出某些推論，如果：

1.該證言是以充分的事實或數據資料為基礎；且2.該證言是可靠的原則及方法下之

產物；並且3.該證人可以值得信賴、並確實地將這些原則及方法適用到該案的事實

上14。 

                                                                                                                                                        
agent）證書的律師。美國專利代理人的考試資格，需要大學理工科之學位，因此在其制度

運作下，專利律師為具有法律的專門知識，理工科之學位，並熟悉專利申請程序之專業人

士。 
12 先前技術（亦稱為習知技術），是指在申請日之前，所有已經公開與專利請求範圍相關之資

訊。各國專利法通常會規定，於申請日之前，申請範圍被現有公開的已知技術涵蓋、或是有

公開文獻曾經描述過，那麼該項專利請求即為無效。例如我國專利法第22條。 
13 FRE Sec 702-705. 
14 FRE Sec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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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證據法上的意義來看，專利意見書是一種專家於法庭外之意見陳述，而該意

見陳述可以是專利不侵權及專利有效性方面之意見。在傳聞證據法則之適用下15，

專利意見書不是用來直接證明專利不侵權或專利無效之證據，除非意見書撰寫人到

法庭作證；然而，若專利意見書是用來證明意見書內容以外之事項，則與傳聞法則

無違，專利意見書可以作為證據。因此，在Yarway Corp v. Eur-Control USA, Inc.16

案件中，聯邦上訴法院就指出專利意見書提出與否，與法院認定被告是否具有侵權

惡意具有高度相關性17。 

(二)傳聞法則與意見書 

依照聯邦證據法第802條，傳聞除了符合傳聞法則之例外，否則不得引為證

據18。所為「傳聞」，依照聯邦證據法第801條之定義19，傳聞是指法庭外所做之陳

述，該陳述用來證明陳述內容所主張（assertion）的事實為真。符合第801條定義下

法庭外之陳述，包括 (1)書面或口頭的主張，或 (2)非言詞上的行為（nonverbal 

conduct）。所謂非言詞上之行為，指該行為人有意以其行為表示其主張20。 

專利意見書如果用以提供證明「(1)欲生產或使用產品或製程並無侵害已知專

利；或(2)生產或使用產品或製程並無侵害某已知專利，或某已知專利有無效之原

因」等內容為真，倘專利意見書撰寫人如果未出庭作證，則所著之專利意見書符合

第801條傳聞證據之定義，為法庭外之陳述且用以證明陳述內容為真，依照聯邦證

據法第802條不得為證據。 

反之，依聯邦證據法第802條的反面解釋，如果非用來證明陳述內容是否為

真，法庭外的陳述可以引為證據，不適用傳聞法則。因此，依照聯邦證據法第105

                                                        
15 依照美國聯邦證據法第802條，傳聞證據法則係指法庭外之陳述，除非符合傳聞法則之例

外，否則不得為證據。 
16 Yarway Corp v. Eur-Control USA, Inc., 775 F.2d 267 (1985). 
17 DONNER, supra note 2. 
18 FRE Sec 802 Hearsay is not admissible except as provided by these rules or by other rules 

prescribed by the Supreme Court pursuant to statutory authority or by Act of Congress. 
19 FRE Sec 801 (c) “Hearsay” is a statement, other than one made by the declarant while testifying at 

the trial or hearing, offered in evidence to prove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asserted. 
20 例如以點頭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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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21，如果證據可以用來證明某一事實但是不能作為其他用途，法院應限制證據證

明的範圍，並告知陪審團證據可證明之範圍。因此，專利意見書在符合聯邦證據法

的情況，具備有限度的容許性，僅可以作為證明被告是否善盡注意義務，是否就有

專利之虞的產品與製程施行的必要程序，以避免侵權。 

(三)證明力 

由聯邦證據法第104條(e)規定可知，關於證據之可信度（creditability）及重要

性（weigh）由陪審團決定22。換言之，當證據具有容許性，可以提出給陪審團作為

認定事實之證據，其證據可否證明待證事實之程度，為事實認定問題，應由陪審團

決定。因此，提出專利意見書，是否能證明被告善盡注意義務？為事實認定問題，

陪審團應以被告尋求專利意見書的過程及專利意見書的內容等情況，依個案認定。

因此，理論上，專利意見書的提出僅為被告對於有專利之虞的產品與製程，是否善

盡注意義務的其中「一種」證明方式，並不必然產生被告已善盡注意義務的「推

定」效果，或是未盡義務之不利推論。但是 1983年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在

Underwater Devices所採之見解，卻導致了這樣的結論23。當然，隨著對於專利意見

書使用目的更加明確，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逐漸調整Underwater Devices案之見解，使

得專利意見書的應有格式與內容不再流於形式，而達到其降低訴訟風險以及協助公

司決策之目的。 

三、美國法院對於專利意見書見解之演變 

(一)Underwater Devices案建立侵權人取得適當專利意見書之義務 

美國專利侵權人「強制性」賠償專利權人三倍懲罰性損害賠償金的制度，在

                                                        
21 FRE Sec 105 states that “Whenever evidence which is admissible to one party or for one purpose 

but not admissible as to another party or for another purpose is admitted, the court, upon the 
request, shall restrict the evidence to its proper scope and instruct the jury accordingly.” 

22 FRE Sec 104 (e) states that “This rule does not limit the right of a party to introduce before the jury 
evidence relevant to weight or credibility.” 

23 Gross & Valat, supra no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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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專利法制定時，就已經存在24。1800年修正專利法時仍舊維持三倍賠償金的

制度，當時的專利法，強制要求不論侵權人是否惡意，都必須賠償三倍賠償金25。

但是，此種不論侵權人是否知悉侵權事實，都必須賠償三倍賠償金的制度，除了對

侵權人不僅欠缺公平，另一方面，將使發明人畏懼開發新產品，而遏阻了科技發

展。於是，1836年美國專利法修正時，就賠償金部分做了適度的調整，將損害賠償

金區分為損失賠償金及懲罰性損害賠償金，但法條條文並沒有說明法院應如何依照

案件事實認定適用懲罰性損害賠償或損失賠償。到了1854年美國最高法院明示懲罰

性損害賠償僅適用於惡意侵權人，不適用於善意侵權人，該意見並於1952年正式條

文化26。 

依照美國專利法第284條，法院「得」要求侵權人給付三倍懲罰性損害賠償

金27，雖然在沒有法定標準規定的情況下，法院可行使裁量權以提高賠償28，但聯

邦巡迴上訴法院在核准懲罰性損害賠償時，必須是侵權人符合肆意無視（wanton 

disregarded）專利權人的專利權而有意侵害專利權，也就是所謂的惡意（willful）侵

權29。 

何種情況符合惡意侵權？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1983年於Underwater Devices, Inc.

首度建立判斷標準。該法院認為潛在侵權人應具有以下注意義務：「潛在的侵權人

實際知悉他人的專利權，他有義務以應有的謹慎，以確定他是否侵權。這種積極義

務，包括在啟動任何可能的侵權活動前，有積極義務必須先尋求和取得適當律師的

                                                        
24 DONNER, supra note 2, at 2831. 
25 Id. at 2831. 
26 Id. 
27 28 USC 284 paragraph 2 states that “When the damages are not found by a jury, the court shall 

assess them. In either event the court may increase the damages up to three times the amount found 
or assessed.” 

28 In re Seagate Technology, LLC., 497 F.3d 1360, 1368, 83 U.S.P.Q.2d 1865 (Fed. Cir. 2007). 
29 Stickle v. Heublein, Inc., 716 F.2d 1550, 1565 (Fed. Cir. 1983) (“The court must determine that the 

infringer acted in disregard of the patent, that is, that the infringer had no reasonable basis for 
believing it had the right to do the acts.”).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在判賠三倍賠償金時，有些法院

也使用惡意（bad faith）侵權，但也指出惡意侵權不過是故意侵權中的一種類型，JOHN M. 
SKENYON, CHRISTOPHER S. MARCHESE & JOHN LAND, PATENT DAMAGES LAW AND PRACTICE § 
4:15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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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見30。」 

Underwater Devices案的事實審法院指出，侵權人已事先知悉專利存在，也取得

所謂「專利無效性意見書」，但基於以下幾點理由，並不認為侵權人已盡到應有的

注意義務： 

1.該專利意見書由公司內部律師所提出，該律師並非登記在案之專利代理人。 

2.意見書指出約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專利案件，法院會宣告專利無效，因此不

管專利權人的專利請求範圍是否有實體利益（actual merits），侵權人有很高的可能

性可以成功爭執專利無效性。 

3.意見書並無說明是基於專利範圍分析以論斷先前存在專利為無效。 

被告不同意事實審法院之看法，而上訴至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上訴法院維持一

審見解，認為侵權人所提出內部律師之「專利無效性意見書」，並沒有說明及分析

被告產品為何不侵權，而被告不當信賴這樣的意見書，並未盡到潛在侵權行為人該

有之注意義務。顯然，法院認為公司對於專利意見書之合理信賴，必須建立於適格

的專利意見書；如果專利意見書欠缺合理信賴的基礎，那個公司主張依賴意見書的

意見作為惡意侵權的抗辯，將不被法院採納。 

其後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有一連串的案件在處理、繼續發展故意侵權人注意義務

標準之適用，並針對Underwater Devices提出標準進一步的闡釋。1986年，聯邦法院

在Underwater Devices所建立的基礎下，在Kloster Speedsteel Ab v. Crucible, Inc.更進

一步建立所謂的不利推定原則（adverse inference doctrine）31。Klosterz法院認為侵

權人未取得適當的專利意見書，或就是否取得專利意見書主張律師與委託人之拒絕

證言權（attorney-client privilege）32，則表示侵權人未盡注意義務或是推定意見書

                                                        
30 Underwater Devices, Inc. v. Morrospm-Knudsen Co., 717 F.2d 1380, 1389-90. The court of 

Underwater stated that “where, as here, a potential infringer has actual notice of another’s patent 
rights, he has an affirmative duty to exercise due care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he is infringing. 
Such an affirmative duty includes, inter alia, the duty to seek and obtain competent legal advice 
from counsel before the initiation of any possible infringing activity.” 

31 Kloster Speedsteel Ab v. Crucible, Inc., 793 F.2d 1965 (1986). 
32 Attorney-Client Privilege means the client’s right to refuse to disclose and to prevent any other 

person from disclosing confidential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client and the attorney. See 
PRIVILEGE IN BLACK’S LAW DICTIONARY (9th ed. 2009). 關於attorney-client privilege之翻譯，余



54  

專利師︱第十一期︱2012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之結論不利於被告，均可以認定侵權人為惡意。 

長期以來聯邦法院依照Underwater Devices及Kloster所發展之不利推論原則，意

指被告在明知有先前專利的情況，但卻未取得適當專利意見書或不提出專利意見書

的討論內容，對於侵權人惡意之不利推定。此一不利推論的原則，直到2004年上訴

法院在Knorr-Bremse System Fuer Nutzfahrzeuge GambH v. Dona Corp.33被廢棄，但

Underwater Devices案所立下侵權人具有積極注意義務之標準仍然維持。 

在2004年不利推論原則被廢棄之前，侵權人具有取得專利意見書的積極作為義

務，因此專利意見書取得成為排除故意侵權的重要證據。在1983年至2003年期間，

聯邦法院許多案件都處理專利意見書等相關問題，對於專利說明書之製作與使用具

有指導之意義，這階段法院的見解，對於後來發展專利意見書的實質內容的要求有

很大的影響性。 

基本上，1983年至2003年間固然受到Underwater Devices影響，但是聯邦法院對

於判斷是否成立故意侵權，除了專利意見書的「存在」之外，仍須判斷其他因素，

例如專利意見書是否具有合理信賴的基礎34。簡而言之，判斷侵權人是否構成故意

侵權，並非單一地去認定，必須結合其他因素、按照案件整體的情況（totality of 

circumstance）來認定35。過去聯邦法院曾經考慮的因素，包括36：侵權人是否善意

信賴專利意見書認定不構成專利侵權或專利無效？或是否知悉先前專利存在？是否

善意（good faith）進行迴避設計？侵權人的行為以及訴訟技巧是否符合誠信原則

（good faith）？ 

                                                                                                                                                        
慧如律師使用「律師與當事人間之通訊保密特權」，見余慧如，美國故意侵害專利認定暨律

師與當事人間通訊及訴訟工作內容免揭露之最新發展——In re Seagate Technology, LLC案介

紹及評析，retrieved from http://www.saint-island.com.tw/news/shownewsb.asp?seq=290&stat=y， 
最後瀏覽日：2012年10月1日。亦有有用「律師與委託人之拒絕證言權」，見Arthur Best
著，蔡秋明、蔡兆誠、郭乃嘉譯，證據法入門，2003年，能適切表達原意，因此在本文採

用。 
33 Knorr-Bremse Systeme Fuer Nutzfahrzeuge GmbH v. Dana Corp., 383 F.3d 1337, 72 (Fed. Cir. 

2004). 
34 DONNER, supra note 2, at 2833. 
35 Gustafason, Inc. v. Intersystems Indus. Prods., 897 F.2d 508, 510 (Fed. Cir. 1990). 
36 DONNER, supra note 2, at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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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Knorr-Bremse案廢棄適用欠缺專利意見書之不利推論 

2004年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主動在Knorr-Bremse審查Underwater Devices, Inc.與

Kloster案所建立的不利推論原則37。在不利原則的適用下，如果被告主張與律師之

間的拒絕證言權（attorney-client privilege）38，則被告會受到惡意侵權之不利推

定。由於不利推論原則的適用，相當程度減輕原告證明被告故意侵權之舉證責任，

同時迫使被告必須藉由提出專利意見書以證明善意（good faith）侵害專利，並揭露

所有被告與律師間有關專利意見書對話內容。 

因為不利原則對於被告影響甚大，聯邦上訴法院終於在Knorr-Bremse System 

Fuer Nutzfahrzeuge GambH舉行的公聽會39中處理四個有關不利推論的主要議題： 

1.當被告主張與撰寫專利意見書的律師間的對話內容，或律師工作底稿不得公

開時，而作成故意侵權相關事實之不利推論是否適當？ 

2.當被告未取得專利意見書，而作成故意侵權相關事實之不利推論是否適當？ 

3.如果法院決定改變不利推論原則的適用，本案結果是否因此不同？ 

4.在沒有專利意見書的情況下，一項實質上的抗辯存在是否足以排除故意侵權

的成立？ 

上述第1、2、及4議題與專利意見書及故意侵權不利推論原則相關，基本上，

法院對於此三個議題的回應都是否定的。也就是說，聯邦法院不認為被告主張律師

與委託人之拒絕證言權，或拒絕公開與專利律師間作成意見書的相關對話或是沒有

提出專利意見書，將直接導致不利侵權之認定。另外，即使沒有專利意見書，法院

也不認為，其他的單一因素足以排除故意侵權，法院認為必須全盤考量影響案件事

實的相關因素，即必須依照所謂整體判斷原則（totality of circumstance）才可以認

定被告為善意或是故意侵權。 

Knorr-Bremse案件之後，關於專利意見書及故意侵權相關之實務見解，並無太

大變化。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直到2007年的In re Seagate Tech., LLC.案40推翻自1983年

Underwater Devices, Inc.所建立的故意侵權人之積極注意義務，至此，專利意見書在

                                                        
37 DONNER, supra note 2. 
38 See DONNER, supra note 2, at 2835. 
39 本案公聽會於2003年舉辦。 
40 In re Seagate Technology, LLC., 497 F.3d 1360, 1371 (Fed. Ci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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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訴訟的適用呈現新的面貌。 

(三)Seagate案後專利意見書仍可證明被告行為欠缺故意 

2007年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在In re Seagate乙案，重新定位故意侵權之認定標準，

並處理長久以來兩大有關專利意見書議題：(1)欠缺專利意見書是否構成故意侵權之

不利推論，及(2)如果被告主張不公開相關律師與被告之間對話，是否會造成故意侵

權之不利推論。 

首先，長久以來Underwater Devices所建立故意侵權之認定標準為In re Seagate 

Tech., LLC.廢棄。In re Seagate Tech.的法院宣告侵權人積極注意義務之標準不再適

用，因此，被告即便已知悉專利存在，並無取得專利意見書之積極義務。取而代之

的是，Seagate法院以「客觀的重大過失」（Objective Recklessness）標準認定侵權

行為是否為故意41。專利意見書的取得與否不過是判斷是否故意的要件之一。 

Seagate法院的判決基礎主要以2007年美國最高法院在Safeco Ins., Co. v. Burr42乙

案處理懲罰性損害賠償之法理作為論斷基礎，法院認為民事故意（willful）的侵權

責任包括明知違反法規之民事責任，也包括重大過失行為（reckless behavior）。

Seagate法院同時確立原告舉證責任必須達到確信且令人信服的程度（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43。Seagate法院認為Underwater Devices所建立的故意侵權標準

在事實上較接近過失，但是民事的故意侵權責任，應該至少是重大過失，因此推翻

自Underwater Devices案後長達24年的見解。 

In re Seagate Tech., LLC.案所訂立的「客觀的重大過失」的判斷準則分為二個

階段，涉及主觀與客觀上的判斷44在客觀上，必須評估被告的行為是否具有極大可

能（highly likelihood）侵害有效之專利；而在主觀上，必須評估被告的心態（state 

                                                        
41 Id. 
42 Safeco Ins., Co. v. Burr, 551 U.S. 47 (2007). 
43 The court of Safeco points out that “where ‘willfulness’ is a statutory condition of civil liability, it 

is generally taken to cover not only knowing violations of a standard, but reckless ones as well” See 
Burr, 551 U.S. at 47. 

44 Henry C. Su, Defending Charges of Culpable Infringement with Opinions of Counsel, in PATENT, 
COPYRIGHTS, TRADEMARKS, AND LITERARY PROPERTY COURSE HANDBOOK SERIES, PLI Order No. 
19139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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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ind）是否知悉侵權行為，或就侵權的事實如此明顯而應該知悉45。對此主、客

觀要件之判斷，判決本文並無提出進一步說明，須留待將來的案件繼續發展46。 

Seagate案以「客觀的重大過失」標準以認定是否有故意侵權。因此，專利意見

書的提出仍有其必要性。侵權人取得意見書的時間點、及是否合理信賴適當的意見

書，足以證明侵權人的行為在客觀上是否合理，是否具有重大過失47。 

Seagate案之後，法院明白告訴企業欠缺專利意見書不會與故意侵權劃上等號，

企業並沒有提出專利意見書的義務。相當程度地減輕企業開發產品時尋求專利意見

書之義務。但是，當企業在知悉專利的情況下，仍然作出發展新產品的商業決定

時，如果無法提出專利意見書，那麼如何證明企業已經盡了調查義務，認為新產品

沒有侵權？聯邦法院向來以案件的全盤情況來認定侵權人是否故意。因此，具體個

案未發生之前很難就評估企業的哪些作法可以證明侵權人無重大過失。 

所謂「客觀上的重大過失」觀念雖有待將來判決近一步闡釋。但是可以推論的

是，法院可以認定潛在專利權人提供專利意見書作為欠缺惡意之抗辯，必須由客觀

角度檢驗這樣的抗辯客觀是否合理？另外，判斷侵權人是否故意，應以商業標準看

侵權人行為是否不合理。其實也就是回歸到事件本質來看，當企業遇到某一項專利

與自家產品相關，是否盡可能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以避免專利侵權的產生？而這樣的

措施，是否為商業標準的程序？如果答案為肯定，那麼可以認定為無侵權故意。 

(四)Global-Tech案要求專利意見書應包括競爭產品分析？ 

2011年5月美國最高法院在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et al. v. SEB S.A.48，確

                                                        
45 Id.  
46 In re Seagate Technology, LLC., 497 F.3d 1360. 雖然Seagate案的判決主文並無提及如何進行

主客觀之判斷，但是本案Gajasa及Newman法官在協同意見書中，對於主客觀要件的闡釋值

得參考。Gajasa法官認為Seagate案中的客觀要件依照Safeco所提出之標準，要求專利權人提

出確信且令人信服之證據，證明：(1)被告所提出之不侵權或專利無效之理論，不僅不正確

且客觀上並不合理；(2)侵害專利風險遠大於專利無效及不侵權之理論，而專利無效與不侵

權理論顯然純粹是輕忽所致。Newman法官認為，主觀要件是否符合，可以由公平商業標準

看行為偏差是否不合理來判斷是否惡意。 
47 SKENYON, MARCHESE & LAND, supra note 29, § 4:18. 
48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et al. v. SEB S.A., 131 S. Ct. 206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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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長期以來誘導侵權認定的標準，也討論專利意見書相關的事項，對於專利意見書

分析的內容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性。 

Global-Tech案發生在1997年，原告SEB S.A.是一家法國販賣家庭用品的公司，

在美國設立子公司T-Fal Corp.（“T-Fal”）。T-Fal生產一種可以進行高溫烹調食物的

鍋具，但在高溫烹調食物的過程中，鍋具的內部雖然以高溫烹煮食物，但是鍋具的

外緣仍然可以保持常溫，該鍋具商品受到專利保護。美國公司Sunbeam Products, 

Inc.是SEB該項鍋具商品的競爭對手。為了販賣類似鍋具產品，Sunbeam Products, 

Inc.提供鍋具規格給被告公司Pentalpha，要求本案被告Pentalpha公司製造符合特別

規格之鍋具。Pentalpha是一間香港公司，由Global-Tech Appliance百分之百持有之

子公司，因為Pentalpha生產鍋具的行為，SEB也控告Pentalpha之母公司Global-Tech 

Appliance侵權，一審陪審團判決被告直接侵權（direct infringement）成立49及誘導

侵權（inducement infringement）50也成立。被告未爭執直接侵權部分，被告僅就誘

導侵權部分上訴。被告Pentalpha爭執在Sunbeam於1998年4月收到起訟狀之前及被

SEB告知訴訟之前，被告並不知悉SEB專利存在，因此在此之前誘導侵權並不成

立。然而，聯邦上訴法院拒絕Pentalpha之主張，駁回被告上訴。2010年被告因而上

訴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2011年5月判決維持上訴判決，並駁回被告上訴。 

誘導侵權要件必須以被告知悉原告專利為前題。因此被告所取得專利意見書是

證明被告於接到專利侵權起訴書是否知悉的重要依據。在Global-Tech案有關專利意

見書的爭議在於被告於產品生產前所取得未侵害任何產業之專利意見書，是否得以

證明被告在生產被控產品前對原告專利並不知情？最高法院對此爭議表示意見，認

為該意見書無法證明被告對於原告專利存在的事實不知情。因為法院發現： 

1.被告為共同被告Sunbeam開發新產品時，曾經進行市場研究，因此瞭解原告

SEB擁有cool-touch鍋具之最新技術。 

2.因此，無法解釋被告公司執行長為何未提供SEB專利資訊給製作專利意見書

之專利律師。 

                                                        
49 直接侵權部分，不論被告主觀上是否有認知侵權事實，只要被告有在美國製造、販賣、提供

販賣、輸入等行為均成立。 
50 誘導侵權部分，必須證明被告知悉、或可能知悉其行為可能誘導真正侵權。證明範圍包括侵

權人知悉專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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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告公司執行長無法回答，專利律師如果知悉SEB之設計，那麼專利意見書

是否會有不同解讀與結論？ 

上述因素加在一起，雖然無直接證據證明被告在專利訴訟開始之前已經知悉原

告的專利，但是被告明明有機會可以提供原告專利給專利律師，但卻沒有向專利律

師揭露被告產品抄襲SEB在香港銷售的產品的事實，以及可能涉及相關專利資訊。

因此，認定被告信任專利意見書的基礎並不合理。 

Global-Tech案的發展，對於未來專利意見書之撰寫可能產生若干的改變，對於

競爭對手的銷售不能視而不見，因此在取得專利意見書時，如果曾經對於競爭對手

的產品做過研究，那麼專利意見書中可能應該包括競爭對手產品之分析，否則極可

能被認定「有意」視而不見。以Global-Tech為例，被告並未完全提供競爭對手的產

品資料，是以專利律師評估範圍缺漏競爭對手產品之分析，法院認為此為有意視而

不見。 

所以，不適格的專利意見書，無論針對直接故意侵權或誘導侵權被告，均無法

提供被告有效之抗辯。因此，只有合格意見書才能降低企業專利訴訟之風險。而研

究專利意見書應該具備的要件，不但有助於企業在取得適當專利意見書，更有利於

企業判讀專利意見書。 

參、適格專利意見書 

Seagate雖然修正故意侵權的認定標準，廢棄潛在侵權人積極取得專利意見書的

義務。但實務上，仍認為專利意見書仍可為侵權人欠缺故意的重要證據之一。以下

就專利意見書應考量的要件逐一分析，並分析適格專利意見書應有之格式與內容，

以及企業如何判斷專利意見書是否值得合理信賴。 

一、取得專利意見書應考量的因素 

(一)專利意見書取得時間 

通說認為，專利意見書最好於進行潛在侵權行為之前或在知道專利存在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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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51。但Sensonics, Inc. v. Aerosonic Corp.案中，被告在收到原告專利通知的八個月

後取得專利意見書，判決仍然認定被告欠缺故意52。但是，也有認定在收到專利權

人的第一次通知後五個月（當中已經收到專利權人三次通知）才取得專利意見書，

而認定被告具有故意53。當然，是否具有故意如前分析，到底在知悉專利後多久會

被認定故意，並沒有一個統一判斷的標準，必須要依照全盤情況來認定54。但是，

總體來說，法院認為被告較早收到的專利意見書相較於越晚收到的專利意見書，其

證據權重為前者大於後者55。 

(二)專利意見書寫作人 

一份適格的專利意見書，表示該專利意見書具有客觀合理信賴的基礎，使意見

尋求人可以合理仰賴專利意見書進行決策。因此嚴格來說，由何人來撰寫並不是衡

量專利意見書是否可以值得合理信賴的重點。專利意見書的內容是否通盤思考分析

（thorough enough）、是否合理說明不侵權，才是專利意見書可否參考的重點56。

但是，尋求意見時，對於專利意見書寫作人的選擇，卻可以表示潛在的侵權人是否

盡到應有的注意義務。 

1. 律師或工程師 

專利意見書相當程度必須就現在技術與先前技術表示意見，工程師或科學家確

實在技術理解上較律師為熟悉，在1980年代初期，實務上可見到專利意見書由工程

師撰寫，但美國判決實務並不支持這種方式57。美國聯邦法院雖未明白表示專利意

                                                        
51 William L. Lafuze & Michael A. Valek, Attorney Opinions, Waiver, and the Law of Willful 

Infringement in Light of In Re Seagate, in PATENTS, COPYRIGHTS, TRADEMARKS, AND LITERARY 

PROPERTY COURSE HANDBOOK SERIES, PLI Order No. 18979 (2009). 
52 See Sensonics, Inc. v. Aerosonic Corp., 81 F.3d 1566, 1571 (1996). 
53 DONNER, supra note 2, at 2852. 
54 SEB S.A., 131 S. Ct. at 2060. 
55 DONNER, supra note 2, at 2852. See also In re Hayes Microcomputer Prods., Inc. Patent Litigation, 

982 F.2d 1527 (1992). 
56 See DONNER, supra note 2, at 2840. 
57 Smith Eng’g Co., Inc. v. Einsemann Corp., 28 Fed. Appx. 958, 965 (Fed. Ci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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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書不能由工程師或科學家來撰寫，但是判決顯示由非專利律師所寫的專利意見書

在證據力衡量上較低58。事實上，由律師撰寫專利意見書是基於下列幾點考量：59 

(1)律師與當事人間的對話，可以主張保密，所以在法庭不公開。 

(2)律師相較於工程師或科學家更熟悉專利法。 

(3)撰寫意見書時，律師可以和工程師或科學家合作。 

2. 專利律師或非專利律師 

沒有任何規定或是判決要求專利意見書必須由專利律師撰寫，但Underwater乙

案中，法院就曾經批評由非專利律師所寫的專利意見書並不恰當60。其他也有若干

判決說明非專利律師所撰寫的意見書其在證據權重上，會較專利律師為低61。 

3. 本國律師與外國律師 

對於跨國企業而言，似乎取得企業當地律師意見較為便利與實際，因為當地律

師的意見更能掌握企業技術的精髓。但是，外國律師因為無法出庭作證，或是法院

拒絕被告與外國律師對話應受到保護62。曾經在U.S. Patent. McDermott v. Omid Int’l, 

Inc.63乙案中，被告使用德國律師意見書，但是法院仍判定故意侵權。因此，如果是

考慮美國專利訴訟的風險，仍以選任美國專利律師撰寫意見書為宜64。 

當然跨國企業在委任美國律師撰寫專利意見書時，也要特別注意到企業的研發

人員必須與專利律師充分溝通，該名律師對於特定領域必須要有基本的知識，企業

有義務要讓律師熟悉並瞭解企業的技術65。只有與意見撰寫人充分溝通的情況下，

及撰寫人充分掌握必要資訊時，那麼專利意見書才能進行合理分析現況與產業技

術。 

                                                        
58 CPG Products Corp. v. Pegasus Luggage, Inc., 776 F.2d 1007, 1014 (Fed. Cir 1985). 
59 Gross & Valat, supra note 3, at 134. 
60 Id. 
61 See DONNER, supra note 2. 
62 Pegasus Luggage, Inc., 776 F.2d at 1014. 
63 U.S. Patent. McDermott v. Omid Int’l, Inc., 723 F. Supp. 1288, 1233-34 (S.D. Ohio 1988). 
64 SEB S.A., 131 S. Ct. at 2060. 
65 Pegasus Luggage, Inc., 776 F.2d at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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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內部顧問與外部顧問 

雖然沒有判決或法規規定專利意見書必須由外部律師來撰寫，但是由外部律師

撰寫，意見書的獨立性較可以獲得確保。雖然並無絕對，但美國仍有不少判決認為

內部律師所寫的專利意見書之客觀性較外部律師的意見書為低66。但亦有判決認為

內部法律意見書仍值得參考67。 

(三)專利意見書格式 

取得適格專利意見書，可以避免將來訴訟風險或被控惡意侵權的可能。而合格

的專利意見書，必須按照模擬法院在專利訴訟程序中，所進行專利有效性與不侵權

判斷所採取的分析模式來分析68。訴訟上所使用的專利意見書，包括二部分，即評

估產品是否侵害特定專利與評估專利之有效性69。 

1. 專利有效性評估 

專利有效性之評估必須就申請專利範圍之定義，及專利說明書之申請專利範圍

作界定。因此，首先第一步必須定義專利請求項內的所有詞語定義70。其次，就新

穎性、進步性、與產業利用性分析專利是否有效。關於新穎性，必須進行前案或已

知技術檢索，確認是否已有相同技術等等。並就顯著性與產業利用性分析與表示意

見。 

至於申請專利範圍界定（claim construction），在Philips v. AWH Corp.乙案，

聯邦上訴法院指出71，法院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對於請求項的解釋，必須像是具

有該領域技術之人來認識整個專利內涵，認識的範圍除了請求項以外，也包括發明

說明（specification）。因此，專利律師撰寫專利意見書時，應模擬法院所進行申請

                                                        
66 NTP Inc. v. Research In Motion Ltd., 270 F. Supp. 751 (E.D. Va. 2003); S. C. Johnson & Son, Inc. 

v. Carter-Wallace Inc., 781 F.2d 198 (Fed. Cir. 1986). 
67 SRI Int’l., Inc. v. Advanced Tech. Lab., 127 F.3d 1462, 1467 (Fed. Cir. 1997). 
68 See Gross & Valat, supra note 3, at Ⅱ.C.2.b. 
69 DONNER, supra note 2, at 2845. 
70 ROBERT L. HARMON, PATENT AND THE FEDERAL CIRCUIT 283-371 (7th ed. 2007). 
71 Philips v. AWH Corp., 415 F.3d 1303 (Fed. Cir. 2005)(en b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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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範圍解析之程序，將自己視為如同法院在審理專利侵權案件，讓自己站在該領

域技術之人標準的地位，以解讀並界定申請專利範圍。 

當然，專利律師在撰寫意見書時，必須自我教育關於該領域技術，以達到具有

該領域技術之人所具有之通常知識72。在許多的情況下，撰寫人還必須與該領域的

科學家與技術人員討論，才能夠適切地界定申請專利範圍。 

2. 專利不侵權意見 

合格的專利不侵權意見書必須模擬法院在進行不侵權判斷所做的分析73。因

此，不侵權意見書第一步必須就申請專利權範圍界定，其次分析是否有文義侵權，

如果不構成文義侵權，再適用均等論進行侵權分析74。 

(1)文義侵權分析（literal infringement analysis） 

界定申請專利範圍之後，專利律師必須進行文義侵權分析。當然，專利意見書

內有關文義侵權分析的方式也是依照法院對於專利侵權分析步驟進行。專利律師必

須比對目標產品及有侵權可能性產品與有爭執的專利，以決定產品是否被申請專利

範圍所涵蓋。 

文義侵權分析必須對於就專利請求項（claim）之元件（element），逐一與被

控技術進行比對。文義侵權以請求項元件的文字意義與被控技術進行比對。如果被

控技術可以被系爭專利請求項之每個元件文義內容所讀入（read on），則構成文義

侵權；反之如果有一元件之文義沒有辦法讀入，則必須進行均等論分析。 

(2)均等論侵權分析（doctrine of equivalent） 

不同於文字侵權分析，均等論侵權分析係就整體性來比對二種裝置

（devices），特別在功能比較上是否相同75。產品不侵權表示和產品間至少一個專

利「獨立請求項」（ independent claim）的元件不同。由於附屬項（ dependent 

claim）包含其所附屬的獨立項中的每個元件，因此就不侵權的角度而言，如果待分

                                                        
72 Schering Corp. v. Amgen Inc., 222 F.3d 1347, 1353 (Fed. Cir. 2000). 
73 See Gross & Valat, supra note 3. 
74 See Graco, Inc. v. Blinks Mfg. Co., 60 F.3d 785, 793 (Feb. Cir. 1995); Datascope Corp. v. SMEC 

Inc., 879 F.2d 820, 828. See DONNER, supra note 2, at 2846. 
75 See DONNER, supra note 2, at 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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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產品與至少一個專利「獨立請求項」的元件不同，那麼依附於該獨立項的附屬項

與該待分析產品也不會相同。由於均等論分析會擴大文義侵權解釋的範圍，因此，

法院判決適用均等論時，建立了幾個排除均等論適用之原則76。首先，如果待分析

產品欠缺某一特定獨立項之元件，則無須適用均等論77。其次，如果待分析產品已

經被先前技術所涵蓋，則無均等論之適用。又專利申請過程時，申請人已經限縮的

主張，不得再適用均等論。 

肆、結 論 

專利意見書在美國專利訴訟行之已久，對於適格專利意見書具體內容的要求，

隨著美國聯邦法院判決的累積，也逐漸制度化。在Underwater以後，企業為了避免

被認定為故意侵權，大量使用專利意見書作為欠缺故意之抗辯。但因為企業似乎將

專利意見書誤解為故意侵權之免責函，因此當時的專利意見書多都流於形式。其

後，聯邦法院透過案件審理，告訴企業與意見書撰寫人適格專利意見書應具有的要

件。例如：撰寫人是否可以勝任提出專利意見？撰寫人是否有利益衝突？是否客

觀？意見書提出的時間？意見書是否有其立論基礎？是否合理分析？分析的內容是

否完整？等等。在這些大量判決意見出爐後，漸漸形成意見書的指導綱要，不但提

供意見書撰寫人分析的方向，也教導企業如何尋得一分適切的專利意見書，以及如

何適用意見書裡的意見。 

Seagate案之後，法院明白告訴企業欠缺專利意見書不會與故意侵權劃上等號，

企業並沒有提出專利意見書的義務。相當程度的減輕企業開發產品時尋求專利意見

書之義務。但是，當企業在知悉專利的情況下，仍然作出發展新產品的商業決定

時，如果無法提出專利意見書，那麼如何證明企業已經盡了調查義務，認為新產品

沒有侵權？聯邦法院向來以案件的全盤情況來認定侵權人是否故意。因此，具體個

案未發生之前很難就評估企業的哪些作法可以證明侵權人無重大過失。Gajasa及

Newman法官在Seagate判決所寫的協同意見書，依照Safeco所提出的標準，認為所

                                                        
76 Pegasus Luggage, Inc., 776 F.2d at 1014. 
77 See DONNER, supra note 2, at 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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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客觀上的重大過失」是指被告所信賴之不侵權或專利無效的基礎，不僅不正確

且客觀上並不合理，或是不侵害專利或專利無效的推論顯然是輕忽所致。另外，也

認為判斷是否故意應以商業標準看行為偏差是否不合理。綜合兩位法官的意見，其

實也就是回歸到事件本質來看，當企業遇到某一項專利與自家產品相關，是否盡可

能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以避免專利侵權的產生？而這樣的措施，是否是商業標準的程

序？如果答案為肯定，那麼可以認定為無侵權故意。 

最高法院在Global-Tech案件中對於專利意見書的看法並不令人意外。基本上仍

然未脫離Seagate及其他聯邦法院對於專利意見書的要求。專利意見書的內容本來就

應該包含潛在侵權產品的評估。產品供應商很難解釋對於競爭對手的產品一無所

知，因此，專利意見書內對於競爭對手的產品未置一詞的作法啟人疑竇。因此，事

實審法院認定專利意見書欠缺原告的產品分析，可能是由於被告特意隱瞞知悉專利

權人的專利，或是故意不提供原告產品資訊與意見書撰寫人，這樣的作法當然與商

業標準有違。 

我國專利訴訟發展至今，大體架構參考美國法制。由專利侵害鑑定原則的內容

與智慧財產法院審理專利侵權案件的模式觀之，不難察覺我國智慧財產法院架構與

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所建立之審理模式相當，審理方式均以專利有效性、專利是

否侵權為主軸。然而，我國民事訴訟法未引進傳聞法則，因此當事人所提出之專利

鑑定書，為一民事訴訟法上所規定之私文書；因採自由心證主義，法官可以決定鑑

定書之證據能力與證明力。雖法官不受鑑定書之意見所拘束，但專利鑑定書可以為

是否侵權之實質證據。既然其功能較美國專利意見書僅作為排除故意的證據為廣，

那麼對於適格鑑定報告書的內容與格式應有一定規範，使法官的心證形成有所附

麗。 

我國智慧財產局所訂之專利侵權鑑定要點草案雖對於鑑定報告亦有概括性的規

定，即鑑定報告之作成及內容，應清楚、明確，避免模稜兩可或艱澀難解之結論與

說明，然現今尚未建置系統化之格式，也未建置可供專利意見書的撰寫人遵循之格

式與可遵循之準則。有關機關或專利師公會，不妨參考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長期

所建立適格專利意見書應具備的要件，明定專利侵權鑑定報告內容要項，以提升國

內專利侵權鑑定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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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專利物品中消耗品之替換

與專利權耗盡（下） 
黃文儀* 

（以上見本季刊第十期） 

肆、最高法院Canon案上告審判決 

在此摘述與檢討與Canon案上告審有關的日本最高法院平成19年11月8日作出的

平成18年（受）第826號判決。 

1.爭 點 

對於使用完畢的墨水匣（被上告人製品）再充填墨水後販賣之行為，是否適用

耗盡？ 

2.判 決 

2-1 結 論 

以「關於所論之點原審的判斷，結論正確，但論旨不能採用」，認定上告人侵

害專利權。 

2-2 理 由 

(1)首先，最高法院關於專利權人等讓渡專利製品，因專利權耗盡而限制行使權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兼任副教授，中華工商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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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點，判示如下。 

「專利權人或獲得專利權人許諾的實施權人（合稱「專利權人等」，以下

同），在我國內讓渡專利製品時，關於該專利製品，因專利權達成其目的而耗盡，

該專利製品之使用、讓渡（特許法第2條第3項第1款所稱之使用、讓渡、輸出或輸

入或讓渡等之要約，以下同）已經不為專利權之效力所及，相當於要解釋為專利權

人對該專利製品不容許行使專利權。」 

(2)其次最高法院在專利權人等在國內讓渡專利製品之場合，有關認許行使專利

權之判斷基準，判示如下。 

「專利權人等於我國中讓渡的專利製品予以加工或替換部材，被認為是將與該

專利製品欠缺同一性的專利製品重新製造時，專利權人關於該專利製品，應容許行

使專利權1。接著於上述專利製品是否該當重新製造，除該專利製品的屬性、專利發

明之內容、加工以及部材替換之態樣外，須考量交易之實情等綜合判斷。關於該專

利製品之屬性，考量對象為製品之功能、構造以及材質、用途、耐用期間、使用態

樣。關於加工及部材替換之態樣，考量對象為加工等之際該專利製品之狀態，加工

內容及程度，替換部材的耐用期間，該部材在專利製品中的技術功能以及經濟價

值。」 

(3)其次，最高法院關於專利權人等於國外讓渡專利製品之場合，認許行使權利

的判斷基準，判示如下。 

「對我國專利權人等於外國讓渡的專利製品的加工或部材之替換，被認為是將

與該專利製品欠缺同一性的專利製品重新製造時，專利權人關於該專利製品，於我

國中應認許行使專利權。接著，是否該當上述所謂專利製品的重新製造，可依循對

專利權人等於我國中讓渡的專利製品的加工或部材替換的同一基準來判斷。」 

                                                        
1 判決原文：我が国の特許権者等が国外において譲渡した特許製品につき加工や部材の交換

がされ，それにより当該特許製品と同一性を欠く特許製品が新たに製造されたものと認め

られるときは，特許権者は，その特許製品について，我が国において特許権を行使するこ

とが許されるというべきである。這段話之意思舉例說明如下。假設專利製品為A+B。甲合

法購買專利製品後。該專利製品權利耗盡，可以使用，使用時因B為耗材，B消耗後連帶發

明本質部分喪失，只剩下A。這時A≠A+B，此即所謂「與該專利製品欠缺同一性」之意

思。回收業者乙向甲購買A後添加B成為A+B，此即所謂「將與該專利製品欠缺同一性的專

利製品重新製造」，這時因被判斷為專利權未耗盡，故專利權人「應容許行使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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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接著，此等判斷基準可依如下方式涵攝到案件。 

「……被上告人鑑於將被上告人製品的墨水匣再充填墨水再使用時，有產生印

刷品質低下或印表機本體之故障等之虞，故1次使用完畢後要替換新的墨水匣，從

而被上告人製品沒有設置為了補充墨水的開口部，此種構造，係為了對墨水匣再充

填墨水，於本體開設孔洞所不可欠缺，於上告人製品的製品化工程中，在本件墨水

匣本體之液體收納室上面開設孔洞，從該處注入墨水後，予以塞住。如此於上告人

製品的製品化工程中，加工態樣，不是單純補充消耗品的墨水，且是將墨水匣本體

作能夠補充墨水的變形。 

（中略） 

……於上告人製品之製品化之工程中，加工之態樣等，不止限於再充填消耗的

墨水，且將使用完畢的本件墨水匣本體予以再使用，可說是將欠缺本件發明的本質

部分之構成（構成要件H及構成要件K）的狀態，再予充足，再度實現本件專利發

明的實質價值，不得不評價為重新發揮開封前的防止洩漏墨水的本件發明之作用效

果。此外，綜合考量墨水匣的交易實情等、前述關係事實等所呈現的情事，相當於

要認定上告人製品為重新製造與加工前之被上告人製品欠缺同一性的專利製品。因

此，利用專利權人於我國中讓渡，或我國專利權人等於外國讓渡的專利製品的被上

告人製品使用完畢之墨水匣本體製品化上告人製品，不是限制本件專利權行使的對

象，故本件專利權之專利權人，基於本件專利權，應能夠請求禁止輸入、販賣等，

以及請求廢棄。」 

【檢 討】 

1.最高法院與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判決之比較 

最高法院同意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判決之結論，但不同意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判決

之論旨。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判示，於該當以專利製品為基準的第1類型，與以專利

發明為基準的第2類型之一時，專利權未耗盡，而可以行使權利。反之，最高法院

判示，將被認定為欠缺同一性的專利製品重新製造時，容許行使專利權。是否該當

專利製品的重新製造，判示要綜合(1)專利製品之屬性，(2)專利發明之內容，(3)加

工以及部材替換之態樣，(4)交易實情，等考慮對象後判斷。 

於最高法院判決之理由中，並未將各考慮對象（項目）分別論述判斷，就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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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似乎可認為，在「專利製品之屬性」上，述及墨水匣再充填墨水使用，發生印刷

品質低下等之問題，可說是重視墨水匣使用完畢之點。於「專利發明之內容」上，

則重視將因墨水之凝固，在壓接面的界面整體喪失保持墨水之功能予以恢復之點。

於「加工以及部材替換之態樣」上，則重視對墨水匣本體開設孔洞之點。至於「交

易之實情」，在理由中幾乎沒有觸及，於本事件中重要性比較低。 

智慧財產高等法院與最高法院之基準，雖然一見之下，有大的差異，但在最高

法院的上述四個項目中，(1)專利製品之屬性、(3)加工以及部材替換之態樣、(4)交

易實情，為判斷智慧財產高等法院第1類型的該當性時所需考慮的事項。最高法院

上述四個項目中的(2)專利發明之內容，為判斷智慧財產高等法院第2類型的該當性

時所需考慮的事項。倘若如此考慮，則智慧財產高等法院與最高法院之基準便類

似，不同之處為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將上述最高法院分開的四個項目綜合考慮者。 

於實務上，根據智慧財產高等法院之第1類型或第2類型之基準，而認定專利權

未耗盡的許多事件中，若依據最高法院之基準，多數被評價為專利製品的重新製

造，而認許行使專利權。理由是，智慧財產高等法院第1類型為將效用結束的專利

製品再生利用者，第2類型則為將構成專利發明的本質部分之部材替換者，兩者都

應被評價為專利製品的重新製造。 

再者，依據最高法院之基準，當不符合智慧財產高等法院的第1類型與第2類型

時，依據上述(1)～(4)項目綜合考慮，也有被評價為專利製品的重新製造，而認許行

使專利權之情況。因此，就此一觀點來看，最高法院的基準比智慧財產高等法院的

基準，對專利權人更有利。 

2.最高法院判決與地方法院判決之比較 

地方法院判決，在綜合考慮專利發明之內容以及交易實情上，認為將使用完畢

的墨水匣再充填墨水的被告製品，不該當新的生產。地方法院判決儘管綜合考慮了

和最高法院上述(1)～(4)的四個項目類似之項目，但其結論為最高法院正好相反。 

結論相反的理由，乃因在地院判決，關於專利發明之內容，作出「如原告所主

張，於本件專利發明1中，藉具有毛細管力高的界面構造與直到界面上方充填墨水

的組合，產生防止輸送中墨水洩漏之效果，形成毛細管力高的界面部分的構造為重

要者，直到界面上方充填墨水，不得不為上述構造規範下的必然的充填方法。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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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於本件墨水匣本體中，上述毛細管力高的界面部分之構造，墨水使用完畢後仍

然殘存。」的事實認定。亦即毛細管力高的界面部分之構造，因墨水凝固而不能發

揮功能，此一認定，和最高法院的認定有大的差異。因此，關於專利發明的事實認

定不同，所以最高法院與地方法院判決之結論相反。 

最高法院判決在墨水匣不能再充填墨水的構造上，或對此種構造之墨水匣開設

孔洞充填墨水上，參酌對專利權人有利的情事，但地院判決判示，「本件墨水匣本

體，墨水使用完畢後也沒有破損，作為墨水的收納容器充分有再利用的可能，和消

耗品的墨水比起來其耐用期間長，……接著，在液體收納室的上面開設注入孔，能

夠再充填墨水。從防止墨水之變質等引起的障礙之觀點，如原告所指摘，將本件墨

水匣本體不再利用，雖為最佳者，但並未舉證上述障礙有其意義，使用純正品或使

用回收品，本來應由印表機的擁有者考慮印表機或墨水匣價格的均衡，來決定之事

項。」並不參酌對於專利權人有利的情事。如此，地院與最高法院儘管是對幾乎相

同的事實認定，其處理卻有大的差異，值得注意，此顯示是否該當專利製品的重新

製造之判斷不易。 

3.關於過去裁判例之考察 

在此對照最高法院判示之基準，考察過去之裁判例，包括用後拋棄照相機事件

（東京地方法院平成12年8月31日平成8（ワ）16782），步行用具事件（大阪地方

法院平成14年11月26日平成12（ワ）7271），以及acyclovir事件（東京高等法院平

成13年11月29日平成13（ネ）959）。 

(1)用後拋棄照相機事件 

用後拋棄照相機事件，被告向沖印店購買一般消費者使用後送到沖印店的底片

單元（用後拋棄照相機），對其裝填替換新的底片來販賣。對此，法院以「原告製

品……於沖印店中，取出攝影完畢的底片的時點，社會通念上，其效用應可說結

束。」否定耗盡的成立。 

本事件，否定耗盡成立之根據，係重視「專利製品的屬性」、「加工以及部材

替換之態樣」以及「交易的實情」，並未觸及「專利發明之內容」。在本事件，專

利發明係將底片安放在底片單元本體部之前，預先使底片呈現從底片盒拉出之狀

態，每次照相後就少許收納至底片盒，底片使用完畢，底片就收納入底片盒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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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此一專利發明之內容，底片之裝填替換，正當是將專利發明最重要的部分予以

替換。從而，本事件若依據最高法院之基準，考慮「專利發明之內容」，專利權不

會耗盡，可認為更加導向被告的行為侵害專利權之結論。 

(2)步行用具事件 

在步行用具事件中爭執的是，在大樓之建築現場等，為了確保建築架而使用的

構成步行用具的複數部品（舷梯本體、樞軸支架等）中的一部分之部品（樞軸支

架），被告予以販賣之行為是否該當間接侵害。步行用具為原告所販賣之物，關於

步行用具若被認定專利權耗盡，則被告的行為就不該當間接侵害，故是否耗盡成為

問題所在。 

法院判斷，「步行用具本體可以使用無數次，反之樞軸支架，熔接在建築現場

的鐵柱等，只能使用單次，故樞軸支架和包含步行用具本體的實施品（舷梯）整體

相比，可說是明顯的耐用期間短。再者，樞軸支架，藉於U字型的凹部繫合螺栓而

與舷梯本體結合，設計成可從舷梯本體取出替換。樞軸支架為本件新型創作的構成

要件的一部分之構成，不能說有該當本件創作的本質部分構成的主要部分之情事。

如此一來，僅是將樞軸支架替換被告的樞軸支架並與原告的舷梯本體組合一事，形

式上雖符合創作物的製造，為創作的實施，但因新型權利耗盡，這樣的行為應不侵

害新型權。」認許耗盡，判斷被告之行為沒有間接侵害新型權。 

此一判決重視「專利製品的屬性」、「加工以及部材替換之態樣」以及「交易

的實情」，關於「專利發明之內容」，大體上述及「樞軸支架為本件新型創作的構

成要件的一部分之構成，不能說有該當本件創作的本質部分構成的主要部分之情

事。」但實質內容並未討論。 

就本事件之新型公報（實公平6-6480）來看，新型之效果記載，「與本件創作

有關之步行用具，將固著部材於建築物的上下方向固著，對此一固著部材以螺栓連

結步行用具部材，故和卡止旋轉的部材之熔接相比，容易裝卸，提升作業

性……。」此一記載中的固著部材為對應於被告販賣的樞軸支架之部材，參酌此一

記載，被告販賣的樞軸支架，似有被認定為本件創作主要部品之一的空間。 

因此，本事件若詳細檢討「專利發明之內容」，有判斷被告樞軸支架之販賣該

當專利製品的重新製造，而不能否定被告販賣樞軸支架間接侵害新型權的結論之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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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cyclovir事件 

本事件專利發明為acyclovir的物質發明，被告購買acyclovir的原告製劑，從該

原告製劑萃取acyclovir，使用萃取的acyclovir製造、販賣被告製劑的行為，是否侵

害原告專利權有爭執。爭點在於被告購入的原告製劑中的acyclovir專利權是否耗

盡。 

法院判斷，「被控訴人澤井製藥為了萃取原告製劑中所包含的acyclovir，進行

如前述原告製劑的崩解，acyclovir粗固體的精製，再結晶行為，被告製劑中所包含

的acyclovir，為原告製劑中所包含的acyclovir本身，關於acyclovir沒有產生什麼化學

反應，由於當然不是以什麼化學反應重新生成acyclovir，故被控訴人澤井製藥的行

為，不能被評價為本件專利發明的實施對象的acyclovir的重新生產。 

綜上所述，被控訴人澤井製藥，從原告製劑萃取acyclovir，製造包含它的被告

製劑之行為，不是本件專利發明的實施對象的acyclovir之生產行為，應該單純為使

用它的行為，故僅從本件專利發明的實施對象之側面來看，不能說是新的生產行

為。因此，被控訴人澤井製藥的被告製劑之製造行為，以及被控訴人等將其讓渡的

行為均為本件專利權效力所不及。」而認許耗盡的成立。 

此一判決由於導向被告並未進行專利對象的acyclovir之生產的結論，故可認為

是重視「專利發明之內容」。 

法院雖然認定被告之行為是acyclovir的使用行為，但若考慮所販賣者為按照原

告製劑服用醫藥的「專利製品之屬性」或「交易之實情」，則被告之行為有被評價

為將欠缺同一性的專利製品重新製造的餘地。再者，被告係在原告製劑崩解後，重

新製造被告製劑，故若考慮「加工以及部材替換之態樣」的話，則被告之行為有被

評價為將欠缺同一性的專利製品，重新製造之行為的餘地。 

因此，本事件若考慮「專利製品的屬性」、「加工以及部材替換之態樣」以及

「交易的實情」，把被告之行為評價為，將欠缺同一性的專利製品重新製造之行

為，便有作出被告販賣被告製劑之行為，侵害專利權的結論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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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美國的專利權耗盡與回收事業 

一、基本原則 

專利權耗盡原則在美國經常被稱為第一次銷售原則，通常說明如下：「一專利

產品的合法銷售，耗盡該產品專利之獨占。因此，從專利權人或其授權人購買該產

品，可以使用、再販賣該產品，不為專利權人所附加的控制或條件所及2。」 

「此一原則之背後理論是，於該一銷售中專利權人已經討價還價，且取得等於

整個商品的價值3。」 

最高法院自19世紀中葉起，就認可專利權耗盡原則，例如Adams v. Burke案4。

除專利權耗盡原則外，美國法院也經常提到默示授權。默示授權與專利權耗盡原則

密切相關5，在某些情況，專利權耗盡原則與默示授權為對同一件事的兩種可替換的

說明。美國法院對於回收，經常運用修理—再造二元論（ the repair-reconstruction 

dichotomy）。此二元論可從專利權耗盡或默示授權導出6。如前所述從合法的經銷

商購買專利產品者有權使用該產品，此一權利包括為了繼續使用該產品所需的修

理。另一方面，修理之權利並未包含再生產物品的權利。該一再生產會構成侵害專

利權人的排除他人製造之權利。然而許多案件提到在允許的「修理」與不允許的

「再造」間區劃界線是很困難的。 

二、與回收有關之案件 

(一)附條件之販賣 

在美國專利權耗盡並不適用於明示附條件之販賣7。有幾個案件分析專利權所附

加的「限單次使用」之有效性。 

                                                        
2 DONALD S. CHISUM, CHISUM ON PATENTS § 16.03 (1991). 
3 JOHN GLADSTONE MILLS III ET AL., PATENT LAW FUNDAMENTALS § 20:40.50 (2d ed. 2006). 
4 Adams v. Burke, 84 U.S. (17 Wall.) 453 (1873). 
5 CHISUM, supra note 2, at § 16.03. 
6 See Jazz Photo Corp. v. Int’l Trade Comm’n, 264 F.3d 1094, 1105 (Fed. Cir. 2001). 
7 MILLS III ET AL., supra note 3, at § 20: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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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法院基本上允許專利權人藉契約控制專利權耗盡。在Mallinckrodt, Inc. v. 

Medipart Inc.（Mallinckrodt）案8，Mallinckrodt製造一專利裝置，將在噴霧霧氣中的

放射性或治療材料投送至病人的肺部。該裝置放入由Mallinckrodt所提供的鉛被覆之

容器中，以減少放射線之暴露以及使用後之安全處理。該裝置上刻寫著「限單次使

用」。儘管這樣，醫院將使用後的管路／重建器（manifold/rebuilder）總成交給

Medipart。將曝照γ射線，重新調整後的單元再送回醫院。聯邦上訴法院允許

Mallinckrodt對其販賣的專利品附加條件，判示「關於判斷再使用限制的有效性的適

當標準為，Mallinckrodt的限制在所核准專利內是否合理，以及基於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下其行為是否產生反競爭之效果。」而否定附條件販賣的專利權耗盡。

聯邦上訴法院進一步說：「如果在所適用法律，例如規範販賣與授權下Ultra Vent為

有效的附條件之販賣，且如果對再使用的限制屬於專利核准範圍內或有其他理由，

則違反該限制時，能夠以專利侵害訴訟救濟。」聯邦上訴法院並未述及修理—再造

二元論，因為「如果判定Ultra Vent裝置的販賣，伴隨有效的單次專利使用之限制，

則（修理—再造之區別）係可處理的，因為『傳統的原則』是即使修理一未經授權

的裝置都構成侵權。」 

有一些案件依循Mallinckrodt案維持銷售後對專利耗盡限制之有效性。例如，聯

邦上訴法院認定基因改造種子的一個生長季節使用之附條件限制有效且可執行9，即

使僅經由產品的標籤通知農人。另外第9巡迴上訴法院依循Mallinckrodt案，使禁止

購買者重新裝填專利印表匣的限制得以執行10。 

然而法院並不允許專利權人藉單方的意圖抑制專利權耗盡。在Jazz Photo Corp. 

v.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Jazz Photo）案11中。Fuji擁有「單次使用」的照

相機專利，而Jazz Photo進口照相機，其係由回收的Fuji的照相機本體製造。Fuji照

相機被放入一盒子，且每一盒子以及包裝照相機的硬紙箱，有指示購買者不要移除

底片，並將照相機交回沖印店之說明。聯邦上訴法院述及「沒有明示的由購買者作

                                                        
8 Mallinckrodt, Inc. v. Medipart Inc., 976 F.2d 700 (Fed. Cir. 1992). 
9 E.g., Monsanto Co. v. Scruggs, 459 F.3d 1328 (Fed. Cir. 2006); Monsanto Co. v. McFarling, 302 

F.3d 1291 (Fed. Cir. 2002).   
10 Ariz. Cartridge Remfrs. Ass’n v. Lexmark Int’l Inc., 421 F.3d 981, 986-88 (9th Cir. 2005). 
11 Int’l Trade Comm’n, 264 F.3d at 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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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契約」，而否定限制的有效性，因為沒有顯示「意願的合致」（meeting of the 

minds）。 

(二)修理—再造二元論 

最高法院係在Wilson v. Simpson（Wilson）案12第一次述及修理—再造二元論之

議題。在Wilson案，專利機器使用能夠替換的切刀，其可耐用60至90天，而機器可

耐用許多年。法院認定被告替換耗損的切刀不構成發明的再造，因為沒有該替換，

「機器除了使用60至90天以外，此一購買對他而言毫無用處。」 

有關修理—再造二元論最重要的案件，為Aro Manufacturing Co. v. Convertible 

Top Replacement Co.（Aro I）案13。在AroⅠ案，Aro擁有一可變換、敞篷汽車頂篷

之專利，包含一可折疊的織布車頂，支持構造，以及一密封機構。織布部分之壽命

約為3年，而其他部件通常和汽車一樣耐用。被告製造與銷售的織布車頂，專用於

Aro的專利組合之替換。最高法院認定「本案所牽涉的織布件必須被定性為可允許

的『修理』，而非『再造』。」最高法院也提到「一專利實體的再造……限於在該

實體整體觀之已經耗損後，真正再造該實體，有如『事實上製造一新的物品』。」

另外最高法院拒絕下級法院所運用的區別修理與再造的因素，例如相對壽命、費用

以及各部件的重要性。而且法院並未採用法官Brennen的測試，其考量下列要素：替

換部件的壽命相對於整體組合的使用壽命，替換元件對發明概念之重要性，部件的

費用相對於組合的費用，對專利權人意圖的常識理解，組合的購買者相對於耗損部

件的購買者，替換部件是否取代損壞部件，或帶來其他目的，以及其他相關因素14。 

最高法院在AroⅠ案中之判決，後來為下級法院所遵循。例如前述處理單次使

用照相機回收的Jazz Photo案。聯邦上訴法院結論是該一回收，視實際上如何進行回

收，基本上為可允許的修理，判示「如在AroⅠ案所討論者，無專利部件的替換，

相較於組合整體具有較短的壽命，被定性為修理，而不是再造。」法院進一步說：

「如果所請求的部件不被替換，而是單純再使用，則該部件既非修理也非再     

                                                        
12 Wilson v. Simpson, 50 U.S. (9 How.) 109 (1850). 
13 Aro Manufacturing Co. v. Convertible Top Replacement Co., 365 U.S. 336 (1961). 
14 Convertible Top Replacement Co., 365 U.S. at 3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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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15。」 

於Husky Injection Molding Systems Ltd. v. R & D Tool Engineering Co.（Husky）

案16，聯邦上訴法院敘述3種修理—再造的類型。在Husky案，Husky製造以及販賣

射出模造系統。顧客平均在3至5年後，藉替換未另外獲得專利的模子以及對應的攜

帶盤，改變操作設計。R&D製造模子和攜帶盤，用於Husky射出模造系統中的替

換。聯邦上訴法院確認出3種主要的修理與再造的情況。第1，在整個專利物件已經

消耗掉的情況，被指控的侵害者再造，使其能夠再度使用。聯邦上訴法院認定此構

成實際上的再造。第2，在耗損的部件被替換之情況。聯邦上訴法院引述Wilson案以

及AroⅠ案，並謂此將構成可允許的修理。再者，聯邦上訴法院藉敘述「對Sage的

產品，我們認定替換並不限於磨壞（worn-out）的物件，也包含實效上耗損

（spent）的物件。」而將此一類型擴張。第3，在一部件並未耗損，係為了讓機器

執行不同功能而被替換之情況。聯邦上訴法院謂此一情況「接近於修理」。然後在

Husky案聯邦上訴法院未發現侵害，因為攜帶盤為現成可供替換，且攜帶盤又只是

專利組合的一個元件，並未另外獲准專利。 

在部件不是現成能夠替換的Sandvik Aktiebolag v. E.J. Co.（Aktiebolag）案17，

法院發現侵害。在Aktiebolog案，Sandvik製造一個商用的專利鑽頭的實施例。該鑽

頭的尖端並未另外取得專利，變鈍後必須再予磨尖。Sandvik主張其從未預想該尖端

被再度磨尖。當尖端因缺口、碎裂或單純因數次磨尖而損耗，不能切削時，E.J.再

予磨尖，法院認定「考量全部情況，我們認定在本案E.J.的行為屬再造。」法院進

一步認定，「在一裝置已經耗損後，決定被告是否製造一新的物品時，有一些因素

要考慮，包含被告行為的性質、裝置的性質以及其如何被設計（亦即，專利組合的

一個部件相對整體是否有較短的使用壽命），一製造者是否開發去製造或服務爭議

中的該部件，以及專利權人意圖的客觀證據。」 

                                                        
15 Id. at 1107.  
16 Husky Injection Molding Systems Ltd. v. R & D Tool Engineering Co., 291 F.3d 780 (Fed. Cir. 

2002). 
17 Sandvik Aktiebolag v. E.J. Co., 121 F.3d 669, 674 (Fed. Ci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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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 結 

依照美國法律，專利權人能以契約來控制專利權耗盡，但不能藉單造意圖來控

制專利權耗盡。 

在未附條件的銷售之場合，儘管有許多案件處理修理—再造問題，「可容許的

修理」與「不容許的再造」界線仍不清楚。事實上法院放棄將修理—再造二元論置

放在僵硬的架構中的努力18。然而就上面所舉之例，可以概略地說，(1)如果專利產

品的一個部件被設計為可替換的，(2)如果該部件因為損耗或碎裂而不能使用，則合

法購買專利產品的顧客可以替換該部件。此一原則有助於在「可容許的修理」與

「不容許的再造」的界限上建立有用的指針。實際上，法院肯認「可容許的『修

理』，也包含未損耗或碎裂的部件之替換」19。 

陸、日本與美國專利權耗盡之異同 

美國法院與日本法院都同意，專利權人不能藉單方意圖控制專利權耗盡。然

而，在美國專利權人可以藉有效的契約控制專利權耗盡20。反之日本法院則不允許

專利權人藉契約控制專利權耗盡，而且也建立了決定是否耗盡的客觀標準。 

美國法院關於回收案件適用修理—再造二元論。修理—再造二元論類似日本的

製造說，因為兩者均區分可容許的修理與不允許的再造。然而，日本智慧財產高等

法院在Canon案明白地放棄製造說。在此，分析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所適用的與

美國法院之差異。 

關於Canon案中的第1類型，一般和美國案例法相同。在AroⅠ案，最高法院指

出在產品整體而言耗損後，使產品復活，視為再造21。而在Atiebolag案，聯邦上訴

法院提到當鑽頭不能夠再磨尖時，鑽頭為「耗損」22。聯邦上訴法院判示，被指控

                                                        
18 Mark D. Janis, A Tale of the Apocryphal Axe: Repair, Reconstruction, and the Implied Licens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58 MD. L. REV. 423, 426 (1999). 
19 Surfco Hawaii v. Fin Control Systems Pty, Ltd., 264 F.3d 1062, 1065 (Fed. Cir. 2001). 
20 Medipart Inc., 976 F.2d. at 706, 708. 
21 Convertible Top Replacement Co., 365 U.S. at 346. 
22 E.J. Co., 121 F.3d at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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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的E.J.之行為，「在專利發明耗損後，實際上再度建造」。 

然而美國在產品壽命期的判斷上與日本有所不同。例如在Mallickrodt案，於問

題中回收的產品，係用於處理放射性或毒性材料。該產品會落入第1類型的第二種

例示，效用結束之情況，亦即從健康目的所決定的一產品的「變成無用的壽命

（shelf-life）已盡」。然而，美國法院在附條件的銷售中並不分析修理—再造二元

論，在美國變成無用的壽命，在本案並未被認定。另外，在Sage Products Inc. v. 

Devon Industries, Inc.案23，專利發明係與設計來處理受汙染物件的生物危害容器有

關，特別是與醫療領域中常用的尖銳器材有關。又在Kendall Co. v. Progressive 

Medical Technology, Inc.案24，專利發明係與有受病人血液、體液或其他排泄液汙染

風險的醫療套組有關。在兩案件聯邦上訴法院並不檢討產品變成無用的壽命。因此

美國法院在變成無用的壽命上似採取和日本法院不同的立場。實際上，在Dana 

Corp. v. American Precision Co., Inc.案25，聯邦上訴法院認定，使用拆解愈多愈好的

舊離合器而來的許多部件，重建專利離合器，為可容許的修理。聯邦上訴法院也拒

絕Dana的辯詞，謂專利產品是否「耗損」應著重擁有者對產品的經濟價值，而非審

視其物理特性。從而美國法院和日本Canon案法院認定產品壽命的結束，應從社會

或經濟觀點判斷不同。 

關於在Canon案中的第2類型之比較，美國案例法並不承認發明的「本質部

分」。在AroⅠ案26，最高法院認定，「本法院已澄清在兩個Mercoid案，並無法律

承認或保護的在一組合專利中的『本質』元件，『精髓』或『核心』。」並否定被

上告人（專利權人）的主張，謂織布件的特殊形狀為發明的「核心」，因此其專利

應被容許在織布件上獨占。然而，重要的是，AroⅠ案以及其所引述的兩個

Mercoid案27，係針對「組合專利」，亦即，「專利係在整體組合或功能上，不是在

個別部件。」AroⅠ案警告沒有元件可以被視為發明的中心或等同物，有其特定背

                                                        
23 Sage Products Inc. v. Devon Industries, Inc., 45 F.3d 1575 (Fed. Cir. 1995). 
24 Kendall Co. v. Progressive Medical Technology, Inc., 85 F.3d 1570 (Fed. Cir. 1996). 
25 Dana Corp. v. American Precision Co., Inc., 827 F.2d 755 (Fed. Cir. 1987). 
26 Convertible Top Replacement Co., 365 U.S. at 345. 
27 Mercoid Corp. v. Mid-Continent Inv. Co., 320 U.S. 661 (1944); Mercoid Corp. v. Minneapolis-

Honeywell Regulator Co., 320 U.S. 680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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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其中組合本身為專利唯一的發明面向28。如果發明不是「組合專利」，美國最

高法院似有可能肯認發明的本質部件。 

綜上，忽略細微的差異，美國與日本專利權人同樣可以限制專利產品的回收。

在美國專利通常在第一次銷售時耗盡，但專利權人可以藉契約而避免耗盡。反之，

在日本專利通常在第一次銷售時耗盡，但例外地，在Canon案中的第1類型及第2類

型時不耗盡。因此，在回收的案件，專利不全然會耗盡。雖然日本最高法院對於智

慧財產高等法院所作兩種不耗盡類型之區分不予肯認，係採取除考量專利製品的屬

性、專利製品之內容、加工以及部材替換之態樣外，尚須考量交易之實情等綜合判

斷的要素測試法，但並不否定在專利產品回收案件上，專利非一概耗盡。 

柒、檢 討 

一、回收的正當性 

法院是否應准許消耗品用完後的專利產品之回收利用？此事雖和如何撰寫請求

項有關，但在某種意義上它應為一種政策決定。專利法旨在調整發明人創新的誘因

與他人接觸技術的願望。於保護技術創新的同時須顧及兩者利益之平衡，因此須對

專利權人獨占能力有所限制。專利權耗盡原則為專利權人獨占能力與專利產品自由

交易的調整。兩者間的最佳平衡不能完全客觀，無可避免會涉入政策之決定。 

政策決定通常要考慮各種方面，不僅是獎勵發明以及普及技術，也要考慮環境

保護、反托拉斯法（公平法）、消費者利益等。當考慮所有這些層面後，最好的政

策似乎是允許回收。 

從環境保護的角度，當然傾向允許回收。近幾十年來各國均警覺地球資源耗竭

的嚴重性，墨水匣等不少可回收的部件係從塑膠製造，其又從石油製造，石油有枯

竭的一天。此外如何處理塑膠也是問題，因為塑膠在土壤中並不分解，燃燒又會散

發毒性物質與二氧化碳等溫室效應氣體。因此有回收塑膠產品的強烈需求。 

從反托拉斯觀點，愈強的專利獨占能力，就愈是反競爭。在美國或日本之專利

訴訟，經常有提出反托拉斯的主張或抗辯，但尚無限制回收即有違反托拉斯法的案

                                                        
28 Quanta Computer, Inc. v. LG Elecs., Inc., 128 S.Ct. 2109, 2114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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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再者於某些場合，反競爭性質雖然強烈。例如，藉策略性地取得墨水匣的專

利，印表機製造商的訂價策略，產生類似於將墨水匣搭售至印表機之效果，但該策

略並不直接違反公平法，此須於政策考量時注意。 

從顧客的觀點，能夠在專利權人的真品與回收業者的回收品之間選擇，對顧客

較為有利。顧客未必選擇較便宜的回收品。某些顧客由於可靠性與品質之考量，儘

管新品價格較高，仍願意選擇新品。因此即使從製造者這一邊，也沒有必要完全排

除回收品，因為相容的新品與回收品可由顧客選擇。另外如果允許回收，用過的墨

水匣便有一個市場價值。顧客可以從用過的墨水匣獲得利益，例如價格折扣以及免

費贈品。 

在促進發明的誘因上，有人認為讓專利權人從第一次銷售獲得合理的利潤，便

已提供足夠的誘因。因為美國允許專利產品附條件的銷售，專利權人可以選擇其市

場策略，亦即，限制墨水匣單次使用，或允許回收產品。該種彈性將使專利權人能

夠建構市場策略，從而專利權人可以獲得其發明的完整對價。另一方面，如果專利

權人未附條件銷售專利產品，專利權人可能面對回收業者再度使用專利產品的風

險。但應注意若准許回收產品，真品會有一定市占率，因為用過的真品為回收產品

的原始材料。專利權人至少可以從這方面的銷售獲得利潤。再者，專利權係對整個

發明授予專利，並非對被修改或替換部件授予專利。如果修改或替換其部件為侵

害，等於保護沒有授予專利的部件，如AroⅠ案所指出者29。因為僅當被告裝置滿足

發明的所有元件時，專利始被侵害30。若是修改或替換其部件為侵害，將超過專利

制度所給予專利權人的保護。 

關於保護創新，自由使用舊的專利產品有助於創新。它允許對專利產品的改

良，例如將不能充填的墨水匣，改良為能夠再充填的墨水匣31，或作出與有效率或

高品質回收專利產品有關之發明。此將加速創新市場與回收市場的競爭。 

整體而言，允許回收為較好的策略，特別是在容許以契約限制專利權耗盡的司

法制度下更是如此。在這方面有許多有利的面向而不會妨礙發明的誘因。 

                                                        
29 Convertible Top Replacement Co., 365 U.S. at 345. 
30 See Warner-Jenkinson Co. v. Hilton Davis Chem. Co., 520 U.S. 17, 29 (1997) (addressing all 

elements rule regarding the doctrine of equivalents). 
31 See Hewlett-Packard Co. v. Recycle-O-Type Stencil Mfg. Corp., 123 F.3d 1445 (Fed. Cir. 1997). 



專利物品中消耗品之替換與專利權耗盡（下） 81 

專利師︱第十一期︱2012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二、附條件的銷售 

前述回收正當性的前提是在附條件銷售下專利權不會耗盡。是否應該准許以契

約抑制專利權耗盡，在普通法國家如美國，係依特定事實來決定，較有彈性。復因

尊重契約自由，故在美國傾向於容許以契約控制專利權耗盡。有人批評說從自由交

易的觀點，此種契約控制將造成問題。然而如果該控制係標示在專利產品的包裝

上，該問題將可解決。在大量消費的社會，該控制經常是印刷在包裝上，讓消費者

能夠知悉該控制。再者，於契約法律下，契約控制僅適用當事人，對第三人的保

護，通常不是藉禁止契約控制，而是運用其他法律原則，例如保護善意第三人。因

此，在美國有效的附條件的銷售，常阻卻專利權的耗盡。日本為成文法國家不承認

專利權人對專利權耗盡的控制，係以單獨立法方式促進回收。 

三、發明的「本質部分」 

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在Canon案肯認發明的「本質部分」，且在理由中明

述，至於最高法院的Canon案判決，關於是否容許行使專利權，所提出須考量的要

素之一「專利發明內容」，也會考量是否為本質部分。但美國法院，如在AroⅠ案

及兩個Mercoid案所述者，拒絕承認發明的「本質部分」、「核心」、「精髓」，因

為在組合專利中沒有「本質部分」，且「在專利請求項中所包含的每一個元件都被

視為在界定專利發明上為重要者」32。然而最高法院在Univis Lens案33中述及，當一

具現請求項的「本質特徵」（essential feature）的物品，以合法且沒有限制的方式

讓渡時，專利請求項的排他權耗盡。於Cyrix v. Intel案34，地方法院將本質特徵定性

為與先前技術相區別的面向，亦即專利性上可分辨之特徵。因此，美國案例法在直

接侵害或涉及組合專利的部件之修理或回收案件時，不探討本質部分，但在購買具

現專利請求項的本質特徵之部件，其後用於組合專利系統或專利方法之場合，認定

該系統或方法專利耗盡時，會運用本質特徵之概念35。美國之本質特徵相當於日本

                                                        
32 Hilton Davis Chem. Co., 520 U.S. at 29. 
33 United States v. Univis Lens Co., Inc., 316 U.S. 241, 250 (1942). 
34 Cyrix Corp. v. Intel Corp., 846 F. Supp. 522, 540 (E.D. Tex 1994), aff’d without op., 42 F.3d 1411 

(Fed. Cir. 1994). 
35 LG Elecs., Inc., 128 S. Ct. at 2109,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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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質部分。日本不論是在直接侵害之均等論36，或在間接侵害、消耗品替換訴訟

案中，都會探討是否為本質部分。 

有論者謂，回收業者未必是該產業領域的專家，且可能無法認識系爭專利的

「本質部分」。此一場合，「本質部分」的標準，將傷害回收業者以及其他市場加

入者的可預測性。另外，實際上很難決定請求項的「本質部分」。然而是否要斟酌

本質部分，應依案件性質與各國法院所認為適當的法律原則來考量，非當事人可自

由抉擇。 

四、關於清楚的標準 

在Canon案，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作出與回收有關，判斷專利權耗盡的清楚

標準。此一標準被最高法院修正為綜合考量諸要素。在成文法國家此種法院的具體

指針是好的。然而。在普通法國家，法院判決偏重依據特定事實的模式，一個清楚

的標準，反而傷害彈性的法律系統。而且如上所述，該一彈性允許製造商選擇各種

市場策略。另外，美國並不永遠客觀地判斷專利權耗盡，因為它允許專利權人藉契

約控制專利權耗盡。此意指清楚的標準之需求比日本低，在日本專利權耗盡永遠客

觀地判斷，從而需要建立一定的判斷標準。 

五、要素測試法 

關於專利權耗盡美國沒有類似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Canon案判決的具體標

準。在AroⅠ案中，唯一的測試過於模糊與理論化。而且，AroⅠ案僅將修理—再造

之區別轉換為是否被修改或替換的部件已耗損，但並未述及評估該部件是否「耗

損」的任何指引標準。此一問題，讓下級法院難以運用該一測試，反之要素測試法

則可以減少法院的混亂，並提供一致分析的架構。事實上，在AroⅠ案中，Brennan

法官雖同意判決結論，但認為構成可允許修理的標準過於狹窄，因為在沒有第二次

建造專利實體的某些情況，也可能構成「再造」。其協同意見在引述較早的案件

時，提到「沒有單一測試可以適應所有情況，而是要基於一些因素的考量來決

                                                        
36 最高裁平成10年2月24日，平成6年（オ）第1083號「無限摺動ボールスプライン軸受」事

件，所指示均等論須考量的五個要件中，包括「非專利發明的本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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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此等因素如本文「伍、二、(二)」所述者。日本最高法院關於替換消耗性部

件認定專利權是否耗盡之判斷方式，與前述Brennan之意見接近，但所列舉之因素有

所差異。 

聯邦上訴法院在Aktiebolag案，雖然必須依循AroⅠ案的測試，但藉分析各種情

況，也指引類似之要素測試。另外，要素測試法可以幫助回收業者，亦即專利權人

的競爭者，預測其營業計畫是否合法。不至於讓未來業務的不確定性，冷卻業務與

技術的創新，造成社會的損失。最後，要素測試法，不至於傷害普通法院的彈性。

專利權人也不會因適用要素測試法而受損害。因此於判斷專利權是否耗盡時，要素

測試法似為可供參採的方向。 

捌、結 論 

日本Canon案的三級法院之判決，對於回收的墨水匣裝填替換墨水的行為，地

方法院認定為專利權耗盡，智慧財產高等法院認定為符合第2類型，專利權未耗

盡、最高法院同樣是專利權未耗盡，但理由與智慧財產高等法院有所差別。各法院

判決單獨來看，均有其立論基礎，但因當事人在地院與高院之主張不同，且法院對

事實認定與判斷準則也有出入，從而導致不同的結論。另外替換專利物品中耗材是

否有專利權耗盡適用，以及是否侵害專利，在個案中常涉及發明本質部分的認定，

某一當事人是否間接侵害，以及資源回收政策之考量，故其判斷存在著複雜性。 

美國法律，如果專利產品的第一次銷售為附加條件，專利權不會耗盡，意指專

利權人可以藉契約控制專利權耗盡，但不能藉專利權人單方的意圖控制。如果販賣

為未附加條件，美國法院在討論回收案件時，使用修理—再造二元論。然而，很難

區劃出可准許的「修理」與不准許的「再造」的境界線。一般而言，替換專利產品

的部件，屬可允許的修理之情況為，(1)如果專利產品的部件係設計成可被替換，(2)

如果該部件本身非專利標的，以及(3)如果該部件不能使用係因其已經耗損或破壞。

但可允許的替換並不限於耗損或破壞的部件的替換，最高法院判決傾向擴張可允許

修理之範圍，以排除專利機器或組合上的獨占擴張至無專利部件。最高法院所指示

的測試為「包含無專利元件的專利實體之再造，限於在該實體整體來看已經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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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如同『事實上製造一新物件』的真正再造該一實體37。」 

在日本專利權人不能控制專利權耗盡，不論是藉契約或專利權人單方之意圖。

智慧財產高等法院Canon案判決，敘述用於判斷專利權是否耗盡之客觀的標準，雖

為最高法院修正為綜合考量諸因素，但仍不失為簡便的區分方式。Canon案明白地

拒絕傳統的製造說，而採取耗盡說。目前日本在回收案件上的測試為，原則上在專

利產品第一次銷售時專利權耗盡。例外情況為，如果專利產品在其產品壽命結束後

被回收（第1類型），或如果被改變或替換的專利產品之部件，其構成專利發明的

本質部分（第2類型）。 

第1類型在美國通常為真。然而產品的變成無用的壽命可能在美國與日本有不

同的理解。美國法院似乎僅考慮產品的物理上變成無用的壽命，而日本法院則不僅

考慮變成無用的壽命，也考慮經濟面向。 

雖然說美國法院並不肯認發明的「核心」或「精髓」，以致上述第2類型之標

準無法成立，但在Univis Lens案38中判示，具現一專利請求項的本質特徵（essential 

feature）的物品之合法讓與，使得專利權人在該請求項的專利權耗盡。在此之本質

特徵相當於日本之本質部分，從而在類似訴訟上兩者觀念可說共通。 

美國法院在回收案件上寬廣地承認專利權耗盡，但允許專利權人藉契約來控制

專利權耗盡，以保護專利權人。反之，日本法院在回收案件上狹窄地適用專利權耗

盡，但否定專利權人藉其意圖控制專利權耗盡，以保護自由交易。各國法院嘗試在

專利權人的保護與自由交易的保護上取得平衡。在美國的普通法國家，選擇允許彈

性結果的政策，而日本的成文法國家，雖然法官不得造法，但由法院提出判斷專利

權耗盡之具體指針，可讓實務工作者有明確的遵循方向，各國法院似乎自有適合其

法律系統之平衡策略，此可供我國相關案件上參考。 

 

                                                        
37 Convertible Top Replacement Co., 365 U.S. at 346. 
38 United States v. Univis Lens Co., Inc., 316 U.S. 241, 250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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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研 究  

日本專利有效性判斷雙軌制

與平成23年修正法中對於雙
軌制修正之評析 

余佳芮* 

壹、序 

所謂「專利有效性判斷雙軌制」係指除依專利專責機關所進行之專利無效程序

外，亦肯認法院於專利侵權訴訟中就專利有效性進行判斷之制度。日本對於此議

題，經學說上及實務上長期爭論，直至2000年才由最高法院做出肯認法院有判斷專

利有效性權限之判決，並於2004年立法正式創設雙軌制。台灣亦以日本雙軌制為藍

本，於2007年立法通過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賦予法院判斷專利有效性之權限。然

而，日本雙軌制近年來產生諸多問題，因而促使日本於2011年修法對雙軌制做出修

正。鑑於台灣雙軌制係以日本雙軌制為藍本，本論文旨在介紹日本雙軌制形成前之

討論及其立法過程，並就日本雙軌制所產生之主要問題進行介紹與分析，另針對於

雙軌制之最新修法內容進行評論，以作為台灣未來對於雙軌制檢討之參考。 

                                                        
* 萬國法律事務所法律專員、澳洲雪梨大學化學學士、分子生物碩士、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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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本專利有效性判斷雙軌制形成前之情形 

◎雙軌制創設前之專利權侵害訴訟中各種請求項解釋論及 
抗辯方法 

日本在創設專利有效性雙軌制（下稱「平成16年雙軌制」）前，對於專利侵權

訴訟中是否得提出專利無效之抗辯，大審院1明治37年29月15日「導火線製造機事

件」判決為首之一系列判例基於(1)行政行為之公定力，及(2)特許廳3與法院之權限

分配論4，認為即使專利有無效事由存在，一旦特許廳做出准予專利之查定5並予以

登錄6後，非經無效審判7之確定，法院不得就專利有效性進行判斷。因此，法院通

常依特許法第168條第2項之規定裁定中止訴訟，待特許廳審理之無效審判確定後方

進行侵權判斷。然而，因無效審決之確定耗時過久，常導致專利侵權訴訟遲遲無法

進行，對侵權訴訟之雙方當事人造成極大之不利益。 

有鑑於此，日本學術界除就得否於專利侵權訴訟中提出專利無效抗辯之議題持

續激烈爭論外，另一方面，實務界為避免做出與上開大審院判例矛盾之判決，同時

發展出除專利無效抗辯外之一系列請求項解釋論及抗辯方法，其目的為，在不碰觸

專利有效性下做出專利侵權與否之判斷，以阻止專利權人藉本應屬無效之專利繼續

行使權利。該時期之主要學說及判例詳如下述。 

                                                        
1 其係現日本最高法院之前身。 
2 1904年之判決。 
3 相當於台灣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之專利專責機關，本論文中為易於辨認，以原文稱之。 
4 詳言之，依此見解，關於專利有效性之判斷，應尊重特許廳之專業性而將最初之判斷委由其

決定，並藉由允許受不利益處分之當事人對特許廳之決定提起訴訟，使該當事人獲得法院判

斷之保障。竹田稔，知的財産権侵害要論 特許、意匠、商標編，5版，2007年，95頁。 
5 日本特許法第51條，相當於台灣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做出之「審定」，為避免與日本特許法

上其他用語混淆，本論文中以原文稱之。 
6 此制度係規定於特許法第66條：「特許權依登錄而發生。」 
7 相當於台灣專利法上使專利權無效之舉發制度，然而因其審理方式與台灣之舉發有相當之差

異，為避免混淆，本論文中以原文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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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求項屬「部分公知」之情形 

所謂「部分公知」，係指專利發明之技術範圍包含於公知技術內之情形。而於

此情形下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將該公知技術納入考慮並限定解釋該申請專利範圍

之解釋方法則稱為「公知技術除外說」或「公知技術參酌說」。基於此說之著名判

例首推日本最高法院昭和37年12月7日第二小法庭判決「炭車軸脫軌防止裝置事

件」，最高法院認申請專利範圍記載之發明須與申請時之技術水準對照，經確認其

具新穎性及進步性後方得准予專利，因此於參酌公知技術後，將該專利發明之範圍

限縮為僅及於該申請專利範圍之文言，因此有一部分學說稱之為「公知技術參酌

說」。另一著名判例為日本最高法院昭和39年88月4日第三小法庭判決「液體燃料燃

燒裝置事件」，該判決雖亦參酌公知技術以限縮專利權範圍，但其係直接將申請專

利範圍中包含公知技術部分排除於專利權範圍外，因此有一部分學說稱之為「公知

技術除外說」。 

然而，日本最高法院昭和49年96月28日第二小法庭判決「單眼相機事件」中，

不僅判示上揭「炭車軸脫軌防止裝置事件」及「液體燃料燃燒裝置事件」等拒絕處

分取消訴訟10中所發展出之「公知技術除外說」或「公知技術參酌說」亦適用於專

利侵權訴訟，並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依其技術特徵不同而分別採用此二種學說

予以限縮解釋。因此，往後之下級審中紛紛就專利之技術特徵選用或混用前述以公

知技術限縮請求項解釋之方法，「公知技術除外說」與「公知技術參酌說」之差別

亦日漸模糊。直至今日，許多日本學者已不特別予以區別，通常以任一說概括涵攝

另一說之方式予以表達。 

「公知技術除外說」及「公知技術參酌說」作為日本自「炭車軸脫軌防止裝置

事件」以來之一系列判例所形成之請求項解釋方法之一，因其得以有效迴避前述大

審院對於專利侵權訴訟中法院不得就專利有效性進行判斷之限制，逐漸發展成「部

分公知」情形下之通說。然而，於此情況下仍有少數忠實遵循特許法構造之反對

說，指出相同之申請專利範圍若依各個案不同而產生相異之解釋，將損及申請專利

                                                        
8 1964年之判決。 
9 1974年之判決。 
10 請求取消日本特許廳作成之專利審查拒絕查定（其係一行政處分）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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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之客觀性11。 

(二)請求項屬「全部公知」之情形 

所謂「全部公知」，係指申請專利範圍所記載之發明與特許法第29條第1項各

款所定事由之一相符，因而欠缺新穎性要件者。多數論者認為，在此情形下判斷是

否有專利侵權時，若侵權訴訟之被告所實施之技術與公知技術全部符合，該技術自

不得被准予專利，因此亦無侵害專利之可能。學說上以此概念為基礎亦發展出許多

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或抗辯之方式，詳細分述如下。 

1. 限定解釋說 

此學說之特徵為，於全部公知之情形下，應將原本不應成立之專利權做最限縮

之解釋，以防止專利權人基於原本應屬公共財產之技術思想不當主張權利12。至於

限縮解釋之方法，有包括將得主張之範圍依請求項文字記載解釋且不允許任何均等

或設計上細微差異之「擴張解釋否定說」，及將得主張之範圍依實施例或圖面所記

載解釋之「實施例限定說」13。然而，有學者批評，此等限定解釋說不但無法解決

當被控侵害物仍落入實施例或申請專利範圍中之情形（此情況下仍將構成侵

權） 14，亦無法提出於該情況下，為何本不應成立之專利權仍得加以行使之明確理

論根據15。 

2. 公知技術／自由技術抗辯說 

此學說之特徵為，由於專利權僅得於該發明超越申請時之技術水準之情況下方

                                                        
11 日本專利侵權訴訟與我國相同，判決僅於相同之當事人間產生拘束力（判決相對效）。因此

反對公知技術除外／參酌說之論者認為，不同之法院（或法官）對於相同之申請專利範圍與

相同或不同之先前技術進行對比，理論上有產生不同解釋之可能。大渕哲也，クレーム解釈

と特許無効に関する一考察——公知部分除外説についての検討——，收錄於クレーム解釈

論，2005年，25頁。 
12 竹田稔，註4書，102頁。 
13 同前註，103頁。 
14 大野聖二，特許の有効性と侵害訴訟II.2.特許侵害訴訟における無効主張に関する学説の状

況，收錄於特許の有効性と侵害訴訟，2001年，38頁。 
15 竹田稔，註4書，1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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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成立，因此認為不應允許專利權人對於僅屬實施公知技術者主張權利。簡言之，

侵權訴訟之被告僅須證明自己所實施之技術屬公知發明即非屬侵權，與請求項之解

釋無關。若採此說，將得於不進行請求項解釋下判斷侵權與否，與限定解釋說等須

進行請求項解釋之學說不同。實務上，此說因省略請求項解釋之步驟而廣受歡迎，

一時成為極為有力之學說，然而仍有學者批評此說僅得於被控侵權物之所有要件均

屬公知技術之情形下主張，有救濟範圍過狹之嫌16。 

另一方面，有學者批評，特許法上有就自己所實施之技術為專利發明時得主張

先使用權以取得非專屬授權之規定17，卻無任何得以他人所實施之公知技術主張先

使用權之規定，因此公知技術之抗辯將有擴大解釋先使用權之疑慮18。此外，東京

地方法院平成2年1911月28日判決中亦支持此見解，認公知技術之抗辯無實體法上之

根據，與特許法之制度相左，因此否定於專利侵權訴訟中公知技術抗辯之運用。 

3. 當然無效抗辯說 

此學說之論點為，若專利之發明全部為公知，則該專利權應當然歸於無效。而

其根據在於，由行政法觀之，當行政處分為無效時，法院無須待行政機關撤銷該處

分，即得逕以該處分之無效為前提就該訴訟之權利關係予以判斷20；另一方面，藉

由否定發明內容僅為公知技術因而違背特許法目的之專利權，亦得以維持法安定

性21。而對於此學說，批評者一方面提出專利之無效主張得否適用行政法學上之公

定論之質疑22，另一方面則批評其缺乏實體法上之根據23。 

                                                        
16 大野聖二，註14文，38頁。 
17 特許法第79條：「於非知悉與專利發明相關之發明內容下自行為之之發明，或於非知悉與專

利發明相關之發明內容下自發明人處得知該發明，於專利申請之計於日本國內以該發明之實

施為業或從事該事業之準備者，於該發明之實施或準備及其事業目的之範圍內，對於該專利

申請之專利權有通常實施權」。譯註：「通常實施權」即「非專屬授權」。 
18 竹田稔，註4書，113頁。 
19 1990年之判決。 
20 田村善之，特許侵害訴訟における無効の主張を認めた判決——半導体装置事件——，知財

管理，2000年12月，50巻12号，1853頁。 
21 竹田稔，註4書，102頁。 
22 大野聖二，註14文，36頁。 
23 竹田稔，註4書，1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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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權利濫用抗辯說 

採此學說者認為，當專利發明屬全部公知時，基於該專利權而對被控侵權物主

張損害賠償請求權等即屬權利之濫用，自非法之所許。亦即，若專利之發明明顯為

全部公知，被告之行為僅屬實施公知技術時，基於該專利權之差止請求24或損害賠

償之主張係違反日本民法第1條第2項之信義誠實原則，因此屬同條第3項之權利濫

用。關於此學說之評價，「權利濫用」之一般性法理不但得適用於全部公知之情

形，亦有適用於一部公知或欠缺進步性之便，但相對地，亦有須就個案進行判斷而

導致預測可能性降低之批評25。此外有學者指出，日本民法上之權利濫用之法理係

以權利本身無瑕疵為前提，僅限制行使該權利之方式；然而對於具有無效事由之專

利權，暫且不論該權利本身是否具有瑕疵，權利濫用抗辯說係直接否定該權利之行

使，而非限制該權利之行使方式，與日本民法上權利濫用法理之構造相異26。 

(三)請求項屬「公知技術之組合」之情形 

所謂「公知技術之組合」，指專利申請範圍之構成要件係由公知技術之組合所

構成，而該組合係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易於思及者。此定義與特

許法第29條第2項所規定之進步性判斷相同，但其與前述全部公知或一部公知之同

一性比較判斷之差異在於，關於進步性有無之認定須經專門技術之判斷，因此，關

於進步性判斷之學說爭論主要在於是否得於專利侵權訴訟中主張系爭專利欠缺進步

性而無效。持肯定說之代表性見解認為，於專利侵權訴訟中主張欠缺進步性雖應予

以肯認，但為了在屬專業行政機關之特許廳及審理侵害訴訟之法院兩者間取得平

衡，應將得主張之事由限於明顯欠缺進步性者27。持否定說之代表性見解雖亦認為

欠缺進步性之發明無可專利性，但因易於思及要件之判斷包含對於技術之評價，認

為應使其歸特許廳之專屬事項28。 

                                                        
24 等同於「禁制令」，此處以原文稱之。 
25 大野聖二，註14文，38頁。 
26 中山信弘，特許侵害訴訟と公知技術，法学協会雑誌，1981年9月，98巻9号，1153頁。 
27 松本重敏、小池豊，注解特許法上巻，3版，2000年，757頁。 
28 村林隆一，公知・均等と損害賠償請求における利用率，特許管理，1984年4月，34巻4号， 

4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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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平成12年4月11日判決（Kilby判決） 

前述各種學說之爭論當中，日本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平成12年294月11日判決

（下稱「Kilby判決」）30中，日本最高法院除判示早期大審院判決不再援用外，亦

正面肯定於專利侵權訴訟之「專利無效之抗辯」。該判決係以「專利權於無效審決

之確定前係合法並有效存續，並非對世無效」為前提，從訴訟經濟之角度，列舉出

「專利明顯有無效理由」及「無訂正審判之請求等特殊事由」之要件，明確採前述

學說中「權利濫用抗辯說」，並以「無特殊事由」之情形為前提，提出「明顯性要

件」作為法院是否得進行專利有效性判斷之標準31。 

參、平成16年雙軌制之立法歷程及其內容之介紹 

一、雙軌制立法之必要性 

Kilby判決之後，於專利侵權訴訟中主張「明顯有無效理由」者日漸增加，然

而，產業界對於「明顯性要件」之認定，指出其有預測困難之問題，因而增加須同

時進行無效審判之負擔，並建議立法將「明顯性要件」予以刪除。針對此問題，直

屬於首相下之司法制度改革推進本部知的財產訴訟檢討會自2002年10月23日起召開

17次修法討論後，提出包含創設平成16年雙軌制之「裁判所法等一部份修正法案」

                                                        
29 2000年之判決。 
30 對於此一判決，日本一般依該專利發明人Jack Kilby為名，稱之為「キルビー判決」（Kilby

判決），中文世界中則多以勝訴一方富士通公司為名，稱之為「富士通判決」。本文中依日

本通用之「Kilby判決」稱之。 
31 Kilby判決之判決理由摘譯如下：「(1)專利明顯有無效理由存在時……若允許基於該專利權

之差止請求、損害賠償等請求，等於實質上賦予專利權人不當利益，造成違反衡平理念之結

果。」「(2)紛爭應儘量於短時間內以一程序解決為宜，因此，於專利侵害訴訟中，若非先

經特許廳之無效審判確定，即不允許以該專利有無效理由存在而對該專利權之行使進行防

禦，等同於強迫無意請求專利之對世無效之當事人進行無效審判之程序，此外，亦有背於訴

訟經濟。」「因此，即便於專利之無效審決確定前，應採審理專利侵害訴訟之法院得就專利

是否明顯有無效理由存在予以判斷之解釋，經審理之結果，該專利明顯有無效理由之存

在，……若無訂正審判之請求等特殊事由，應解為權利之濫用而不得允許之。……其他與右

見解相異之大審院判例，以與上述之處牴觸者為限，均應予以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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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平成16年修正法」），並於2004年6月11日經國會表決通過，自翌年4月1

日起實施。 

二、雙軌制之立法內容及理由 

(一)特許法第104條之3第1項 

特許法第104條之3第1項32 

與特許權或專用實施權相關之訴訟中，如認該特許依無效審判應為無效時，特

許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不得對對造行使該權利。 

關於特許法第104條之3第1項，立法理由中指出：「於特許無效之審決確定

前，應以特許權仍有效存續（特許法第125條）為前提。被告請求無效審判時，得

於專利侵權訴訟中提出以該特許依無效審判應為無效為旨之抗辯，法院若認該抗辯

有理由時，則不得肯認專利權人基於該特許權而行使權利。另，法院對此判斷之效

力與無效審判相異，為僅限於訴訟當事人間有效之相對效力。」33亦即，特許法第

104條之3第1項係基於維持行政行為公定力之概念下，而將法院所為之特許無效之

判斷定位為「僅以特許廳進行無效審判中所使用之審理基準為標準」，其判斷結果

並不會左右專利之對世有效性。 

(二)特許法第104條之3第2項 

特許法第104條之3第2項 

關於前項規定之攻擊或防禦之方法，若認其係以不當延遲審理為目的而提出

者，法院得依聲請或職權，做出駁回之裁定。 

關於特許法第104條之3第2項，立法理由中說明：「此規定與民事訴訟法第157

條不同，即便其並非已遲誤期間，法院若認其係以不當延遲審理為目的而提出者，

即得予以駁回。設此特則之理由為，就解決紛爭之實效性之觀點而言，若肯認訴訟

                                                        
32 此處條文譯文為忠實呈現原文文字並避免混淆，乃捨中文常用之用語。其中「特許」即台灣

專利法上之「發明專利」，而「專用實施權」即「專屬授權」。 
33 近藤昌昭、齊藤友嘉，司法制度改革概説第2卷：知的財産關係二法‧労働審判法，商事法

務，2004年，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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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基於第1項之規定所提出之攻擊或防禦之方法之濫用，將導致與有效解決紛

爭之目的相違背之情形34。」而關於本項之適用，立法理由中則舉出「被告所提出

之諸多無根據主張」作為其典型例35。 

(三)防止相異判斷之措施 

立法理由指出，增訂特許法第168條第5項及第6項之目的為，使特許廳得取得

法院所審理之專利侵權訴訟中相關資料。具體而言，特許廳長官36得對法院要求提

供無效審判時審判官認為必要之文件37。此規定旨在藉由使特許廳與法院所獲得之

資料一致，以防止基於不同資料所導致之相異判斷。此外，作為實際運用面之措

施，特許廳對於有專利侵權訴訟繫屬於法院之無效審判皆以早期審理之方式處理；

而日本智財高等法院38就對於同一特許權提出專利侵權訴訟之上訴審及無效審判取

消訴訟39同時繫屬時，則採將該等訴訟分配至同一部門進行審理之措施40。 

(四)確保專利侵權訴訟中技術專門意見之措施 

日本智財高等法院之法院調查官主要由特許廳出身者或弁理士41所組成，並負

責就專門技術之部分提供法官協助。平成16年修正法中亦有將其所掌事務明確化之

修正42，其主要修正內容為：1.就事實上及法律上之事項，對當事人提問，或促其

舉證；2.於調查證據之期日內，對於證人等直接發問；3.於試行和解之期日內，基

                                                        
34 同前註，60頁。 
35 坂口智康、小田真治，知的財産に関する訴訟の改革について，パテント，2004年8月，57

巻8号，24頁。 
36 相當於台灣智慧財產局局長。 
37 近藤昌昭、齊藤友嘉，註33書，111-112頁。 
38 相當於台灣之智慧財產法院。 
39 日本專利侵權訴訟第一審由各地方法院進行審理，而第二審（上訴審）則由知的財產高等裁

判所（智財高等法院）進行審理。而對特許廳所做出之無效審判之審決不服時，係直接由知

的財產高等裁判所進行審決取消訴訟之審理。因此，將有針對同一專利權所為之專利侵權訴

訟及無效審判審決取消訴訟同時繫屬於知的財產高等裁判所之情形。 
40 近藤昌昭、齊藤友嘉，註33書，112頁。 
41 相當於台灣之專利師。 
42 日本民事訴訟法第92條之8各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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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專門知識意見予以說明；及4.對法官就案件陳述其意見。 

三、特許法第104條之3與Kilby判決之相異點 

(一)「明顯性要件」之捨棄 

立法前所召開之知的財產訴訟檢討會中，對於是否捨棄Kilby判決中所判示之

「明顯性要件」有相當多的討論。反對捨棄明顯性要件者主要觀點為：1.於專利侵

權訴訟中所採用之辯論主義之架構下，若捨棄明顯性要件，將使被告得藉由主張諸

多無根據之無效理由以遲延審理，而原告則必須針對該等無效理由之全部逐一予以

反駁43，及2.明顯性要件具有使法院及特許廳之相異判斷減至最低之功能，因此不

應予以捨棄44。 

對此，贊成捨棄明顯性要件者認：1.因「明顯」之基準不明，將導致預測可能

性降低，將有成為日後紛爭來源之虞，及2.若從紛爭之一次性解決觀之，因明顯性

要件之判斷基準不明，使被告被迫請求無效審判，將直接導致紛爭之長期化。 

知的財產訴訟檢討會最終做出確定捨棄明顯性要件之結論，而對於捨棄明顯性

要件之疑慮，則以增訂前述特許法第104條之3第2項作為防止濫用特許無效抗辯之

規定，及前述特許法第168條第5項及第6項關於法院及特許廳聯絡調整之規定作為

防止相異判斷之措施。 

(二)「依無效審判應為無效者」之意義 

如前述，立法理由指出，特許法第104條之3第1項所指「依無效審判應為無效

者」，係「若有請求無效審判時，該專利依無效審判將被認定為無效之情形」45，

藉此明示專利侵權訴訟中所採取之審理係遵循無效審判之基準。此立法內容可說是

正面宣示不改變「以無效審判作為判斷專利有效性」之原則，以期保持判斷結果之

可預見性。此外，學說上亦有認「依無效審判應為無效者」之條文文言具有防止避 

 

                                                        
43 近藤昌昭、齊藤友嘉，註33書，58頁。 
44 同前註。 
4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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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無效審判及專利侵權訴訟產生相異判斷，使雙軌制得保持「明顯性要件」之功

能46。 

(三)「無特殊事由」要件之捨棄 

依Kilby判決意旨，若有如請求訂正審判等「特殊事由」，即使明顯有無效理由

存在，仍將阻卻權力濫用之抗辯。對此，立法理由中指出：「法院判斷之效力為僅

限於訴訟當事人間有效之相對效力……特殊事由自然包含於該判斷內」，亦即，法

院之判決係基於與該案件全部相關之事由而做出之判斷，因此無另將「無特殊事

由」納入條文文言之必要。 

肆、平成16年雙軌制之問題及其評析 

一、平成16年雙軌制下所產生之再審問題 

(一)「再審」之意義與要件 

日本民事訴訟法第338條第1項第8款（再審事由）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 

八、為判決基礎之民事、刑事判決及其他裁判或行政處分，依其後之確定裁判

或行政處分已變更者。 

再審係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之制度。學說上認為，就當事人依確定判決

所獲得地位之保障、保護人民對於司法之信賴，及維持法安定性之觀點而言，除一

般適法要件外，應課予再審之訴更嚴格之要件47。因此，僅憑確定判決有瑕疵仍不

足以達到再審之要求，須具體符合民訴法第338條第1項各款所列舉之重大瑕疵方得

提起再審之訴48。其中第8款所列之再審事由除以有既判力或公定力之裁判或行政處

                                                        
46 高部真規子，特許法104条の3を考える，知的財産法政策学研究，2006年4月，11巻，132

頁。 
47 中野貞一郎、松浦馨、鈴木正裕，新民事訴訟法講義（第2版補訂2版），2008年，647頁。 
48 同前註，6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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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變更為要件外，亦要求「有因該變更而導致判決結論相異之可能性」49，亦

即，再審之訴係以有因該變更而重啟訴訟之實益存在為必須。 

(二)專利侵權訴訟與無效審判或訂正審判之相異判斷所產生之再審問題 

關於無效審判或訂正審判之確定是否該當再審事由之議題，日本學說一般認

為，自行政法之法理觀之，民訴法第338條第1項所指「為判決基礎之行政處分之變

更」不限於行政處分之成立，亦及於行政處分之取消或變更中具有溯及效者50。此

外，因無效審判一旦確定，專利權將視為自始不存在51，原本被判侵害專利權之產

品有因此變成非侵害之可能；另一方面，訂正審判之確定亦將溯及地改變申請專利

範圍52，而有改變對於侵權判斷結果之可能。因此，日本學說上一般認為，無效審

判或訂正審判之確定屬民訴法第338條第1項第8款之再審事由。 

然而，若依無效審判之確定即可重啟確定專利侵權訴訟之審理，則代表只要無

效審判尚未宣告確定，專利侵權訴訟之判決將持續處於法不安定之狀態下。因此，

若專利權本應有效，將成為專利權人正當行使其權利之阻礙；另一方面，若專利權

本應無效時，將妨礙自由技術之活用。此一結果不僅明顯違背專利制度之目的，專

利侵權訴訟之被告為使專利確定無效，實質上將被迫於應付專利侵權訴訟時，同時

對特許廳提起無效審判，有違雙軌制減輕被告應訴負擔及審理迅速化之目的。 

另一方面，關於請求項之訂正53，日本於平成5年修正法時創設了「訂正請求」

制度，使專利權人於有第三人提起無效審判時，得對請求項進行訂正，該訂正係與

採當事者系審理方式之無效審判併案審理，使雙方得充分提出攻擊與防禦之方法。

然而，若專利權人在無任何無效審判繫屬於特許廳時主動提出請求項之訂正，將循

原本採「查定系」（由特許廳之審判官進行單方面審查）之「訂正審判」制度。平

成16年雙軌制創設前，通常專利權人僅有於第三人提起無效審判時才會對請求項進

                                                        
49 伊藤真，民事訴訟法（第3版補訂3版），2008年，690頁。 
50 笠井正俊，特許無効審判の結果と特許権侵害訴訟の再審事由，民訴雑誌，2008年3月，54

号，38頁。 
51 特許法第125條。 
52 特許法第128條。 
53 等同台灣專利法之「更正」，為避免混淆，本文中以原文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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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訂正。然而，平成16年雙軌制創設後，理論上被告僅須於專利侵權訴訟中提出專

利無效之抗辯即可，並無對特許廳提起無效審判之必要，因此，若專利侵權訴訟之

被告並未提起無效審判，而專利權人決定進行請求項之訂正以避免專利無效時，將

循「訂正審判」制度予以處理。 

而關於此等制度之交錯，由於訂正審判採查定系之審理模式，專利權人提出請

求項訂正時，特許廳將不會主動通知被告或法院。即使專利侵權訴訟中之被告得知

專利權人提起訂正審判並主動將專利侵權訴訟之資料提供予特許廳，因其無法參與

訂正審判之審理過程，將難以確保於專利侵權訴訟中所提出之攻擊防禦均充分反映

於訂正審判中，因此更正後之請求項理論上較容易通過「獨立特許要件」54之要

求。若肯認訂正審判之確定為再審理由55，依特許法第104條之3第1項之文言，訂正

後之請求項是否因特許廳已進行「獨立特許要件」判斷而不屬「依無效審判應為無

效者」之範疇？法院是否因此不得就專利有效性進行判斷，須直接進行侵權於否之

審理？實務上雖尚未出現類似案例，但仍無法否認平成16年雙軌制下有產生此等爭

議之可能。 

此外，若肯認以訂正審判之確定得進行再審，因訂正審判所需審理時間較短，

因此將極易成為專利權人一再阻撓訴訟確定之工具。 

二、平成16年雙軌制下產生之問題與「專利無效」本質之分析 

(一)平成16年雙軌制下產生相異判斷之原因 

為檢視平成16年雙軌制之成效，特許廳針對Kilby判決後提起之專利侵害訴訟中

有同時請求無效審判之案例進行統計，結果發現，相較於平成16年雙軌制前8%之相

異判斷率，平成16年雙軌制創設後於地方法院之相異判斷率增至21%56。換言之，

平成16年雙軌制成立後，相異判斷之產生反而有顯著化之趨勢。 

                                                        
54 特許法第126條第5項規定，更正後之請求項必須單獨具備專利要件。換言之，更正後之請求

項須無任何無效事由方得准予更正。 
55 實務上，日本已有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廷平成20年4月24日判決中表示訂正審判之確定「有構

成再審事由之可能性」。 
56 特許制度小委員会，産業構造審議会知的財産政策部会第28回特許制度小委員会配布資料

1 断：特許の有効性判 についての「ダブルトラック」の在り方について，2009年，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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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介紹特許法第104條之3立法之討論中，對於Kilby判決中所示「明顯性要

件」，學說上雖認其有防止相異判斷之功能，然而因「明顯」之定義不明，最終立

法仍捨棄「明顯性要件」，並另以特許法第168條第5項及第6項「資訊提供」之規

定代之。此制度係基於「由先判斷者提供予後判斷者」之概念所設計，因此，資訊

提供之方向係由法院提供予特許廳。由此可知，立法起草者認為「資訊之落差」係

產生相異判斷之主因。然而，如前述統計結果所示，此制度設計仍無法降低相異判

斷之發生率，因此，「資訊之落差」實非產生相異判斷之主因。 

此外，若採Kilby判決中所示「明顯性要件」，審理專利侵權訴訟之法院不須就

請求項與先前技術之細微差異進行判斷，僅須於「專利明顯無效」時判斷其為無效

即可。相較之下，特許法第104條之3並未限制得主張之無效理由，法院因此須就包

含要求高度技術專門性之進步性主張進行審理。然而，平成16年雙軌制創設時，為

確保法院有判斷技術上爭點之能力，立法內容不僅將法院調查官之參加權限明確

化，亦廣納特許廳出身者或辯理士擔任法院調查官，應無「技術判斷能力不足」之

問題。由此可知，平成16年雙軌制下產生相異判斷之原因，應係「對於判斷基準之

認知差異」。如前述，特許法第103條之4係以「依無效審判應為無效」為前提，亦

即，法院須依特許廳之判斷基準予以判斷，因此，除非專利明顯無效，若非實際持

續參與無效審判審理之人，將難以期待其對於特許廳判斷基準之認知能與特許廳之

審判官保持同步。此外，若進行進步性之審理，由於技術上細微差異之判斷基準普

遍係由案件之累積形成，若無定期與特許廳之審判官就特許廳之最新審判見解進行

交流，即便是過去擔任特許廳審判官者，亦難以期待其對於特許廳判斷基準之認知

能與特許廳之審判官保持同步。 

(二)「專利無效」之意義 

專利權係一經過專利審查，並藉由設定登錄57所成立之獨占性排他權。若發明

不具專利要件卻成立專利權，將阻礙自由知識之運用，成為產業提升之障礙。因

此，專利權經審查、登錄而成立後，仍有必要設置使不具專利要件之專利歸於無效

之制度。 

                                                        
57 日本專利法第66條：「特許權，依設定之登錄而發生。」其與台灣專利法第51條（2011年通

過之新專利法第52條）「繳納證書費及第一年年費後公告」之概念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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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專利之無效」時，首先應檢討「專利權成立」之性質。如前述，專利權

乃經過專利審查，並藉由設定登錄而成立，依特許法第51條規定，當特許廳之審查

官未發現不予專利之事由時，亦即，當申請專利之發明滿足特許法上明文列舉之專

利要件時，應做出准予專利之查定58。換言之，發明滿足特許法上列舉之專利要件

時，若對特許廳提出申請，將理所當然地獲得准予專利之查定，專利權並將經由設

定登錄而成立。因此，學說上認為查定係特許廳對於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滿足特許

法上列舉之專利要件進行確認之行為，應歸類為行政法上之確認行為59。另一方

面，學說上認為專利權之設定登錄僅係特許廳對於專利權之存在及其內容進行公示

之行為，應歸類為行政法上之公證行為60。於一般情形下，私權於滿足一定要件時

本將自然發生，其成立並不以公示為要件，然而，專利權之保護對象為屬無體物之

技術思想，因此若無申請專利範圍及說明書等手段以確定其範圍，並藉由公示彰顯

該權利之存在，第三者將無從得知該獨占性排他權之存在及其具體內容，因此亦無

禁止他人實施之理由61。因此，特許廳於專利權成立時之任務，僅係確認申請專利

之發明是否滿足特許法上之專利要件，並將該權利之成立予以公示，並無判斷「是

否使該權利發生」之權限。 

若以上述特許廳之任務為前提，學說上認「專利權之發生」與「專利權之登

錄」應屬個別獨立之概念62。因此，性質上屬私權之專利權成立後，若欲否定其效

力，將包含兩種層面：1.否定專利審定之效力、或2.否定專利登錄之效力。前者之

內涵為否定發明具有特許法上列舉之專利要件，而後者之內涵為：於否定發明具有

特許法上列舉之專利要件時，一併否定該發明得擁有獨占性排他權。對於上述兩種

層面，學說上將其分類「專利權之相對性無效（確認作用）」及「藉由無效審決所

確定，專利權之絕對性、對世性無效（形成作用）」63本論文中為求簡潔，下稱(1)

                                                        
58 此處亦與台灣專利法第45條規定相同。 
59 君嶋祐子，特許処分の法的性質，日本工業所有権学会年報，1998年5月，21号，4-5頁。 
60 同前註，4-5頁。 
61 同前註，4頁。 
62 大渕哲也，特許処分・特許権と特許無効の本質に関する基礎理論（日本工業所有権法学会

シンポジウム報告用レジュメ），收錄於平成22年度日本工業所有権法学会シンポジウム配

布資料，2010年，2頁。 
63 同前註，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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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本身之無效，及(2)專利登錄行為之無效。 

(三)無效審判及訂正審判所包含「專利無效」意義之分析 

日本過去曾設有專利異議制度，依特許廳之說明，其目的主要係於專利登錄前

使第三人得藉由聲請異議，使特許廳重新檢視查定之內容，以阻止具有瑕疵之專利

權成立對公眾所造成之不利益64。然而，實務上因常有專利權因有多件異議繫屬而

遲遲無法確定，造成專利權行使上障礙之情形。對此，日本於平成15年修正法中將

異議制度廢除，並將其維持公益之功能併入無效審判中65，具體而言，該修正法係

將過往無效審判之請求主體由「限於利害關係人」修正為原則上「任何人均得請

求」66。 

因此，於廢除異議制度後，無效審判除具備原有之解決當事人間紛爭之功能

外，亦包含了異議制度中排除本應屬無效之專利權，以維護公知技術之自由運用之

公益功能。若將此等功能與前述「專利無效之意義」進行連結，其中「(1)專利本身

之無效」係否定專利發明符合專利要件，因此具有解決當事人間紛爭之功能，而

「(2)專利登錄行為之無效」係藉由抹消專利登錄而解除不應准予專利之發明對公眾

信賴所造成之損害，使該獨占性權利溯及地失效，具有維護公益之功能。綜上可

知，於無效審判中判定專利無效之審決係同時代表「(1)專利本身之無效」及「(2)專

利登錄行為之無效」，因此兼具解決當事人間紛爭及維護公益之功能。若進一步就

無效審判之審決所代表之無效意義及其功能進行檢討，其所包含之維護公益功能旨

在使原本不應准予專利之發明失效，因此於專利制度之架構下，本應有使該判定專

利無效之審決具有對世效與溯及效之必要。 

另一方面，訂正審判之制度設計則是為了確保申請專利範圍或圖示有誤繕、誤

譯或不明瞭之記載67，影響專利發明之正確實施所設。亦即，訂正審判係以具有獨

占性與排他性之專利權為交換條件，以確保請求項及說明書等所公開之發明內容之

                                                        
64 特許庁，平成6年法改正（平成6年法律第116号）解説：第七章 特許付与後の異議申立制

度，2005年，165頁。 
65 竹田稔，註4書，546-547頁。 
66 特許法第123條第2項。 
67 特許法第12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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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性，為一具有維護公益機能之制度，因此理應使訂正審決之確定具有溯及效與

對世效。而實務上，訂正審判主要係由專利權人於被提起無效審判時，為迴避無效

理由而採取之防禦手段，因此其於維護公益之機能外，亦具有解決當事人間紛爭之

機能。 

然而，具有對世效與溯及效之審決代表無效審判一旦確定，專利權將被視為自

始不存在；而訂正審判一旦確定，亦將溯及地變更申請專利範圍，此一結果使原本

確定之專利侵權訴訟得以再審之訴而重啟審判，將嚴重影響法安定性。由此可知，

因無效審判或訂正審判之確定所產生之再審問題呈現了該等審決中所包含維護公益

之功能被不當地用於反覆重啟專利侵權訴訟上，然而，這並非代表使該等審決具有

對世效與溯及效之制度設計有不當之處。另一方面，即便侵權訴訟之當事人另行提

起無效審判或訂正審判之目的並非維護公益，僅係欲解決當事人間之紛爭，如前述

分析所示，若輕率地限制審決之對世效與溯及效，將使無效審判或訂正審判完全失

去其維護公益之功能，有違專利制度之目的。 

(四)專利侵權訴訟所包含「專利無效」意義之分析 

如前述分析，專利權之設定登錄解釋上屬一種公證行為。因此，專利權人係透

過設定登錄證明其發明滿足所有專利要件，並得藉此免除再度逐一舉證發明滿足所

有專利要件之不便，僅須以特許廳公示之內容為證明即可行使其權利。於此前提

下，專利侵權訴訟中專利無效之抗辯並非對於該專利權登錄本身效力之爭執，而屬

對於該登錄欲證明之事實進行反證之行為68。此外，專利侵權訴訟原本就專以解決

當事人間之紛爭為目的，因此專利侵權訴訟欲維護之被告法益僅止於「阻止專利權

人不當行使權利」，並不及於與一般公眾利益相關之「原不應公示之專利登錄之撤

銷」69。由此可知，於專利侵權訴訟中，就專利無效之意義而言，當事人間僅就

「(1)專利本身之無效」有所爭執，與「(2)專利登錄行為之無效」無關。 

                                                        
68 君嶋祐子，註59文，8頁。 
69 同前註，作者並舉例：「例如，基於所有權之侵害而請求損害賠償之訴訟中，被告阻止所有

權人行使其權利之目的，原僅須法院肯認其所提出之所有權不存在之主張即可獲得滿足，並

不須再對原告提起撤銷登記等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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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利有效性雙軌制問題之可能解決方向 

若對特許法第104條之3之立法內容進行分析，賦予法院「依特許廳之判斷基

準」對專利有效性進行判斷之權限，等同於將無效審判所包含之兩種功能中之「解

決當事人紛爭之功能」之一部分移轉予法院。其目的在於使侵權訴訟之當事人得自

由地就系爭專利之有效性進行攻防，使當事人得於專利侵權訴訟中獲得紛爭之一次

性解決，免除其另行對特許廳提起無效審判之負擔。因此，若平成16年雙軌制本於

此目的順利運轉，作為專利侵權訴訟之當事人，理應捨無效審判而尋求於專利侵權

訴訟中迅速解決專利有效性之紛爭。然而，現實與立法時所設定之利用狀況相反，

產生了藉由無效審判或訂正審判之對世效與溯及效請求專利侵權訴訟再審等問題。

由此觀之，平成16年雙軌制下所產生之法不安定性及非效率性等問題，並非源自平

成16年雙軌制本身，而單純係制度間之交錯下所衍生之問題。換言之，平成16年雙

軌制真正的問題並非源自「使法院及特許廳雙方均擁有判斷專利有效性之權限」，

而應對平成16年雙軌制中「使法院及特許廳雙方皆具有解決當事人間紛爭之功能」

之部分進行檢討。 

若欲對「是否應使法院及特許廳雙方皆具有解決當事人間紛爭之功能」進行分

析並檢討是否得將該功能完全移轉至一方，須進行專利侵權訴訟及無效審判中法院

及特許廳之任務及其審理程序之比較。如前述，於專利侵權訴訟中，當事人間僅就

「(1)專利本身之無效」有所爭執，與「(2)專利登錄行為之無效」無關。因此，專利

侵權訴訟不僅採辯論主義，其過程中所提出之專利無效之抗辯亦屬一種對於公證行

為（專利權登錄）所證明之內容進行之反證，當事人間對於該反證之內容自得自由

進行攻防；此外，專利無效抗辯之結果為僅限當事人間有效之相對效，對照民事訴

訟法之原則無任何不合理之處。換言之，審理專利侵權訴訟之法院係純粹為解決紛

爭所設，因此，賦予法院判斷專利有效性之權限之目的旨在使法院得以充分發揮其

解決當事人間紛爭之功能。 

另一方面，無效審判之特色在於，除上述解決當事人間紛爭之功能外，亦具有

維護公益之功能。因此，無效審判之審決須同時具有「(1)專利本身之無效」（解決

當事人間紛爭）及「(2)專利登錄行為之無效」（維護公益）之意義。而無效審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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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如特許廳之解說70所示，為達「(1)專利本身之無效」（解決當事人間紛爭）之

目的，原則上採用當事者系之審理構造，由當事人自行提出主張及證明，並極盡攻

擊防禦之手段使雙方得以信服；而為達「(2)專利登錄行為之無效」（維護公益）之

目的，則保留查定系審理構造中職權探知之權限，使特許廳得依職權進行調查證

據71、證據保全72，及得就與審查時不同之不予專利事由進行判斷73。由此觀之，無

效審判係針對其制度所代表之不同意義而融合了多種審理方式。 

綜上分析，於平成16年雙軌制之架構下，專利侵權訴訟並非當事人間解決專利

有效性爭議之唯一方式，因此亦無法將專利侵權訴訟之判決合理解釋為當事人極盡

攻擊防禦手段之結果，而將無效審判之確定排除於再審事由之外。然而，若僅單純

就解決當事人間紛爭之層面進行比較，於當事人提起無效審判之目的並非以公益為

目的，僅係針對「(1)專利本身之無效」進行爭執時，無效審判為達此目的所採用之

審理構造亦仿專利侵權訴訟採當事者系之審理，並由當事人自行提出主張及證明以

進行攻擊防禦。由此觀之，就解決當事人間紛爭之層面而言，特許廳及法院係負有

相同之任務，所採程序之基本精神亦無不同。因此，若使特許廳之無效審判保留其

維護公益之功能，並將解決當事人間紛爭之功能完全移轉予法院，使專利侵權訴訟

之判決將成為雙方當事人對該專利權紛爭極盡其攻擊防禦後之唯一結果，解釋上將

有以民訴法上既判力之概念將無效審判及訂正審判之確定自再審事由中除外之可

能。 

                                                        
70 特許庁，平成15年法改正（平成15年法律第47号）解説：第五章 異議申立制度と無効審判

制度の統合，2005年，57頁。 
71 特許法第150條第1項。 
72 特許法第150條第2項。 
73 特許法第159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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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平成23年特許法改正之修法歷程之介紹及其內容之

評析 

一、修法動向 

日本政府為集中並有計畫地處理與智慧財產權之創造、保護及活用之措施，於

2002年成立了內閣府知的財產戰略本部，其中「專利有效性判斷紛爭處理制度之重

新檢討」被列為2009年之重點檢討項目。負責此項目之經濟產業省為此特別成立

「特許制度研究會」，並於2009年12月公布「特許制度報告書」，並以同報告書內

容及論點為主軸之修正法案提交予經濟產業省所屬之「特許制度小委員會」進行審

議。歷經9次審議後，內閣府於2011年4月1日提出修正法案，該修正法案經日本國

會通過後於2011年6月8日公布，並於2012年4月1日起施行。 

二、特許制度研究會之「特許制度報告書」中提出之論點 

(一)專利侵權訴訟確定後確定之審決所產生之再審問題 

特許制度研究會針對於專利侵權訴訟確定後才確定之無效審判或訂正審判所產

生之再審問題，認為於平成16年雙軌制之架構下，專利侵權訴訟係雙方當事人極盡

其攻防手段之結果，因此基於維持判決安定性、紛爭之一次性解決，及減輕雙方當

事人之訴訟負擔之理由，認為此情形下無給予當事人再審機會之必要74。此外，亦

有少數見解以前述「日本民事訴訟法第157條之適時提出主義」為基礎，認於專利

侵權判決確定後以無效審判主張再審屬「未適時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因此應予

以限制75。 

                                                        
74 特許制度研究会，第4回特許制度研究会議事要旨，2009年5月29日，http://www.jpo.go.jp/ 

shiryou/toushin/kenkyukai/tokkyoseidokenkyu04_giji.htm，最後瀏覽日：2012年9月10日。 
75 特許制度研究会，特許制度報告書，2009年12月公開發表於http://www.jpo.go.jp/shiryou/tou- 

shin/kenkyukai/pdf/tokkyoseidokenkyu/houkokusyo.pdf，最後瀏覽日：2012年9月10日，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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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成16年雙軌制之修正方向 

針對平成16年雙軌制，特許制度報告書中列舉出下列三個問題點，並指出應積

極提出緩和該問題之對策： 

1. 二種程序之同時進行欠缺效率 

此問題係與前述之再審所產生問題相通。雙軌制原係基於一次解決雙方當事人

間紛爭之理念下，而允許被告於專利侵權訴訟時提出專利無效之抗辯，因此，若認

無效審判之確定屬再審事由，不但將使專利侵權訴訟之判決處於法不安定之狀態

下，專利侵權訴訟之被告若欲使系爭專利權確定無效，實質上等同被強迫於應付專

利侵權訴訟時同時提起無效審判。此一結果明顯違背減輕當事人應訴負擔及紛爭之

一次性解決等雙軌制之立法目的。 

2. 若被告僅須於專利侵權訴訟或無效審判之程序中使專利無效即得免除

專利侵權之責，將招致專利權價值下滑之不利結果 

此一論點係自追求當事人平等之觀點而來。此外，除對專利權人而言有專利權

價值下滑之不利結果外，如前述分析所指，被控侵權之被告亦有利用訂正審決之確

定請求再審，試圖改變法院對於侵權認定結果之可能。 

3. 二種程序中對於專利有效性之判斷相異時，將有損公衆對專利權及專

利制度之信賴 

此一論點係來自於保護國民對於專利權公示信賴之觀點，實質上係凸顯應解決

特許廳與法院判斷相異問題之急迫性。 

三、「特許制度小委員會」所提出之修法提案之介紹及其內容 
之評析 

特許制度小委員會自2010年4月9日起至2011年2月1日止，一共召開9次會議審

理諸多修法提案，其中包括下列基於特許制度研究會之「特許制度報告書」所提出

之上述論點，而對於專利有效性判斷制度提出之修法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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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僅針對無效審判及訂正審判之再審進行修法之提案 

1. 提案A 

提案A之特徵在於，一律限制專利侵權訴訟判決確定後確定之無效審判或訂正

審判作為再審事由。該提案之主旨在於，專利侵權訴訟之判決既為雙方當事人極盡

其攻擊防禦之結果，則無准許以無效審判及訂正審判之確定為再審理由之必要76。

而特許制度小委員會之審議資料中，將提案A之概念分為下列兩種立法方式： 

(1) 提案A-1：限制無效審判及訂正審判之溯及效 

特許制度小委員會之會議記錄中，對於將提案A-1列入立法考慮之理由，認為

再審所產生之問題源自於無效審判及訂正審判之溯及效，因此直接限制溯及效將是

最簡便之方法。此見解之特徵在於，不否定無效審判或訂正審判之確定該當再審事

由，而藉由限制該等確定審判之溯及效以防止再審之問題。然而，於特許制度小委

員會之討論中，亦有「限制確定無效審判之溯及效欠缺行政法上根據」之意見。具

體而言，行政法上行政處分撤銷之效果係以溯及效為原則，而依個案不同判斷是否

適用溯及效則為例外，例如撤銷授益處分之情形。因此，是否應將「於專利侵權訴

訟中限制無效審判及訂正審判之溯及效」視為例外即成為爭論之焦點。關於此爭論

之意義，如前述分析，「專利無效」之本質係包含兩個層面：(1)專利本身之無效，

及(2)專利登錄行為之無效，而自專利侵權訴訟中僅對於「(1)專利本身之無效」進行

攻防之現實觀之，似無須將「(2)專利登錄行為之無效」列入是否准許再審之考慮。

然而，如前述分析，於特許法之架構下，審決係包含前述「(1)專利本身之無效」，

及「(2)專利登錄行為之無效」之功能，因此任何限制審決溯及效之立法方式將無法

避免面臨如何解釋其與行政法之法理衝突之問題。 

(2) 提案A-2：將無效審判及訂正審判之確定自再審事由中除外 

此種立法方式之特徵在於，為避免直接碰觸是否得限制審決之對世效、溯及效

之議題，基於「專以特許法解決專利制度上原有之問題」之概念，採單純將無效審

判之確定自再審事由中除外之立法方式。此種立法方式係於專利無效之意義中，僅

針對「(1)專利本身之無效」之層面予以限制。若將「(1)專利本身之無效」之層面視

                                                        
76 特許制度小委員会，第31回特許制度小委員会配布資料5：侵害訴訟の判決確定後の無効審

判等による再審の取扱いについて，2009年，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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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專利制度特有之問題，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原則，提案A-2應較提案A-1更為

適當，然而如前述，特許法上之無效審判並非僅包含防止自由技術獨占之「(2)專利

登錄行為之無效」（維護公益）意義，亦包含解決當事人間對於專利有效性爭議之

「(1)專利本身之無效」意義。依此，於無效審判之審決中同時包含解決當事人間紛

爭及維護公益功能之特許法架構下，因專利侵權訴訟並非當事人間解決專利有效性

爭議之唯一方式，採提案A-2將無法將專利侵權訴訟之判決合理解釋為當事人極盡

攻擊防禦手段之結果，而將審決之確定排除於再審事由之外。 

2. 提案B：限制專利侵權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才提起之無效審判或訂正審

判作為再審理由 

提案B之特色在於，僅限制專利侵權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才提起之無效審判或

訂正審判之確定者不得提出再審。此提案之概念係源自前述介紹中所示「日本民事

訴訟法第157條之適時提出主義」，認專利侵權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才提起之無效

審判或訂正審判之再審無任何實益，僅係事後無謂延長爭議之手段，因此應予以限

制。然而，於特許制度小委員會之會議記錄中亦提及，此提案之限制僅須於專利侵

權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提起無效審判或訂正審判即可輕易迴避，無法有效解決再審

所產生之問題77。因此，該會議記錄中並無任何支持B案之發言，並做出「以A案為

主軸繼續討論」之結論。 

(二)改變有效性判斷雙軌制之提案 

此提案之特色在於，其並非僅解決平成16年雙軌制下所產生之再審問題，而係

針對雙軌制制度本身進行檢討，其中大致分為(1)維持現有制度，試圖將相異判斷之

產生降至最低，若仍產生相異之判斷，則藉由限制再審之方式予以對應之A案；及

(2)從事實面抹去法院及特許廳間產生相異判斷可能性之B案及C案。 

                                                        
77 特許制度小委員会，産業構造審議会知的財産政策部会第28回特許制度小委員会議事録，

2010年6月22日，http://www.jpo.go.jp/shiryou/toushin/shingikai/tokkyo_giji028.htm，最後瀏覽

日：2012年9月10日，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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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案：維持原制度並減少相異判斷之發生 

A案之特徵為肯定特許廳之專門性及法院之審理效率，因此以保留無效審判及

專利侵權訴訟兩種方式為前提，並以減少相異判斷之發生為重點。而具體之制度設

計則以平成16年雙軌制為前提，一方面加速無效審判之審理，一方面於有產生相異

判斷之虞時，以中止專利侵權訴訟（特許法第168條第2項）之方式予以對應。為進

一步防止相異判斷，亦搭配活用法院對特許廳提供資訊之制度（特許法第168條第5

項及第6項）。 

此外，於特許制度小委員會之討論中，前述僅針對無效審判及訂正審判之再審

進行修法之提案係以A案為前提78，亦即，此概念之特徵係以A案將相異判斷之產生

減至最低，並於相異判斷產生時，再補充性地以限制再審之前述提案A阻絕再審之

問題。特許制度小委員會之討論中，所有發言均表示支持A案，然而亦有「現階段

支持A案，但將來應考慮C案」之發言79。此結論忠實地反映特許制度小委員會會議

使資料中所引述之日本知的財產協會對產業界所進行之意見調查結果，其中支持維

持原制度者為76%80。對產業界而言，若維持原制度，作為專利侵權訴訟之被告

時，僅須於專利侵權訴訟或無效審判之任一程序中使專利無效即可免除侵權之責

任，且擁有兩種選擇之優點遠大於遭遇再審之機率，因此普遍贊成維持原制度。 

若對A案進行檢討，A案實質上僅係雙軌制創設時「藉由特許廳與法院之資訊

分享，使相異判斷減至最低」概念之延長線。而事實上，即使被告積極地對特許廳

提出專利侵權訴訟之資料，相異判斷不僅仍然存在，更有增加之趨勢81。由此可

知，產生相異判斷之原因如前述分析，應係「對於判斷基準之認知差異」，而非單

純之「資訊落差」，因此，以填補資訊落差為目的之A案將無法確實防止相異判斷

之產生。 

此外，若無法完全消除相異判斷產生之原因，僅採加速無效審判或訂正審判審

理之因應方式，以期審決能於專利侵權訴訟判決確定前確定，因審理所需時間依個

                                                        
78 特許制度小委員会，註56書，16頁。 
79 特許制度小委員会，産業構造審議会知的財産政策部会第28回特許制度小委員会配布資料資

料2：侵害訴訟の判決確定後の無効審判等による再審の取扱いについて，2010年，12頁。 
80 特許制度小委員会，註56書，15頁。 
81 參註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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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而異，實際上並無法確保所有審決均得於專利侵權訴訟判決確定前確定。除此之

外，即使加速無效審判或訂正審判之審理，對於第一次審決不服時仍得向智財高等

法院提起審決取消訴訟，若該訴訟判示再次發回特許廳進行審理，仍將拖長無效審

判確定之時間。 

如前述分析，由雙軌制所產生之欠缺法安定性及效率性之問題並非源自雙軌制

本身，單純係制度設計下所衍生之問題。換言之，應檢討者為是否有必要使特許廳

及法院兩者兼具解決當事者間紛爭之功能。因此，制度設計之修正應以解決相異判

斷為前提，著重於特許廳及法院之任務分配，使雙軌制之設計與專利權紛爭之本質

更為接近。 

2. B案：將專利有效性之判斷集中於無效審判程序處理 

B案主要係重新審視於專利侵權訴訟進行無效抗辯（特許法第104條之3）之提

案，而具體之制度設計則有下列二種提案： 

(1) B-1案：增加「明顯性要件」 

如前述，學說上認Kilby判決所判示之「明顯性要件」於未採雙軌制時，具有防

止無效審判與專利侵權訴訟之相異判斷之功能。B-1案承繼此觀點，限制審理專利

侵權訴訟之法院僅於「明顯具有無效理由之情形」下，方得進行專利有效性之判

斷。 

若對B-1案進行檢討， Kilby判決中所指「明顯性要件」於判決當時並無法建立

明確之判斷基準，因此直接導致日後修法增訂特許法第104條之3時捨棄該要件。因

此，若採用B-1案，仍有另行訂定「明顯性基準」之必要。然而，如前述介紹，特

許法第104條之3立法當時，對於捨棄「明顯性基準」之理由包括A「明顯」之基準

十分模糊，將降低可預測性並導致爭訟之增加、B若於裁判上採用如此模糊之標

準，將迫使被告另行向特許廳提起無效審判，將無法達成迅速解決當事人間紛爭之

立法目的。 

此外，如前述分析，產生相異判斷之原因應係「對於判斷基準之認知差異」，

因此，增設「明顯性要件」不但無助於拉近雙軌制下特許廳與法院對於判斷基準認

知之距離，反將導致該差異進一步擴大。 



110  

專利師︱第十一期︱2012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2)B-2：限定於專利侵權訴訟中僅得主張欠缺新穎性之無效理由 

關於B-2案，其係源自前述介紹中所提及「法院是否得審理進步性」之問題。

若檢視當時之學說，肯定說雖認「法院應僅得於專利明顯無效時方得進行進步性判

斷」，但仍無法解決Kilby判決中「明顯性要件」判斷基準不明確之問題。另一方

面，反對說雖以尊重特許廳之裁量權為由而反對法院進行對於專利進步性之判斷，

卻無法提出如何避免因等待無效審判確定而導致專利侵權訴訟長期化之解決方法。

事實上，若依B-2案不另新增「明顯性要件」，而採直接限定於專利侵權訴訟中僅

得主張欠缺新穎性之無效理由，將等同限制法院解決當事人間紛爭之功能，將無法

達成迅速解決當事人間紛爭之立法目的。此外，因實務上對於進步性有爭執者占大

多數，若採B-2案，將迫使被告另行向特許廳提起無效審判，明顯有違「減輕當事

者之負擔」及「審理迅速化」之雙軌制立法目的。 

3. C案：將專利有效性之判斷集中於專利侵權訴訟程序處理 

C案之主要特徵為，將專利有效性之判斷集中於專利侵權訴訟程序處理。對於C

案可能之制度設計，特許制度小委員會之會議記錄中提出「於專利侵權訴訟繫屬法

院後，限制被告之無效審判請求及專利權人之訂正審判請求，使關於處理紛爭之專

利有效性判斷限於該專利侵權訴訟中進行。為確保法院之技術專門性，若經當事人

聲請，將請特許廳提出意見」82之見解。若與前述分析比對，C案之基本概念認專利

侵權訴訟中僅應就專利無效之意義中「(1)專利本身之無效」進行判斷，且該判決係

當事者極盡攻防手段之結果，因此該制度設計之特徵在於專由法院解決當事人間爭

議。 

另一方面，若循此觀點，法院僅須解決當事人間對於專利有效性之爭議，就

「(1)專利本身之無效」自行進行判斷即可，然而就制度上而言，若不改變特許法第

104條之3「依無效審判應為無效」之條文文言，鑑於法院與特許廳間相異判斷所衍

生之諸多問題，C案中亦提出藉由適時導入特許廳意見，使相異判斷之發生機率降

至最低之制度設計。 

然而，如前述分析，若非直接參與特許廳之無效審判之人，要使法院與特許廳

                                                        
82 特許制度小委員会，註56書，19-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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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特許廳所採審理基準之認知保持同步將相當困難。若欲於不改變特許法第104

條之3「依無效審判應為無效」之條文文言下，將解決當事人間紛爭之功能完全移

轉至法院，C案所指「適時導入特許廳意見之制度設計」是否能使特許廳之意見得

以充分反映於專利侵權訴訟中，以消弭「特許廳及法院對於判斷基準之認知差

異」，仍待立法提案者進一步提出具體制度設計之方案。 

四、最終成立之平成23年修正法內容之介紹及其內容之評析 

最終成立之平成23年修正法增訂了特許法第104條之4，其條文如下（與本論文

無關者略）： 

特許法第104條之4（主張之限制） 

與特許權或專用實施權之侵害……之請求有關之訴訟之終局判決確定後，於下

列審決確定時，該訴訟之當事人，不得以該審決之確定為請求該終局判決之再審時

（……）之主張。 

一 該特許應為無效之審決 

二 …… 

三 應准予該特許之申請書所附之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示之訂正之審決

並符合政令規定者。 

由特許法第104條之4之文言可知，日本國會最終通過之平成23年修正法係採前

述特許制度小委員會中主張維持原雙軌制並減少相異判斷發生之A案之立場，並融

合前述將無效審判及訂正審判之確定自再審事由中除外之提案A-2，明訂無效審決

及訂正審決之確定均不得作為專利侵權訴訟再審之主張。特許廳對於平成23年修正

法之解說資料中，就第104條之4立法之理由做出了以下說明：「專利侵權訴訟中，

鑑於當事人擁有基於特許法第104條之3對專利有效性及其範圍主張並予以證明之權

能，因此規定於該訴訟之判決確定後，不得以就專利之有效性及其範圍與該判決內

容相異之審決主張再審83。」與前述分析進行比對可知，此立法採前述特許制度小

委員會所提出之觀點，認專利侵權訴訟之判決既為雙方當事人極盡其攻擊防禦之結

果，即無於無效審判或訂正審判確定後准予再審之必要。 

                                                        
83 特許庁，平成23年改正法の審判制度関連改正規定の概要，2012年，18-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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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特許法第104條之4之新設僅係單純解決平成16年雙軌制下所產生之再審

問題之立法，立法理由中不僅無任何關於如何解決特許廳及法院相異判斷之說明，

亦未表明對於平成16年雙軌制是否將進一步進行檢討。立法者似認僅憑將確定審決

排除於再審事由之外，即可暫時平息產業界對於侵權判決之法不安定性之不滿，卻

忽略了平成16年雙軌制下特許廳及法院間所產生之相異判斷問題仍有待解決，亦未

針對法院及特許廳於雙軌制下之任務及其功能做出全盤檢討。詳言之，平成16年雙

軌制最大的問題在於特許法第104條之3以「依無效審判應為無效」之條文文言限制

法院須以特許廳之審查基準做出專利有效性之判斷，其配套措施卻無法消弭法院與

特許廳間對於該審查基準認知上之差異；另一方面，若維持現行特許法第104條之3

以「依無效審判應為無效」之文言，於特許廳「依無效審判做出與法院相異之判

斷」後，理論上將產生「已證明系爭專利依無效審判並非無效或有效，將有改變專

利侵權訴訟結果之可能，卻無從主張其實質正義」之矛盾。此外，因無效審判之審

決中包含解決當事人間紛爭與維護公益之功能，若將無效審判之審決排除於專利侵

權訴訟之再審事由外，因專利侵權訴訟並非當事人間解決專利有效性爭議之唯一方

式，亦無法將專利侵權訴訟之判決合理解釋為當事人極盡攻擊防禦手段之結果，而

將審決之確定排除於再審事由之外。 

另外，就平成23年修正法之影響而言，此次修法對於實務上之實質影響應相當

有限，因特許法第104條之4之增訂僅將專利侵權訴訟確定後確定之無效審判或訂正

審判之審決排除於再審事由之外，對訴訟當事人而言，若無效審判或訂正審判之審

決於專利侵權訴訟確定前確定，仍可獲得改變侵權訴訟之效果。因此，平成23年修

正法下之雙軌制不僅無法達成減輕雙方當事人負擔之目的，反將變相鼓勵雙方當事

人積極於專利侵權訴訟初期即向特許廳提起無效審判或訂正審判。 

陸、結 語 

平成16年雙軌制創設前，一般認為專利有效性之判斷為特許廳之專權事項，因

此，於無效審判確定前，審理專利侵權訴訟之法院並無判決專利無效之權限。實務

上因此於無效審判確定前普遍採中止訴訟之作法，而導致訴訟長期化之問題。為避

免訴訟長期化，法院實務上亦發展出如請求項解釋論、自由技術之抗辯等訴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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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而此等訴訟上之抗辯手法於學說上意見分歧，裁判上亦無統一之結論，造成

嚴重法不安定之狀態。 

於此狀況下，日本最高法院於Kilby判決中採「權利濫用抗辯說」，並正面肯認

法院得於專利侵權訴訟中就專利無效之抗辯予以判斷。此判決之後，於專利侵權訴

訟中雖得主張專利權無效，卻因Kilby判決中所提出之「明顯性要件」之認定基準不

明而再度引起學說及實務上之爭論，促使日本國會通過平成16年修正法，創設平成

16年雙軌制，以特許法第104條之3「依無效審判應為無效」之判斷基準為前提，賦

予法院於專利侵權訴訟中對專利有效性進行判斷之權限。 

平成16年雙軌制之創設雖為一大創舉，但於平成16年雙軌制實施未滿5年時，

日本各界已發現該制度下所產生之諸多問題，因此日本自2009年起即積極著手就雙

軌制之問題進行檢討，並於2011年通過平成23年修正法，增訂特許法第104條之4，

將無效審判及訂正審判之確定自再審事由中除外。 

如本論文所指出，平成16年雙軌制主要有下列問題：一、平成16年雙軌制之架

構下特許廳及法院判斷相異之問題；二、平成16年雙軌制於法理上無法合理解釋將

確定審決排除於再審事由外之問題。然而，平成23年修正法僅針對了再審問題做出

了限制之規定，並未對如何解決法院與特許廳間相異判斷提出任何改善方案，亦未

就雙軌制之本質做出全盤性檢討。就本論文之分析結果，為解決特許廳及法院判斷

相異之問題，由於產生該問題之原因應非立法當初所預想之「特許廳與法院資訊落

差」，而係「對於判斷基準之認知差異」，因此若欲保留平成16年雙軌制之架構，

則須設法使特許廳之意見得於專利侵權訴訟中充分反映。另一方面，為解決平成16

年雙軌制於法理上無法將確定審決合理排除於再審事由外之問題，則須對平成16年

雙軌制做出全盤性檢討，具體而言，應依「專利無效」所包含「(1)專利本身之無

效」（解決當事人間紛爭）及「(2)專利登錄行為之無效」（維護公益）之兩種意

義，重新分配特許廳及法院之任務，將特許廳之無效審決中所包含「(1)專利本身之

無效」（解決當事人間紛爭）之部分移轉予法院，法理上方得合理採特許制度小委

員會所提出之觀點，以專利侵權訴訟之判決為雙方當事人極盡攻擊防禦手段之結果

為理論基礎，將無效審判及訂正審判之確定自再審事由中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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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平成23年修正法並未對平成16年雙軌制進行大幅度之修改，因此實

務上之作法應不至於會產生重大變化。然而，上述平成23年修正法未解決之問題是

否將持續擴大？實務上對於平成23年修正法實質上並未發揮雙軌制應減輕雙方當事

人負擔之功能是否將掀起另一波推動修法之浪潮？仍待平成23年修正法實施後繼續

予以密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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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高科技產業之專利布局與 
策略聯盟 

楊千旻* 

壹、前 言 

現今的高科技產業中策略聯盟已漸漸成為各公司熱門的專利布局手段。最近著

名的策略聯盟如鴻海與日本夏普合作，期望以此關係打入LCD市場並爭取到未來蘋

果電腦的iTV的訂單1，而半導體產業中晶圓代工廠龍頭台積電，也擁有眾多的策略

合作夥伴，此聯盟不僅關係到各公司的專利布局，甚而使合作夥伴擁有其他商業的

附加價值，例如行銷管道與公司商譽等。然不可忽視者，在決定策略聯盟的同時，

許多背景因素扮演著成敗的關鍵，包括產業之商業模式，其往往影響一個產業的發

展型態甚至主導各公司間的發展目標。另觀目前專利訴訟趨勢，各公司的競爭對手

與市場都趨於國際化，專利訴訟也搭上了全球化的風潮。因此，當前的科技公司在

考慮商業模式時，還必須重新評估國際專利訴訟的風險。基於上述兩個因素，許多

公司在近幾年一改消極累積專利組合的策略，反而積極尋求策略聯盟，以透過這樣

的合作方式來達到專利布局的效果。本文欲先介紹半導體產業中商業模式的變化導

致於高科技產業中策略聯盟的需求增加，第二部分則介紹目前策略聯盟的型式與重

                                                        
*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作者在此特別感謝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楊家驤教授的寶貴意見。 
1 Digi Times,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CnlID=&id=0000277415_S305NQ 

ZC0XDX7I6GGNHSW (last visited July 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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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第三部分深入探討不同的專利布局方法以及使用不同策略聯盟型式之適當

性，最後綜合評析透過策略聯盟的專利布局可能會遇到的隱憂，包括策略聯盟下的

專利布局是否可以解決國際專利訴訟之趨勢，以及策略聯盟夥伴由合作關係演變成

競爭對手等問題。 

貳、半導體產業商業模式 

一、整合元件大廠（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 IDM）的垂
直整合 

半導體產業的商業模式持續在演化，此因素影響世界各國科技公司之專利策

略，也成為各公司的重要發展指標。半導體產業初期，普遍的商業模式為整合元件

大廠，公司結構包括半導體產程中的IC設計、製造、測試到封裝等各部門，此類型

的公司大多為財力雄厚的大型科技公司，部門之間以垂直緊密的方式分布，這也就

是所謂的垂直整合模式。最具代表性的公司為Intel，而韓國三星也是標準的IDM商

業模式，其在近年儼然成為各半導體公司可畏的競爭對手。由於IDM公司內部結構

分明，部門之間聯繫緊密，技術發展具有整合性，智慧財產權自由流通，交易成本

低，在管理方面公司集中擁有並且掌控所有在各製程階段的智慧財產權，特別是專

利與know-how；產品製造過程中，技術相容性問題也相對較低，產品上市時間迅速

且穩定，因此在競爭上擁有相對優勢2。 

二、專業分工的水平整合 

然而，在80年代後，掀起一股新的商業模式，半導體產業公司不再以擁有晶圓

                                                        
2 JEORGE S. HURTARTE, EVERT A. WOLSHEIMER & LISA M. TAFOYA, UNDERSTANDING FABLESS IC 

TECHNOLOGY 8, 139 (2007), p. 8: “The IDMs have total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all the required 
resources for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p. 139: “Many of the most innovative products 
stem from fabless companies. Even though these organizations do not have direct control over their 
supply chain, they are expected to deliver products that meet the same Q&R standards as 
companies that own and manage their own fabrication facilities (ID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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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為先決要件，此發展歸功於專門代工製造晶圓的公司崛起，到目前為止已經成為

全世界第三大半導體公司3的台積電即為首要代表。基於此市場結構之改變下的推波

助瀾，致力於IC設計的公司如雨後春筍般發展，造就了半導體產業新的商業模式。

受惠IC設計公司獨立發展下，其他獨立的晶圓廠和封裝測試公司也相繼成立，尤其

前者總攬製造全世界半導體的產能，亦致力於發展成有能力替多家IC設計公司甚而

是IDM等公司製造晶片的晶圓廠。半導體產業垂直整合的結構崩解，成為水平分布

的情形，彷彿IDM公司的各部門紛紛獨立成為公司。半導體產業鏈中每個層級的公

司數量增加，形成各自發展、百家爭鳴的情形，於美國稱之為西部大荒（wild 

west）。然而，水平分布的商業模式下，IC設計公司雖然擁有先進的技術，卻無法

有效率地控制產品的製造與封裝，與晶圓廠的溝通過程，元組件相容性問題的排除

等，導致於時間與品質控管皆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源，成本相對提高。這樣的商業模

式下雖然允許IC設計公司自由發展，然而在市場競爭力上卻缺乏和IDM抗衡的能

力。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各個半導體公司開始思考如何整合以達到IDM般的製造效

率並解決相容性問題。 

三、專業分工潮流繼續發展與策略聯盟的成立 

近幾年各公司開始成立各式的策略聯盟，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來達到類似IDM

公司的垂直整合。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IDM大廠紛紛為了減少建立晶圓廠的成

本，許多歐美日等IDM公司在維持其龐大的規模之餘，持續進行垂直專業分工的解

體，開始強調公司部門中的專業，並將部分部門之專業以委外方式進行，以求降低

製造成本。最近的例子如日本半導體大廠Toshiba宣布於2011年擴大先進製程委外代

工，包括台灣的台積電、南韓的三星電子和新加坡的全球晶圓都成為合作夥伴，也

就是所謂的「輕晶圓策略」（fab-lite），將晶圓廠的設備與投資漸漸減輕，改由委

外的方式，同時更開始積極尋找台灣的零件和材料供應商。 

在這樣的背景下，半導體產業中專業分工與策略聯盟的潮流，已經推動各公司

發展的方向，亦即，增強產業鏈間的合作才可以提升競爭力。然而，有學者提醒在

形成策略聯盟時，需要留意是否因為策略聯盟而造成獨大的情況，這樣反而會使市

                                                        
3 http://news.chinatimes.com/tech/171706/122012051600389.html (last visited July 19,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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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失去競爭而將導致科技發展的延緩。即便如此，策略聯盟的形成仍然持續發展

中。SEMI台灣暨東南亞區總裁曹世綸指出，台灣的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完整且製造技

術和支援能力領先全球，成為各國半導體製造大廠委外製造和技術合作的最佳選

擇4。因此，不僅是國外公司在思考成立策略聯盟的需求，台灣的供應鏈廠商也應該

積極思考利用其產業鏈集中化的優勢，來增加自己與國外產業的競爭力。 

此策略聯盟的形成趨勢不專獨於半導體產業，包括各消費者電子產品大廠以及

面板等產業也都面臨類似的問題。因此本篇文章並不侷限於討論半導體產業，而是

綜合討論相關的電子科技業之發展，來說明策略聯盟中的專利布局問題。 

參、策略聯盟 

一、策略聯盟之定義 

研究顯示採取策略聯盟的公司大多可以提高雙方的盈收5。尤其如果聯盟的關係

是採取同性質的部門間互相合作，產生經濟規模，則此部門的獲利率通常會提高。

然亦有學者提出相反的意見，認為最好的策略聯盟在於補足對方所沒有的技術，若

是互補的關係，則策略聯盟成功的機會較大。可見在學術上策略聯盟應該以垂直整

合或水平整合並沒有一致的見解。策略聯盟的定義分歧，最廣義的為「任何公司同

意與另一公司展開某種合作關係，以達到雙方互利的結果6」。在這樣的定義下，智

慧財產權中的交互授權契約、專利聯盟、入股、合資或併購等都將包括在內。 

於法律的用語上，學者通常對於策略聯盟之定義並不包括取得公司所有權的情

形7，如上述後三者：入股、合資或併購的情況。這是因為由法律的角度觀之，有無

取得公司所有權或經營權，在法律上之權利義務南轅北轍。此理論基礎重於區分

「合併」與「聯盟」在公司價值體系中之核心活動的整合與重組考量所產生的不同

                                                        
4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Cnlid=13&id=0000249200_ZTC358FOLQZY 

18127XUEU&ct=1 (last visited July 19, 2012). 
5 KOEN HEIMERIKS, DEVELOPING ALLIANCE CAPABILITIES 12-13 (2008). 
6 Jordan D. Lewis著，陳俞君、楊素真譯，透視策略聯盟，1995年，10頁。 
7 Cyrus Freidheim著，譚天譯，策略聯盟，2000年，27-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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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申言之，「合併」的考量多集中於將雙方核心技術整合，並透過取得公司的

所有權或經營權，以達到完整布局的效果；相反的，「聯盟」則因為並沒有取得所

有權的關係，而對於布局的主控權較低，其影響對於公司之布局則相對有限。於本

文中，由於探討的主題為專利布局，且不論是否取得公司所有權或經營權，皆有可

能達成專利布局的目的，因此將採取最廣義的解釋以進行較全面之討論。 

二、策略聯盟對高科技產業之重要性 

(一)經濟規模的影響 

策略聯盟的重要性已成為高科技產業中公司間重要的競爭手段。對於策略聯盟

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傅瑞德漢解釋策略聯盟之重要性在於成立的經濟規模足以使此聯

盟的公司獲致強化競爭力的效果8。傅瑞德漢所稱的聯盟較為極端，是指集中一切資

源於一個主要的領域，重組整個工業，進行全球性規模的擴充，其中為了避免讓步

妥協，往往成立關係企業，以成就「萬億金元企業」。業界透過策略聯盟的方式來

擴大企業規模。傅瑞德漢相信唯有透過經濟規模才能得到市場競爭上的優勢。他的

評論受到嚴重的抨擊，認為是在鼓吹企業間創造巨型企業怪物，讓市場呈現不自由

競爭，以少數廠商成為獨斷的現象。此批評論點亦符合現今公平交易法中所管制的

行為。然而，其提出的經濟效益，也就是經濟規模下產業間可以互利的效果，目前

已被許多高科技產業所採納。因此，策略聯盟的主要目的為創造經濟規模，以幫助

企業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半導體產業於再整合商業模式下，如何擴大規模以達

到規模經濟，整合所有其需要的資源使其在市場中成為強而有力的競爭者，成為當

務之急。 

以策略聯盟的整合來達到經濟規模之目的，實務上大多是指透過產業鏈中垂直

供應商之間的合作，例如這次鬧得沸沸揚揚的鴻海入股夏普一事，暫且不論促成策

略聯盟的背後契機，然而從技術與商業考量來看，鴻海整合了夏普的面板技術與鴻

海的組裝能力，以此達到經濟規模，並且降低製造成本，推出具有競爭力的產品。

有時策略聯盟除了進行垂直整合之外，有時也因為雙方有共同客戶而進行水平的整

                                                        
8 Cyrus Freidheim著，譚天譯，同前註，1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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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由於蘋果電腦為鴻海與夏普的共同客戶，所以此經濟規模的效益也可以幫助到

雙方的共同客戶。有趣的是，半導體產業龍頭台積電的商業模式並非以垂直整合為

目的，其專精於發展晶圓技術，因為垂直整合將導致於其發展型態相似於IDM公司

的模式，進而成為客戶的競爭對手。此商業模式避免了本文後段討論的問題，也就

是如何應對合作夥伴成為競爭對手的情形。台積電也以此商業模式為傲，認為其為

致勝關鍵。不過不可否認的，在近幾年台積電也開始與IDM公司成立策略聯盟，例

如世界大廠Intel與瑞薩，也陸續與台積電進行製造流程的整合。 

(二)專利布局為共同發展目標 

策略聯盟成功的先決條件在於首先成立公司之間的共同發展目標，此目標必須

靠彼此的優勢來設定，並依雙方的貢獻來分享雙方共創的利潤，通常若是互補的關

係，則成功機率大。因此，在高科技產業中的產業鏈裡，若公司間有互補的作用，

則成立某種策略聯盟將有助於其發展。共同的目標是雙方形成有效長久的聯盟關係

之重要關鍵。若無法找出此共同目標，則聯盟的穩定性相對低，共同目標不易達

到。 

在半導體產業中，聯盟的目的主要集中於共同設計與共同開發，此不僅可以縮

短設計或研發的時間，並且確定產品品質與技術的穩定。而製造時間的長短也影響

到科技公司間之競爭優勢，產品品質則關係到產品銷路與公司獲利，兩者對於半導

體產業的公司來說皆為重要的聯盟目的與結果。另外，成立聯盟的因素即提供共同

的客戶更好的產品與服務。例如台積電和許多EDA公司成立合作聯盟，以進而提高

其共同客戶IC設計的方便，並同時確保IC設計的品質。 

然而，在高科技產業中往往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共同目的，即如何有效的透過策

略聯盟之方式以達到專利布局的目的。由於技術日異月新，科技產品市場之脈動千

變萬化，技術快速整合的需求亦與日俱增。在面臨如此快速變化的產業環境，累積

性科技的本質導致於各公司展開專利組合的競賽9，目前已經沒有任何公司可以獨立

生產產品，專利反而成為技術進步的絆腳石。詳言之，專利制度本來是以促進技術

                                                        
9 Browyn H. Hall & Rosemarie Ham Ziedonis, The Patent Paradox Revisited: An Empirical Study of 

Patenting in the U.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1979-1995, 32(1)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01-28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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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主要誘因，然而不可否認的，在高科技產業中，專利的排他性往往阻礙了技

術合作的機會，反而增加產業的困難與成本。因此，為了解決這樣技術合作困難，

公司大多透過交互授權等策略聯盟之成立來完成專利布局。除了造成交易成本提高

之外，專利亦成為阻擋競爭對手產品進入市場的致命武器。由目前各大科技公司操

作專利訴訟的情況觀之，專利訴訟已成為延緩競爭對手產品進入市場的手段。因

此，如果可以透過策略聯盟得到所需的專利技術，一來可以避免因為科技累積性性

質而遭到侵權的訴訟，二來也可以透過公司間的合作，增加自己面對專利訴訟的籌

碼。高科技產業公司不僅在技術上需要面對技術合作時專利所造成的消極效益，亦

需要解決競爭對手行使專利權時所產生的強大排他權之積極效益。因此，在選擇專

利聯盟時，企業間已經不可忽略專利布局的重要性。 

三、整合式與非整合式策略聯盟 

上述的策略聯盟之定義大多以商業考量為主，其為廣義的概念。然由專利布局

的角度觀之，不論是否取得公司所有權，不同合作關係皆可達到專利布局的目的。

為了本篇文章的討論完整性起見，此處的策略聯盟並不排除取得所有權的形式，而

將針對任何合作方式，這也就是經濟學者所稱的整合（Integrated）或非整合（Non-

integrated）的策略聯盟形式10。整合式策略聯盟是指兩間公司的整合，大多以取得

經營權或公司所有權的方式，例如：公司的入股、併購、合資成立新公司等皆包括

在內；而非整合形式則是指不需要取得公司經營權的合作方式，包括引薦、授權、

簽署契約合作等。本文將基於這兩種不同的形式來探討專利布局。通常在考慮是否

採取整合式策略聯盟時，下列三點為高科技公司所必須思考的： 

(一) 交易成本考量 

Teece教授主張公司在判斷策略聯盟形式時，首先必須考量此策略聯盟的交易成

本11。倘若交易成本高於入股或併購的開銷，則公司應該採取整合式策略聯盟才符

合經濟效益；反之，則應採取非整合式。於高科技產業的專業分工商業模式下，原

                                                        
10 DEEPAK SOMAYA & DAVID TEECE,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LICENSING OF KNOW-HOW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123-45 (2008). 
11 Id. at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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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工專精的企業紛紛尋求再整合，而其交易成本往往取決於種種因素，包括雙方

公司的技術水準，技術本身的價值與其他法律文件與談判之成本等。因此，在評估

整合式或非整合式時，交易成本為首要考量因素。 

(二)專利組合中的know-how多寡 

由智慧財產權之保護觀之，若公司之專利組合（Patent Portfolio）包含的技術關

係到know-how的部分較少，則因為技術轉移的困難度不高，相對的交易成本較低，

且潛在溢出的智慧財產權之機率較低，因此公司間並不需要以取得公司所有權來保

障其利益與智財，因此建議採取非整合式即可；相反的，若欲合作之技術是屬於高

階的技術，或是專利技術中包含大量的know-how，則建議公司以整合式的策略聯盟

為主。 

(三)設備成本 

另外需要考量的因素還包括搭配技術所需要的設備。雖然設備成本應該放入交

易成本中考量，但是在高科技產業中，許多設備價值匪淺，例如在半導體產業中的

晶圓廠，則因為建構成本相當高，因此單獨討論之。建造晶圓廠的成本由早期的90

奈米之20億美金，增加到現在最新的28奈米之70億美金。這樣天文數字的成本並不

是每間高科技公司可以負擔的，即便是IDM也趨向分解其公司結構，不再建構自己

的晶圓廠，而更加仰賴晶圓廠的服務。在這樣的經濟考量下，公司大多採取整合式

的策略聯盟，例如目前世界第三大的晶圓廠12，全球晶圓（GlobalFoundaries），其

成立是由超微半導體（AMD）與杜拜的阿聯酋的先進技術投資公司（ATIC）合

資，之後再合併新加坡的特許半導體公司（Chartered Semiconductor）而成立。這例

子證明由於晶圓廠的高建構成本以及技術的複雜度，公司大多採取整合型策略聯

盟，也就是確定自己對於公司的經營權或所有權之同時，也確保合作夥伴支出必要

費用，並且共同承擔相關風險。 

然而，有趣的是，今年由於台積電28奈米技術製成產量吃緊，許多公司無法確

                                                        
12 此處GlobalFoundaries為第三大晶圓廠，比較基礎以其他晶圓廠為主，與前述台積電為第三

大半導體公司不同，因為其比較基礎包括IDM，晶圓廠與混合式半導體公司等之營收為主要

比較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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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得到足夠的產能，造成半導體公司間的一片恐慌，公司間紛紛向台積電爭取優先

製造的順序，此舉顯然在爭取先上市的契機，因為若被排在後面的順序，恐怕產品

推出時，已經錯過商機。高通公司（Qualcomm）在這次的經驗之後，傳出開始考

慮建造自己的晶圓廠，以確保產量能夠如期輸出。此可能代表半導體產業專業分工

化商業模式的趨勢可能再次改變。 

肆、專利布局 

專利布局主要指運用專利權的積極價值與消極價值，使專利權人得到最大的利

益。瑞典的工業管理與經濟學學者Ove Granstrand於1999年介紹了六種專利布局13的

形式，其分析要點著重在經濟上考量與技術上的運用，奠定了專利布局的基本態

樣，成為各大公司追求的手段。專利布局中的專利可以指單一專利的布局，專利組

合或以整個公司為討論單位，而Granstrand教授之前提是以專利組合的布局出發。

此前提剛好適用於討論半導體產業中的專利布局，因為大多數公司皆以專利組合的

方式管理其專利，其介紹與分析如下： 

一、特定阻卻性專利與迴避設計（Ad hoc blocking and inventing 
around） 

(一)特定阻卻性專利 

特定阻卻性專利與迴避設計之布局著重在於「特意」發明某些技術以「阻卻」

他人使用，進而保護自己之科技與發明。特定阻卻性專利指的是專利權人為了保護

自己的發明，而研發出來的一個專利，其意圖並非為了增進本身產品的品質或科技

技術，而是專門為了阻卻競爭對手的專利。由於技術性不高，此舉最多只是為了拖

延競爭對手深入瞭解新技術的內容，增加競爭對手進入市場的門檻，以拖延產品上

                                                        
13 OVE GRANSTRAND, THE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1999)，其

六種專利布局之中文翻譯部分參考洪永杰的微型可稀釋燃料電池應用專利探勘與創新設計系統

之建構一文中的翻譯，http://140.138.40.170/OptimalWeb/articlesystem/article/compressedfile/， 
最後瀏覽日：2005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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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時間。迴避設計的重要性也在美國發展綠色專利時特別被強調14。此種技術大

多由公司自己研發，針對某個技術而發明，因此不會為了特定阻卻性專利與其他公

司合作，策略聯盟的可能性低。而另一種方式為迴避設計，即特意的發明技術以繞

過對方技術來達到同樣的技術效果。其內容於下段與均等論詳細論述之。 

(二)迴避設計與均等論認定侵權的不確定性 

相對於特定性阻卻專利是所謂的迴避設計。迴避設計是針對目標專利而為具市

場競爭力之不侵權產品之製造與行銷15，通常競爭對手在得知專利技術之後，以法

院判斷專利侵權的標準來研究此專利，即全要件理論或均等論原則，並以此為基礎

刻意繞過此專利的設計，以確保自己不會侵害專利。然而，上述的研究過程當中，

競爭對手必須建構一個假想的申請專利範圍，並取之與目標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作

為比較，以確定是否已溢出（escape）目標專利之權利範疇。雖然迴避設計在可以

達到不侵權之效果，但是由於均等論的假想申請範圍之抽象性，使競爭對手仍可能

面對侵害專利之風險，不得不注意。迴避設計的技術，因為參酌之前的技術，所以

可能具有較佳的功能或較低的成本16。值得一提者，該等迴避之設計雖然相對目標

專利有所進步，但是通常其技術並不是重要的專利技術，甚至若取之申請專利是否

可以取得專利權都不確定。在高科技產業中，目前的科技為累積性質，也就是說大

多數的發明皆需要透過使用他人的專利，已經無法讓任何公司自己完成產品，因此

透過迴避設計逃避該等發明的機會大，此亦為專利界一直關注的議題。 

同樣的，採取迴避設計的策略時，由於技術性相對較低，研發成本低，因此達

成與目標專利相同功能的方式眾多，大多數的公司可以依靠自己的研發部門完成，

而不需要花費太多的精力與成本，因此少有公司為了特定性阻卻專利或迴避設計的

                                                        
14 Aspatore Special Report, 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 An Immediate 

Look at the Legal, Governmental, and Economic Ramifications of President Obama’s Stimulus 
Package (2009), “it is important for green companies and entrepreneurs to create and manage 
effective green patent portfolios and navigate around or benefit from the patents of others. This 
includes generating design-around strategies to avoid infringing third-party patents as well as 
learning from and improving upon others’ patented technology.” 

15 羅炳榮，工業財產權論叢——專利侵害與迴避設計篇，2004年，176頁。 
16 羅炳榮，同前註，1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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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而與其他公司成立策略聯盟。 

二、策略性專利布局（Strategic Patent Searching） 

(一)強大排他性專利包括先進技術與基礎技術 

策略性專利布局為公司本身擁有一個強大排他性的專利。學者Granstrand此處

所指的強大排他性的專利主要強調技術性高且關係到公司競爭力發展的專利17。通

常競爭對手進行迴避設計困難度高，且所需要的成本亦高。各個公司都應該有此策

略性專利以保持其在市場上的競爭力。此時公司除了應該著重於維持技術的先進

性，還要將商業利益、法律訴訟策略與市場行銷等一同考慮進專利布局。例如，評

估此策略性專利在市場上占有的優勢，在產業鏈中所扮演的主導性，以及將此專利

技術商品化所需的成本等因素，綜合的來考量如何運用此策略性專利，來達到對於

公司的最大利益18。策略性專利通常可以防止競爭對手進入市場，而專利權人可以

選擇自己獨占而不授權給他人或者專屬授權給第三人。 

然而，從近幾年的專利訴訟觀之，此種策略性專利布局已經不再侷限於技術性

高的專利，而包括在科技領域中的基礎專利。通常，其技術性對於競爭對手來說並

不困難，反而因為其為基礎技術，而使其他公司發展的產品必須建築在此基礎專利

上。這種策略性專利在市場上也擁有強大的排他性。由於其技術性並不高，因此許

多公司並不知道此基本技術已受到專利權的保護，而在推出產品後遭到專利權人的

禁止。許多人質疑如果是基本的技術，是如何通過申請專利階段中的進步性要件。

其實，這樣的基本專利都是公司在早年前就布局的專利，通常趁其他同業還沒有發

展出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之前，就先將此技術申請專利。在申請的當下因為其他同

業還沒發展此方面的技術，而具有進步性。此種專利有時經過十幾年後才完全發揮

出作用。造成這樣發展的主要原因在於專利權的保護是二十年，但科技業的產品上

市的淘汰週期很短，因此基礎專利很有可能在數年之後成為專利權人的利器。也因

為有這樣的問題，許多學者呼籲發明專利的保護年限應該再為限縮，以符合世界科

                                                        
17 GRANSTRAND, supra note 13, at 218-22. 
18 馮震宇，技術授權發展趨勢與新興授權模式，全國律師，2006年12月，10卷12期，42-43

頁。 



126  

專利師︱第十一期︱2012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技發展。 

(二)策略聯盟時需考慮動態能力與技術溢出（Spill over） 

由於策略性專利的強大排他性，具有市場競爭力，因此往往成為有利的談判籌

碼，給予專利權人較高的談判地位。由策略聯盟角度觀之，如上所述，專利權人可

以選擇整合式或非整合式的策略聯盟方式。在整合式策略聯盟下，則往往因為此強

大的策略型專利而有機會取得目標公司的所有權或經營權。若公司不想進行策略聯

盟，則此種策略性專利也可以成為阻卻競爭對手之產品進入市場的利器。策略性專

利在非整合式策略聯盟下，如交互授權關係中，使專利權人擁有優渥的談判籌碼，

有利於幫助公司取得較有利的授權條件。 

但須注意者，雖然擁有策略性專利，使此擁有獨特的資源的公司占有優勢，並

且成為策略聯盟的熱門合作對象，但是經濟學家呼籲策略聯盟的成功，不僅在於獨

特的資源，還需要考慮到「動態能力」問題19。美國學者定義動態能力為：公司整

合、建立和重建內部和外部的能耐，去注意快速改變中的環境。動態能力反應一個

組織的能力已達成新的和創新的競爭優勢，來自路徑依賴和市場地位20。支持動態

能力論的學者認為資源本身並不能創造與組合資源，相反的，需要有適應環境需求

的能力才能創造出競爭優勢21。因此，倚賴策略性專利布局來進行策略聯盟時，通

常不可只評估策略性專利的強大排他性，而忽略了此公司與技術對於市場環境變化

的應變能力，也就是公司與技術的彈性（flexibility）。 

另外，由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的寇斯（Coase）理論可以知道如果降低交易成

本，則交易雙方越容易達到最有效率的合作關係，而不用依靠法律規範或契約規

定，如此可以推斷出交易成本越低雙方合作的確定性越高。因此降低交易成本成為

促進策略聯盟效率性的主要考量因素。然而，任何交易都有交易成本的存在，因此

                                                        
19 吳克，策略聯盟的兩難，2011年，115-120頁。 
20 D. J. Teece, G. Pisano & A. Shuew,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18(7)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509-33 (1997). 
21 K. M. Eiscenhardt & J. A. Martin, Dynamic Capabilities: What are they?, 21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Issue10-11, 1105-21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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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增加合作效率，通常合作雙方都會往共同降低交易成本的目標為目標22。在高

科技產業中，交易成本大多取決於此專利所附屬的know-how數量。由於專利權所附

屬的know-how越多，公司越容易擔心技術溢出的問題，抑或公司必須承擔提供教導

被授權人瞭解並實施專利技術的服務契約，種種因素提高交易成本；由被授權人的

角度來看，其學習成本提高，時間拖延，在簽訂契約時，也必須多增加法律上的契

約規定，以保障自己得到策略性專利的目的。 

交易成本的高低也會影響公司決定策略聯盟的方式。由於策略性專利對公司的

價值高，且往往伴隨著許多的know-how，因此大多公司不願意透過非整合性的策略

聯盟。以交互授權的方式移轉技術為例，因為在交互授權的過程中容易洩漏know-

how而使公司失去許多競爭的優勢；或是聯盟夥伴因為不瞭解know-how而無法完全

使用授權來的技術等問題。故策略性專利所牽連策略聯盟方式大多傾向於以整合式

的策略聯盟為主。 

三、地毯式（氾濫式）專利布局（Blanketing or Flooding Strategy） 

(一)因應專利組合競賽之布局方法 

地毯式專利布局顧名思義，就是透過地毯式的大規模布局，於某個領域的技術

有系統的申請專利，造成當競爭對手嘗試進入市場時，因為你已經布局的專利而阻

止其進入市場，或者提高其進入市場的的阻礙（entry-barrier）或成本。通常，地毯

式的布局需要大量的專利，包括重要專利或垃圾專利。此布局方式成本高，但可提

高專利權人於交互授權時的談判籌碼。如果無法有系統的申請專利，則稱為氾濫式

的專利布局。 

地毯式專利布局的起源由美國學者討論現在科技的累積性特質23。於1980年

代，各大半導體產業公司積極申請專利，卻沒有積極行使專利權，因此對於這樣矛

盾的行為展開調查，並希望找出公司申請專利的誘因。其結果發現，如果此科技產

業的技術屬於累積性的技術，例如半導體產業與電子產品產業，則產業間則因為科

技累積性而常出現公司間互相挾持的狀況（mutual hold-up），也就是雙方公司互不

                                                        
22 Cyrus Freidheim著，譚天譯，註7書，27-32頁。 
23 SOMAYA & TEECE, supra note 10, at 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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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導致雙方皆無法實施技術，科技發展延滯。公司為了防止被挾持，因此開始

累積自己的專利數量而建立起專利叢林（patent thicket），增加可以排除他人的專

利權，以提高自己在談判授權的過程中之地位。又有學者發現，當大公司開始積極

申請專利時，將會帶給競爭對手壓力，導致競爭對手也開始積極申請專利，而展開

了一系列的專利組合競賽24。這樣的專利組合競賽影響引起許多學者的批評，認為

浪費社會資源並且阻礙科技進步。但是直到目前為止，似乎沒有發現因為科技業中

專利組合的競爭而導致延滯科技的發展，相反的，科技仍然以飛快的速度在進步，

科技公司仍然在大量的申請專利25。值得探討的是，科技公司之間開始成立大規模

的聯盟關係，以此壯大自己的專利組合，提高自己在專利組合競賽中的優勢。例如

生物科技公司與學界或非營利機構合作，成立大量的生物材料資料庫；或者是半導

體產業中的共同研發計畫，以及消費者電子產品的專利聯盟等，可見業者找尋各種

不同的合作方式來持續這場競賽。 

地毯式專利布局遭到許多學者的批評，認為許多公司花大量的資源於購買不重

要的專利，反而沒有將資源花在研發新的產品之方向，阻礙科技的發展26。另外，

美國最高法院之Kennedy法官於eBay案中即發現了地毯式專利布局中許多的小專利

而衍生出在訴訟上的情形27：許多廠商為了得到較好的授權談判地位，因此故意拖

延提告時間，在被告不知情有侵權的狀況下，將其產品發展完成，並投入相當的投

資與努力後，原告才在最後一刻提起訴訟。然而仔細觀之，原告提出的專利只是被

告產品裡極小的一個元件，並非主要發明，但是卻可以享有相同的排他權，導致被

告產品無法如期上市。因此已經有許多學者提出需要專利改革的聲浪，包括進步性

要件的審核應更嚴謹與舉發的過程讓第三方參與等。 

                                                        
24 S. Kortum & J. Lerner, Stronger Protection or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hat is Behind the 

Recent Surge in Patenting?, 48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247-304 (1998). 

25 Jonathan M. Barnett, Property as Process: How Innovation Markets Select Innovation Regimes, 
119 YALE L.J. 384 (2009). 

26 William E. Kovacic, Intellectu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 66 N.Y.U. ANN. SURV. AM. L. 
421 (2011). 

27 eBay Inc. v. MercExchange, L.L.C. 547 U.S. 388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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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型策略聯盟以面對專利訴訟 

若要透過策略聯盟來達到地毯式專利布局，通常可以分為整合式策略聯盟與非

整合式策略聯盟來討論。整合式策略聯盟通常在於取得專利的所有權，最大的優勢

在於取得專利的訴訟權。許多公司透過大量購買第三人的專利，以期望提供反訴的

力量，例如宏達電購買S3 Graphics的專利以期可以對抗蘋果的反訴。另外，目前各

大公司皆進行地毯式專利布局競賽，以確實維護商譽、累積面對訴訟的武器和提高

交互授權時的談判籌碼。然而，若購買的專利中沒有核心技術專利，其實對於談判

或訴訟幫助皆不大。因此，在進行專利購買時，仍應該妥善評估所購專利的素質與

購買之目的。 

(三)非整合型策略聯盟以取得不被控告的權利 

由於地毯式專利布局的專利量眾多，如果沒有訴訟的考量，也可利用非整合式

的策略聯盟來達成目的。非整合式的策略聯盟包括專利交互授權（cross-license），

專利聯盟（patent pool）以及標準化技術專利等。交互授權就是公司雙方利用自己

所擁有的專利組合來交換與另一公司的專利組合，通常可以省去或減少授權金之支

出，以藉此擴大專利使用權，獲得設計自由，也就是所謂的取得不被控告的權利

（right not to be sued）。專利聯盟則是指不同公司將自己的專利有條件釋出以達成

授權與降低交易成本之雙重目的，此與專利交互授權不同處在於使用的公司通常仍

然需要支付一定價格的授權金。專利交互授權與專利聯盟皆使公司取得不被控告的

權利，大多為防禦的目的，但是沒有提起訴訟的資格。因此，在考慮是否採取整合

式或非整合式策略聯盟時，應該先綜合評估公司本身專利組合的強度，以及在產業

中面臨競爭者以其所布局之專利對公司本身提起訴訟的機率。 

四、圍牆式專利布局（Fencing Strategy） 

圍牆式專利布局是指運用某系列式的專利來阻止研究與開發（Research & 

Development, R&D）的發展，此布局方式之動機與地毯式專利布局類似，但是其目

的性比地毯式專利布局清楚，不是大範圍的進行，而是指針對某一個特殊系列的發

展而言。例如利用化學程式中的分子設計、其幾何圖形、溫度與氣壓等一系列的因



130  

專利師︱第十一期︱2012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素來阻擋對方研發的方向28。通常如果有數個不同的技術可以達到相同的功能時，

為了防止競爭對手迴避設計，而採取圍牆式專利布局。由策略聯盟的角度觀之，圍

牆式專利布局可以採取整合式或非整合式策略聯盟，其考量因素與地毯式專利布局

類似，在此即不贅述。 

五、包繞式專利布局（Surrounding Strategy） 

(一)應用專利來圍繞基礎專利以求交互授權 

包繞式專利布局著重在針對一個重要基礎型專利，競爭對手組合起數個專利，

包繞此基礎專利以阻卻其應用，癱瘓此基礎專利。申言之，通常基礎專利強大，有

如上述的策略型專利，競爭對手雖然沒有此先進的技術，但是如果可以基於此基礎

專利，研發出應用專利使技術產品化，並將所有可以應用此基礎技術的方式申請起

專利，也就是應用專利（application patent），至使原本的基礎專利權人雖然擁有強

大的專利權，卻因為無法應用此專利技術而使其發展受到阻礙。相同的，取得應用

專利的公司雖然擁有應用專利，卻因為沒有取得基礎專利的「不被控告權」，因此

也沒有應用的可能。雙方因此造成互相挾持（mutual hold-up）的局面。這是因為專

利權為排他的權利，也就是原專利權人可以排除應用專利權人實施其專利，而同時

應用專利權人可以排除原專利權人應用其專利。當初日本公司極具創造力，對於技

術應用的敏銳度高，因此申請了許多應用專利，導致於美國許多基礎專利在面對商

品化其技術時，遇到無法產品化的困難。當競爭對手有效的包圍原專利權後，即有

足夠的力量要求原專利權人交互授權，以藉此達到布局的目的。須注意的是，在包

圍式專利布局下，應用專利的專利權人需要有效的包圍住原專利才行，否則原專利

權人若發展出其他的應用方式，則被挾持的機會降低，則應用專利權人無法取得交

互授權的可能，反而造成自己必須單方向原專利權人要求授權的狀況，失去談判籌

碼。 

在策略聯盟之考量下，此種布局方式大多希望得到強迫原專利權人同意交互授

權的結果，因此非整合式的策略聯盟已足。為了達到有效的包圍，有些競爭對手也

                                                        
28 GRANSTRAND, supra note 13, at 2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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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聯合起來包圍基礎專利，不過這樣的聯盟也並不需要以整合型策略聯盟為之，因

為主要目的只是要強迫原專利權人釋出技術交互授權。 

六、組合式專利布局 

綜合運用上述的專利布局方法，以達到最大利益。其實大多數的公司都不會只

單獨採取一種專利布局的方式，因此各個公司需要分別就自己的特殊需求來進行組

成一個適切專利組合的綜合評估，以圖強化保護專利權與談判籌碼，並降低交易成

本。 

七、收費站策略（Toll gate strategy） 

除了上述Granstrand教授提出的六種專利布局型態，國內學者馮震宇教授也介

紹了另一個布局方法，稱為收費站策略（Toll gate strategy）29，主要特徵在於直接

發展下一世代的技術，並透過嚴密的專利策略申請所有可能或相關改良技術，等到

該次世代技術獲得產業接受時，此專利布局已允許此公司掌控整個產業的發展。最

有名的例子即高通（Qualcomm）嚴密的布局取得第三代通訊技術（3G），導致現

在從事3G的業者均需要向高通授權，類似使用高速公路所需繳交的通行費。採取此

種策略者通常希望自己研發，且其技術相當先進，公司也必須擁有遠見，故成功並

非易事。在策略聯盟方面，如果其他的公司沒有相同的先進技術與遠見，則合作的

可能性較低。畢竟策略聯盟的成功倚賴雙方的共同目的，而此處的目的在於研發下

一個未被大眾或產業接受的技術，因此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並不容易。 

伍、綜合評析 

由上可知專利布局可以透過策略聯盟來完成。然而在現實社會中，策略聯盟對

於全球專利訴訟的影響為何？若策略聯盟夥伴後來轉為競爭對手之問題該如何處

理？本段針對這兩個議題分別提出綜合的分析： 

                                                        
29 馮震宇，鳥瞰21世紀智慧財產從創新研發到保護運用，2011年，52-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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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專利訴訟之危機 

在高科技產業中，專利訴訟已經普遍成為一個商業競爭手段，此風潮已經席捲

全球，各國的科技公司皆人心惶惶。國際間專利訴訟興起，其主要因素為高科技產

業鏈中的各公司已經遍布歐、美與亞洲，因此競爭對手已經由國內廠商轉為國際的

廠商。另外，專利訴訟全球化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專利地雷遍布世界不同的市場位

置，所屬專利權人可利用所擁有之專利權中的進口權來禁止競爭對手的產品進入市

場。為了應付專利訴訟，在美國已有許多公司成立策略聯盟，以專利聯盟的方式釋

出自己的專利，藉此取得其他公司的專利使用權，以降低專利訴訟的風險30。可見

只為了防禦訴訟之目的，已經有許多公司成立防禦性專利聯盟（Defensive Patent 

Aggregators）31。此專利聯盟之利益在於提供任何一個會員公司面對專利訴訟時，

可透過此專利聯盟來取得專利以反訴原告或得到相關的專利授權，以避開專利侵

權。許多公司稱此種策略聯盟為替公司買專利訴訟保險。此專利聯盟雖然對於一般

競爭對手有效，但是面對專利地痞卻沒有太大的效用，因為專利地痞通常沒有生產

產品，因此無法以反訴做威脅。由此可見，已經有許多公司開始思考以策略聯盟之

方式來對抗專利訴訟，有些學者更相信公司加入此聯盟的主要目的就是增加自己在

訴訟時的優勢，但是對於不用擔心專利訴訟的公司如世界銀行或某些基金會來說，

其主要的目的是分享利益32。由於此專利聯盟還在發展中，其成效仍有待觀察。 

目前面對專利訴訟時，實務上的方法多採取整合型策略聯盟為主，以購買其他

公司的專利權來達成反訴對方的目的。但是這多是在被告之後才積極尋求的方法。 

各個公司在進行專利布局時，應該先將專利訴訟的風險考慮進去，釐清產品之

核心基礎專利，並評估是否可以透過迴避設計來預防被告侵權。簡言之，若迴避設

計之成本過高，則應該考慮發展策略性專利或圍牆式專利布局，並以整合式的策略

聯盟來提前準備，因為核心技術不宜與他人分享。若並非核心技術，則可以考慮地

毯式的專利布局，並採取非整合型策略聯盟即可。至於包繞式策略聯盟目的在於取

得基礎專利的交互授權，雖然無法像反訴的威嚇效果，但是如果可以阻止對方實施

                                                        
30 Allen W. Wang, Rise of Patent Intermediaries, 25 BERKELEY TECH. LAW JOURNAL 159 (2010). 
31 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的RPX公司，由IBM、Cisco等大公司組成。 
32 Robin Feldman & Tom Ewing, The Giants among Us, STAN. TECH. L. REV. 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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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礎專利，則不失為降低訴訟方營業收入的方法之一，對於專利訴訟也可以稱為

促進和解的動力。 

二、合作夥伴轉變為競爭關係 

(一)技術溢出 

透過策略聯盟進行專利布局時，必須瞭解合作夥伴未來業務之發展走向，並留

意合作夥伴成為競爭對手的可能。研究指出策略聯盟失敗的首要原因在於選擇錯誤

的合作夥伴，並且對整個合作關係過於樂觀33。因此，如果合作夥伴非常有可能成

為未來的競爭對手，則合作方式宜採取整合型策略聯盟為宜。主要原因在於採取整

合型策略聯盟時，可以降低重要技術流失的風險，也就是保護所謂的技術溢出。 

透過整合型策略聯盟，公司間保持住對技術的控制權或所有權，因此，技術之

溢出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而透過非整合型策略聯盟，由於在合作關係的過程當

中，雙方認諾者只僅限於原授權契約之內容，技術溢出的可能性大，對於保障智慧

財產權並不全面。例如現今的蘋果與三星，原本為長期的合作夥伴，三星提供蘋果

快閃記憶體等晶片，然而三星開始多方面發展，包括LCD與OLED等，其研發之智

慧型手機銷售量更是躍昇為世界第一的成績，給予合作夥伴蘋果在iPhone市場上相

當大的壓力，導致原本的垂直供應鏈的關係變成水平的競爭關係，並因此引發了蘋

果對三星一連串的專利侵權訴訟。姑且不論三星智慧型手機之蓬勃發展是否可以歸

功於替蘋果提供晶片時而取得之技術溢出，這樣的關係已不得不讓我們思考未來選

擇策略聯盟夥伴時應考量的因素，甚至應該在合作初期先整理出專利組合中各專利

的重要性。 

(二)公平交易法與專利申請範圍 

若要求整合所有可能成為競爭對手的合作夥伴，在經濟上與法律上都顯不切實

際。從經濟上來看，整合型策略聯盟往往牽涉高額的投資，並非一般公司可以輕易

負擔，因此成效並不大。由法律面觀之，當與數個不同的合作夥伴進行整合型策略

聯盟，則容易構成公平交易法中所謂的聯合行為或者形成壟斷，而導致反競爭的結

                                                        
33 Cyrus Freidheim著，譚天譯，註7書，172-1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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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另外，有學者提出若欲促進以增進科技發展或商業利益的策略聯盟，可以由專

利申請的撰寫開始。當撰寫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時，若過度擴大專利範圍，則容易造

成技術成為累積性質，因為大的專利範圍容易包含到其它技術，而形成互相挾持的

情況，因此如果可以在申請專利之初，合理縮小專利申請範圍（tailoring），減少

相互挾持與跳脫累積性性質的本質，則可以使策略聯盟之目的專注於科技進步與商

業利益的考量，而不是因為技術相互挾持的原因而被迫成立策略聯盟34。但是促進

科技發展往往是法律政策面的問題，並非產業界中公司的主要考量，因此大多公司

仍會儘量擴大專利申請範圍以保障自己擁有挾持對方的專利，藉此保全自己的競爭

力與談判能量。 

許多時候若無法在合作初期清楚判斷出合作夥伴將來是否可能成為競爭對手

時，則在聯盟關係下，應該保護核心能力的技術，只分享一般性的技術設備，但是

不輕易透漏核心製造技術或製造設備的要求35，以此確保聯盟關係中，既可以得到

系統上的整合優勢，但是不失去維持競爭力的核心技術。 

(三)專利授權契約 

在專利授權方面宜限定實施目的，以確保合作夥伴不會將你的技術使用在與你

競爭的產品上。基於電子產品發展之快速，限定時間的專利授權也是保護技術的方

法。若有共同研發之技術，其所有權歸屬也應該明定之，基於專利權共有的種種不

便，例如專利申請與撤回等程序上依照專利法第12條之規定，需要專利權人共同為

之，則在實務上操作較為繁瑣，尤其如果合作夥伴成為競爭對手時，是否履行其共

同義務並不確定，有時此權利亦成為雙方在談判時的另一個談判籌碼。因此在設定

所有權時應該避免專利權共有，而所有權應該以此技術所歸屬的基礎發明為設定依

據。而至於技術溢出的部分，由於其範圍較為抽象且難界定，因此將是策略聯盟中

較難處理的問題。如果公司在評估自己的技術屬於技術容易溢出的特質，則應該慎

重考慮是否採取策略聯盟。 

                                                        
34 Robert P. Merges & Richard R. Nelson, On the Complex Economics of Patent Scope, 90 C.L.R. 4 

(1990). 
35 Jordan D. Lewis著，陳俞君、楊素真譯，註6書，109-1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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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總 結 

由本文首先介紹的半導體產業之商業模式的轉變，可知自80年代晶圓廠的出

現，引發了一直垂直整合的IDM公司開始解體，走向專業分工趨勢，各種不同的科

技公司如雨後春筍般發展出來。產業鏈由垂直轉為水平分散，技術開始分歧，高科

技產業成為所謂的西部大荒的局面。專業分工出來的公司在技術整合與成本考量

上，並無法與大廠IDM相比，引發了策略聯盟的需求。到最近五年，高科技產業間

掀起了一陣國際性的專利訴訟戰爭，主要原因在於許多基本技術掌握於少數的公司

手上，各公司在製造商品時常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因產製技術上相重疊之產品而侵

害到別的公司的專利。而此因素也促使公司間以策略聯盟的方式來因應。 

有鑑於策略聯盟的需求增加，確保策略聯盟成功成為重要目標。策略聯盟成功

的關鍵往往在於找到雙方共同的目標。在高科技產業中大多以共同研發為目標，但

是卻忽略了專利布局的重要。由現在高科技產業中技術的累積性特質看來，專利已

經成為阻擋技術整合與產品進入市場的利器，因此透過策略聯盟的專利布局不但可

以促進技術整合，也可以避免產品被競爭對手排除。本文中的策略聯盟分為兩種型

式，包括整合型策略聯盟與非整合型策略聯盟。前者主要是以取得公司所有權與控

制權為主，包括入股、合併、合資與併購等；而後者則指非以取得公司所有權或控

制權為目的的合作關係，包括交互授權或專利聯盟等。 

專利布局的方式本文介紹了七種，其布局目的與方式皆有所不同。其中又以策

略性專利布局、地毯式專利布局與圍繞式專利布局最具代表性。策略性專利布局中

的專利已經不再專屬於技術先進的專利，而也包括了排他性強的基礎專利，在考慮

是否以整合式策略聯盟時，應該將技術溢出的因素設為優先考量因素。在地毯式專

利布局下，專利組合之競賽遭到學者與業界的批評，認為浪費社會資源，並且使許

多技術性較低而對產業無實益的專利都被包含專利組合裡，失去專利法獎勵發明以

促進技術進步之初衷。美國最高法院在eBay案中也批評了業界以技術性低的專利來

排除競爭對手的產品，甚至故意等待競爭對手投入相當投資之後才提起訴訟，使其

進退兩難，以增加談判籌碼與授權機會。在考慮是否以整合式策略聯盟來布局地毯

式專利時，通常以是否須面對專利訴訟為考量，因為地毯式專利組合通常可以用來

反訴，而反訴者需要是專利權的所有人，故此時整合性策略聯盟為必需。最後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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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為圍繞式專利布局，其主要目的以強迫對方交互授權，因此通常非整合型的策

略聯盟即足。 

最後，以專利布局為目的之策略聯盟在面對國際專利訴訟的效力為何？目前美

國已有抵抗專利訴訟的策略聯盟，但是效果仍待觀察。因此實務上仍然採取整合型

策略聯盟來對抗國際間的專利訴訟，其中策略性、地毯式與圍繞式專利布局皆可運

用。而至於合作夥伴轉成競爭對手時，應該在聯盟成立之初就將此情形列入考慮因

素，並妥善處理技術溢出、聯合行為以及專利授權之特別限制等規定來保全自己的

技術。總之，透過策略聯盟來達到專利布局之目的已經是企業間不可忽略的考量因

素。在這分分合合的轉變中，唯有仔細評估自己專利的價值與產業結構，並且找到

正確的聯盟方式，靈活運用不同的專利布局方法，才能成為最後的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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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883號 

裁判要旨 

 

 

【民法、行政訴訟法、公平交易法】 
【裁判日期】101年6月14日 

【裁判要旨】 

查原審既認本件有我國民法所定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則自應依客觀公平之標

準，審酌一方因情事變更所受之損失，他方因情事變更所得之利益，及其他實際情

形，以定其增減給付之適當數額。乃原審就上開事項未調查審認，遽以前揭理由謂

系爭權利金按每片三日圓計算，已可排除該權利金顯失公平部分，進而依該金額計

算飛利浦公司得請求巨擘公司給付之權利金數額，已有可議。次按債權債務之主

體，應以締結契約之當事人為準，故凡契約上所載明之債權人，不問其實際情形如

何，對於債務人當然得行使契約上之權利。而債之清償，除有特別規定外，應向債

權人為之。查系爭授權契約之當事人係兩造，則飛利浦公司自得依系爭授權契約請

求巨擘公司履行契約所負給付義務。乃原審竟認巨擘公司給付非契約當事人之新力

公司及太陽誘電公司之美元各七十萬元，已對飛利浦公司發生清償效力，自有未

合。又修正前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依本法適用外國法時，如其規

定有背於中華民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適用之。係指適用外國法之結果，與

我國公序良俗有所違背而言。我國民法第二百零五條係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

百分之二十者，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利息，無請求權。非規定該超過部分，為無

效。立法理由明示係為防止資產階級之重利盤剝，以保護經濟弱者之債務人。本院

二十九年上字第一三○六號判例亦揭示，債務人就利息超過週年利率百分之二十部

分已任意給付者，不得請求返還。故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二十部分，似不能謂

有背我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兩造約定以荷蘭法律為準據法，倘荷蘭法律規定得

按月利百分之二計算利息，則飛利浦公司請求巨擘公司依約定之利率給付利息，是

否有違我國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即非無疑。原審未詳加審認，逕認兩造所約定

之利率，其超過週年利率百分之二十部分，有違我國之公共秩序，不無可議。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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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復認本件應以荷蘭法律為準據法，則系爭授權契約關於權利金之約定，有無情事

變更原則之適用，飛利浦公司得請求若干之利息，該項利息之約定有否違背公序良

俗，其能否併請求書面報告，自應以荷蘭法律之規定為準。乃原審以我國法律之規

定，為判決之依據，自欠允洽。末查飛利浦公司就兩造之爭議，曾於八十六年間向

荷蘭海牙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該法院判決巨擘公司應於判決送達後十四日內交付飛

利浦公司於系爭授權契約第四．○五條下所約定原應於西元二○○三年三月二十三

日交付之書面報告，若巨擘公司未遵守命令，應給付飛利浦公司按每天二千二百歐

元計算之罰款；巨擘公司應以日幣給付飛利浦公司相當於依前述書面報告計算之權

利金及依CD-W O／MODI SC契約第四．○七條約定自各權利金應給付之日起算至

權利金清償之日止之利息（見原審上字卷(二)第六六五頁以下）。倘巨擘公司已依

該判決履行，則能否謂其清償僅於日幣七千零七十二萬九千五百二十元範圍內發生

效力，飛利浦公司之權利金債權未因其清償而消滅，飛利浦公司仍得為本件之請

求，尚非無疑。原審遽謂巨擘公司之清償僅於上開金額範圍內生效，不免速斷。兩

造上訴論旨，各自指摘原判決於己不利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均非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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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上字第51號  

 

 

【專利法】 
【裁判日期】101年4月12日 

【裁判要旨】 

專利法第7條第2項規定，職務上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指受雇人於僱傭關係

中之工作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所謂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必與其受雇之

工作有關聯，即依受雇人與雇用人間契約之約定，從事參與或執行與雇用人之產品

開發、生產研發等有關之工作，受雇人使用雇用人之設備、費用、資源環境等，因

而完成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專利，其與雇用人付出之薪資及其設施之利用，或團

聚之協力，有對價之關係，故專利法規定，受雇人關於職務上之發明、新型或新式

樣，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屬於雇用人。其立法意旨在於平衡雇用人與受雇人間之

權利義務關係，其重點在於受雇人所研發之專利，是否係使用雇用人所提供之資源

環境，與其實際之職稱無關，甚至與其於契約上所約定之工作內容無關，而應以其

實際於公司所參與之工作，及其所研發之專利是否係使用雇用人所提供之資源環境

為判斷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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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專訴字第124號  

 

 

【專利法】 
【裁判日期】101年4月12日 

【裁判要旨】 

原告主張系爭專利具有商業上的成功，足資佐證系爭專利並非能輕易完成具進

步性等云云。然查，原告所稱商業上的成功，係以新聞媒體之報導，見證物一之光

碟片，主張其具有全球市佔率第二，姑不論所宣稱之具有全球市佔率第二是否屬

實，但產品市佔率之高低與市場價格、銷售技巧與廣告宣傳等因素相關，不必然取

決於該產品本身，且產品市佔率高低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所載之技術特徵是否

具專利要件非必然具有關連。再者，因原告已申請多件防霉貼片之新型專利，故由

原告所提出之上開光碟無法確定該產品係實施系爭專利之產品，且由證物一光碟之

內容可知，該產品亦包含另一包裝盒之專利，兩者係搭配出售，故縱有原告所稱商

業上的成功，難謂僅來自於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所致，故原告主張其產品因商業上

的成功而據以推論系爭專利具進步性，尚難採信。至於原告另稱系爭專利的實際產

品已符合多個國際知名檢驗機構認證，係符合綠色環保的高科技產品，惟認證與其

產品是否符合專利要件亦無必然關連，故原告主張系爭專利所製之商品在商業上的

成功，尚難據以佐證系爭專利具有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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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商訴字第147號  

 

 

【商標法】 
【裁判日期】101年2月2日 

【裁判要旨】 

第二意義：商標之標識雖未符合商標法第5條第2項規定之識別性，倘經申請人

長時間反覆使用，且在交易上已成為申請人商品或服務之識別標識者，使該商標圖

樣於原本意義之外，另產生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意義，自得視為有識別性，商標

法第23條第4項定有明文。判斷是否具備第二意義，應就下列事項綜合審查：1.使用

該商標於指定商品或服務之時間長短、使用方式及同業使用情形。2.使用該商標於

指定商品或服務之營業額或廣告數量。3.使用該商標於指定商品或服務之市場分

布、銷售網路、販賣陳列之處所等。4.廣告業者、傳播業者出具之證明。5.具公信

力機構出具之證明。6.各國註冊之證明。7.其他得據為認定有識別性之證據。判斷

是否具備第二意義之證據包含國內與國外之資料，不論為國內或國外資料，均以國

內之相關消費者，是否認識其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識為判斷基準。原告雖提供其

為負責人之六堆釀興業有限公司營業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惟難以證明其金額僅係

銷售系爭申請註冊商標圖樣之指定商品，且自99年9月開始銷售，迄今僅逾1年，銷

售期間甚短。而原告固提出附有節目、車體及廣播等廣告合約，並特別敘明為「豆

油伯5秒電視廣告」，然均未註明為系爭申請註冊商標之廣告。況原告僅提供於

「醬油」等醬料之使用資料，而申請之商品類別並不限於醬油。上揭廣告內容無法

判斷本件商標有使用情形，且產品包裝或稅額申報書所示為六堆釀公司，其與原告

為不同權利主體，使用資料可否作為原告之使用證據，顯不無疑問。職是，現有證

據資料綜合以觀，實難遽認系爭申請註冊商標業經原告長期廣泛行銷使用，為我國

相關消費者所普遍認識，且在交易上已成為表彰其商品之識別標識，並得藉以與他

人之商品相區別，自無商標法第23條第4項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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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日  期 內  容 

6月5日 召開商標實務委員會101年度第一次會議。 

6月8日 
在職進修委員會舉辦「新專利法有關舉發制度之介紹」講座，由智慧

局法務室王綉娟小姐擔任主講人。 

6月8日 
於智慧財產局19樓會議室，針對中國知識產權局田力普局長將於7月訪

台事宜召開座談會，本會由宿希成常務理事、王至勤理事、林宗宏理

事、祁明輝理事、廖鉦達理事、吳俊彥理事等六位代表出席。 

6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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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會

議」，本會由專利師法修法小組成員洪武雄常務理事、廖鉦達理事、

黃瑞賢監事、林景郁副秘書長代表公會出席。 

6月27日 召開國際事務委員會101年度第一次會議。 

7月10日 
福建知識產權局羅旋局長與全國工業總會蔡練生秘書長，共同簽署兩

岸合作協議，由秦建譜監事、林景郁副秘書長代表公會出席觀禮。 

7月11日 

於外貿協會台北國際會議中心4樓貴賓廳，由全國工業總會主辦「兩岸

專利代理實務交流合作論壇」，邀請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長田力普擔

任貴賓，本公會由吳冠賜副理事長代表擔任第一場次主持人、廖鉦達

理事擔任第二場次主講人。 

7月12日 
中華全國專利代理人協會訪問本會，於工總12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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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代表致赠水晶紀念獎座，本

會由理事／兩岸事務委員會副主委廖鉦達、兩岸事務委員會副主委

會務動態與紀要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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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蔡坤旺、宿希成常務理事、國際事務委員會林宗宏主委、王至勤理

事、周良吉理事、何秋遠理事、祁明輝理事、廖文慈秘書長、林景郁

副秘書長、簡秀如專利師等十一位代表公會參與座談會。 

 

 

7月13日 召開權利維護委員會101年度第三次會議。 

7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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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會

議」，本會由專利師法修法小組成員洪武雄常務理事、廖鉦達理事、

黃瑞賢監事、林景郁副秘書長代表公會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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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7月21日 

在職進修委員會假台大霖澤館3樓1301多媒體教室舉辦「專利法修正對

企業智權管理及司法實務之影響」研討會，由本會吳冠賜副理事長主

持開幕致詞並擔任第一場次主持人，同時也邀請智慧財產法院高院長

及智慧財產局朱興華副局長擔任貴賓致開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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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7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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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會

議」，本會由專利師法修法小組成員洪武雄常務理事、廖鉦達理事、

黃瑞賢監事、林景郁副秘書長代表公會出席。 

8月16日 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101年度第一次會議。 

8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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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會

議」，本會由專利師法修法小組成員洪武雄常務理事、廖鉦達理事、

黃瑞賢監事、林景郁副秘書長代表公會出席。 

8月17日 召開第一屆第十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8月24日 召開編輯委員會第一屆第十一次編輯委員會議。 

9月15日 
在職進修委員會與台中律師公會於台中司法大廈合辦專題演講「專利

訴訟實務」，由台中律師公會趙理事長及本會吳冠賜副理事長致開幕

詞，並邀請智慧財產法院熊誦梅法官擔任主講人。 

9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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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會

議」，本會由專利師法修法小組成員洪武雄常務理事、廖鉦達理事、

黃瑞賢監事、林景郁副秘書長代表公會出席。 

9月26日 
在職進修委員會舉辦「發明專利審查基準之修正重點」專題演講，邀

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張仁平科長擔任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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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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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酬12,000字內1字1元，超過12,000字部

分每字0.5元，上限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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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