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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師公會成立以來，各項事務快速而有效率地推展，其中值得自豪的一

項就是《專利師》季刊之發行。自從2010年年初發行《專利師》季刊的創刊號
以來，在編輯委員會諸位委員的辛勤付出，以及各界專家學者持續地提供內容

十分精闢的論文之下，迄今已發行了八期的季刊及一期的特刊。本季刊自發行

起，雖頗獲各界好評，編輯委員會全體委員總是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虛心接

受各方的意見，希望本季刊可以一直維持不錯的風評，當然，這其中非常重要

的因素是：必須有好的論文源源不斷的挹注，誠懇希望各界專家學者繼續給予

大力支持。 

本期（第九期）共有六篇專題研究，內容涵蓋的非常廣泛，分別簡單介紹

如下： 

李崇僖教授的「專利技術價值在侵權訴訟中之認定」一文之重點在於：首

先，眾所周知專利技術之價值是一種流動性的概念，可是在專利侵權訴訟中，

又必須對專利技術之價值進行鑑定，那麼該如何處理？這篇論文嘗試透過美國

司法實務有關專利價值與損害賠償關係之引介，以期提供我國在侵權訴訟中如

何認定專利技術之價值的參考。 

陳秉訓教授的「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v. SEB  
S. A.案看引誘侵權的未來」一文中，以該判決對美國專利法引誘侵權的發展會
產生何種影響進行評估。作者認為該判決會產生三種影響：(1)最高法院的「故
意視而不見」基準會如何影響證據調查實務或CAFC會如何審查地方法院的陪審
團指引等是值得觀察的。(2)在「引誘侵權」的「知道」要件中，「應該要知
道」類型的判斷或許會改變，因為最高法院似乎不同意「引誘侵權」行為人是

「有過失的被告」。(3)「幫助侵權」和「引誘侵權」的「知道」要件被視為相
同的概念，所以「幫助侵權」的法理中應會納入「故意視而不見」基準的概

念，而此可能對台商更不利。 



蔡坤旺專利師等三人的「先驅性發明面臨之專利挑戰」一文中，引述一件

美國聯邦法院判決之內容作為主軸，期能以法條釋義、專利保護及商業利益之

觀點，來探討先驅性發明應合理受到的專利保護型態，以及在取得專利權後面

臨侵權訴訟及商業授權時所能占有的利基。 

劉睿先生的「現有技術抗辯及其法律適用研究」一文中，指出在中國大陸

司法實踐中對現有技術抗辯（台灣用語：「先行技術阻卻」）的適用範圍、認

定標準等問題仍存在不同觀點，致使實際操作步調不一。有鑑於此，此論文根

據專利法的基本理論，對中國大陸現有技術抗辯制度及其法律適用進行研究與

剖析，以期建立基本的理論基礎而使適用標準統一。 

蔡馭理專利師的「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專更(一)字第7號專利判決解析」
一文之重點在於：眾所周知，專利要件之進步性中所謂「能輕易完成者」，其

衡量基準極不確定。此論文藉由該判決中具體事實陳述，及問題爭點剖析，而

進一步探討進步性的審查操作與判斷。 

程法彰教授等二人的「新型專利的適格性與侵權專利範圍解讀——以非形
狀、構造與裝置的其他特徵為中心」一文中，對於包含非形狀、構造與裝置的

其他特徵之新型專利的適格性與侵權範圍解讀兩方面加以說明。作者認為：只

要不影響新型專利定義（形狀、構造與裝置）在申請案中的主體地位，應承認

其新型專利申請的適格性。至於專利侵權的範圍解釋上，將與形狀、構造與裝

置相關聯的特徵，利用禁反言原則讀入，是較為合適的處理方式。 

個人從上述各篇論文獲益良多，誠懇推薦讀者詳加閱讀，並歡迎多多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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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專利技術價值在侵權 
訴訟中之認定 
——兼論美國法上的專利政策思維 

李崇僖* 

壹、專利技術價值之流動性 

專利權是一種無形資產，既是資產則必有價值估計之必要。然而正因為其無形

性，一項專利權之價值應如何估計就牽涉到高度複雜的因素。專利權所保障的是抽

象的技術獨享性，因此其價值評估就應以該技術所能產生之價值為準，然而一項技

術能產生多少價值，卻不是該技術本身所能決定的，必須考慮其他替代性技術之存

在與否，或者該技術是否與業界特定規格可相搭配。除此之外，一項技術的商業上

成功往往是因為其他技術的出現所帶來的應用環境成熟，否則再高明的技術發明都

可能是曲高和寡、孤掌難鳴。 

在前述理解下，所謂專利技術之價值其實是一種流動性的概念，在一項專利權

的不同生命週期，基於不同目的而進行之鑑價，其結果理應有不同。企圖以一種固

定的公式運用於所有情形下之專利鑑價，不僅因僵化而不當，更會侵蝕該項鑑價目

的所應維持之核心精神。通常來說，對專利權進行鑑價之主要目的包括有：進行專

利授權時之權利金訂價、專利權讓與時之價格決定、公司購併過程中對於被購併公

司之專利資產鑑價、公司股份以技術入股時之估價等等，而本文所關注者則是較少

被我國學界討論的，關於專利權侵害之損害賠償計算中，如何衡量系爭專利權價值

                                                        
* 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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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問題。由於此項鑑價目的之核心精神乃在於計算損害額，亦即充分填補專利權人

因侵害專利權行為所受到之全部損害，故此時之專利權鑑價核心精神在於確定該專

利權對原告具有之價值。本文之主旨即在於透過對我國司法實務之整理分析，並參

照美國司法實務之見解，探討專利侵權訴訟中專利權價值對損害賠償計算之意義，

期待我國實務與學說可發展出超越一般專利鑑價觀點之法政策論點。但因研究期間

之限制，本文暫以智慧財產法院成立之前的普通法院判決為探討對象，至於智慧財

產法院成立後是否有新的實務走向，則尚待另文探討。 

貳、我國司法實務見解及其論理 

專利侵權損害賠償計算在我國係規定於專利法第85條，即使該條文中完全未提

及專利技術價值判斷問題，司法實務上卻很難迴避處理此一問題。從法律條文來

看，似乎侵害專利權所產生之賠償計算問題可以直接用原告之營業數目減少，或被

告之營業數目增加等等的帳面數字處理，但實際上原告或被告之營業活動中通常使

用到許多專利權且涉及專利權以外之商業因素，且專利權僅是抽象的技術特徵描

述，並不等於產品或銷售客體，因此法官對於系爭專利權與原告損害（或被告獲

利）之關聯性理應加以審酌。法官究竟應如何審酌系爭專利權與原告損害（或被告

獲利）之關聯性，進而推估出適當之賠償金額，由於法律並無明文規定，顯然就有

賴司法實務累積形成相關標準。整理我國司法實務過去對專利技術價值之衡量標準

可發現直接提出相關標準之判決非常少見，大多數判決都是以民事訴訟法第222條

第2項為依據，由法官酌定適當之損害賠償數額，即使未在判決理由中言明，亦不

難推測法院應有將系爭專利權占產品價值之比例問題列入考量。然而若法官在行使

此項損害額之自由心證時，其得心證之標準不予公開，則外界仍無從得知法院是依

據何種標準衡量專利價值。 

法院除廣泛運用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作為審酌專利權價值之依據外，在論

理上亦經常以零組件與主產品之關係作為界定賠償範圍之基準。換言之，我國過去

司法實務上仍不乏類似以專利占侵權產品價值比例作為賠償計算條件之判決前例，

而其論理基礎大多為：「系爭專利物品與其他零組件尚非屬不可分離之必要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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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亦可由他項零組件代替（故應獨立計算該專利物品之價值）」1；「專利侵害限於

以專利方法直接製成之物品始足當之，本案之機械本體既未侵害專利，於計算損害

時即不得以機體本體全體之銷售為計算標準（僅能計算配件之價值）」2；「依據鑑

定報告認定專利占被告銷售整組產品之價值比例，並扣除製造成本，計算侵害行為

所得利益」3。雖然我國司法實務上已經逐漸接受以專利占侵權產品價值之比例計算

損害額度，但究竟司法實務是否已針對此種專利價值與產品利益之關係建立明確之

適用標準，則不無疑問。畢竟在數量有限的判決中，尚難確立法院已經具體承認之

判斷標準，本文僅能透過初步整理結果加以歸納。 

基本上法院逐漸形成之見解似為，若專利物品與主產品之間非屬不可分離之必

要零件，則僅計算該專利物品（亦即零組件、配件）之價值。若專利技術所應用之

處為主要產品之必要且不可分離部分，法院並非就以該主要產品之全部銷售價值作

為賠償計算基礎，而是進一步審酌該專利技術之重要程度，也就是以所謂「專利價

值分配率」或「專利權貢獻率」此一概念加以限定。關於後者，可以一件關於電動

車之零組件技術專利侵權案為代表，該案例經三審判決及高院更一審後確定，其中

除最後高院之更審結果以原告不符專利標示規定而判決原告敗訴外，先前三級法院

皆有在判決理由中論及專利價值認定問題，藉以判斷原告應獲得多少賠償金額。由

於本件在三級法院中主要都是以「專利權貢獻率」或「專利價值分配率」此一概念

探究賠償金額，因此以下僅摘錄本件在先前地方法院之判決理由中與專利技術價值

認定有關之重點4。 

                                                        
1 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88年度上易字第28號判決。 
2 台灣高等法院89年度上字第285號判決。 
3 台南地方法院92年度智字第16號判決；板橋地方法院93年度重智字第4號判決。 
4 本件之二審判決為台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94年度智上字第58號；三審判決為最高法院民事判

決97年度台上字第754號。至於更一審判決則為台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97年度智上更(一)字
第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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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93年度重智字第4號 

「次按修正前專利法第89條第1項第2款規定：依前條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下

列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2)依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於侵害人不能就其成

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以銷售該項物品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經查： 

(1)依原告聲請向財政部基隆關稅局調閱被告○○公司自89年起92年止報運出口

型號HS-686號及HS-580號電動車之報單影本（共409份，有清冊10宗在卷可憑）結

果： 

Ⅰ 89年9月18日起至89年12月31日止：HS-686型號出口總價為13,558,937元（數

量386台）；HS-580號出口總價為11,733,680元（數量444台）。 

Ⅱ 90年1月1日起至90年12月31日止：HS-686型號出口總價為38,910,792元（數

量1033台）；HS-580號出口總價為30,152,987元（數量1194台）。 

Ⅲ 91年1月1日起至91年5月8日止：HS-686型號出口總價為2,639,761元（數量68

台）；HS-580號出口總價為5,476,188元（數量185台）。 

(2)並參酌原告起訴狀內所主張：以財政部所公佈之「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及同

業業利潤標準」中其他機械製造修配業代號2990-99之「其他機械」業為準，其89

年、90年之淨利率為10%、91年為11%等情（未據被告爭執）。被告○○公司出口

系爭電動車扣除成本後，可獲淨利各為： 

Ⅰ 89年9月18日起至89年12月31日止，合計2,529,262元 

（(13,558,937 + 11,733,680) × 10% = 2,529,262）。 

Ⅱ 90年1月1日起至90年12月31日止，合計6,906,378元 

（(38,910,792 + 30,152,987) × 10% = 6,906,378）。 

Ⅲ 91年1月1日起至91年5月8日止，合計892,754元 

（(2,639,761 + 5,476,188) × 11% = 892,754）。 

(3)再經依原告聲請囑託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究院鑑定系爭專利占系爭電動車價

值比例結果： 

Ⅰ 關於市場調查分析，經鑑定機關製作問卷調查統計結果（有效回收94份，受

訪者年齡範圍為40歲以上具購買經濟能力者）：知悉系爭產品為何（出示

樣本）者占93%。考慮功能為購買重要程度因素占58%。就「功能」因

素最重重要決定因素「行進穩定性」占46%。就產品缺失中「震動搖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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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程度「重要」占98%。就產品中「穩定性」具專利權為決定購買重視

程度「重要」占98%。結論：市場調查價值比例為23.8%（93% × 58% × 46%  

× 98% × 98% = 23.8%；鑑定報告以四捨五入法計比例為25%，誤差值過大）。 

Ⅱ關於專利價值分配率： 

以鑑定機關向經濟部慧財產局調閱系爭專利權之專利說明書為基準。參酌

系爭專利品之實施所製作之成品，並無法單獨使用而係寄存於該電動代步

車內其中之一零件屬「寄存專利製品」；經訪談相關廠商結果，前述結構

市場情報銷售行為係一非獨立體等情。認重要程度因素及評比共有11項

（產品創新、品質優良、產品齊全、多品牌系列、專利策略、專責專利

制、廣告、推銷陣容、推銷活動、競爭策略、生產效率；即總元素率），

專利穩健程度占3項（產品創新、品質優良、專利策略，即專利元素

率），計算之結果專利穩健率為27.3%（3/11 = 27.3%）。原告雖主張：總

元素率中有關多品牌系列、廣告、推銷陣容及推銷活動四項以為商標權之

判斷，與專利權穩健度無關，應予剔除，專利權價值分配率應以3/7即43%

計等情。然查所謂專利價值分配率乃係評估系爭專利占製成品（本件為電

動車，專利零件屬寄存製品，並未單獨銷售）之重要程度，總元素率之採

取自應包含產品銷售相關要素（非單與專利有關），是以原告主張前開四

項與專利穩健元素無關，應自分母扣除，應係誤解鑑定內容，並無可採，

併此敘明。 

再進步考量鑑定標的對於本案企業發展與企業控制要因下，需調整適用系

爭專利價值分配率，並就創新程度、強度及範圍、擴散力及應用、實施程

度及類似務或專利威脅五項為評比（非常好141%至150%、好121%至

140%、可101%至120%、尚可81%至100%、差61%至80%、劣60%至50%。

標準分配率均為100，合計500；系爭專利本質評比依序各得分110、110、

100、100、100，合計520），評比結果乘以前述專利穩健率後，系爭專利

權價值分配率為28.4%（520 ÷ 500 × 27.3% = 28.4%）。 

Ⅲ 綜上所述，依市場調查價值比例23.8%與專利價值分配率28.4%二者相平均結

果，認系爭新型專利占電動車成品合理價值比例應為26.1%（(23.8% +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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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26.1%；同前述計算方法與鑑定報告同，惟本院採較精確即算至小數點

後三位再四捨五入為計算基準，故計算結果與鑑定報告產生誤差）。 

結論：2000年9月18日起至2002年5月8日止，被告出口型號580號及686號電

動代步車，扣除成本後之淨利合計10,328,394元（2,529,262 + 6,906,378 + 892,754 

 = 10,328,394），以系爭專利價值比例占26.1%計，被告因實施系爭專利扣除必要品

成本及費用所得利益計2,695,711元（10,328,394 × 26.1% = 2,695,711）。從而，原告

本於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修正前專利法第89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公

司、丙○○連帶給付2,695,711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

據，應予駁回。」 

參、立法缺失下的司法補救？ 

前述板橋地方法院之判決，相當難得地詳細探究系爭專利之價值問題，而非以

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自由心證逕行認定損害額或專利價值，在過去司法實務

上實屬少見，如此一來將有助於我國司法實務之判斷標準更為具體明確化，增加司

法之可預測性，顯係值得贊同之作法。然而本件法院所採取之判斷標準，亦即所謂

專利價值分配率，是否適合作為專利侵權損害賠償計算之方法，卻頗有疑義5。其實

該判決中所採用之所謂專利權價值分配率概念，乃是在技術交易或無形資產鑑價時

所使用之方法，目的在確認該專利權可為公司產生多少經濟價值，進而為其訂價6。

然而此種技術交易階段之價值認定，與訴訟上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損害認定，

不應被混淆使用。法院若以為鑑定機構對專利之鑑價方法可直接用於專利侵權損害

之計算，就是忽略了專利價值所具有的流動性。亦即專利權之價值不是固定不變的

數額，依使用者不同、使用目的與情況不同，則應有不同之評價始為合理。 

                                                        
5 本件判決上訴第二審後，被告另請一鑑定機構為鑑定，提出「專利權貢獻率」之算法，其本

質上與第一審鑑定機構所提出之「專利價值分配率」大同小異，皆是屬於量化分析方法，因

此其盲點亦屬相同。 
6 參閱Gordon V. Smith & Russell L. Parr, Chapter 7: Valuation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VALUATION, EXPLOITATION, AND INFRINGEMENT DAMAGES 140-5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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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為何會陷入將專利權價值視為固定值的窘境呢？原因固有多端，但本文認

為此亦與我國訴訟程序上僅有鑑定制度而未有如美國之專家證人制度有關。簡言

之，由於法院送請進行專利價值鑑定的機構，其平常之業務都是以技術交易目的為

大宗，因此該等機構所熟習之無形資產鑑價方法自然侷限於該目的下之慣用方法。

換言之，法院的專利侵權損害賠償計算並非該等機構之主要服務，因此無法獲得其

所需要之專業服務。另一方面，法院本身亦不清楚其需要的專業服務是什麼，亦即

法院本身缺乏對專利侵權損害賠償之計算準則，因此無從指導鑑定機構應如何進行

鑑定。相對的，在美國由於專家證人可由當事人自行延聘，因此律師可基於其當事

人之最佳利益而尋找最能支持其論據之專家，提出符合法律意旨的專業鑑定意見。

此所以在美國司法實務上，透過律師與專家證人之攜手，往往能使法院提出具有開

創性之法律見解。此點本文將於後段析論之。 

本文認為法院採取專利價值分配率之計算方式，有另一種可能係我國專利法第

85條第1項之規定所導致。我國專利法該條項之第1款係以專利權人之損失作為計算

賠償額之基準，第2款則係以被告之獲利（或總銷售額）為計算賠償額之基準。具

體個案中適用哪一項計算方式，乃是由專利權人選擇。然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核

心目的乃在於填補被害人之損害，因此將侵權者之所有利得歸於專利權人原應為例

外情形，在我國法之規定卻是屬於專利權人可無條件直接主張之計算方式，此係相

當特殊之規定方式。關於以侵權者獲利作為賠償計算方式，在日本乃是用以「推

定」權利人之損失，並非獨立一種計算標準 7，在美國也是關於所失利益（ lost 

profits）的可能計算之一，專利權人必須符合Panduit一案所建立之四項要件才得主

張被告之獲利為其損失金額8。換言之，此兩國立法例都是以原告之損失為賠償範

圍，被告之侵權利益僅是作為舉證上手段，自然會設有許多前提要件以確定被告之

侵權獲利真的約略等同於原告之營業損失。日本新修特許法第102條關於以侵權利

                                                        
7 日本特許法第102條第1項以被告之侵權銷售數量計算原告之損害，第2項直接以被告之獲利

為原告之損害，第3項則是以合理授權金作為求償基礎。其中第1項必須在原告經營能力範圍

內，超出其經營能力範圍者不可求償，第2項亦屬推定性質，被告理論上可以抗辯原告之實

際損害範圍。 
8 Panduit Corp. v. Stahlin Bros. Fibre Works, 575 F.2d 1152 (6th Cir. 1978)。四項要件分別為：

一、該專利產品之市場需求存在，二、缺乏可接受之非侵權替代品，三、原告有製造與銷售

能力可滿足市場需求，四、若無侵權則原告可獲得之利益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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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推定所失利益之規定，亦採取極度類似美國Panduit原則之內容作為前提要件。但

我國規定是直接將被告之侵權利益作為原告得選擇之計算方式，與該兩國之法制顯

有不同。 

我國之立法例很可能使法院面臨一項困擾，亦即當專利權人主張以被告之侵權

利益為賠償金額時，有可能對專利權人來說是一種過度獲償，既然法律明訂採取何

種計算方式係專利權人之選擇權，則此種過度獲償應如何避免，就唯有透過法律解

釋之方式加以限縮賠償額。專利法第8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文字為「依侵害人因侵

害行為所得之利益。於侵害人不能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以銷售該項物品全

部收入為所得利益。」若要法院限縮賠償範圍，則解釋上所謂「因侵害行為」所得

之利益當可限定在因系爭專利權所帶來之利益，換言之，以專利權價值分配率或專

利權貢獻度等概念加以調整就成為可行也符合條文規定之作法。然而，此種計算方

式卻又可能導致專利權人獲償不足，實乃過猶不及。 

因為假設專利權人甲基於其專利權，成為市場上特定商品之唯一供應者。則一

旦乙侵害甲之專利權，提供相同或類似於甲所提供之該特定商品，則實際上乙所銷

售該特定商品之全部獲利，都應該係侵蝕甲之獲利而來，因此甲理應可主張乙之全

部獲利。無論該項商品有無其他技術特徵（當然其他技術特徵是必然會存在的），

亦無論乙付出多少行銷努力（乙越努力行銷侵權商品，只等於是越努力侵蝕甲之市

場利益而已），或者乙的品牌知名度多高（越知名的廠商去侵害他人專利，當然侵

蝕專利權人之市場利益越大）。然而若依據前述判決所採用之專利價值分配率，則

似乎甲只能從乙之獲利中得到部分賠償，此不盡合理。論者或謂此種情形下甲應選

擇以專利法第85條第1項第1款計算其損害，然而該項第2款原本即有一種功能是讓

專利權人可免去關於自己損害額之舉證，而直接以侵權者之銷售額或獲利為舉證，

因此如果說專利權人依據第2款主張時就會減少其得求償之額度，落入專利權價值

分配率之計算模式中，則顯然有違第2款立法之目的。 

總體而言，專利價值分配率或專利權貢獻度之概念並非在專利侵權訴訟中絕對

不能適用，然而這裡涉及的是司法的恣意性問題。法院的角色與責任是去衡量個案

的公平正義，而非以固定僵化的公式套用於所有情形，只為得到一個看似客觀、精

準的答案。前述判決中法院並未充分審酌原告與被告關於該項專利物品在市場上之

競爭地位，例如有無替代性技術存在，被告之產品整體與原告產品之等同性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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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就直接採用鑑定機構所使用之專利權價值分配率方法計算損害賠償金額，並未

善盡司法機關之角色職責，亦未符合專利法第85條規定之意旨。本文認為，專利價

值分配率在特定情形下仍可適用於專利侵權損害賠償計算上，尤其在認定合理權利

金之額度時最是如此。本文即以美國司法實務上關於專利價值衡量之運作模式為

例，提供我國司法實務參考。 

肆、專利法新修條文仍未釋疑 

我國專利法最近已完成修法，其中在損害賠償計算之條文中增列第3款以合理

權利金作為賠償計算方式之一，條文規定如下： 

新修專利法第97條：「依前條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下列各款擇一計算其損

害：一、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規定。但不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害時，發明

專利權人得就其實施專利權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害後實施同一專利權所得

之利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二、依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三、以相當

於授權實施該發明專利所得收取之權利金數額為所受損害。」 

在前述條文之立法理由中亦指出第3款之增列係參考美國、日本及大陸之專利

法規定，如此則未來我國司法實務上運用合理權利金計算之機會大增，究竟何謂合

理或相當，就必須逐漸找出標準或原則，亦應參酌相關國外立法與實務見解以符合

實際。然而由於本條文之規定仍是以專利權人得選擇任何一計算方式為前提，因此

採用何種損害賠償計算方式之選擇權並不在法院，而是在原告，此與美國法之精神

並不相同。就此點而言，我國立法並不盡完美，但由於合理權利金在美國法上係作

為最低限度之賠償金額，因此即使增列此一計算方式供專利權人選擇，亦不致產生

過度獲償之問題。若專利權人認為合理權利金之計算結果不足以賠償其實際損失，

則仍可主張前面兩款之計算方式。本文認為，本次專利修法之適用結果能否使專利

賠償計算原則更趨合理化之關鍵，就在於司法實務上應逐步建立明確之解釋原則，

使這三款規定有各自清楚之功能定位，則可以建構出我國專利侵權損害賠償之總體

架構。由此可見，司法實務之運作仍不免是損害賠償計算之主要場域。本文強調的

是，委託機構或專家進行之專利價值鑑定固然是一種可資參考的因素，但其適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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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仍是先確立我國有關合理權利金之計算方式有哪些法律原則，例如量化分析方法

或假設性協商法等，以及這些法律標準是否符合法律意旨等問題。 

伍、美國司法實務上之專利價值衡量 

美國專利法上損害賠償之計算乃是以專利權人「所失利益」（lost profits）為賠

償原則，亦即所謂「若非」原則（but for）。法院在個案中所要審酌判斷之數額

為：若非侵權人之侵害行為，專利權人應可獲得多少額外收益。在符合Panduit四要

件之前提下，專利權人可主張被告之利得等於其損害。然而，在此種情形下法院仍

須界定是被告的哪些部分利得應納入計算，換言之，非專利保護之物品是否亦可納

入計算。另一方面，若個案上不符合Panduit之要件，且專利權人亦無法舉證其自身

之損失數額，則法律明文規定至少可主張合理權利金作為其最低賠償額。同樣的，

所謂合理權利金應如何認定，亦與系爭專利權之價值多少脫不了關係。因此以下分

別說明美國司法實務上如何將專利技術價值問題納入損害賠償計算中加以衡量。 

一、全市場價值法則之適用擴大專利價值範圍 

除了依據Panduit判決所提出之四項要件，專利權人可主張被告之獲利作為賠償

金額外，究竟是被告在哪些商品之銷售上獲利可納入計算，美國司法實務上從80年

代以來逐漸確立所謂「全市場價值法則」（entire market value rule）之適用，該法

則之主要精神在於專利侵權之賠償範圍應及於該系爭專利所產生之所有市場價值，

而具體適用上則必須依據某些要件判斷哪些產品銷售利益屬於系爭專利所產生之市

場價值9。基本原則就是當專利產品與非專利範圍之產品通常被一起銷售時（sold in 

conjunction with），若專利權人可證明被侵害專利的技術特性構成消費者對該非專

利範圍產品有需求之主要原因時（the basis for customer demand），則可對該整體產

品之所有市場價值請求賠償，而非僅針對該專利技術本身或專利產品之價值求償。

此僅為基本原則，在具體適用上法院有提出較明確之標準則可見於1989年的ITT 

                                                        
9 關於全市場價值法則之內容，參閱William Kerr & Richard Troxel, Chapter 3: Patent 

Infringement: Lost Profits, in CALCULA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MAGES 138-4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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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 v. U.S.一案10，在該案判決中法院指出：「非專利物品除了必須與專利物品一

同銷售之外，尚須與該專利物品有某種功能關聯性存在（have some functional 

relationship）。」換言之，並非通常併同銷售的所有物品皆可作為專利侵害時之損

害賠償範圍，必須進一步審究其功能上的關聯性。然而此種功能關聯性並非如前述

我國法院判決所說的「不可分離且必要之零件」此種嚴格程度，因為專利物品之技

術特性可增加非專利物品之功能，但並非不可分離個別使用，亦非居於必要之角

色，此種情形亦不少見，若以我國法院之判決理由觀之，似乎就不能請求延伸賠償

範圍至非專利物品。然而若從「構成消費者之需求基礎」的角度而言，在此種情形

下若專利物品之特性已構成消費者購買非專利物品之重要原因時，應承認專利權人

得延伸請求範圍方屬合理。 

前述美國法院關於功能關聯性要件之提出，其後在2004年CAFC判決Whip, Inc. 

v. Orange Bang, Inc.一案中11被法院進一步放寬了認定標準，在該案中專利物品是用

以混合果汁與水的機器設備，而其中的果汁並非專利保護範圍，但原告請求賠償範

圍包括果汁之銷售。此要求在地方法院受到駁回，法院認為果汁與機器的併同銷售

僅是基於方便，任何人都可使用其他果汁在該機器上，因此並沒有功能上關聯性。

但此案上訴後CAFC推翻地方法院之見解，CAFC指出：「雖然其他果汁與原告提供

之果汁具有某種可置換性（some interchangeability），但原告之果汁與機器確實結

合在一起以達到特定結果，兩者具有功能上關聯性。」由於本案之專利技術乃是一

種讓消費者視覺上產生混淆的果汁供應機（誤以為按鈕後才當場調製，實則為事先

已調製完成），因此CAFC認為該種視覺混淆當然是透過機器與果汁的共同作用結

果，所以專利權人可以針對非專利物品的果汁銷售一併列入損害賠償計算。然而本

案判決的原則產生的後果就是對功能關聯性的過度放寬，因為即使其他業者的果汁

也可以用於該機器，法院認為此項事實並不影響功能關聯性之認定，則功能關聯性

似乎變得很容易成立。換言之，專利權人將會很容易延伸其請求賠償的產品利益範

圍。 

                                                        
10 ITT Corp. v. U.S., 17 Cl. Ct. 199, 11 U.S.P.Q.2d 1657 WL 32688 (1989). 
11 Juicy Whip, Inc. v. Orange Bang, Inc., 382 F.3d 1367, 72 U.S.P.Q. 2d 1385 (Fed. Ci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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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場價值法則」在適用上若過於寬鬆，很可能導致專利權人過度獲償，進

而產生更多專利訴訟糾紛。尤其在當今許多高科技產品內含多種複雜專利技術的情

形下，各種專利技術彼此都有功能上關聯性，也都是併同銷售，然而如果一個零組

件的侵權就足以構成賠償整部電腦的全部銷售所得，不僅不合理，更可能引發許多

不實施自己專利技術的專利權人藉由專利敲詐的方式牟利，也就是近來頗受關注的

專利惡棍問題（patent troll），此所以全市場價值法則亦在學界產生檢討與修正聲

浪12。檢討之意見並非要求全面廢除全市場價值法則之適用，而是認為該法則應維

持作為一種賠償範圍的例外規定，而非成為輕易可構成的一種通例。換言之，關於

功能關聯性之要件應該更嚴格解釋，才能符合以「消費者需求基礎」作為賠償延伸

範圍此一基本原則。 

二、合理權利金之計算納入專利技術價值因素 

在美國司法實務上以合理權利金作為賠償金額之情形亦不少見，但關於合理權

利金之決定方式其實有兩大趨勢，一是量化分析方法，另一則是假設性協商法。實

務上關於以量化分析方法計算侵權者應支付之合理權利金的案例，最常被引用者為

1986年的TWN v. Dura一案13。法院在該判決中指出，以分析方法決定合理權利金之

目的即是區分出侵權者因為使用專利技術預期獲得之利潤，以及若未使用該專利技

術則一般可接受之正常利潤各是多少，然後將兩者相減即為系爭專利之權利人應得

到之賠償。在該案中由於侵權者之預期利潤以及業界之一般利潤都是客觀上比較能

取得之資料，因此法院採用此種量化計算方法，而非使用抽象主觀的假設性協商

法，自有其背景因素14。在美國司法實務上，計算合理權利金之數額時，都必須借

重專家之證詞為事實認定基礎（由雙方當事人提出），而尤其在以分析方法計算之

情形更是如此。此種計算方式理論上對被告比較有利，因此該計算方法之基本前提

即是認為侵權者仍應享有其生產製造之合理利潤，專利權人只能主張取回被告所獲

                                                        
12 Brian J. Love, Patentee Overcompensation and Entire Market Value Rule, 60 STAN. L. REV. 263 

(2007). 
13 TWN Mfg. Co. Inc. v. Dura Corp., 789 F.2d 895, 229 U.S.P.Q. 525 (Fed. Cir. 1986). 
14 RICHARD TROXEL & WILLIAM KERR, ASSETS AND FINANCES: CALCULA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MAGES § 5:17, 26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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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超額利潤。但實務上雙方必定會在前述兩種利潤率的認定上有重大歧見，因此

法院根據此計算方法得出合理權利金前，必須在判決中明示其認定之侵權者預期利

潤率，以及該產品之業界一般利潤率各是多少，如此一來才符合量化分析方法之意

旨。 

至於所謂假設性協商方法就是以專利權人及被告皆有意願協商授權之假設前提

下，推估其合理應達成之權利金協議。僅就此定義即可知，假設性協商法與前述量

化分析方法不同，後者僅關注在侵權人本身經營事業，利用系爭專利所能產生之利

潤，至於系爭專利對專利權人本身之事業經營是否有特別之價值（例如大幅提升其

市場競爭地位），或者專利權人是否有合理之拒絕授權考量，皆不在量化分析方法

所考慮之因素。相對而言，假設性協商法所考慮之因素就比較多元，在Georgia-

Pacific一案中所建立的十五項考量因素乃一直受到法院所沿用15。 

所謂十五項考量因素，包括如下： 

1. 專利權人因系爭專利對外授權而收取之權利金數額，且可資證明或推估為一

種「標準權利金」。（the royalties received by the patentee for the licensing of 

the patent in suit, proving or tending to prove an established royalty.） 

2. 業界被授權者因實施相似於系爭專利技術之其他專利技術而支付之權利金費

率。（the rates paid by the licensee for the use of other patents comparable to the 

patent in suit.） 

3. 授權之性質與範圍，例如係專屬或非專屬授權，限制區域與否，允許製造之

物品種類。（the nature and scope of the license, as exclusive or nonexclusive; or 

as restricted or nonrestricted in terms of territory or with respect to whom the 

manufactured product may be sold.） 

4. 授權者是否已有既定政策與產品規劃而決定不將該專利對外授權以維持市場

獨占性，或僅給予極為有限的授權以維持獨占地位。（ the licensor’s 

established policy and marketing program to maintain his patent monopoly by not 

                                                        
15 Georgia-Pacific Corp. v. U.S. Plywood Corp., 318 F. Supp. 1116, 166 U.S.P.Q. 235 (S.D.N.Y.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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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ing others to use the invention or by granting licenses under special 

conditions designed to preserve that monopoly.） 

5. 界定授權者與被授權的商業上關係，例如是否為同地區同產品線之競爭者，

或者是原創者與推廣者的關係。（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censor and licensee, such as whether they are competitors in the same territory in 

the same line of business, or whether they are inventor and promoter.） 

6. 被授權人銷售專利物品所能帶來其他物品的銷售成長，以及對授權者而言該

發明對其他非專利物品銷售的帶動作用有多少。（the effect of selling the 

patented specialty in promoting sales of other products of the licensee, the 

existing value of the invention to the licensor as a generator of sales of his 

nonpatented items, and the extent of such derivative or convoyed sales.） 

7. 系爭專利所餘之權利期間，以及授權之期間。（the duration of the patent and 

the term of the license.） 

8. 系爭專利產品已知之獲利性，其商業成功度以及市場接受度。（ the 

established profitability of the product made under the patent, its commercial 

success, and its current popularity.） 

9. 該專利物品相較於先前達到類似功效之物品，有哪些特殊用途或優點。（the 

utility and advantages of the patent property over the old modes or devices, if any, 

which had been used for working out similar results.） 

10. 該專利發明之本質，授權者自身將專利實施後產品之特性，以及使用該發

明者能獲得之利益。（the nature of the patented invention, the character of the 

commercial embodiment of it as owned and produced by the licensor, and the 

benefits to those who have used the invention.） 

11. 侵權者對該發明之利用程度，以及任何可顯示該利用產生之價值的證據。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infringer has made use of the invention, and any 

evidence probative of the value of that use.） 

12. 在該特定產業中或相類似產業中利用系爭發明或類似發明所通常產生之利

潤或售價。（the portion of the profit or the selling price that may be custo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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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articular business or in comparable businesses to allow for the use of the 

invention or analogous inventions.） 

13. 可獲得利潤中應歸因於系爭發明的比例，特別區別於非專利的組件、製造

過程的技術、商業經營的風險、侵權者本身重要特質或重要改良。（ the 

portion of the realizable profit that should be credited to nonpatented elements,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business risks, or significant features or 

improvements added by the infringer.） 

14. 合格專家提出之證詞。（the opinion testimony of qualified experts.） 

15. 假設專利權人願意授權，侵權者亦欲取得授權的前提下，雙方在合理商業

條件考量下願意達成的授權金數額。此數額應使被授權者仍有合理之利

潤，且對專利權人來說是可接受的。（the royalty that a licensor (such as the 

patentee) and a licensee (such as the infringer) would have agreed upon if both 

had been reasonably and voluntarily trying to reach an agreement; that is, the 

amount which a prudent licensee―Who desired, as a business proposition, to 

obtain a license to manufacture and sell a particular article embodying the 

patented invention―Would have been willing to pay as a royalty and yet be able 

to make a reasonable profit and which amount would have been acceptable by a 

prudent patentee who was willing to grant a license.） 

綜上所述，法院若採取量化分析方法決定合理權利金，則實際上就是在認定系

爭專利權之價值，因此所謂專利價值分配率就有相當大的適用機會。至於使用假設

性協商法時，固然要考量系爭專利對專利權人之重要性等等其他因素，但系爭專利

讓侵權人產生之商業利益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因此鑑定機構對專利權價值之

認定自有相當之參考價值。 

陸、結論：應以規範評價論取代技術論 

損害賠償計算問題是規範評價的問題，不是簡單的數學問題。因為任何數字計

算都不會是單純的計數問題（tally），而是能否算作的問題（counting as）。哪些

算是專利權人的損失，這並沒有客觀上的答案，必有賴法院依據法律意旨加以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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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此若僅將專利價值問題委諸鑑定機構加以認定，其實是有違法律意旨的。為

此，本文透過對美國司法實務有關專利價值與賠償計算關係之初步引介，希望提供

我國司法參考。 

本文從美國法上所建立之專利侵權損害原則可獲得之啓示為，儘管美國學界對

司法實務走向產生過度賠償專利權人之疑慮，至少以美國實務上建立之全市場價值

法則與我國法院過去所提出之有關專利價值與產品利益之認定方式比較，則美國法

院所提出之原則仍比較合理適當。如前所述，任何數字的計算都涉及要將哪些部分

算入的政策選擇問題，這其中必有價值判斷層面存在。以全市場價值法則之解釋適

用為例，透過對功能關聯性要件之寬嚴程度調整，就界定了專利權人可主張其專利

權價值之範圍。由於功能關聯性此一要件並無客觀存在之解釋方式，因此必須考量

的因素就包括對專利權人保障不足可能損害研發與申請專利誘因，但保護過度則可

能形成濫訴等問題，亦即是對專利制度本質的法政策思考，此即為我國法院可調控

專利法政策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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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v. SEB S. A.案看 
引誘侵權的未來 
——補充王碩汶先生文章的觀察 

陳秉訓* 

壹、前 言 

2011年是美國專利法新時代的展開。專利法修正案通過，改變了「先發明主

義」的申請制度。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也有不少專利法判決而影響著專利法的發展。

2011年5月31日最高法院宣告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v. SEB S. A.案判決，而此

判決涉及專利侵權行為中的「引誘侵權」（ induced infringement）樣態。在本案

中，最高法院提出了新基準來判斷「引誘侵權」中的「知道」（knowledge）要件，

並首次引入刑法的概念來推論該基準。本文在評估此判決對美國專利法引誘侵權的

發展將會產生怎麼樣的影響。 

美國專利法基本上將專利侵權行為主要分為「直接侵權」（direct infringement, 

35 U.S.C. § 271(a)）和「間接侵權」（indirect infringement, 35 U.S.C. §§ 271(b),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助理教授。本文章為國科會補助計畫NSC 101-2410-H-

027-001之一部分成果。特此感謝國科會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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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直接侵權」類似於我國專利法的專利侵權行為。我國專利法2第56條第1項

規定「物品專利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為

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品之權」，而同條第2項規定

「方法專利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使用該方法及

使用、為販賣之要約、販賣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方法直接製成物品之權。」同樣

地，35 U.S.C. § 271(a)也有相似的規範3。 

不過，「直接侵權」與我國不同的是其不問侵權人的「主觀意圖」，而只要有

發生客觀的侵權行為，則「直接侵權」即成立4。但在我國，專利侵權行為的要件是

行為人必須具有「故意」或「過失」5。而「故意」或「過失」是美國專利直接侵權

分析所不需要考慮的6。 

「間接侵權」則是我國所無的制度7。在1952年法典化之前（該次美國專利法修

法生效日為1953年1月1日8），「間接侵權」的概念是以「幫助侵權」（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的判例法而存在著9。35 U.S.C. § 271(b)和35 U.S.C. § 271(c)二項將傳

統的「幫助侵權」分為「引誘侵權」和「幫助侵權」。前者強調行為人積極地

（actively）幫助直接侵權行為人，而後者強調行為人提供他人專用於侵害專利權的

                                                        
1 陳秉訓，論美國專利法的間接侵權規範體系移植我國的可行性，中律會訊，2009年7月，12

卷1期，52-53頁。 
2 本文投稿前，2011年時的專利法。 
3 林洲富，專利法——案例式，2010年，315-318頁。 
4 See Lynda J. Oswald, The Intent Element of “Inducement to Infringe” under Patent Law: 

Reflections on Grokster, 13 MICH. TELECOMM. TECH. L. REV. 225, 229 (2006). 
5 鄭中人，專利法規釋義，2009年，2-167頁。 
6 林洲富，註3書，318-319頁。 
7 我國專利法修正的討論曾於2009年中有所謂「間接侵權」的議題，但因為反對聲浪大，所以

未能納入修法內容。見劉國讚，美國專利間接侵權實務對我國專利法修正導入間接侵權之啟

示，政大智慧財產評論，2009年10月，7卷2期，37頁。 
8 See Giles S. Rich, Infringement under Section 271 of the Patent Act of 1952, 21 GEO. WASH. L. 

REV. 521, 521 (1953). 
9 See e.g., Odin B. Roberts,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of Patent Rights, 12 HARVARD L. REV. 35, 

35-44 (1898);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in Patent Litigation, 40 YALE L.J. 1328, 1328-31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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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組件10。此外，專利間接侵權理論和著作權間接侵權理論是處於互相影響的情

況，因為法院在判決中會引述專利判決或著作權判決11。 

為何要有間接侵權行為的規範？主要還是讓權利人可以阻擋那些迴避直接侵權

行為的惡行者。然而，從我國產業界角度，與美國專利法有關的議題，除了直接侵

權之外，另一重點應該是間接侵權，因為台商多提供美國市場零組件，故其極有可

能處於間接侵權風險。本文希望能引入美國專利間接侵權的相關概念，以累積我國

學術知識的能量。 

本文首先介紹美國專利法間接侵權法制的法典化。除了討論1952年專利法修法

的理由，也分析國會限制「權利濫用」（patent misuse）判例法的意圖。接著，本

文介紹「引誘侵權」的法理。除了構成要件的闡述外，本文也使用美國侵權行為法

（Torts）的概念來解釋「引誘侵權」的「知道」要件的性質。再者，本文針對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案從一審到最高法院等三階段的法院判決內容進行分

析，以探詢不同法院間意見的差異。最後，本文從刑法概念的導入、對引誘侵權的

影響、和對幫助侵權的影響等三方面評論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案對未來的影

響。在討論過程中，本文亦針對王碩汶先生的「美國最高法院判斷誘使侵權標準之

轉變」一文 12，而提出一些補充的說明，以讓讀者能更完整瞭解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案的意義。 

貳、美國專利法間接侵權法制之法典化 

一、1952年專利法修正 

1952年美國專利法做了重大修正13。在此修正案之前，專利法並無條文定義侵

                                                        
10 楊宏暉，論專利權之間接侵害與競爭秩序之維護，公平交易季刊，2008年1月，16卷1期，

101-102頁. 
11 See Timothy R. Holbrook, The Intent Element of Induced Infringement, 22 SANTA CLARA 

COMPUTER & HIGH TECH. L.J. 399, 399-412 (2006). 
12 王碩汶，美國最高法院判斷誘使侵權標準之轉變，專利師，2011年10月，7期，1-22頁。 
13 See Charles W. Adams, A Brief History of Indirect Liability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22 SANTA 

CLARA COMPUTER & HIGH TECH. L.J. 369, 384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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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行為14，而是法院對專利侵權行為做出定義15。法院基本上將侵權行為分為直接

侵權（direct infringement）和幫助侵權（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16。直接侵權行

為和當今的概念近似，包括未經專利權人同意的製造、使用，和銷售等行為17。幫

助侵權行為則是指行為人惡性重大而應視其須負擔直接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

任18。 

在1952年「間接侵權」法條化時，「幫助侵權」法理的發展歷史已有約80

年 19。立法理由認為判例法的「幫助侵權」其目的在禁止那些提供工具或指引來造

成專利侵權行為的行徑20。特別是針對受專利保護的機器，如果行為人製造了特殊

的組件，而該組件是該機器的核心，則如果該行為人在供應該組件的同時明確地或

隱含地教導組裝該機器的方式，此行為則是明顯的侵害專利權21。立法理由也指出

判例法對於「幫助侵權」適用的界線並不是很清楚22。基於此些考量，國會才將

「幫助侵權」給法典化23。 

儘管專利法開始明文規範「間接侵權」行為，立法前的法院判決仍是間接侵權

法制的一部分。聯邦最高法院在 1964 年的 Aro Mfg. Co. v. Convertible Top 

                                                        
14 See Hewlett-Packard Co. v. Bausch & Lomb Inc., 909 F.2d 1464, 1468-69 (Fed. Cir. 1990) (“Prior 

to the enactment of the Patent Act of 1952, there was no statute which defined what constituted 
infringement.”). 

15 See id. at 1469 (“However, infringement was judicial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direct 
infringement,’ which was the unauthorized making, using or selling of the patented invention, and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which was any other activity where, although not technically making, 
using or selling, the defendant displayed sufficient culpability to be held liable as an infringer.”). 

16 See id. 
17 See id. 
18 See id. 
19 See Adams, supra note 13, at 385. 
20 See id. 
21 See id. (“One who makes a special device constituting the heart of a patented machine and supplies 

it to others with directions (specific or implied) to complete the machine is obviously appropriating 
the benefit o the patented invention.”) 

22 See id. (“The purpose of this section is to codify in statutory form principles of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eliminate this doubt and confusion.”) 

23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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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acement Co.案24也認為35 U.S.C. § 271(c)的制訂是法典化判例法的「幫助侵權」

概念25。在該案中，聯邦最高法院並引用1922年的Union Tool Co. v. Wilson案26和

Thomson-Houston Elec. Co. v. Ohio Brass Co.案27等案的內容來作為其法律論證的基

礎28。 

根據立法理由，判例法的「幫助侵權」其概念區分為35 U.S.C. § 271(b)和35 

U.S.C. § 271(c)等二項29。後者為「幫助侵權」其針對把零組件提供給直接侵權人的

行為人，而前者「引誘侵權」所針對行為是30。 

雖美國專利法自1952年起歷經多次修改，但「引誘侵權」和「幫助侵權」的條

文內容並未修改。 

二、限制「專利濫用」的判例法 

在1952年的立法中，「專利濫用」（patent misuse）是另一個與「間接侵權」

有關的問題31。傳統的「幫助侵權」其問題在於賦予專利權人於專利物品和非專利

的零組件等二個領域的獨占地位32。在「間接侵權」法制化之前，最高法院由認同

「幫助侵權」而漸漸轉變為以「專利濫用」為由限制或駁回專利權人根據「幫助侵

權」法理的權利救濟主張33。 

                                                        
24 Aro Mfg. Co. v. Convertible Top Replacement Co., 377 U.S. 476 (1964). 在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案中，最高法院源引Aro Mfg. Co.案來支持其論述，此代表Aro Mfg. Co.案是

有效判例。 
25 Id. at 485 (“Such a result would plainly have obtained under the contributory-infringement case law 

that § 271(c) was intended to codify.”); id. at 487 (“In enacting § 271(c), Congress clearly 
succeeded in its objective of codifying this case law.”). 

26 Union Tool Co. v. Wilson, 259 U.S. 107 (1922). 
27 Thomson-Houston Elec. Co. v. Ohio Brass Co., 80 F. 712 (6th Cir. 1897). 
28 See Aro Mfg. Co., 377 U.S. at 486. 
29 See Adams, supra note 13, at 385. 
30 See Mark A. Lemley, Inducing Patent Infringement, 39 U.C. DAVIS L. REV. 225, 227-28 (2005). 
31 See Rich, supra note 8, at 524-25. 
32 See id. at 528-29. 
33 See id. at 5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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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最高法院的見解，國會制訂了35 U.S.C. § 271(d)來設定「專利濫用」理論

下的例外情況34。當時，國會設計三種例外：1.從幫助侵權的行為中獲得營利、2.授

權或允許他人從事幫助侵權的行為、3.試著在法院主張他人的侵權行為或幫助侵權

行為35。35 U.S.C. § 271(d)在1988年的修法時又增加二類例外，不過與間接侵權稍無

關係36。此立法趨勢反映美國專利法保護權利人的傳統。 

「專利濫用」和「間接侵權」是不同的法律議題。「專利濫用」爭議通常存在

於專利權人有搭售（tying）的行為，例如以專利授權契約綁約，約定被授權人購買

非專利物品，但此爭議成立的前提是權利人具有「市場力量」（market power）37。

如果只是討論「間接侵權」的法理，「專利濫用」類的爭議是可忽略的。不過，如

果權利人要考慮反競爭法（anti-trust law）的議題時，「專利濫用」議題是要注意

的，以免其行使關於「間接侵權」的專利權的行為時會面臨反競爭法的困擾。 

參、引誘侵權基本原則 

一、美國侵權行為法的基本概念 

欲能完整地理解「引誘侵權」，二個美國法律概念必須先討論，即侵權行為法

的 “intent”（ “intend”或 “intentionally”，或許可翻為「意圖」或「故意」）以及

“negligence”（或許可翻為「過失」）。 

「意圖」的侵權行為有兩種類型：「一般的意圖」（general intent）和「特定

的意圖」（specific intent）38。「一般的意圖」指原告只要證明侵權人做了導致了

傷害的「行為」即可，其不用證明侵權人是意圖傷害39。相反地，「特定的意圖」

                                                        
34 See id. at 536. 
35 See Adams, supra note 13, at 385. 
36 See Tom Arnold & Louis Riley,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and Patent Misuse: The Enactment of § 

271 and its Subsequent Amendments, 76 J. PAT. & TRADEMARK OFF. SOC’Y 357, 380-81 (1994). 
37 See CRAIG ALLEN NARD, THE LAW OF PATENTS 666-74 (Aspen Publishers 2008). 
38 See Vivian Lei, Is the Doctrine of Inducement Dead?, 50 IDEA 875, 878-79 (2010). 
39 See id. at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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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侵權人具有「惡意」（culpability），而原告要證明被告是有意地傷害，或是被

告基本上可確信他的行為會導致傷害40。 

「過失」的侵權行為其成立有四個要件： 1.合理的注意義務（ a duty of 

reasonable care ） 、 2. 該 義 務 的 違 背 （ breach of that duty ） 、 3. 因 果 關 係

（causation）、4.導致損害（ resulting damages）41。其中第一個要件與「引誘侵

權」在判斷基準的文字使用上相近。「合理的注意義務」的概念是行為人因知道有

風險的存在，而應去做了防止風險的事情，或是應避免其行為的發生42。有時法院

會以「應該要知道」（should have known）的理由來認定行為人知道存在著風險43。

此「應該要知道」的語法很類似於「引誘侵權」的「知道」要件中的語句。 

二、引誘侵權的證明 

「引誘侵權」的要件有二：1.直接侵權44、2.被告具有特定的意圖而來鼓勵他人

的侵權行為45。特別針對第二個要件，原告必須要證明被告的行為引發了侵權行

為，且被告知道或應該要知道（should have known）他的行為會引發實際的侵權行

為46。 

                                                        
40 See JOSEPH W. GLANNON, THE LAW OF TORTS 5 (Aspen Publishers 2d ed. 2000). 
41 See id. at 63. 
42 See id. at 64-68. 
43 See Richardson v. Crawford, 2011 WL 4837849, at*6 (Tex. App.-Waco 2011) (“To impose 

liability on a defendant for negligence in failing to prevent the criminal conduct of another, the 
facts must show more than conduct that creates an opportunity to commit crime—they must show 
both that the defendant committed negligent acts and that it knew or should have known that, 
because of its acts, the crime (or one like it) might occur.”). 

44 See Ricoh Co. v. Quanta Computer Inc., 550 F.3d 1325, 1341 (Fed. Cir. 2008) (“Initially, we note 
that a finding of inducement requires a threshold finding of direct infringement-either a finding of 
specific instances of direct infringement or a finding that the accused products necessarily 
infringe.”). 

45 See id. at 1342 (“It must be established that the defendant possessed specific intent to encourage 
another’s infringement.”). 

46 See id. (“The plaintiff has the burden of showing that the alleged infringer’s actions induced 
infringing acts and that he knew or should have known his actions would induce actual 
infring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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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引誘侵權」的第二個要件中的被告的「知道」程度要求47，美國聯邦巡

迴上訴法院（United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是在2006年的

DSU Med. Corp. v. JMS Co.案48才確定。在之前，有所謂Hewlett-Packard Co. v. 

Bausch & Lomb, Inc.案49的低標準和Manville Sales Corp. v. Paramount Sys., Inc.案50的

高標準，其中二者都是CAFC在1990年做出的先後判決，而Hewlett-Packard Co.案早

於Manville Sales Corp.案約3個月51。Manville Sales Corp.案所宣告的「知道」要件即

現在判斷所使用的要件52，而Hewlett-Packard Co.案只要求原告證明被告具有造成直

接侵權的「行為」的實際意圖53。亦即，Hewlett-Packard Co.基準不問被告是否知道

其所造成的「行為」是專利直接侵權行為。由於DSU Med. Corp.案判決的「引誘侵

權」部分是以CAFC全院所有法官共同審理（en banc）的方式所完成的54，所以該部

分的意見具有較高的拘束力。 

此外，在「引誘侵權」的第二個要件中，有所謂「應該要知道」（should have 

known）的用語，此非常類似侵權行為法的「過失」。某種程度是指責引誘侵權行

為人應該要知道直接侵權行為的存在，儘管行為人事實上是不知道。 

另將「引誘侵權」與「幫助侵權」相比較，「幫助侵權」的成立要具備四個要

件：1.直接侵權、2.被侵權人知道系爭專利、3.零組件無實質的非侵權用途、4.零組

件是系爭發明重要的部分55。特別針對第二個要件，「知道」（knowledge），專利

                                                        
47 See Lei, supra note 38, at 876. 
48 DSU Med. Corp. v. JMS Co., 471 F.3d 1293 (Fed. Cir. 2006). 
49 Hewlett-Packard Co. v. Bausch & Lomb, Inc., 909 F.2d 1464 (Fed. Cir. 1990). 
50 Manville Sales Corp. v. Paramount Sys., Inc., 917 F.2d 544 (Fed. Cir. 1990). 
51 See Lei, supra note 38, at 877-78. 
52 See id. at 881-83. 
53 See Hewlett-Packard Co., 909 F.2d at 1469 (“[W]e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proof of actual intent to 

cause the acts which constitute the infringement is a necessary prerequisite to finding active 
inducement.”). 

54 See DSU Med. Corp., 471 F.3d at 1304. 
55 See Fujitsu Ltd. v. Netgear Inc., 620 F.3d 1321, 1326 (Fed. Cir. 2010) (“To establish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the patent owner must show the following elements relevant to this appeal: 1) that 
there is direct infringement, 2) that the accused infringer had knowledge of the patent, 3)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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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必須證明被告知道其零組件所特別用於的組合物是受專利權保護的，且該組合

物侵害了專利權56。「幫助侵權」重點在提供零組件的特定行為，而「引誘侵權」

注重廣義的協助直接侵權的行為。因此，被告是有可能同時成立二類侵權行為。 

應注意的是，固然「直接侵權」是二類間接侵權行為的共同要件，但此要件並

非間接侵權的核心法律議題。 

肆、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v. SEB S. A.案 

一、事實背景 

本案的事實其實很簡單。SEB公司是專利權人，一家法國籍公司57。系爭專利

為美國專利第 4,995,312 號 58。系爭請求項主張的標的是一種電子式油炸鍋

（electrical deep fryer）59。SEB公司透過其在美國的合作對象T-Fal公司在美國境內

銷售油炸鍋產品60。 

被告有三位：Montgomery Ward公司、Global-Tech Appliances公司和Pentalpha

公司。Pentalpha公司是位於中國香港的公司，其主要從事家用電器的生產與銷

售 61。Global-Tech Appliances公司是英屬維京群島商，其為Pentalpha公司的關係企

業62。Montgomery Ward公司是美國籍公司，於美國從事電器產品的銷售，其也賣油

炸鍋，而在本案中他賣了侵權物63。 

                                                                                                                                                        
component has no 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s, and 4) that the component is a material part of the 
invention.”). 

56 See id. at 1330 (“Philips must show that Netgear ‘knew that the combination for which its 
components were especially made was both patented and infringing.’”). 

57 See SEB S.A. v. Montgomery Ward & Co., Inc., 77 F. Supp. 2d 399, 400 (S.D.N.Y. 1999). 
58 See id. 
59 關於請求項內容和專利圖示，請見王碩汶，註12文，7-8頁。 
60 See SEB S.A., 77 F. Supp. 2d at 400. 
61 See id. 
62 See SEB S.A. v. Montgomery Ward & Co., Inc., 594 F.3d 1360, 1366 (Fed. Cir. 2010). 
63 See SEB S.A., 77 F. Supp. 2d at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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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talpha公司在香港買了SEB公司的油炸鍋產品，並抄襲了該產品，而產生侵

權物64。在1997年，Pentalpha公司進而準備將侵權物賣給Sunbeam Products公司，並

為此而找了一位美國律師做出「使用權」（right-to-use）報告65。雖然該報告指出

Pentalpha公司的油炸鍋未侵害該律師所列舉的專利，但是Pentalpha公司沒有和那位

律師說其產品是抄襲於SEB公司的油炸鍋產品66。 

原告 SEB公司原本不知道Global-Tech Appliances公司和 Pentalpha公司。在

Sunbeam Products公司開始銷售侵權物後，SEB公司在1998年3月10日在美國聯邦地

方法院新澤西州分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New Jersey）對

Sunbeam Products公司提出專利侵權訴訟 67。 SEB公司不久發現了Global-Tech 

Appliances公司和Pentalpha公司的角色，並將該二公司列為被告68。直到1998年10

月，Global-Tech Appliances公司和Pentalpha公司才回應該訴訟，但其請求法院駁回

起訴、駁回原告增加被告的聲請、並停止證據調查程序（discovery）69。地方法院

停止了證據調查程序約5個月後，SEB公司和Sunbeam Products公司在1999年1月和

解70。 

不久後，原告SEB公司發現Global-Tech Appliances公司和Pentalpha公司繼續銷

售侵權物給Montgomery Ward公司71。於1999年8月SEB公司向美國聯邦地方法院紐

約州南區分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對

本案三個被告起訴並主張專利侵權72。 

 

 

                                                        
64 See SEB S.A., 594 F.3d at 1366. 
65 See id. 
66 See id. 
67 See id. 
68 See SEB S.A., 77 F. Supp. 2d at 402. 
69 See id. 
70 See id. 
71 See id. 
72 See SEB S.A. v. Montgomery Ward & Co., Inc., 137 F. Supp. 2d 285, 286 (S.D.N.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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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法院階段 

於本案進行中，在1999年9月10日SEB向地方法院聲請初步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73。1999年12月15日地方法院許可該聲請，並禁止被告銷售侵權物74。

被告不服並上訴至CAFC，而於2000年11月6日CAFC維持該初步禁制令的核發75。 

在初步禁制令執行期間，Global-Tech Appliances公司和Pentalpha公司（以下以

「Pentalpha公司」代表二者）修改了侵權物76。對此，原告於2000年8月3日向地方

法院聲請附帶禁制令（supplemental preliminary injunction）以將該修改物納為禁制

銷售的範圍內77。地方法院於2001年3月20日核准該聲請78。 

證據調查程序在2001年10月30日終止，而直到至2006年4月17日地方法院才開

始進行陪審團審判79。在陪審團聽完所有的證據和相關的陳述後，Pentalpha公司聲

請「法官自為判決」（judgment as a matter of law，又稱JMOL）以宣告原告引誘侵

權的主張是不成立80。不過，法院不准許被告的聲請，而讓引誘侵權的爭議交由陪

審團決定81。關於引誘侵權部分，陪審團認為成立82。 

陪審團認為被告有惡意侵權（willful infringement）的行為，並給予原告46.5億

美金的損害賠償金83。針對陪審團的決議，雙方皆向法院聲請JMOL，其中被告要求

法院減少賠償金而刪除之前原告與Sunbeam Products公司的和解金額（20億美

金），而被告亦要求法院廢棄陪審團關於引誘侵權成立的認定，並希望有新的陪審

                                                        
73 See SEB S.A., 594 F.3d at 1367. 
74 See SEB S.A., 137 F. Supp. 2d at 286. 
75 See id. 
76 See id. 
77 See id. at 287. 
78 See id. at 285. 
79 See SEB S.A., 594 F.3d at 1367. 
80 See id. 
81 See id. 
82 See id. 
83 See id. at 13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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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來重新審議；另方面原告要求律師費、懲罰性賠償、利息、永久禁制令

（permanent injunction）等84。 

之後，地方法院將賠償金減少為26.5億美金，但給予原告懲罰性賠償金26.5億

美金以及律師費約93.2萬美金；另針對利息，法院要求原告根據新的賠償金總額而

重新計算85。 

關於「引誘侵權」爭點，針對Pentalpha公司未把其抄襲原告產品的資訊告知做

專利侵權分析的律師一事，地方法院認為陪審團可考慮是否有重要的資訊未揭露給

該律師，且亦能考慮是否該資訊能讓Pentalpha公司發現系爭專利86。此外，法院也

認為上述事實可以證明Pentalpha公司具有「特定的意圖」（specific intent）和「引

誘侵權的行為」（action to induce infringement）87。因此，法院維持陪審團的決

議。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法院雖認同在1998年4月9日以前被告並不知道系爭專利的

存在，不過此認知不影響法院對「引誘侵權」行為的認定88。 

三、CAFC階段 

針對「引誘侵權」議題，Pentalpha公司在上訴階段的主張為地方法院的JMOL

裁定是錯誤的，因為Pentalpha公司在銷售產品給Sunbeam Products公司的早期並不

知道系爭專利的存在89。 

CAFC審查的重點在於地方法院對陪審團指引（jury instruction）是否採取正確

的基準，以讓陪審團可做適當的事實判斷90。該指引涉及直接侵權和引誘侵權等二

                                                        
84 See id. at 1368. 
85 See SEB S.A. v. Montgomery Ward & Co., Inc., 2007 WL 3165783, at*13 (S.D.N.Y. 2007). 
86 See id. at*4 (“[T]he jury was free to consider whether key information was not disclosed to Levy in 

his patent search and whether that information would have allowed defendants to discover the 
patent.”). 

87 See id. (“[T]his evidence was sufficient to establish ‘specific intent and action to induce 
infringement’.”). 

88 See SEB S.A., 594 F.3d at 1367. 
89 See id. at 1373. 
90 See id. at 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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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認定91。由於該指引是陪審團裁示損害賠償金額的基礎，但在該指引案中並未

區分依照直接侵權成立所算得的賠償金和依照引誘侵權成立所計算的賠償金，

CAFC必須要檢視這依據二類侵權行為所陳述的指引，其內容是否為正確地適用相

關的法律理論92。 

CAFC認為該指引中直接侵權部分和引誘侵權部分皆是合乎法律理論93。在引誘

侵權部分，CAFC認為地方法院的駁回被告JMOL聲請之裁定並非是錯誤的。CAFC

的法理依據是2006年CAFC所宣告的DSU Med. Corp. v. JMS Co.案94。在該案中，

CAFC要求專利權人應證明被告「知道或應該要知道」（ “knew or should have 

known”）他的行為會造成侵權行為，而此要件的內容包括被告「知道或應該要知

道」系爭專利 95。只不過，該案對此「知悉系爭專利」（ “knowledge-of-the-

patent”）的法律定義並未說明清楚96。 

CAFC試圖在本案中探索「知悉系爭專利」要件的範圍。其首先由引誘侵權中

「特定的意圖」（specific intent）的概念出發97。不過，CAFC並不是正面陳述「特

定的意圖」的概念。其指出在民事案件中，「特定的意圖」的概念不會狹窄到讓侵

權者可無視於可知的侵權風險98。該法理是基於二個判決Crawford-El v. Britton案99

和Boim v. Holy Land Found. for Relief & Dev.案100，而在對該判決的註解中，CAFC

指出「特定的意圖」相等於「故意漠視」（deliberate indifference）101。 

                                                        
91 See id. 
92 See id. 
93 See id. 
94 DSU Med. Corp. v. JMS Co., 471 F.3d 1293 (Fed. Cir. 2006). 
95 See SEB S.A., 594 F.3d at 1375-76. 
96 See id. at 1376 (“This court’s opinion did not, however, set out the metes and bounds of the 

knowledge-of-the-patent requirement.”). 
97 See id.  
98 See id. (“As other courts have observed, ‘specific intent’ in the civil context is not so narrow as to 

allow an accused wrongdoer to actively disregard a known risk that an element of the offense 
exists.”). 

99 Crawford-El v. Britton, 951 F.2d 1314 (D.C. Cir. 1991). 
100 Boim v. Holy Land Found. for Relief & Dev., 549 F.3d 685, 693 (7th Cir. 2008). 
101 See SEB S.A., 594 F.3d at 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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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故意漠視」基準變成CAFC審理本案JMOL裁定的依據。雖然CAFC提

到聯邦最高法院曾經說針對民事案件，「故意漠視」並非必然為「應該要知

道」 102，但是CAFC認為此可替代「應該要知道」基準，而甚至在很多時候，「故

意漠視」是一種「事實上知悉」的形式103。 

對於「故意漠視」基準，CAFC認為其為一種主觀意圖的判斷，而要檢視侵權

者是否知道有明顯的侵權風險，並是否忽略該風險104。侵權人是可以提出反證的，

例如侵權人可證明他真的不知道這樣高度的風險105。 

在這樣的基準下，CAFC認為地方法院並沒有做出錯誤的裁定，雖CAFC也認為

在地方法院所完成的證據資料中並無可證明1998年4月9日以前被告知道系爭專利的

存在106。CAFC認為有足夠的證據支持陪審團所認定的事實，亦即Pentalpha公司有

意地忽視SEB公司擁有專利的風險，而該風險是可知的107。 

與CAFC認為Pentalpha公司構成「故意漠視」的行為有關的事實包括108： 

1. Pentalpha公司在香港購買SEB公司的產品，並且仿製該產品。 

2. Pentalpha公司找了一位美國律師針對其產品做出「使用權」（right-to-use）

報告，但並未告知該律師其產品是仿製SEB公司的產品。 

3. Pentalpha公司的負責人對美國專利制度是相當瞭解的，並也知道SEB公司應

是擁有專利。 

4. Pentalpha公司的負責人自己為該公司數件美國專利的發明人。 

                                                        
102 See id. (citing Farmer v. Brennan, 511 U.S. 825, 840 (1994)). 
103 See id. at 1377 (“More importantly, and as courts have observed in a variety of settings, the 

standard of deliberate indifference of a known risk is not different from actual knowledge, but is a 
form of actual knowledge”). 此觀點是根據二個判決所來：United States v. Carani, 492 F.3d 867 
(7th Cir. 2007)和Woodman v. WWOR-TV, Inc., 411 F.3d 69 (2d Cir. 2005)。See id. 

104 See id. at 1376 (“[‘Deliberate indifference’] may require a subjective determination that the 
defendant knew of and disregarded the overt risk that an element of the offense existed.”). 

105 See id. at 1376-77 (“[An accused infringer] shows that it was genuinely “unaware even of an 
obvious risk”). 

106 See id. at 1377. 
107 See id.  
108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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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entalpha公司和SEB公司之前有商業合作關係，而在該次合作涉及Pentalpha

公司的專利商品。 

此外，CAFC認為Pentalpha公司未能提出證據證明其認為系爭專利是不存在

的109。因此，CAFC認為證據顯示Pentalpha公司有意地忽略侵權的風險，陪審團的

引誘侵權認定無誤，而地方法院的JMOL裁定為合法110。 

應注意的是，「故意漠視」基準應是在本案才初次採用的一種基準，以判斷是

否成立「應該要知道系爭專利」的事實。而CAFC更表示本案的「故意漠視」基準

並非用於限制原告證明「知道」（knowledge）的方法111，原告的證據方法還有其

他未知的選擇112。 

四、最高法院階段 

被告不服CAFC的判決而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在2010年10月12日

宣布受理本案113。 

王碩汶先生在其文章中指出最高法院重新解釋35 U.S.C. § 271(b)114。對此，筆

者提供另一種觀察。最高法院並不是反對CAFC關於「引誘侵權」行為所提出的法

理。最高法院只是不同意CAFC在“intent”（意圖）判斷上所採取的基準，因為CAFC

的「故意漠視」基準只要求證明被告行為會導致專利侵權行為是種「可知的風險」

（known risk），並未要求行為人有主動的舉動來避免自己知道其行為具有侵權行

                                                        
109 See id. at 1377-78. 本文前述有提到SEB公司在香港賣的產品並未標上美國專利號碼。對此，

CAFC認為如果Pentalpha公司要以此舉出其的確不該知道系爭專利的存在，Pentalpha公司也

必須要證明為何一個在香港販售的商品應該標上美國專利證書號。See id. at 1378 (“But 
Pentalpha does not argue that it relied on the lack of a mark to come to a belief that the deep fryer 
was not patented. And even if it had, such an argument would likely lack credibility unless it were 
supplemented by an explanation for why one would expect an SEB deep fryer purchased in Hong 
Kong to have U.S. patent markings.”). 

110 See id. at 1378. 
111 See id. (“This opinion does not purport to establish the outer limits of the type of knowledge needed 

for inducement.”). 
112 See id.  
113 See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v. SEB S.A., 131 S. Ct. 458, 458 (2010).  
114 王碩汶，註12文，15-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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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本質115。 

對評價CAFC的「故意漠視」基準，最高法院首先解釋35 U.S.C. § 271(b)的要件

是否包括“intent”（意圖）。在該條款中有“induce”（引誘）一字，而對該字，最高

法院引用字典的解釋而認為「引誘侵權」的要件應包含「意圖」116。而該條款中的

“actively”（積極地）其作為「引誘」的副詞，此使得「引誘侵權」行為人必須要採

取主動的步驟以造成所預期的結果117。 

儘管會去引誘他人做某件行為者其必然瞭解該行為，但最高法院認為35 U.S.C. 

§ 271(b)的語意是模糊的118。有二種解釋的可能。一是引誘者所引誘的行為恰巧為

專利侵權行為，而二是引誘者知道他所引誘的是專利侵權行為119。 

最高法院認為應採第二種解釋，其理由主要來自判例分析。雖1964年的Aro 

Mfg. Co. v. Convertible Top Replacement Co.案指出35 U.S.C. § 271主要在法典化傳統

的「幫助侵權」，但在本案中最高法院認為1952年之前的判例並無法協助前述二種

解釋的取捨120。例如對於1897年的Thomson-Houston Elec. Co. v. Ohio Brass Co.案，

最高法院認為該判決意味著零組件的銷售者所販賣的物品如果成為某商品的一部

分，而該商品恰好侵害了專利權，則此行為足夠被視為幫助侵權121。但例如1912年

的Henry v. A.B. Dick Co.案122，最高法院認為該案指出行為人在知道專利的情況

下，未經權利人授權而製造侵權物，並有意圖地和有目的地認為直接侵權人應會使

用該侵權物，則此才可視為幫助侵權123。 

                                                        
115 See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v. SEB S. A., 131 S. Ct. 2060, 2071 (2011) (“[T]he Federal 

Circuit’s test does not require active efforts by an inducer to avoid knowing about the infringing 
nature of the activities.”).  

116 See id. at 2065.  
117 See id. (“[T]he inducement must involve the taking of affirmative steps to bring about the desired 

result.”). 
118 See id.  
119 See id.  
120 See id. at 2066. 
121 See id. (“[I]t was sufficient if the seller of the component part intended that the part be used in an 

invention that happened to infringe a patent.”). 
122 224 U.S. 1 (1912). 
123 See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131 S. Ct. at 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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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1952年的判例無法幫助解決爭議，但最高法院認為其於1964年的Aro Mfg. 

Co. v. Convertible Top Replacement Co.案已解決了此爭議124。在該案中，對於35 

U.S.C. § 271(c)的幫助侵權人，最高法院已認為該類侵權人所具有的「知道」

（knowledge）是指該幫助侵權人必須知道其零組件所特別設計用於的組合物是有專

利權的，而該組合物侵害了專利權125。 

最高法院認為35 U.S.C. § 271(b)的「知道」（knowledge）應等同於35 U.S.C. § 

271(c)的程度126。其理由為1952年前的間接侵權概念並未視「引誘侵權」為不同的

類型，而「引誘侵權」是證明「幫助侵權」的一種形式127。亦即，最高法院認為

「引誘侵權」和35 U.S.C. § 271(c)的「幫助侵權」都是1952年前「幫助侵權」的一

部分。 

在二類間接侵權行為都具備「知道」的要件下，最高法院認為既然35 U.S.C. § 

271(c)的「知道」已在判例中被認定為行為人知道系爭專利的存在並且知道該專利

被侵害了128，其必須遵守「判決先例」（stare decisis）原則129。因此，35 U.S.C. § 

271(b)的「知道」是要求行為人知道其所導致的行為是專利侵權行為130。 

在這樣解釋下，似乎被告Pentalpha公司應該贏得本案勝訴，因為沒有直接證據

證明其知道系爭專利。但結果卻不是如此。最高法院認為Pentalpha公司的行為仍構

成引誘侵權的「知道」131。最高法院提出了一個新的判斷基準，「刻意視而不見」

                                                        
124 See id. at 2067. 
125 See id.  
126 See id. (“[A]s we explain below, that conclusion compels this same knowledge for liability under § 

271(b).”). 
127 See id. 
128 See id. at 2068 (“[W]e proceed on the premise that § 271(c) requires knowledg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patent that is infringed.”). 
129 See id.  
130 See id. (“[W]e now hold that induced infringement under § 271(b) requires knowledge that the 

induced acts constitute patent infringement.”). 
131 See id. (“We nevertheless affirm the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Appeals because the evidence in this 

case was plainly sufficient to support a finding of Pentalpha’s knowledge under the doctrine of 
willful blin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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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ful blindness）基準，來處理這樣的案件132。「刻意視而不見」是源自於刑法

的概念133。 

最高法院認為一個具有「刻意視而不見」行徑的被告其採取有意識的行為來避

免去確認錯誤行為發生的高度可能性，而該行為可視被告為事實上知道那些與侵權

行為有關的關鍵事實 134。此外，最高法院認為「刻意視而不見」有二個基本要

件135。一是被告必須主觀地相信事實的發生是高度可能的136。二是被告必須做出有

意識的行為來避免得知該事實137。 

根據新提出的「刻意視而不見」基準，最高法院認為被告Pentalpha公司於1998

年4月的行為仍成立「引誘侵權」。最高法院所指出的相關事實為138： 

1. Pentalpha公司在開發供應Sunbeam Products公司的產品時已做過市場調查，

因而其知道SEB公司的油炸鍋是個創新的產品，並知道由於該產品是優質產

品而其銷售量成長是持續了一段期間。 

2. Pentalpha公司決定要仿製SEB公司在美國境外銷售的油炸鍋。 

3. Pentalpha公司所開發的侵權物是針對美國市場。 

4. Pentalpha公司的負責人自己本身是美國專利的發明人，而其也知道銷售至美

國境外的產品通常不會標示美國專利號。 

5. 關於美國律師的「使用權」（right-to-use）報告，Pentalpha公司的負責人有

意地不告知該律師其產品其實是仿製SEB公司的產品。 

特別對於不告知美國律師其仿製SEB公司產品的行為，最高法院認為其無法理

解Pentalpha公司的目的，而唯一合理的解釋是Pentalpha公司只是想為未來的專利侵

                                                        
132 See id.  
133 See id.  
134 See id. at 2070-71 (“[A] willfully blind defendant is one who takes deliberate actions to avoid 

confirming a high probability of wrongdoing and who can almost be said to have actually known 
the critical facts.”). 

135 See id. at 2070. 
136 See id. (“[T]he defendant must subjectively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high probability that a fact 

exists.”). 
137 See id. (“[T]he defendant must take deliberate actions to avoid learning of that fact.”). 
138 See id. at 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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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指控預備一些藉口139。最高法院認為Pentalpha公司對此也無合理的說詞，因而陪

審團綜合證據而認定「引誘侵權」的成立，此並無非錯誤140。 

因此，雖然CAFC所採取的判斷基準被否定了，但最高法院仍維持了CAFC的判

決141。 

伍、影響分析 

一、刑法法律概念的導入 

非常特殊地，最高法院竟然以「刑法」的概念來討論專利法引誘侵權的「知

道」要件，此為前所未見142。特別是其引用「模範刑事法典」（Model Penal Code, 

MPC）。 

在刑事案件中，最高法院採用「模範刑事法典」的「知道」（knowledge）概念

早自1960年代即開始143。其進一步在1970年的Turner v. United States案144中採用

「刻意視而不見」概念145。自始，下級的聯邦法院開始在刑事案件中使用「刻意視

而不見」基準來認定「知道」146。有論者認為「刻意視而不見」基準在不同的巡迴

上訴法院有不同的意涵147。而最高法院在本案中也點出巡迴上訴法院的「刻意視而

                                                        
139 See id. (“On the facts of this case, we cannot fathom what motive Sham could have had for 

withholding this information other than to manufacture a claim of plausible deniability in the event 
that his company was later accused of patent infringement.”). 

140 See id. at 2072. 
141 See id. 
142 See Jason A. Rantanen, An Objective View of Fault in Patent Infringement, 60 AM. U. L. REV. 

1575, 1621 (2011). 
143 See Justin C. From, Note, Avoiding Not-so-harmless Errors: The Appropriate Standards for 

Appellate Review of Willful-blindness Jury Instructions, 97 IOWA L. REV. 275, 282-83 (2011). 
144 Turner v. United States, 396 U.S. 398 (1970). 
145 See From, supra note 143, at 283. 
146 See id. at 283-84. 
147 See id. at 286 (“The federal circuits have developed a series of confusing splits on the appropriate 

guidelines for the appellate review of willful-blindness jury i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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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基準是「稍許的不同」（slightly different ways）148。不過這不影響最高法院

的選擇。 

在本案中，最高法院認為早在「模範刑事法典」提出前，其即有類似「刻意視

而不見」概念的闡釋149。首部判決是1899年的Spurr v. United States案150，在該案中

法律處罰銀行經理人有意地讓帳戶不足額的支票兌現，而最高法院在該案的經理人

是有罪的，因為其有意地忽視提款人帳戶不足額的問題151。在Spurr案後，聯邦刑事

法律開始有「刻意視而不見」法理的演進，而「模範刑事法典」在1962年提出時即

有意將「刻意視而不見」法理法典化152。 

最高法院認為MPC §  2.02(7)即是「刻意視而不見」的法典化 153。MPC § 

2.02(7)的條文名稱為“Requirement of Knowledge Satisfied by Knowledge of High 

Probability”（以知道有高度可能性來滿足知道的要求），其規定：「當侵害行為的

要件是行為人知道該特定事實存在時，構成該知道的情況是如果行為人注意到該事

實存在的高度可能性，除非該行為人實際上相信該事實並不存在。」（“When 

knowledge of the existence of a particular fact is an element of an offense, such 

knowledge is established if a person is aware of a high probability of its existence, unless 

he actually believes that it does not exist.”）154不過，如果比較MPC § 2.02(7)和最高

法院所陳述的「惡意漠視」，可發現就文義上而言，MPC § 2.02(7)似乎缺乏「主

動去避免知道」的動作敘述。 

在本案中，最高法院認為有許多刑法的規定要求證明「知道」（knowingly）或

「惡意」（willfully），而法院則曾以被告有「刻意視而不見」的行為來認定「知

道」的成立155。亦即，最高法院認為「知道」（knowingly）和「刻意視而不見」

                                                        
148 See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131 S. Ct. at 2070. 
149 See id. at 2069. 
150 Spurr v. United States, 174 U.S. 728 (1899). 
151 See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131 S. Ct. at 2069. 
152 See id. 
153 See id. 
154 See JOSHUA DRESSLER, CASES AND MATERIALS ON CRIMINAL LAW 982 (Thomson West 4th ed. 

2007). 
155 See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131 S. Ct. at 20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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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ful blindness）是可相互取代的156。事實上，有州法院認為二者屬於不同的層

次，而認為「刻意視而不見」類似重新詮釋的「不經意」（recklessly）157。儘管

「刻意視而不見」基準的法理推演被本案中提出不同意見書的Kennedy大法官

（Justice）認為錯誤的158，但本案已經成為最高法院的判例，故其當然為專利引誘

侵權法制的一部分。 

筆者認為CAFC和地方法院將如何執行最高法院的「刻意視而不見」基準是值

得觀察的。有二個觀察方向，一是證據調查（discovery）實務會如何調整，另是

CAFC會如何審查地方法院的陪審團指引（jury instruction）。而目前是不易瞭解相

關的變化，需要等多一點判決出現後才得以知道。 

此外，既然最高法院採用「模範刑事法典」的「刻意視而不見」概念來處理專

利引誘侵權的「知道」要件。可預期的是「模範刑事法典」的「知道」

（knowingly）概念應該會開始影響專利引誘侵權的「知道」要件。 

MPC § 2.02(2)(b)規定“knowingly”（知道）的定義，其關注於行為人是否知道

他做了構成侵害行為的「重要要件」（material element）的行動，而「知道」的成

立有二個要件：1.若該要件涉及其行為的本質或隨後而生的情況，行為人知道其行

為具有該本質或知道隨後而生的情況是存在的（“if the element involves the nature of 

his conduct or the attendant circumstances, he is aware that his conduct is of that nature 

or that such circumstances exist;”）；2.若該要件涉及其行為的結果時，行為人知道其

行為將造成該結果是實務上可確定的。（“if the element involves a result of his 

conduct, he is aware that it is practically certain that his conduct will cause such a 

result.”） 159比較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個要件中的「實務上可確定的」（practically 

certain）。如果法院開始使用MPC § 2.02(2)(b)於引誘侵權的「知道」要件的認定，

「實務上可確定的」會如何被解釋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156 See id. at 2072. 
157 See DRESSLER, supra note 154, at 161-64. 
158 See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131 S. Ct. at 2072. 
159 See DRESSLER, supra note 154, at 982.  



38  

專利師︱第九期︱2012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二、對「引誘侵權」的影響 

在 本 案 中 ， 最 高 法 院 認 為 「 刻 意 視 而 不 見 」 基 準 應 優 於 「 輕 忽 」

（ recklessness）和「過失」（negligence）等二型態的基準 160。所謂「輕忽的被

告」（reckless defendant）其為僅僅知道有基本的、無法合理化的風險，而該風險

將導致錯誤的行為161。所謂「有過失的被告」（negligent defendant）其為應該要知

道（should have known）與前述風險相似的風險，但事實上行為人是不知道的162。 

從最高法院否定CAFC「故意漠視」基準的態度，我們可以推得「輕忽的被

告」應該不會負擔「引誘侵權」的責任。但是「有過失的被告」是否也可免責，此

目前是未知的。最高法院並未明確否定「有過失的被告」，所以或許引誘侵權的

「應該要知道」類型的「知道」仍然是「知道」要件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必須觀

察CAFC或地方法院會不會調整「引誘侵權」要件中的「應該要知道」。 

如果「應該要知道」仍是「知道」要件的一種類型，或許「模範刑事法典」的

「過失」概念也會影響引誘侵權的發展。MPC § 2.02(2)(d)規定“negligently”（過

失）的定義，其首先說：「行為人被視為過失地做了構成侵害行為的『重要要件』

的行為是當該行為人應該知道有基本的和無法合理化的風險，而該風險為該重要要

件是存在的，或該重要要件是導因於其行為。」（“A person acts negligently with 

respect to a material element of an offense when he should be aware of a substantial and 

unjustifiable risk that the material element exists or will result from his conduct.”）163同

條款進一步定義「風險」（risk），其為：「該風險必須具有一定的本質並達到一

定的程度，以致於從該行為的本質和目的來考慮，且亦從該行為人所知道的情況來

考慮時，行為人未能成功地預見該風險是涉及了注意基準的重大偏離，而該基準是

一理性的人在處於該行為人的狀況下所會觀察到的。」（“The risk must be of such a 

                                                        
160 See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131 S. Ct. at 2070 (“We think these requirements give willful 

blindness an appropriately limited scope that surpasses recklessness and negligence.”). 
161 See id. at 2071 (“[A] reckless defendant is one who merely knows of a substantial and unjustified 

risk of such wrongdoing.”). 
162 See id. (“[A] negligent defendant is one who should have known of a similar risk but, in fact, did 

not.”). 
163 See DRESSLER, supra note 154, at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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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and degree that the actor’s failure to perceive it, considering the nature and 

purpose of his conduct and the circumstances known to him, involves a gross deviation 

from the standard of care that a reasonable person would observe in the actor’s 

situation.”）164 

從MPC § 2.02(2)(d)的字面觀察，其似乎仍強調一種「可知的風險」（known 

risk）。不過，原告或許必須要證明侵權人違反其注意的義務，因而MPC § 

2.02(2)(d)的「過失」和被最高法院廢棄的「故意漠視」基準之間仍是有程度上的差

異。 

在CAFC或地方法院將MPC § 2.02(2)(d)帶入間接侵權之前，我們還無法評估

「引誘侵權」的「知道」要件會如何受到MPC § 2.02(2)(d)的影響。CAFC或地方法

院會如何看待MPC § 2.02(2)(d)中的「基本的和無法合理化的風險」（substantial 

and unjustifiable risk），是法理的變動，或是陪審團指引的內容？這可能是值得觀

察的議題。 

三、對「幫助侵權」的影響 

王碩汶先生在其文章中指出最高法院區分35 U.S.C. § 271(b)和35 U.S.C. § 271(c)

之不同的判斷標準165。事實上，二類間接侵權行為的要件原本就不同。然而，重要

的是在本案中，最高法院把「引誘侵權」和「幫助侵權」的「知道」要件綁在一

起。或許，在未來CAFC或地方法院會使用「刻意視而不見」基準來判斷「幫助侵

權」的「知道」要件。例如，在2011年9月2日做出的Trading Techs. Int’l, Inc. v. 

BCG Partners, Inc.案166中，該地方法院在討論「引誘侵權」和「幫助侵權」的舉證

時，曾指出原告必須證明被告知道系爭專利或被告惡意漠視系爭專利167。當然，該

                                                        
164 See id.  
165 王碩汶，註12文，17-18頁。 
166 Trading Techs. Int’l, Inc. v. BCG Partners, Inc., 2011 WL 3946581 (N.D. Ill. Sept. 2, 2011). 
167 See id. at*3 (“As noted above, in Global-Tech the Supreme Court established that the plaintiff must 

show the alleged infringer must have knowledge of the patent at issue (or at least “willful 
blindness” to the patent) and knowledge that the infringer’s product infringed on that patent to 
prove a claim for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35 U.S.C. § 271(b)) and inducing infringement (35 
U.S.C. § 27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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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只是關於訴訟程序爭議的裁定，而非實際侵權認定的判決，故我們無法絕對認為

地方法院是使用「刻意視而不見」基準來看「幫助侵權」。然而，從地方法院的法

理語言中，我們可以確定「刻意視而不見」是有可能用於「幫助侵權」的認定。 

一旦「刻意視而不見」用於「幫助侵權」判斷，則此比較起來對我國廠商是不

利的法制發展方向。具有美國市場台商要更謹慎面對美國專利侵權的風險，並且要

對其美國律師更坦承，以免律師所完成的不侵權意見書反而成為「刻意視而不見」

基準下的最佳證據。 

王碩汶先生曾建議企業可委託他人研發，以避免「知道」系爭專利的存在，或

以淨室（clean room）原則，完全自行開發技術來從事研發，以讓研發者可不接觸

實際的商品168。不過，筆者認為根據這樣的行為更容易被視為「刻意視而不見」，

因為行為人就是因為知道有侵權的風險，所以刻意讓自己陷入無知的狀態。 

因此，筆者建議台商仍須謹慎地透過迴避設計與專利侵權分析來進行產品研

發，以免未來在美國市場面對專利間接侵權的指控。 

陸、結 論 

2011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v. SEB S. A.案中新創了

「刻意視而不見」基準來檢視「引誘侵權」的「知道」要件。此基準源自於刑法的

概念。「刻意視而不見」有二個基本要件。一是被告必須主觀地相信事實的發生是

高度可能的。二是被告必須做出有意識的行為來避免得知該事實。在本案中，被告

在委託美國律師做「使用權」報告時，其有意地不告知該律師系爭產品其實是仿製

SEB公司的產品，而該報告指出系爭產品無侵害美國專利權的疑慮。最高法院認為

此事實唯一合理的解釋是被告公司只是為未來的專利侵權指控找些藉口，故根據

「刻意視而不見」基準，被告有引誘侵權的行為。 

本文認為本案會產生三種影響。首先，最高法院的「刻意視而不見」基準會如

何影響證據調查實務或CAFC會如何審查地方法院的陪審團指引等是值得觀察的。

此外，「模範刑事法典」中的概念可能會漸漸滲透專利法。例如，MPC的「知道」

                                                        
168 王碩汶，註12文，18-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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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或許會影響「引誘侵權」的「知道」要件。第二，在「引誘侵權」的「知道」

要件中，「應該要知道」類型的判斷或許會改變，因為最高法院似乎不同意「引誘

侵權」行為人是「有過失的被告」。然而，如果維持該類型，MPC的「過失」概念

有可能影響「應該要知道」判斷的發展。第三，「幫助侵權」和「引誘侵權」的

「知道」要件被視為一樣的概念，所以「幫助侵權」的法理中應會納入「刻意視而

不見」基準的概念，而此可能對台商更不利。未來台商必須更謹慎進行迴避設計或

專利侵權分析，以避免被認定為專利間接侵權。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案對往後美國專利間接侵權法制的影響是非常值得

注意的。目前該法制處於一種未知狀態，而有賴更多的判決做出後，該法制的內容

才會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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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先驅性發明面臨之專利

挑戰 
蔡坤旺*、沈立明**、陳恕琮*** 

壹、前 言 

隨著美國聯邦法院一些具爭議性判決的出現，純粹以發現某生物作用機制而據

以治療某類疾病之學術理論為基礎的專利申請，正面臨著是否具可專利性之嚴苛考

驗。即使此類申請案已獲准專利，也可能因為說明書之記載缺乏具體的藥物合成及

功效實例，而喪失其專利權的有效性。本文藉由引述一件美國聯邦法院2008-1248判

決（Ariad et al v. Eli-Lilly）之內容作為主軸，希望能以法條釋義、專利保護及商業

利益之觀點，來探討先驅性發明應合理受到的專利保護型態，以及在取得專利權後

面臨侵權爭訟及商業授權時所能占有的利基。 

此件美國聯邦法院判決案之所以引起生物技術相關學術界與產業界的關注及討

論，是因為審理該案的聯邦法院以愛禮德製藥公司之專利（美國第6,410,516號專

利，以下稱’516號專利）缺乏書面說明要件（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規定

於美國專利法第112條第1款1），而判決該’516號專利無效。由於該’516號專利的發

                                                        
* 法瑪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所長、北京清華大學法學博士。 
** 法瑪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資深顧問、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生化學博士。 
*** 法瑪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副所長、中興大學分子生物學博士班。 
1 美國專利法第112條第1款原文： 

The specification shall contain a written description of the invention, and of the manner and process 
of making and using it, in such full, clear, concise, and exact terms as to enable any person ski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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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是首先鑑定出轉錄因子NF-κB，並揭露其在人體受感染時之免疫反應中活化基

因表現的機制，進而基於彼等之發現，提供藉由減少NF-κB在細胞中之活性來調節

細胞對外界刺激之反應的方法，並納入其申請專利範圍者，故該發明在申請當時被

認為是屬於先驅性發明（pioneer invention），理應獲得較廣泛的權利保護範圍

（genus claims），而如今卻因缺乏書面說明要件，而獲判其申請專利範圍無效，對

於以基礎理論發明為主的學術界而言，無疑是投下了一枚頗具威力的震撼彈。 

該判決不僅在專利撰寫實務上具有其指標意義，並且對於先驅性技術專利在技

轉之商業運作上亦極具重要性，因此，深入暸解該案之在聯邦巡迴上訴過程的始

末，對於生物醫療科技在基礎理論發展階段時之專利申請時機、專利說明書撰寫以

及申請專利範圍之界定方式，是否應採取較為嚴格的要求，值得相關領域人士注

意。 

貳、美國聯邦法院2008-1248判決之訴訟背景 

該訴訟案之起源是，愛禮德製藥公司、麻省理工學院、懷特黑德生物醫藥研究

所、哈佛學院主席及院士（Ariad et al.，以下統稱「愛禮德製藥公司」）在2002年6

月25日（即係’516號專利之公告日），共同向麻薩諸塞州地區法院（以下稱「麻州

地區法院」）提起訴訟，指控禮來公司（Eli-Lilly & Company）的Evista®（治療骨

質疏鬆與乳癌）與Xigris®（治療敗血症）兩項藥品，涉嫌侵害該專利之第80、95、

144及145權利請求項（claim）。該訴訟指控所依據之專利請求項，重寫如後： 

請求項80〔一種在真核細胞上可修飾外界影響效能的方法，而該外界影響可誘

導出NF-κB所傳遞的細胞內訊息，該方法包括改變細胞內NF-κB活性，而使因外

部影響之NF-κB的傳遞作用被修飾，因而其中，減少細胞內NF-κB活性〕。其

中，減少NF-κB活性包括：減少NF-κB分子與對此受NF-κB調控轉錄基因之NF-

κB之識別區的結合強度； 

                                                                                                                                                        
in the art to which it pertains, or with which it is most nearly connected, to make and use the same, 
and shall set forth the best mode contemplated by the inventor of carrying out his i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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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項95〔一種用以降低真核細胞內基因表現水平之方法，而該基因是因藉由

外部刺激，而誘導出NF-κB所傳遞的細胞內訊息。該方法包括：減少細胞內的NF-

κB活性，而使該基因表現減少〕可在人體細胞內進行； 

請求項144〔一種減少哺乳動物細胞內，細菌脂多醣誘導表現的細胞因子的方

法，該方法包括：減少細胞內的NF-κB活性，而以減少細胞中，細菌脂多醣誘導表

達的該細胞因子〕其中，減少NF-κB活性包括：減少NF-κB分子與對此受NF-κB

調控轉錄基因之NF-κB之識別區的結合強度； 

請求項145〔一種減少哺乳動物細胞內，細菌脂多醣誘導表現的細胞因子的方

法，該方法包括：減少細胞內的NF-κB活性，而以減少細胞中，經由細菌脂多醣誘

導表達的該細胞因子〕可在人體細胞內進行。 

’516號專利涉及藉由轉錄因子NF-κB而調節（干擾）基因表現，其發明人發

現：細胞中NF-κB通常與一種名為「IκB」（「Inhibitor of kappa B」）的蛋白質

抑制劑結合，此時NF-κB為非活化之狀態，可經由諸如細菌產生內毒素等細胞外刺

激，及一系列生化反應，將它從IκB中釋放出來。一旦被釋放，NF-κB會進入細胞

核中，活化並轉錄含有NF-κB基因識別區的基因（如：某些細胞因子），有助於人

體對抗細胞外的攻擊；雖然細胞因子之產生可有助於對抗病菌，但過量將對人體有

害，因此發明人辨識到，人為干擾與NF-κB相關的活性，可減少某些有害疾病的症

狀，並在1989年4月21日提出專利申請，宣稱他們發現：一種藉由減少NF-κB活性

來調節細胞對於外界刺激的反應方法。 

這項技術專利是由數位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麻省理工學院

（MIT）等大學知名教授，其中亦包括兩位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共同發明，並且技術

授權予愛禮德製藥公司。當愛禮德製藥公司自Harvard/MIT獲得有關NF-κB之專屬

授權後，即接觸過50多家醫藥生技公司，宣稱這些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其作用機制

與NF-κB之功能調控有關，而要求技術授權，但皆未成功。於是，該案原告愛禮德

製藥公司針對該’516號專利，對被告禮來公司提起侵權訴訟。 

該案於麻州地區法院之事實審階段中，在2006年4月，地區法院經由14天陪審

團審理侵權與有效性的爭點。陪審團於2006年5月4日作成裁決判定：Evista®與權利

請求項80及95有關，Xigris®與權利請求項144及145有關，認定禮來公司兩項藥物：

Evista®及Xigris®侵權成立。陪審團還發現：由於’516號專利並不因欠缺可據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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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與書面說明要件，因此專利範圍維持有效且不存在專利無效之情形。並判定侵

犯了愛禮德製藥公司專利。 

麻州地區法院不採取禮來公司關於申請依法律判決（judgment as a matter of 

law, JMOL2）的主張，而改採一種新的審判方式。於是在2006年8月，法院進行為

期4天的法官審判（bench trial），審理禮來公司追加之三項主張：1.不具可專利性

的辯護，2.不公平行為，3.懈怠行使權利，並對該三項主張作成對愛禮德製藥公司

有利之判定。地院判決，愛禮德製藥公司應獲得美金6億2,500萬於2006年前授權

金，而未來至2019年間之授權金，以產品於美國銷售之2.3%計算。 

禮來公司在2009年4月3日及時向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提出訴求，而全體陪審員部

分認同，部分推翻；陪審員們堅持：地區法院的裁定並無不公平行為，但推翻地區

法院陪審團就美國專利法第112條第1款關於書面說明要件的見解，認為’516號專利

由於欠缺書面說明要件，因此判定其專利範圍無效。據此，愛禮德製藥公司訴請全

體法官重新審理，挑戰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就美國專利法第112條第1款所作：應包含

單獨的書面說明要件與據以實施要件分離的解釋3。有鑑於相關爭議明顯增多，且書

面說明要件的適當角色，美國聯邦法院遂同意愛禮德製藥公司的請求，謄出陪審員

意見，並指出兩個問題： 

1.美國專利法第112條第1款是否包含一個與可據以實施要件（ enablement 

requirement）分開，須單獨存在的書面說明要件（ 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

ment）？ 

2.如果規定需要一個單獨的書面說明要件，則其範圍和目的的要求是什麼？ 

除雙方所提之答辯書外，法院還收到25份諮詢意見書。其中，17份支持禮來公

司，1份支持愛禮德製藥公司，其餘7份則兩者都不支持；包含美國聯邦法院在內，

                                                        
2 申請依法律判決，乃指該問題屬於法律上之議題，不用由陪審團決定，是由審判法官判決即

可。 
3 雖然這不是新問題，參照案件In re Barker, 559 F.2d 588, 591-93 (CCPA 1977)，其重要性近年

來有顯著增加，參照案件LizardTech, Inc. v. Earth Res. Mapping, Inc., 433 F.3d 1373（聯邦法

院，2005，全體法官對專利法第112條第1款是否需要獨立書面說明要件乙事，拒絕重新審

理）、Univ. of Rochester v. G.D. Searle & Co., Inc., 375 F.3d 1303（聯邦法院，2004，全體法

官對專利法第112條第1款是否需要獨立書面說明要件乙事，拒絕重新審理）、Enzo 
Biochem, Inc. v. Gen-Probe Inc., 323 F.3d 956, 970（聯邦法院，2002，意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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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意見書都支持該法院目前有關書面說明要件的見解。愛禮德製藥公司與禮來

公司雙方在2009年12月7日，於聯邦法院進行口頭辯論。 

參、訴訟當事人之攻防戰 

一、愛禮德製藥公司主張 

’516號專利請求項係屬於擴充之請求項（genus claims），應包括使用所有物

質，以達到減少NF-κB分子與基因之NF-κB之識別區的結合強度的預期結果。此

外，控訴期間雖然修正權利請求項，仍與原先申請文件相當一致。具體來說，專利

請求項主張包含：減少NF-κB活性之方法；更具體來說，包含因受外部刺激（譬如

細菌脂多醣類）而對細胞影響，之減少NF-κB分子與基因之NF-κB之識別區的結

合強度的方法。於1989年4月21日提出之專利說明書也作同樣敘述。專利說明書還

假設三種可能減少NF-κB活性細胞的分子：誘餌、顯性干擾、專一性抑制劑分子。 

換言之，愛禮德製藥公司表示專利說明書已充分揭露，並有實施性：專利說明

書中已提到有關NF-κB之抑制劑分子，如誘餌分子，顯性干擾分子。而禮來公司的

藥物不可能於1986年時即可證明具有降低NF-κB活性結果，因此，禮來公司因無先

前技術的證明，而且又負有舉證之責任，因而不能據此來判定’516號專利因欠缺書

面說明要件而無效。 

二、禮來公司主張 

Evista/Xigris該二藥劑的開發與上市，實際上與其是否暸解NF-κB之作用機

制，或是否應用NF-κB的抑制功能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又由於許多如抗生素，雌激

素，消炎藥物，免疫調控藥物皆可抑制NF-κB的作用，因而可預見愛禮德製藥公司

之專利敘述（視為其prior art）。再者，愛禮德製藥公司之’516號專利，係包含以達

減少NF-κB活性結果之方法，而認定專利說明書並未揭露達到如此結果的各種物種

（species），根據專利法：專利說明書之揭露必須能使熟習該項技術之人，不需再

過度實驗即可執行。因此’516號專利範圍過於廣泛，應該判定該專利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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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說明書應包含發明、製造及使用該發明的方法與程序；且應充分、清晰、

簡潔、精確，讓任何屬於該技術領域之人得據以製造及使用相同的技術；同時，應

載明發明人實行其發明的最佳實施例。 

三、本案爭點 

書面說明要件（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是美國專利法第112條第1款內

所明定之規範，即專利申請人就其申請之專利技術需就該項發明，和製造及使用該

發明之方法和程序應充分、清晰、簡潔、精確的表達；由於該法條文義內尚有其表

達方式須讓任何屬於該項技術之人得據以製造及使用該發明，故有主張該專利技術

另需符合可據以實施要件（enablement requirement），但另有主張只要在專利說明

書中有專利範圍的文字（claim language），即已符合專利的書面說明要件。此外，

客觀的表達出來一項發明，的確已被發明出來──即表示出已經擁有（possession）

一項可專利之標的（claimed subject matter），若申請人就種屬（genus）申請之獨

立項為爭取較廣之專利範圍，常會以上位概念之表現方式來擴充其專利之保護，該

專利撰寫之方式稱為擴充的請求項（ genus claims），同時，以功能性語言

（Functional language）或來描述發明之功能或目的，而未說明何種之技術手段或何

種方法能夠達成該功能或目的，並不符合書面說明要件，惟若某些技術特徵無法以

步驟或以功能界定較為清楚，且能確實驗證該功能時，可以功能界定申請專利範

圍。惟，專利申請之過程中專利申請人不可以有專利行使之不正當行為

（inequitable conduct）及重複的專利申請怠惰行為（prosecution laches）。 

依據愛禮德製藥公司對該法條之解讀，「第112條第1款規定：專利說明書首先

須描述該項發明是什麼，其次再描述如何製造與使用該項發明。」因此，愛禮德製

藥公司認為：判斷充分描述的要求是取決於，習於該項技術領域之人士能否據以製

造及使用該發明。依據愛禮德製藥公司陳述，該法規應顯示兩部分：1.該項發明、

2.製造及使用該發明的方法和程序。且其用詞必須充分、清晰、簡潔、精確，讓任

何屬於該技術領域之人得據以製造及使用相同的技術。具體而言，愛禮德製藥公司

解析法條如下： 

專利說明書應包含 

1.書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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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該項發明 

(2)製造及使用該發明的方法和程序。 

2. 應充分、清晰、簡潔、精確，讓任何屬於該技術領域之人得據以製造及使用

相同的技術。 

因此愛禮德製藥公司認為：應運用英語語法的規則來解讀法條內的用詞，（此

處指「該項發明」、「製造及使用該發明的方法和程序」、「充分、清晰、簡潔、

精確」）以修飾法條內另一個用詞（此處指「書面說明」），同時不能忽視「製造

及使用該發明」後的逗號，或任意斷絕「描述該項發明」對「充分、清晰、簡潔、

精確」的要求。愛禮德製藥公司還指出，專利法早期版本即已支持其解說。具體來

說，1790年、1793年通過的專利法（Patent Act），就發明所作的書面說明需具備兩

個目的：1.從習知技術區分出該發明，2.該技術領域之人得據以實施。當國會在

1836年簽署界定發明權項的法案，其修改書面說明的規定，使之有利於一個目的：

可據以實施。 

禮來公司不同意愛禮德製藥公司的主張，而認為美國專利法第112條第1款應符

合三項要求，具體說明如下： 

1.專利說明書應包含該項發明的書面說明。 

2.專利說明書應包含製造及使用該項發明的方法與程序，且應充分、清晰、簡

潔、精確，讓任何屬於該技術領域之人得據以製造及使用相同的技術。 

3.專利說明書應載明發明人實行其發明的最佳實施例。 

禮來公司認為：愛禮德製藥公司忽略，長期來司法先例解釋該法條應有一個單

獨的書面說明；且國會通過的修正案，對專利法第112條第1款並未作重大修正。 

四、雙方對於書面說明要件之爭辯 

雖然雙方就法院提出的問題說詞不同，但各自觀點似乎比早先預期還趨一致。

針對聯邦法院第一個問題，愛禮德製藥公司辯稱：專利法第112條第1款不包含一個

與可據以實施要件分開，單獨的書面說明要件。至於，法院第二個問題，愛禮德製

藥公司認為：適當的解釋是專利說明書須描述1.什麼發明，2.如何製造及使用該發

明。因此，第112條第1款規定：專利說明書首先須描述該項發明是什麼，其次再描

述如何製造與使用該項發明。判斷充分描述的要求取決於該項技術領域之人能否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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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製造及使用該發明。因此，根據愛禮德製藥公司論點：專利說明書首先須確定指

出「發明是什麼？」否則，無法告知習於該項技術領域之人怎麼製造及使用該發

明。然而，愛禮德製藥公司認為：「確定指出」發明步驟，只適用於前後文的優先

次序。例如，於法院訴訟案或妨礙案進行中，優先權牽涉到美國專利法第119與120

條之權利請求項的修正，因為原始專利請求項「即已有說明」。 

相反於愛禮德製藥公司的觀點，禮來公司對法院第一個問題採肯定意見，理由

是兩百年來的先例均支持書面說明要件（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與可據以

實施要件（enablement requirement）應分開。因此，禮來公司認為：首先須書面說

明該項發明；其次，書面說明如何製造及使用該項發明，致使該技術領域之人能據

以實施。最後，禮來公司主張：單獨書面說明要件適用於所有、不論是原始或修正

的權利請求項，以確保發明人有實際發明其所宣稱之物件標的（subject matter）。

因此，縱使雙方就單獨書面說明要件與可據以實施要件分開之立場對立，然雙方均

同意：書面說明須描述至能確實建立該項發明是什麼。但其適用標準及是否適用於

原權利請求項語言上，則有爭議。 

而且，自從1793年以來，專利法已明確表示，申請人必須提供一份該發明的書

面說明，並經過1836年之修法補充對於申請專利範圍的要件之後，最高法院應用此

項說明要件與可據以實施要件分開。國會在1952年的法令中重新編纂，且在立法的

歷史中並無任何證據指出國會意圖消除針對這項要件的法案。相反地，「國會是被

推定為知道，……以判決解釋一項法規，以及意識到當重新制定一項法規而沒有改

變時，應採取該解釋」4。 

最後，用來說明某個人專利之分開的要件，是專利法的基本。每一專利必須說

明一項發明。這是專利交換條件的一部分；某個人描述了一項發明，並且，若符合

該法律的其他要件，便可獲得一項專利。那麼說明書必須（當然地）描述如何製造

及使用該發明（亦即，能夠據以實施它），但那是一項不同的任務。對於所主張之

發明的說明，可使美國專利與商標局（PTO）能有效率地審查申請案件；使法院瞭

解該項發明，確定是否符合法規，及分析其申請專利範圍；並使公眾得以瞭解和改

良該項發明，及避開該專利權人所獲得專利保護之專有權利的界限。 

                                                        
4 參見Forest Grove Sch. Dist. v. T.A., 129 S. Ct., 2484, 249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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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禮來公司所述，聯邦上述法院認為應將前述最高法院的判決先例解讀成，

承認一個書面說明要件與一個可據以實施要件分開，甚至在引進申請專利範圍要件

後亦然。具體來說，在Schriber-Schroth判決中，法院依照美國1870年專利法第26條5

（對應於美國現行專利法第112條第1款）見解，裁定一項關於具有「非常堅硬的

網」之汽油發動機活塞的專利，其說明書並未充分地描述到，在修正後的申請專利

範圍中才出現之有關「可撓性網」的陳述。於該判決書第57頁，法院將該法條的本

部分歸因於兩個目的，只有其中第一個涉及到可據以實施：1.要求專利權人需說明

其發明，以使其他人可在專利期滿後建構和使用它，及2.要求在專利限制壟斷的有

效期間告知公眾，以使能確知哪些特徵可能在無准許下被安全地使用或被製造，以

及哪些是不可能的6。 

最近一次是在Festo判決7中，法院列舉三項關於專利法第112條第1款的要件，

並指出一項與其他分開的書面說明要件：「發明申請案必須說明、使能據以實施、

及提出完成該發明的最佳實施態樣。這些後述的要件必須在授予專利證書之前得到

滿足，因為所給予的排他專利權是為將該發明揭露給公眾而獲得交換。專利申請案

所主張保護的，必須和其在說明書中所揭露的一樣；否則不應該授予其專利。如果

不能滿足第112法條的其他要件，也不應該核准該專利……。」 

此外，一項分開的書面說明要件也不會和申請專利範圍的功用相衝突。參照美

國專利法第112條第2款8，申請專利範圍係定義（在經審查後）已被發現符合專利之

法定要件的事項。因此，申請專利範圍的主要功用在於，提供公告其欲排他之權利

                                                        
5 1870年美國專利法的第26條規定，在相關部分：「在任何發明人或發現者應接收到對應其發

明或發現的專利[之前]，他應該……將[他的發明或發現]之書面說明，以及[以完整、清楚、

簡潔及正確的術語記載製造、建構、合成及使用它的方式與過程，以使任一習於該申請人所

屬，或與其最相關的技藝或科學領域之人士，能製造、建構、合成並使用它]的書面說明，

提交專利局」。 
6 參見Schriber-Schroth Co. v. Cleveland Trust Co., 305 U.S. 47, 56-57 (1938)。法院的結論是，即

使原本的說明書能夠據以使用「可撓性網」，但申請專利範圍可能仍無法從中得到任何助

益，因為「其並非[專利權人]藉由其引用「非常堅硬的網」所描述的那個發明。」 
7 參見Festo Corp. v Shoketsu Kinzoku Kogyo Kabushiki Co., 535 U.S. 736 (2002)。 
8 美國專利法第112條第2款規定：說明書應以單項或多項請求項特別清晰指出申請人所認為該

項發明之主題標的。(The specification shall conclude with one or more claims particularly 
pointing out and distinctly claiming the subject matter which the applicant regards as his i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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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限，以及定義所限制的範圍；它不是用來說明該發明，雖然他們的原始語言有

助於說明，且在某些情況下滿足它。申請專利範圍是定義，且設定權利範圍的界

限，而書面說明則在揭露及教示發明之內容。 

對此，愛禮德製藥公司則宣稱：用來描述一個發明的要求條件，並不適用於原

始的專利範圍的原始揭露，因專利範圍已經有了發明的專利說明。因此，愛禮德製

藥公司認為只要在專利說明書中有專利範圍的文字（claim language），即已符合專

利的書面說明要件。反之，禮來公司又反駁說：書面說明要件應適用於所有的專利

範圍（claims），而且說明書必須已客觀的表達出來一項發明，的確已被發明出

來，即表示出已經擁有（possession）是一項所可專利之標的（ claimed subject 

matter）。禮來公司認為專利法第112條之條文中，對不論原始或修正之專利範圍，

皆有相同的認定標準。使用獨立的專利說明要件來敘述一個原始專利範圍，可以避

免發明者宣稱到超出他們的發明範圍，而且因而可進一步鼓勵新發明而能充分保護

真正的發明。 

肆、美國聯邦法院觀點 

聯邦法院明顯支持禮來公司的說法，認為測試此發明應用是否已充分揭露，乃

決定於發明者是否於申請時，已合理的擁有其所請求保護的申請標的。判決書中明

確指出，一個真正的書面說明特徵是在於揭露（Disclosure）。因此，「擁有但必須

有揭露」之說法才是完整的。但不論如何表達，專利說明書必須從一個習於此項技

藝人士的角度，客觀地、全面性地來進行探索。根據此探索，說明書必須對此發明

作出可讓人瞭解的描述，且發明者的確已發明出其所主張之發明。 

本案判決中引用了Rochester大學控告G. D. Searle公司的案例9，該專利是關於一

個使用非類固醇分子，可選擇性地抑制COX-2酵素分子的方法。在該件判例中，法

院判定其專利範圍無效。主要是因為，法院認為該專利之說明書並未描述到，有任

何特定的分子可以從事所主張的方法。而且，具有該項技藝之人士並不能據此僅有

功能性說明的說明書，即預測可找到該分子，因此，說明說書並沒有對其所主張的

                                                        
9 請參見University of Rochester v. G.D. Searle & Co., Inc., 358 F.3d 916 (Fed. Ci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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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有足夠的書面說明，其專利只是主張到未來要解決的問題，就宣稱擁有所有可

能的解決方法。如同於本案愛禮德製藥公司的專利中，有涉及到未來可能被發明及

可能被確定的分子，卻皆被該專利的功能性主張所包含到，這會讓醫藥產業界在這

種並不屬於已完成的發明內互相競爭。 

針對愛禮德製藥公司之抗辯：「此種說法將對學術界相當不利，以至於讓基礎

的研發無法取得專利保護。」聯邦法院亦提出其看法。法院認為，專利法是很清楚

地要保護「有用的技藝」，其意義即是：發明是要有其實際的用途。許多大學的研

究是屬於基礎的研發，包括有科學上的理論及功能的作用機制研究等。而且學校缺

乏資源，且沒有太多將其產業化的意願，例如，找出實際上可影響此作用機制的分

子來。因此，這並非專利法解釋上的問題，而是它所代表意願上的問題。故專利並

不是一種給予學術界研發的獎勵，即便其研發是有多大的突破性，或即便它讓未來

的可專利之發明之產生有其必要性。又，「專利並不是一種打獵用的執照」，它不

應只是研究的獎勵，而應該是作為有成功性結果後的獎賞。故，對於一個發明的書

面說明有其要件要求，亦即只對那些真正執行了較困難工作的「發明」才能給予專

利保護。換句話說，專利法的精神是保護，能從所有其主張的限制中構想出完整、

有結果的，並且已對大眾揭露出該等研發成果的發明。書面說明要件讓一個實際的

發明有足夠的意願繼續發展，但絕不是「企圖在未有實際發明前，進行提前占

有」。美國法院亦屢次地強調，一個書面說明要件的目的，是在於「確保專利主張

的範圍如同其主張的一樣，而不會超出專利說明書中所敘述的，且發明者所能貢獻

出來的範圍」。因此，對於生物技術與化學相關專利案，如何在此觀點上達到一個

平衡，應該是吾等必須探討主要的目標。 

基於同等的立法精神，在我國專利法第26條第II及第III項中規定：發明說明應

明確且充分揭露申請專利之發明，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瞭

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專26.II）；且發明說明及圖式必須足以支持申請專利範

圍（專26.III）。而發明說明應明確且充分揭露，是指發明說明之記載必須使該發明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瞭解申請專利之發明的內容，而以其是否可據

以實施為判斷的標準，若達到可據以實施之程度，即謂發明說明明確且充分揭露申

請專利之發明。其中，申請專利之發明，指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中請求保護的申請

標的（subject matter）。關於專利法第26條第II項規定之「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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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係指發明說明之記載，應使該

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在發明說明、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三者整體之

基礎上，參酌申請時的通常知識，無須過度實驗，即能瞭解其內容，據以製造或使

用申請專利之發明，解決問題，並且產生預期的功效。若以我國專利法第26條第II

項之字面意義，本案愛禮德製藥公司的專利說明，已經明確且充分記載了轉錄因子

NF-κB之鑑定，以及揭露NF-κB在受感染時之活化基因表現機制中所扮演的功

能，並提出藉由減少NF-κB在細胞中之活性，來調節細胞對外界刺激之反應的方

法，故應屬於發明說明已明確且充分揭露申請專利之發明，也就是說已符合，愛禮

德製藥公司所解讀之美國專利法第112條第1款中所規定的，不與可據以實施要件分

開的書面說明要件。 

而關於我國專利法第26條第III項規定之「申請專利範圍必須為發明說明及圖式

所支持」，係要求申請專利範圍中每一請求項所記載之申請標的，必須是該發明所

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從發明說明所揭露的內容，直接得到的或總括

（generalization）得到的技術手段。亦即，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基於發明說明所揭露的內容，利用例行之實驗或分析方法即可延伸者，或對於

發明說明所揭露之內容，僅作明顯之修飾即能獲致者，均應認定為發明說明所支持

之範圍。然而，在我國審查基準中也明確指出，若申請專利範圍包含申請人推測的

內容，而其效果難以確定時，應認定其超出申請時發明說明所揭露的範圍，而未獲

得發明說明之支持。例如「以冷休克處理植物種子的方法」，若發明說明僅揭露該

方法適用於一種植物種子，而未揭露適用於其他植物種子，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

具有通常知識者，難以確定處理其他植物種子時，能得到相同的效果，則應認定申

請專利範圍未獲得發明說明之支持10。 

再回過頭來看本美國聯邦法院判決案，愛禮德製藥公司’516號專利範圍所主張

保護之方法中，包含降低NF-κB活性之單一步驟，但是禮來公司爭議該專利說明之

書面描述，並不符合愛禮德製藥公司的專利範圍，因為’516號專利說明書並未充分

地揭露如何降低NF-κB活性，亦無法證明該發明已能完成此步驟。聯邦法院同

意，’516號專利說明書中雖述及三種具有潛力之分子可降低NF-κB活性：專一性抑

                                                        
10 引述自：我國現行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一章3.4.3，2009年版，為發明說明及圖式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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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劑、顯性干擾分子以及誘餌分子，然而’516專利仍必須充分地描述，該專利範圍

中如何降低NF-κB活性之方法，包括對於該等分子之特性與製法的充分描述，以及

實行其降低NF-κB活性目的之方法等。為求審慎，上訴法院複審了該等於說明書中

所揭露的三種具有潛力之分子，並依次決定是否存在真實性證據，以供陪審團進行

裁定；以及書面說明描述是否能證實，發明者已確實擁有該發明之專利範圍。 

首先，「專一性抑制劑」（specific inhibitor）是一種阻斷（降低或消除）NF-

κB在細胞核內與去氧核醣核酸（DNA）結合之分子。在’516號專利說明書中所提

及的例子為I-κB，其為一個自然界中存在的分子，功能係將NF-κB維持在無活性

之狀態，直到細胞接收到外界特定訊息，例如細菌產生內毒素等細胞外刺激及一系

列生化反應後，才會將NF-κB從I-κB中釋放出來。幾乎所有愛禮德製藥公司所提

出關於I-κB的證據，皆仰賴於說明書之圖43，且愛禮德製藥公司之專家Kadesch博

士作證指出，圖43揭露了可轉譯I-κB之基因序列，並且憑藉這項揭露認為，I-κB

可作為滿足書面說明要件中必須揭露的「專一性抑制劑分子」。但如同愛禮德承

認，圖43直到1991年才被揭露。由於圖43並不在1989年申請書範圍內，圖43與

Kadesch博士之證詞皆無法作為確切證據，以供陪審團作為判斷。 

其次，「顯性干擾分子」（dominantly interfering molecule）是NF-κB分子被截

切一部分後所成的另一種形式。顯性干擾分子可以辨認，並與NF-κB結合位置（位

於細胞核中的DNA上）結合，但是這樣的結合並無法啟動下游基因表達。Kadesch

博士之證詞指出，’516號專利在其內容本身並無揭露與DNA結合之部分，以及後續

干擾RNA初步活化的部分，因此顯性干擾分子只是陳述一個未來研究中的期許，或

者可以說是一項計畫而已。 

最後，「誘餌分子」（decoy molecule）為一種被設計成模擬一段受NF-κB誘

導而被表現的基因。NF-κB與誘餌分子結合之後，NF-κB便無法再與原本之標的

DNA結合。如同前述其他兩種分子，說明書中對於誘餌分子也有提出預期的樣品性

結構，但誘餌分子之呈現同樣只是一種假設。雖然Kadesch博士解釋，誘餌分子本

質為DNA分子，並且說明書中已揭露了專一性之序列，因此無庸置疑地，說明書已

對熟知該技術之人士正確地描述了實質上存在的分子。然而，Kadesch博士並沒有

回答，使用這些分子是否真能達到降低NF-κB活性之效果。故，說明書所揭露之範

圍僅在於，NF-κB可能與誘餌分子結合，從而降低NF-κB之活性。這種預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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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常在化學及生物技術領域中被使用，確實也能充分地滿足書面說明之要件。但

是在本專利案中，誘餌分子之揭露只不過是提及一個所希望的結果，如同Latchman

博士指出，由發明說明並無描述出誘餌分子與降低NF-κB活性之間存在有直接的關

聯性。 

此外，美國聯邦法院也複審了Kadesch博士的其餘全部證詞，認為大部分愛禮

德製藥公司所引用之證詞確實是不夠充份的。也就是說，’516號專利所揭露降低

NF-κB活性之方法並不具有實質性，或者只是預言性的，缺乏實際的實例作為佐

證；而且，關於任何預測能降低NF-κB活性之分子的合成方法敘述是不完整的，

在’516號專利說明書中充其量只描述誘餌分子之結構，並在無其他功能性描述的情

況下，即直接假設誘餌分子可以用於降低NF-κB之活性。因此認定，愛禮德製藥公

司企圖提供給陪審團有關此三種分子已達確切之證據，在法律上被視為無效，故在

陪審團缺乏確切證據可作為裁定，’516之專利範圍可由書面描述所為支持的情況

下，判定其專利範圍無效。對應於我國專利法，’516號專利的專利範圍應係屬於，

不符合我國專利法第26條第III項「申請專利範圍必須為發明說明及圖式所支持」之

規定者。 

伍、心得討論 

一、以法律之觀點探討 

(一)關於書面說明要件規範之爭議 

本件判決關於美國專利法第112條第1款適用上之第一個爭點為，該法條是否包

含一個與可據以實施要件分開，須單獨存在的書面說明要件？依判決結果，美國聯

邦巡迴上訴法院同意禮來的論點，並且對該法條做了詳細解讀，以落實其語法規

範。即，說明書「應包含該發明的書面說明」，並裁定認為第112條第1款應包含兩

個分開的說明要件：1.發明的書面說明，以及2.製造及使用[該發明]之方式與過程的

書面說明。 

而本件判決之爭點二在於，如果規定需要一個單獨的書面說明要件，則其範圍

和目的要求是什麼？關於此，尤其生技及製藥公司最重要的在於擁有具市場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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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專利，因此，新的生技製藥專利應該怎麼給？範圍應該多寬才適當？常為各國

智慧財產局及法院的重要爭議點。在實踐上，從事生技研究發人員，基於實驗之簡

易性、經濟性，或實驗材料來源之限制，通常以細胞或動物為標的作為研究的開

始。是故，依據實驗結果，最先完成的生技發明數據，乃見於實驗所使用的細胞或

小動物；然而，有用之發明真正的應用與市場價值往往在於人體試驗。惟，在專利

實務上，為保護發明者市場利益，申請專利保護範圍時必須儘量擴及至尚未進行實

驗的其他較大動物或人體。亦即，實務上，許多生技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在申請

之初，由實際完成的單一種類（ species）發明擴大至類似特質的整個種屬

（genus），常包括未進行實驗之人體。 

1993年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CAFC）在Fiers v. Revel（25 U.S.P.Q.2d 1601, 

984 F.2d 1164（聯邦法院，1993））案中，對基因專利書面說明要件（written 

description）之標準為「一個正確的DNA專利之書面說明要求，不能僅陳述其為發

明之一部分及其有關的可能分離方法；所要求的應是DNA本身的描述。例如該案發

明僅陳述所申請專利範圍之DNA可藉著逆轉錄（Reverse Transcription）方法獲得一

事，不足以顯示發明已掌握（in possession of）DNA，即不符合書面說明要件之敘

述。同時，DNA正確的敘述，應要求準確之界定，如結構、化學式、化學名稱，或

物理性質等。因此，若僅說明如何去分離及取得一新基因，而未決定該新基因之核

酸序列者，不能符合書面說明敘述之要件。因此，申請專利時，若策略上對於新發

現基因之專利申請範圍，不會只請求一個該新發現基因序列，並設法涵蓋其他未真

正發現，但原理上可推測有相關性的基因序列。例如，雖然申請專利範圍包含所有

哺乳類動物的X基因，而發明人實際上可能只定出某一種哺乳類動物之X基因序

列，並不符合書面說明要件11。 

1997年前，美國智財局（USPTO）通過不少這種擴充的請求項（genus claim）

的專利。1997年Regents of California v. Eli Lilly and Company案12，美國聯邦巡迴上

訴法院（CAFC）在判決中再確認Fiers v. Revel案中對於新發現基因專利之書面說明

要件。指出，依據美國專利法第112條第1款之發明說明要件，認為發明人僅揭示一

                                                        
11 參考李幸懋、張輝隆、夏尚樸，人類基因組解碼計劃對智財與生技產業的影響，2000年，

16-17頁；Fiers, 984 F.2d at 1170-71。 
12 參見119 F.3d 1559, 43 U.S.P.Q 2d 1398（Fed. Ci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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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獲取人類胰島素cDNA之方法，及人類胰島素之A和B鏈之胺基酸序列；而沒有關

於該cDNA之結構、物理性質，或其他資訊，不符合申請人類胰島素cDNA發明說明

要件」。此外，並針對上述範圍廣泛之專利請求項（genus）作出了決定性的判決，

該案之專利申請範圍涵蓋所有脊椎動物之胰島素基因（cDNA）群，但發明人實際

上卻只揭示老鼠之胰島素基因cDNA序列。法院認為除了胰島素在動物體之血糖調

節功能（function）外，請求項之胰島素基因cDNA genus並無法與其他區別。因

此，僅揭示單一種老鼠胰島素基因序列，不足以描述整體脊椎動物之胰島素基因。

由此可見，專利範圍中使用擴充之請求項（Genus Claims），即對於申請專利範圍

涵蓋整個種屬（ genus）的書面敘述，必須揭示該種屬中足夠代表之個體數

（ representative number ） ， 或 者 描 述 各 成 員 中 之 共 通 結 構 特 徵 （ structural 

feature），使該特徵與構成該種屬之實質部分相同。 

(二) 關於功能性語言（ Functional language）或功能性之請求項
（Functional claim）是否容許之爭 

台灣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一章規定：1.功能、性質或製法之界定方式所致之

不明確：申請專利範圍中以功能、性質或製法界定物之技術特徵，若該發明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就該功能、性質或製法，參酌申請時的通常知識，能想像

一具體物時，由於能瞭解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載作為判斷新穎性、進步性等專利要件

及界定發明技術範圍之技術特徵，應認定申請專利範圍為明確。相對的，該發明所

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就該功能、性質或製法，參酌申請時的通常知識，仍

無法想像一具體物時，若申請專利範圍中不以功能、性質或製法界定物之技術特

徵，就無法適當界定申請專利之發明，且若能瞭解該功能、性質或製法所界定之物

與已知物之間的關係或差異時，仍應認定申請專利範圍為明確13。2.以功能界定物

或方法之申請專利範圍：物之發明通常應以結構或性質界定申請專利範圍，方法之

發明通常應以步驟界定申請專利範圍，惟若某些技術特徵無法以結構、性質或步驟

界定，或者以功能界定較為清楚，而且依發明說明中明確且充分規定的實驗或操

作，能直接確實驗證該功能時，得以功能界定申請專利範圍。應注意者，不允許以

                                                        
13 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一章3.4.1.6，2004年版，2-1-41頁，功能、性質或製法之界定

方式所致之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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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功能界定物或方法的申請專利範圍。申請專利範圍中物之技術特徵以手段功能用

語，或方法之技術特徵以步驟功能用語表示時，其必須為複數技術特徵組合之發

明。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應包含發明說明中所敘述對應於該功能之結構、材料

或動作及其均等範圍（專施18.VIII），而其均等範圍應以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不會產生疑義之範圍為限14。 

換言之，功能性語言通常在專利申請是不容許的，惟若某些技術特徵無法以步

驟界定，或者以功能界定較為清楚，而且依發明說明中明確且充分規定的實驗或操

作，能直接確實驗證該功能時，得以功能界定申請專利範圍。本判決案之美國聯邦

法院認為，專利範圍中一個擴充的請求項（generic claim）可能定義了化學分子結

構的廣大範圍，但是原始文字敘述不一定證明了申請者已發明了化學分子

（species），且可充分支持原先的專利範圍。這種問題若出現在擴充的請求項是在

定義在此太大範圍且使用功能性的文字（functional language）時尤其嚴重。在此情

況下，功能性的專利主張範圍（functional claim）可能僅是在主張可預期的功能結

果（desired result），但無法敘述可達到此結果的物質（species），並因而導致不明

確之狀態，而失其效力。因此有效的專利說明書必須表示出發明者已作出可達到如

專利範圍主張的發明，而且發明的物質（species）能夠支持已用功能性定義的廣泛

主張範圍（genus）。 

二、以專利申請之觀點探討 

隨著美國聯邦法院一些具爭議性判決的出現，純粹以發現某生物作用機制，而

據以治療某類疾病之學術理論為基礎的專利申請，正面臨著是否具可專利性之嚴苛

考驗。即使此類申請案已獲准專利，也可能因為說明書之記載缺乏具體的藥物合成

及功效實例，而喪失其專利權的有效性。 

在此件美國聯邦法院判決案例中，法院以愛禮德製藥公司之’516號專利說明書

不符合美國專利法規定之書面說明要件（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無法支

持申請專利範圍所請皆可據以實施為由，而裁定愛禮德製藥公司之專利範圍無效。

                                                        
14 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一章3.5.3，2004年版，2-1-46頁，以功能界定物或方法之申請

專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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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觀愛禮德製藥公司之專利是基於，發現一種轉錄因子NF-κB，並且發現藉由調節

（干擾）該轉錄因子之活性，可減輕某些疾病的有害症狀，例如因細菌感染所造成

的某些細胞因子製造過量，進而對身體產生有害的反應等。該專利案之發明人以彼

等所發現NF-κB之活化機制，及活化後之NF-κB的生理作用機制為基礎，針對各

種藉由降低NF-κB之活性以調節細胞對於外在刺激的方法，作為請求保護之標的而

提出專利申請，並獲准專利。但是在愛禮德製藥公司與禮來公司之專利侵權爭訟過

程中，卻因’516號專利說明書中並無記載「已完成合成或製造任何理論上能夠降低

NF-κB活性之分子或化合物」，而反被法院認定，其所請申請專利範圍不具可實施

性，以致專利權無效。 

此判決結果一旦成為判例，對於一般大學或研究機構以其基礎研究結果提出的

專利申請，是相當不利的。站在大學教授或研究學者的立場，其研究結果所發現的

某一生化途徑或作用機制，或甚至鑑定出某一生化途徑或作用機制的重要調節因

子，進而能對某些生理現象或致病原因有突破性的瞭解，致使醫學或製藥界能藉由

其發現進行後續的藥物研發，因此認為該創新的研究結果，應該要能夠受到合理的

專利保護。生物科技相關的專利案，很多是屬於以學術理論為基礎的發明，要求在

專利申請當時即完成製造或鑑定出具產業用途之實體成品，例如具有實質藥理功效

的分子或化合物等，對來自一般大學或研究機構的發明人並不公平。況且，若此研

究結果是屬於「創新的發現」（pioneering discovery），且對於許多相關疾病的治

療或預防是相當重要的理論基礎，如果只因為專利說明書無記載實體藥物之合成或

製造，而認定其無法實施，無疑是扼殺此類純理論發明的專利申請權利。 

因此，若要以學術理論的研究結果，提出廣泛性專利申請時，其整體專利的設

計、請求保護標的（即，申請專利範圍）之型式與界定、說明書之撰寫內容，以及

例舉性實施例之數量與記載等，都是需要審慎考慮的重點。一般，在撰寫此類純理

論發明之專利說明書時，最重要且困難處在於，確定其申請專利範圍之標的型式與

範圍。此類純理論發明，通常缺乏具體標的物質（例如，可供產業利用之化合

物），故以抑制或調節某生物分子之生化途徑，或作用機制的方法為發明標的，是

此類專利申請的一般做法。然而，以此類方法為申請標的時，因其所請內容屬於一

種「類概念性的描述」（genus claims），或是一種「功能性的請求項」（Func-

tional claim），僅記載所欲達到之結果或功效，而欠缺實際的發明步驟，因此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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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實體審查期間，容易招致審查委員以所請申請專利範圍未記載其實施之必要技術

特徵為由，而被核駁。 

即便此類專利申請通過實體審查獲准專利，但是因為其所請申請專利範圍缺

乏，具體的標的物質或實際的操作步驟，在後續主張其實質專利權利，或是對侵權

對象提起專利侵權訴訟時，仍會遭遇到許多困難。以此愛禮德製藥公司對禮來公司

侵權案之判決結果為例，愛禮德製藥公司主張其專利權含括，利用所有可達到降低

NF-κB活性之結果的物質之方法，因此對禮來公司利用其發明中所揭示之作用機

制，而製造出的藥物提起專利侵權爭訟。雖然地方法院之判決認為，禮來公司所研

發出的藥物，是透過愛禮德製藥公司等人之專利所請的方法，來執行其治療疾病之

功效，而確實侵犯了愛禮德製藥公司等人所請方法之專利權。但上訴到美國聯邦法

院時，其判決結果卻認為，愛禮德製藥公司之專利在申請當時，說明書中未描述任

何可供執行所請方法的特定化合物，故認為說明書之書面記載內容，無法使該項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據以實施其申請專利範圍所請的方法，並達到所聲稱

的效果。 

此美國聯邦法的判決結果雖然立意在，專利是保護具有實際利用價值之發明，

而非授予純粹學術理論的發明，但是以發明人的權利而言，這樣的判決結果，對於

以發現重要基礎理論為研究要點的大學研究室或研究機構，不但無視其創新發現對

於後續製藥產業的貢獻，反而認為這樣的發明概念不應受到專利保護，是相當具有

爭議性的。以先前一些相關的美國法院判決結果，似乎有傾向支持此判決概念的趨

勢，這對於依該等基礎理論進行藥物研發，而獲得後續實質商業利益的製藥廠當然

樂見其成，因為雖然其確實已利用到，該等無法受到專利保護之發明概念，但無任

何侵權之虞。目前，我國的生物科技相關專利大多數是來自學術研究的成果，因此

在專利申請之實體要件審查，以及法院爭訟判決基準之設定上，是否要諄循美國智

財法庭的此類審判邏輯與發展趨向，仍是值得深思的課題。 

或許有人質疑，既然’516號專利於專利審查期間，已由美國專利局認定符合專

利要件並准予專利，應該認可其專利是滿足美國專利法第112條第1款中規定之書面

說明要件，那為何到聯邦上訴法院時，會因缺乏與可據以實施要件分開的書面說明

要件，而遭致專利範圍無效的裁定？又，如果原本美國專利局已認可，在說明書中

依學術理論即可預測的部分，卻因為聯邦法院以無具體實例支持可由發明人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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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判定其專利範圍無效，那是否意味，說明書中不應記載一種概念性的推論？然

而深入來說，以基礎研究為主的學術界並不需要如此悲觀，本案會產生如此的判決

結果，其實是有其背景意義的。當初，愛禮德製藥公司是以禮來公司的Evista®和

Xigris®藥品涉嫌侵害，其’516號專利的第80、95、144及145權利請求項，而對禮來

公司提起侵權訴訟。事實上，Evista®和Xigris®這兩種藥物在’516專利公告之前，就

已經在市面上販售，分別用於治療骨質疏鬆、乳癌及敗血症，而愛禮德製藥公司

之’516號專利的申請專利範圍第80、95、144及145項皆是關於，藉由降低NF-κB在

細胞中之活性來調節細胞對外界刺激之反應的方法，並無相關的化合物請求項直接

顯示，禮來公司的Evista®和Xigris®藥品侵害了’516號專利。於是在爭訟期間，禮來

公司以’516號專利缺乏描述，確實能達到降低NF-κB活性之化合物或分子，以及相

關合成及使用方法的書面說明，向法官要求，主張愛禮德製藥公司之專利權無效。

因此，吾等在研讀本案例之判決時，引以為借鏡的，並不應只著重於討論基礎研究

或理論是否能被專利，而是要深入瞭解到，此類基礎研究結果（或純理論概念）欲

申請專利保護時，必須先明確定出請求保護的申請標的，並釐清該等申請標的所能

行使之權力範圍以及對象為何，進而擬定說明書（包括實施例）應做到何種程度的

揭露，如此才能有效地保護學術界的基礎理論性研究成果。 

三、以商業之觀點探討 

在愛禮德製藥公司與禮來公司一案之最新發展當中，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案以

全數法官參與審查的方式（en banc），針對美國專利法第112條之法律解釋，確認

書面說明要件（written description requirement）與可據以實施要件（enablement）係

分別獨立存在之見解。然而，本案對於專利撰寫，尤其對於未來技術專利之商業技

轉授權之影響，將遠超過禮來公司Evista®和Xigris®這兩個藥物的商業價值。例

如，本判決案之’516號專利，係一種包含以達減少NF-κB活性結果之方法。因為

NF-κB乃是細胞核內調控眾多基因表達之轉錄因子。包括很多的發炎反應、癌症，

或免疫性疾病的治療有密不可分的關聯。而正因NF-κB是屬於生理現象中，極為重

要的調控因子，據查，至少有140個分子可抑制NF-κB活性，而市面上已為FDA審

核上市的藥品，亦多達有15個（參見附表）。該附表中包括有占有極大市值的藥

品，如降血脂藥Lipitor，及數個治療類風濕關節炎的蛋白質製劑Enbrel、Humira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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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cade等。皆具有達減少NF-κB活性的功能。因此法院認定專利說明書專利範圍

過於廣泛，並判定該專利無效。 

類似案例如2004年的COX-2 inhibitor（Rochester v. Searle）該專利係主張可選

擇性抑制COX-2酵素之方法，法院認定專利說明書內，無任合化學分子敘述，來執

行此發明，能因此據此來判定該專利無效。至於愛禮德製藥公司所宣稱：由基礎科

學終研究產生重大的發現，若不能有效得專利，則對於學術界極為不利，因發明或

發現具有實際有功效分子者，通常非原來新型機制之發現者（innovator）。 

根據美國專利法，專利僅授予有用的技藝（ useful art，U.S. Const.art.I.& 

8.cl.8）即是說，創新但有實際應用者。於生技醫學界，大多數的學術界研究僅在於

科學原理或是相當基礎之作用機制之探討。學校通常沒有足夠的資源及意願以發展

出實際可應用的生技藥物。因此為避免創新技術因為太先進，及僅主張基本之作用

機制，而未能充分商業化，於此建議一項策略：或許這些創新者必須考慮，於更早

期時尋求業界結盟，儘速篩選得到有實際應用的分子，或確實可執行此作用機制之

方式，不要只等到文章發表或僅有過於廣泛之專利保護。當然，專利範圍不給予研

究基本原理之創新，如此得限制性或許會少許影響研發動力。但從愛禮德製藥公司

案件中並未因而會阻礙新創新之發展，或因此減少學校專利申請案件數。反過來，

若專利可主張最基本之原理及研究計畫構想，將會阻礙未來之新創發展，且增加後

續商業化之投入成本。 

若本案結果是對愛禮有利，市面上許多醫藥產品皆可能受到影響，因為由附表

所示，至少前五大藥物之市值已達150億，故因其所衍生之授權爭議將會層出不

窮。根據杜克大學Duke Unuversity法學教授Artirai博士一個較誇大的說法：若

該’516號專利視為廣義之專利有效，則在理論上，例如已使用百年來的阿斯匹靈

（Aspirin）藥物亦具有類似之作用機制，而會使該藥物亦產生授權上的爭議。因

此，產業界普遍上皆不看好此範圍主張過於廣泛的專利。但除了商業授權議題之

外，影響層面更深遠的是屬於專利法本身：若一個太廣泛、太大的專利範圍，原本

應可鼓勵推廣產品更進一步發展，現在可能變成阻礙發展的絆腳石。據法官Circuit 

Judge Newman於本案之判決書中所敘：基礎研究之科學原理（Scientific principle）

並不屬於可專利標的之範圍（ subject matter）。而其需要有可實際應用性

（application），方是促進商業發展的重點。專利應鼓勵科技發展至可實際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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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Table 1 Selected marketed prescription drugs that inhibit NF-κB 
Drug Company Putative mechanism Primary indications 

Enbrel  

(etanercept) 

Amgen Inhibits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 inactivating IKK 

Rheumatoid arthritis 

Lipitor  

(atorvastatin) 

Pfizer (New York) Reduces NF-κB in macrophages 

and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High cholesterol 

Remicade  

(infliximab) 

Johnson & Johnson 

(New Brunswich, New Jersey) 

Inhibits TNF, inactivating IKK Rheumatoid  

Humira  

(adalimumab) 

Abbott  

(Abbott Park, IIIinois) 

Inhibits TNF, inactivating IKK Rheumatoid arthritis 

Premarin  

(conjugated estrogens) 

Wyeth (Madison, New Jersey) Blocks IκB degradation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osteoporosis 

Neoral/Sandimmune  

(cyclosporine) 

Novartis (Basel) Various mechanisms Autoimmune disease, organ  

transplantation 

Prograf  

(tacrolimus) 

Fujisawa (Osaka) Blocks NF-κB DNA binding  

in T cells 

Organ transplantation 

Prednisone  

(prednisone) 

Roxane (Columbus, Ohio) Enhances IκB production Various steroid-responsive  

conditions 

Decadron  

(dexamethasone) 

Merck (Whitehose Station,  

New Jersey) 

Enhances IκB production Various steroid-responsive  

conditions 

Velcade  

(bortezomib) 

Millenniu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locks IκB degradation Multiple myeloma 

Clinoril  

(sulindac) 

Merck Blocks IκB phosphorylation Osteoarthritis and rheumatoid 

arthritis 

Accupril  

(quinapril) 

Pfizer Reduces NF-κB in macrophages 

and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Hypertension 

Revlimid  

(thalidomide) 

Celgene(Summit, New Jersey) Interferes with IKK activity Multiple myeloma  

Cozaar 

(losartan) 

Merck Blocks IκB degradation High blood pressure 

資料來源：摘自Nature Biotechnology vol. 24, Jul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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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現有技術抗辯及其法律

適用研究 
劉 睿* 

壹、問題的提出：現有技術抗辯制度被正式納入法律 

2008年12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

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修正案（草案）》，標誌著中國大陸正式將現有技術

抗辯列為對抗專利侵權訴訟的法定抗辯措施。歷經三次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專利法》（以下簡稱《專利法》）第62條規定：「在專利侵權糾紛中，被控侵權人

有證據證明其實施的技術或者設計屬於現有技術或者現有設計的，不構成侵犯專利

權。」修改後的《專利法》雖然在立法層面上引入了現有技術抗辯，但目前並沒有

發布相應的細則進一步規範這項制度的適用問題。現有技術抗辯作為法定抗辯手段

的重要地位日益凸顯，其成立與否又對專利侵權案件有著質的影響，而司法實踐中

對現有技術抗辯的適用範圍、認定標準等問題仍存在不同觀點，致使實際操作不

一。本文立足專利法的基本理論，擬對中國大陸現有技術抗辯制度及其法律適用進

行研究與剖析，為統一其適用標準奠定一定的理論基礎。 

                                                        
*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本科生。 

本文無論從選題、資料占有、論文的撰寫和修改、觀點確立和論證方法與思路等方面，都得

到了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知識產權法研究所馮曉青教授的悉心指導。正是馮曉青教

授的多次指導和修改，本文才得以最後完成，在此表示感謝。同時，文章可能存在的錯誤由

本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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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可援引的現有技術範圍 

現有技術抗辯，是指專利侵權訴訟中的被告針對原告的專利侵權指控而採取的

通過舉證證明其實施的技術屬於現有技術，以對抗原告的指控，從而維護自己合法

權益的措施1。現有技術抗辯限定了專利權保護的範圍，旨在平衡專利權人的私人利

益與社會公眾利益，確保公眾對現有技術的自由利用與實施。然而，現有技術抗辯

卻引發了「專利權不可侵犯」與「現有技術不可壟斷」兩種價值觀的衝突2。不同的

價值取向導致現有技術在法律適用上的爭議。 

2008年修訂的《專利法》第22條規定，現有技術是指申請日以前在國內外為公

眾所知的技術。現有技術須為公開的技術，無論是出版公開，抑或通過使用等其他

方式公開，僅需達到為「公眾所知」，即為不特定多數人所知即可，未公開的處於

保密狀態的技術不在此列。同時，《專利法》採取了絕對新穎性的標準，在「國內

外」達到公開程度的技術均為現有技術。 

一、現有技術包括非自由使用技術 

專利權以技術的公開為對價換取國家對專利壟斷的保護。可見，為公眾所知的

公開技術中除了已經進入公有領域，成為人類共用財富的那部分技術外，還包括已

經公開但尚未脫離專利權保護期限的技術。這類技術正處於控訴專利權人以外的專

利權人的有效專利權控制之下。對於這種非自由使用技術能否作為現有技術被援

引，學界對此持有不同的觀點。但在中國大陸的司法實踐中，多認為非自由使用技

術包含在現有技術之內。 

在「北京某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及徐某訴北京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某科技發

展有限公司、北京某化工材料技術有限責任公司侵犯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案」3中，

原告徐某為「一種帶硬質加強層的輕質發泡材料填充件」實用新型專利（簡稱本專

利）的專利權人，申請日為2004年7月16日，授權公告日為2005年8月10日。原告共

同訴稱某化工材料公司製造、銷售的「輕質發泡材料建材」侵犯了原告的專利權。

                                                        
1 曹新明，現有技術抗辯研究，法商研究，2010年12月，6期，96頁。 
2 同前註。 
3 見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8）二中民初字第1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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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化工材料公司主張被控侵權物使用的是現有技術，並提供了一份名稱為「具有多

種截面形狀用於混凝土中的輕質多孔材料填充體」實用新型專利（即對比檔），申

請日為2002年12月24日，授權公告日為2004年2月25日。由於其申請日及授權公告

日均早於本專利的申請日，且二者屬於同一技術領域，故對比檔可以作為本專利的

現有技術。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某化工材料公司提供的對比檔的申

請日早於本專利的申請日，構成本專利的現有技術4。 

根據2008年修訂的《專利法》第22條規定，新穎性是指該發明或者實用新型不

屬於現有技術。按照原告的訴訟請求可推知，本專利要求保護的技術方案已經完全

被對比檔披露或與其十分接近，那麼本專利就喪失了新穎性要素，不應被授予專利

權。從本專利的有效性所產生的影響來看，非自由使用技術與自由使用技術對其新

穎性喪失所起的作用是一樣的5。至於被告是否取得了對比檔的專利許可，是否侵害

了對比檔的專利權，本著私法關係中的請求原則，法院的判決無權涉及另一個法律

關係。 

二、在先專利說明書公開的非專利技術方案構成現有技術6 

在上述案件中，二審法院認為7，被訴侵權物的全部必要技術特徵為：(一)輕質

發泡材料即本體；(二)本體四周纏繞有膠帶；(三)膠帶與本體之一面之間是水泥漿和

網格狀纖維布的組合體。對比檔的權利要求1中提及的隔離層及加強層屬於功能性

技術特徵，其保護範圍應當受到專利說明書中記載的實現該功能的具體方式的限

制，即該功能性限定特徵應解釋為僅僅涵蓋了說明書中記載的具體實施方式及其等

同方式。因此，根據對比檔的權利要求及說明書的記載，對比檔的權利要求1記載

的技術方案（簡稱「A技術方案」）的必要技術特徵至少應包括：(1)輕質多孔材

料； (2)經塗刷或纏繞一層或數層由石灰漿材料（如水泥漿）、纖維類（如纖維

布）……膠帶類（如塑膠膠帶）其中一種或幾種的組合構成的隔離材料形成的隔離

層；(3)在隔離層外周圍由螺旋筋或鋼筋籠構成的加強層。 

                                                        
4 馮曉青，專利侵權專題判解與學理研究，2010年，183頁。 
5 尹新天，專利權的保護，2005年，487頁。 
6 馮曉青，註4書，181頁。 
7 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8）高民終字第116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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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比檔的說明書除了權利要求1記載的A技術方案外，還解釋了其他技術

方案。如對比檔的說明書明確記載「當輕質多孔材料強度較高或施工現場能對填充

管採取良好的保護措施時，加強層可以取消」；「隔離層的做法是塗刷或纏繞一層

或數層隔離材料」；「隔離材料可以是一層或數層由石灰漿材料（如水泥漿）、纖

維類（如纖維布）……膠帶類（如塑膠膠帶）其中一種或幾種的組合」。本領域普

通技術人員在認真閱讀了對比檔的權利要求書及說明書後，無需付出創造性勞動就

可以直接得出沒有加強層，只有本體及隔離層，且該隔離層可以是石灰漿材料（如

水泥漿）、纖維類（如纖維布）……膠帶類（如塑膠膠帶）其中一種或幾種的組合

的技術方案（簡稱「B技術方案」）。2001年《專利法》第56條第1款規定：「發明

或者實用新型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以其權利要求的內容為準，說明書及附圖可以用於

解釋權利要求」，故A技術方案才是對比檔的專利保護技術方案，B技術方案只是A

技術方案在獲得專利保護的同時貢獻給社會公眾的技術方案，而無論是A技術方案

還是B技術方案，都屬於本專利的現有技術8。 

在處理專利侵權糾紛案件中，首先要明確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以權利要求的內容

為準，釐清專利權保護範圍的界定。說明書用於解釋權利要求，僅在說明書中涉及

但未列明於權利要求的技術方案是無法獲得專利權保護的。但隨著專利的公開，說

明書中的內容也為公眾所知曉，構成申請日在後的專利的現有技術。 

三、牴觸申請屬於現有技術 

在中國大陸《專利法》中，牴觸申請為損害專利新穎性的申請，是指在申請日

以前，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就同樣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向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提出過

申請，並記載在申請日以後公布的專利申請檔或者公告的專利檔中，該在先申請就

為被審查申請的牴觸申請。牴觸申請較原告專利申請在先、但公開在後，不符合

2008年修訂的《專利法》要求的現有技術是在申請日以前為國內外公眾所知的技

術，從字面上看不屬於現有技術範圍。但在審判實踐中，被控侵權人用以抗辯的牴

觸申請專利往往在侵權時既已處於公開狀態，法院在判斷該抗辯能否成立時，只是

將二者進行比對，此時可能產生將喪失新穎性的技術方案排除在原告專利保護範圍

                                                        
8 馮曉青，註4書，1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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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法律後果，但並不會對原告專利權的新穎性作出直接評判，這一點與現有技

術抗辯實質上是一致的。9 

在中國大陸司法實踐中也存在這樣的判例：在「邱則有訴被告上海靈拓建材有

限公司、上海舜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上海新興技術開發區聯合發展有限公司、中

國核工業華興建設有限公司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10案中，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

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2000年修訂）的規定，新穎性是指在申

請日以前沒有同樣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在國內外出版物上公開發表過、在國內公開

使用過或者以其他方式為公眾所知，也沒有同樣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由他人向國務

院專利行政部門提出過申請並且記載在申請日以後公布的專利申請文件中。可見，

牴觸申請也能夠損害在後申請專利的新穎性，並導致在後申請不能獲得專利授權，

在這點上，其與現有技術性質相同。因此，如果被告援引牴觸申請作為抗辯的話，

人民法院可以類推適用現有技術抗辯的法理進行處理。 

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最高人民法院」）在最近召

開的全國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座談會議中明確了可以參照現有技術抗辯的規則對

屬於牴觸申請的專利抗辯進行審查。11 

參、現有技術抗辯的適用範圍 

現有技術抗辯的適用範圍討論的是現有技術抗辯可否適用於專利相同侵權中的

問題。在專利等同侵權中，現有技術抗辯的適用並不會與《專利法》所採的行政權

與司法權職能分離的原則相牴觸，是被司法實踐一致認可的。而若將其運用於專利

相同侵權，則被認為引發了法院審判權對專利審查機關的行政權的挑戰。在《專利

法》修改以前，現有技術抗辯的適用範圍歷經了一定的發展過程，有逐漸擴大適用

的趨勢。 

                                                        
9 李玉生，知識產權權利限制規則的適用——以江蘇法院的實踐為中心，收錄於知識產權審判

指導（2010年第2輯，總第16輯），2011年，130頁。 
10 見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8）滬一中民五（知）初字第174號。 
11 李玉生，註9文，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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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有技術抗辯最初適用於專利等同侵權抗辯中 

在「李光訴首鋼重型機械公司侵犯實用新型專利權訴訟案」12中，李光於1990

年11月5日向中國專利局申請了名稱為「旗杆」的實用新型專利，於1991年8月21日

獲得90222928號專利權。該專利的權利要求為「一種旗杆由杆體、滑輪和旗繩組

成，其特徵在於：杆體是中空的，空腔分成下氣室、中氣室和上氣室，在杆體旗幟

升起的一側開有若干個升旗排氣孔和掛旗排氣孔，杆體的下部裝有分別通往三個氣

室的進氣管，並與氣源相連。」1993年5月，被告應第七屆全國運動會籌委會委託

設計、製作的旗幟吹飄裝置由主旗杆、旗幟、小旗杆、定滑輪、升降繩、風機組

成，在主旗杆頂端上側面裝有球形旗冠裝飾；在中空的主旗杆上部設有扁形吹風

孔、下部設有進風孔；在主旗杆上部側面裝有定滑輪；在主旗杆上部與旗幟升起的

適當位置處等間距裝有6排12個不對稱的扁孔錐形風嘴，並鑲嵌於主旗杆吹風孔

內；風機出風口與主旗杆進風口通過帶法蘭的軟管聯通，風機進風口設有風量調節

閥；主旗杆底端固定在地基上，風機固定在基座上。 

原告認為被告製作的旗幟吹飄裝置侵犯其專利權，於1993年10月8日向北京市

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在審理期間，被告提交第三人的第85201537號吹風式旗杆

實用新型專利申請說明書，該專利已於1987年1月14日因專利權終止而進入公有領

域。該專利申請說明書提供了一種旗幟飄揚裝置，它由旗幟、空心旗杆、基座、吹

風機組成，在無風或微風時開動吹風機，使空氣沿空心旗杆的管道上升到空心旗杆

懸掛旗幟位置，並從其上的豎直的兩排小空中排出、以較強的氣流吹動旗幟飄揚。 

二審中，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認為，上訴人李光的「旗杆」實用新型專利技術

方案與被上訴人首鋼總公司製作的「旗杆」的根本區別在於上訴人的專利技術方案

在旗杆內有3個氣室，而被上訴人技術中的旗杆內僅有1個氣室。上訴人在其專利技

術中明確要求保護的只是3氣室旗杆，而單氣室「吹風式旗杆」技術於1987年上訴

人申請專利之前就已成為公有技術。因此，上訴人的專利保護範圍不應包括單氣室

旗幟吹風裝置，被上訴人的「旗幟吹飄裝置」並未覆蓋上訴人專利的全部技術特

徵，維持了駁回上訴人訴訟請求的原判。 

                                                        
12 見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1993）中經知字第807號、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判

決書（1995）高知終字第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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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中，現有技術作為等同原則的限定條件，將等同原則適用的範圍控制在

現有技術之外，防止專利權權利保護範圍的膨脹，危及現有技術的自由使用。可

見，現有技術抗辯制度在最初就被用於保護公有技術的自由使用，以平衡「專利權

不可侵犯」與「現有技術不可壟斷」兩種價值觀念的衝突。 

二、現有技術抗辯也被適用於專利相同侵權中 

在「陳克、台州市椒江新羽工藝品廠與台州市椒江神風領帶廠專利侵權糾紛

案」中，原告陳克於1991年1月27日向國家專利局申請發明專利「刺繡品的彩化工

藝方法」，於1994年4月6日授權公告，專利號為ZL91100595.1。該發明專利獨立權

利要求為：刺繡品的彩化工藝方法，用基線在面料圖案上刺繡，其特徵在於用染色

液對基線繡跡進行染色彩化，再乾燥固定。1996年12月起，神風廠採用與陳克專利

技術相同的方法對其生產領帶中的圖案進行染色彩化。 

被告神風廠辯稱：神風廠在1996年12月開始製造刺繡領帶。這種在部分圖案中

輔之以手繪填色的刺繡品已有悠久的歷史，並非新技術。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用染色液在單色刺繡品上著色彩化是民間傳統工藝，浙江

省溫州、台州等地的工藝品廠大多沿用該民間工藝製作刺繡品。1989年第9期《絲

綢》雜誌上即介紹了該工藝流程。據此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上訴人使用申請

日前已有的技術不構成對發明專利權的侵害，上訴人提出「其使用公知技術並未侵

權」的上訴理由成立，予以支持。13 

在本案中，二審法院認定現有技術抗辯可以被適用於專利相同侵權當中。這種

認定是符合現有技術抗辯的最初目的與宗旨的。無論是在等同侵權還是在相同侵權

中，對於進入公共領域的技術的保護是沒有差異的。只不過在相同侵權中，現有技

術已經不僅僅在於限制專利權的權利範圍，更重要的是現有技術使得原有專利技術

喪失了新穎性，失去了給予專利保護的依據與基礎。 

                                                        
13 吳玉和，公知技術抗辯在中國司法實踐中的運用和發展，中國專利與商標，2007年3月，1

期，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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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陸法院現有技術抗辯適用範圍觀點的演變：以北京

市高級人民法院為例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在2001年頒布了《專利侵權判定若干問題的意見（試

行）》（京高法發[2001]229號）14。該意見第4部分關於「已有技術抗辯」有如下規

定：「已有技術抗辯僅適用於專利等同侵權，不適用於專利相同侵權的情況。當專

利技術方案、被控侵權物（產品或方法）、被引證的已有技術方案三者明顯相同

時，被告不得依已有技術進行抗辯，而可以向專利復審委員會請求宣告該專利權無

效。」此後，現有技術抗辯的適用範圍逐漸擴大。例如，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在

2006年終審的一起案件中，改變了2001年的意見，認為現有技術抗辯也適用於相同

侵權。即在「施特里克斯有限公司訴寧波聖利達電器製造有限公司、華普超市有限

公司專利侵權糾紛案」15中，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控侵權產品雖然

落入了原告專利權的保護範圍，構成字面侵權，但其技術方案與已有技術構成相同

技術方案，被告正當使用已有技術的行為未侵犯原告專利權，其有關已有技術的抗

辯理由成立。 

後施特里克斯有限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審請求，最高人民法院明確指

出：公知技術抗辯的適用僅以被控侵權產品中被指控落入專利保護範圍的全部技術

特徵與已經公開的其他現有技術方案的相應技術特徵是否相同或者等同為必要，不

能因為被控侵權產品與專利權人的專利相同而排除公知技術抗辯原則的適用16。 

筆者認為，2008年修訂的《專利法》的頒布肯定了司法實踐中擴大現有技術抗

辯適用範圍的做法，概括地、不加區分地說明了現有技術抗辯不僅適用於專利等同

侵權，亦適用於專利相同侵權。這種規定是符合現有技術抗辯的初衷以及訴訟經濟

的。 

一方面，《專利法》對實用新型與外觀設計的審查標準是非常寬鬆的，只需經

過形式審查即可授予專利。這種情況下，專利的新穎性與創造性難以保證，容易危

                                                        
14 該意見僅對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管轄範圍內的法院具有指導作用，為統一轄區內各法院對於

專利侵權案件的認定標準，但並不具備法律效力。 
15 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號民事審判書（2005）高民終字第616號。 
16 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駁回再審申請通知書（2007）民三監字第5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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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現有技術的自由使用。另外，在「十一五」規劃期間，中國大陸的專利申請總量

達到了346萬件，其中，發明專利申請占到140萬件，實用新型專利申請占到89萬

件，外觀設計專利申請占到117萬件。17在數量龐大的專利權保護範圍之內，因現有

技術而不具備新穎性的專利的數量應是不容小覷的。在專利相同侵權中，若不允許

被告提出現有技術而只能通過專利無效宣告程式進行抗辯，根據《專利法》以及

《民事訴訟法》的規定，請求宣告專利權無效首先應當向專利復審委員會提出請

求，如果對專利復審委員會的決定存在異議的話，還可以向有專利審判權的中級人

民法院起訴。之後，還可能進行上訴、再審程式。一個專利糾紛案件從立案到結案

需要幾年的時間，這樣的例子在司法實踐中是屢見不鮮的。在技術全球化的今天，

技術更新的週期越來越短，幾年時間，專利價值可能已喪失殆盡。此外，正常的經

濟行為也被嚴重影響，即使最後贏得了訴訟，也失去了最初的意義18。 

現有技術抗辯的理論基礎就在於防止專利權的濫用，在相同侵權中，專利權的

保護範圍同樣擴張至對等同技術的保護，無論是等同還是相同，都本應置於專利權

的保護範圍內。那麼，現有技術抗辯既然可以適用於等同侵權中，自然也應允適用

於相同侵權，適用於相同侵權與等同侵權在實質上並無二異。從現有技術不可壟斷

的角度看，無論是與現有技術相同或者是等同的技術都有可能被專利審查部門錯誤

地賦予專利權，現有技術抗辯做最為替代專利宣告無效的制度，亦應適用於專利相

同侵權。 

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將案件集中於一個訴訟程式中處理是最符合訴訟效率的，

為訴訟雙方當事人避免了長時間的訴累，也為法院的審判工作在保證品質的前提下

提高了效率。同時，也保護了涉案專利的實施價值。 

肆、涉案專利技術、現有技術、被控侵權技術的比對 
規則 

現有技術抗辯將現有技術引入專利技術與被控侵權技術之間，增強了專利侵權

                                                        
17 引自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12/20/content_3946502.htm。 
18 尹新天，註5書，5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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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的複雜程度，給司法實踐中現有技術抗辯的適用帶來了一定的障礙。為統一現

有技術抗辯的適用規則，增強其可操作性，以下將從三項技術的比對順序、被控侵

權技術與現有技術比對的方式、現有技術抗辯的認定標準三個方面研究現有技術抗

辯的比對規則。 

一、三項技術的比對順序 

三項技術的比對順序是適用現有技術抗辯的關鍵問題。然而，長期以來，三項

技術比對順序的問題在理論界及司法實踐中都存在著分歧。這實際上是「專利權不

可侵犯」與「現有技術不可壟斷」這兩種價值觀的衝突，反映出對現有技術抗辯法

律性質的不同認識。 

注重「專利權不可侵犯」這一價值的觀點認為「現有技術抗辯」制度的引入不

能背離「以專利權利要求為核心」的基本原則，僅當被控侵權技術完全落入專利技

術要求的權利範圍時，才有「現有技術抗辯」適用的餘地，不應允許「現有技術抗

辯」的優先適用19。此種觀點其實是以專利權的技術壟斷權為基礎，將現有技術抗

辯作為「侵權例外」的抗辯事由。注重「現有技術不可壟斷」這一價值的觀點認為

專利權的設立不允妨礙社會公眾對現有技術這類社會財富的自由使用，其本質在於

能夠適用現有技術抗辯的專利技術因現有技術的存在而喪失新穎性與創造性，非

《專利法》旨在保護的專利，現有技術抗辯屬「不侵權抗辯」，在長期的司法實踐

中，由於中國大陸地區80多家審理專利侵權糾紛的法院價值取向有所不同，主要存

在著以下三種不同做法： 

(一) 先將被控侵權技術與涉案專利技術進行比較，在被控專利技術完全

落入涉案專利技術的情況下，再判斷被控侵權技術是否屬於現有技

術 

早前，不少法院採取此種做法。如在「汪瑞明、上海九安鉚接技術有限公司訴

被告靖江市翔宇五金製造有限公司實用新型專利侵權糾紛案」20中，汪瑞明等指控

                                                        
19 參見孫海龍、姚建軍，現有技術抗辯的法律性質初探——兼談對新＜專利法＞62條的理解，

中國專利與商標，2010年7月，3期，53頁。 
20 見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5）滬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60號、上海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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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宇公司生產銷售的字樣為「金泉」的淡黃色鉚釘侵害其專利權，翔宇公司向法院

提交了「西部人家」酒一瓶，以此主張公知技術抗辯。「西部人家」酒包裝盒盒背

面列印的文字為「2000年6月16日」，盒蓋上使用的鉚釘與被控侵權的鉚釘技術方

案相同。法院認為，被控侵權鉚釘中鉚沿上端面壓制的凸起「金泉」兩字和凸起兩

個小五角星特徵與涉案專利權利要求記載的凹凸部位特徵相同，進而認定被控侵權

鉚釘落入了涉案專利的保護範圍。「西部人家」酒的酒廠於2000年6月16日之前已

經從鉚釘生產廠家購買并獲得相應的鉚釘。也就是說，鉚釘廠家已在2000年6月16

日之前因銷售而使得該鉚釘所使用的技術方案公開。由於涉案專利的申請日是2000

年10月10日，故「西部人家」酒包裝盒上有關鉚釘的技術由於使用而公開，構成涉

案專利的現有技術，可以依據該現有技術進行公知技術抗辯21。 

這種做法雖然在理論上體現了以專利權為核心的理念，但對司法實踐中被控侵

權技術的認定結果無法產生影響，在處理具體案件時顯然太過僵硬，缺乏靈活性。

此案中，若先將被控侵權技術與現有技術比較，則可迅速查明被控技術是否侵權。

因此，近年來現有技術抗辯屬於不構成侵權的抗辯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 

(二) 先將被控侵權技術與現有技術進行比較，在查明被控侵權技術不屬

現有技術的情況下，再判斷被控侵權技術是否如原告所控告而侵權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三庭在《關於王川與合肥繼初貿易有限責任公司等專

利侵權糾紛案的函》22中指出，「不論神電公司技術與王川專利是否相同，在神電

公司提出公知公用技術抗辯事由的情況下，只有在將神電公司技術與公知公用技術

對比得出否定性結論以後，才能將神電公司技術與王川專利進行異同比較」。 

再如「北京振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與哈爾濱智順弘達岩土工程專利技術有限公

司侵犯專利權糾紛上訴案」23中，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判斷公知技術抗辯

是否成立，應將被控侵權產品與一份公知技術進行對比。被控侵權產品的技術特徵

與一份公知技術相同；或雖不完全相同，但該領域技術人員無須創造性勞動即可進

                                                                                                                                                        
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5）滬高民三（知）終字第157號。 

21 沈志先主編，知識產權審判精要，2010年，208頁。 
22 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三庭（2000）知監字第32號函。 
23 見黑龍江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8）黑知終字第3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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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顯而易見的簡單組合，且未產生新的技術效果的，不論被控侵權產品的技術特徵

與涉案權利要求記載的技術特徵是否相同或者等同，均應認定抗辯成立。故應認定

振沖公司被控侵權施工方法的技術特徵系已有公知的錨杆類型技術，不構成對智順

弘達公司涉案專利權的侵犯。 

(三) 將被控侵權技術分別與涉案專利技術和現有技術進行比較，判斷被

控侵權技術與哪一項技術更為接近 

當時，支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只有對三者同時進行比較，兩頭分別是專

利發明和現有技術，中間是被控侵權技術或者方法，判斷被控侵權技術或方法更為

靠近專利發明，還是更為靠近現有技術，結論是前者時就判定為等同侵權，結論是

後者時就判定現有技術抗辯成立24。」後來，作者予以澄清，「當被控侵權人提出

現有技術抗辯時，法院或者專利行政部門應當進行的只是被控侵權技術或者方法是

否與其舉證的一項現有技術相同或與之十分接近的判斷，而不是『靠誰更近』的判

斷25。」此外這種觀點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認可。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

曹建明指出，「被控侵權人以現有技術抗辯成立的，應當認可該抗辯理由……對於

更接近現有技術而與專利技術有一定差別的，應當認定不構成侵權26。」此後，這

種混合對比的方式在司法實踐中也曾獲得廣泛適用。 

筆者較為贊同第二種比對順序，雖然它經常受到其他觀點的挑戰，如在上述

「北京某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及徐某訴北京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某科技發展有限

公司、北京某化工材料技術有限責任公司侵犯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案」中，北京市

高級人民法院在判決中明確指出：「在侵犯實用新型專利權訴訟中，當被控侵權人

主張公知技術抗辯時，既可在先判定被控侵權技術與專利技術相同或等同的基礎上

進一步判定被控侵權技術是否屬於公知技術，也可先行判定被控侵權技術是否屬於

公知技術，所謂被控侵權技術屬於公知技術，是指被控侵權技術使用的技術與公知

                                                        
24 尹新天，專利權的保護，1998年，384頁。 
25 尹新天，註5書，494-495頁。 
26 曹建明，正確實施知識產權法律，促進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在全國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座談會暨優秀知識產權裁判文書頒獎會上的講話，科技與法

律，2002年12月，4期，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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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相同或等同。只要判定被控侵權技術使用的是公知技術，就可判定侵權不成

立，而無需進一步判定被控侵權技術與專利技術是否構成相同或等同27。」但第二

種觀點和做法逐漸得到了立法和主流司法實踐的認可28，如2008年新修改的《專利

法》第62條，將現有技術抗辯認定為「不侵權」抗辯；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12月21

日發布的《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

[2009]21號）第14條規定：「被訴落入專利權保護範圍的全部技術特徵，與一項現

有技術方案中的相應技術特徵相同或無實質性差異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被控侵權

人實施的技術屬於《專利法》第六十二條規定的現有技術。」 

大部分人認同現有技術抗辯的法律基礎為瑕疵專利的矯正。專利制度設置的機

理是以公開技術換取一定範圍、一定時間的技術壟斷權，釐清專利權人與社會公眾

之間權利的界限，使激勵發明創造與後續研發達到利益平衡。可見，實施現有技術

是法律賦予社會公眾的合法民事權利，具有自身的獨立性，並非僅來源於當事人的

指控，故現有技術抗辯應屬「不侵權抗辯」是符合專利制度利益平衡原則的，防止

了專利權的不正當擴張，平衡公益與私益29。 

此外，筆者認為將原告專利技術與現有技術對比也應是被允許的。一方面這種

比較有利於查明事實並且驗證結論，另一方面在專利技術的創造性程度較低時，難

免與現有技術之間產生模糊與交集，若直接將被控侵權技術與現有技術進行比較，

則結果可能出現偏差。但是由於職能分離原則的限制，法院不應對專利的有效性進

行評價，應僅就個案、針對特定的被控侵權技術作出是否侵權的判斷。 

二、被控侵權技術與現有技術比對的方式 

三項技術的對比方式要探討的是被告是否可以援引幾項現有技術進行綜合處理

後使用。在中國大陸司法實踐中，主要存在下列兩種不同的做法： 

                                                        
27 同註7。 
28 劉曉軍，侵犯專利權訴訟之抗辯要論，中國知識產權雜誌，2011年11月，11期，71頁。 
29 朱旭雲，也談現有技術抗辯的適用——從現有技術抗辯法律制度本源出發，知識產權，2011

年9月，7期，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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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控侵權人進行現有技術抗辯時，只能援引一項現有技術而不能將

兩項或多項現有技術組合起來進行抗辯30 

在「北京英特萊特種紡織有限公司訴北京新辰陶瓷纖維製品公司侵犯實用新型

專利權糾紛案」31中，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已有技術應是一項單獨的技術

方案，兩個以上的技術方案是否可以破壞原告專利的創造性屬於專利無效宣告程式

審查的範疇，不能據此主張已有技術抗辯。 

(二) 不僅單獨的技術方案可以被援引用於現有技術抗辯，所屬領域的普

通技術人員認為相對於現有技術是顯而易見的簡單組合的技術方案

也可作為現有技術抗辯的基礎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制定的《專利侵權判定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01

條規定：「用已有技術進行侵權抗辯時，該已有技術應當是一項在專利申請日前已

有的、單獨的技術方案，或者該領域普通技術人員認為是已有技術的顯而易見的簡

單組合成的技術方案。」這裡所謂的「顯而易見的簡單組合」應當明顯低於創造性

的標準。 

在「達昌電子科技（蘇州）有限公司與瀚洋電子（蘇州）有限公司等侵犯專利

權糾紛上訴案」32中，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在現專利技術方案的基礎上，得

出本案被控侵權產品的全部技術特徵，應屬於本領域內普通技術人員的簡單聯想，

無須經過創造性的勞動，最終認定現有技術抗辯成立，被控侵權人無須承擔侵權責

任。 

筆者認為，第二種做法更為恰當。首先，幾項現有技術顯而易見的組合無須經

過《專利法》要求的創造性標準的智力活動，此種專利技術由於缺乏創造性而不應

予以保護。而作為現有技術的簡單組合，社會公眾是完全有能力達到的，不應將現

有技術自由使用的範圍限制在單一的現有技術中。其次，這裡僅限於現有技術簡單

的、不富有創造性的組合。因為創造性的審查屬於行政機關的職能，大部分司法審

                                                        
30 曹建明，註26文。 
31 見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2）一中民初字第3258號。 
32 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4）蘇民三終字第10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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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機關沒有能力審查一項技術是否具備創造性，而對於簡單組合，卻是易於識別的。 

三、現有技術抗辯的認定標準 

現有技術抗辯的認定標準主要探討的是被控侵權技術與現有技術之間存在什麼

樣的關聯性時才可以認定被控侵權技術為現有技術，是現有技術抗辯適用中的核心

問題。對於這一問題，司法實踐中存在著不同的主張： 

(一) 被控侵權技術與現有技術相同或十分接近 

受職能分開原則的限制，司法審判機關無權審查專利權有效性，這從側面反映

出對法院技術識別方面的不信任。而法院又承擔著解決專利侵權糾紛的職能，那麼

應當限制法院對被授予專利權專利技術的識別，僅當被控侵權技術與現有技術相同

或十分接近時，才可認定現有技術抗辯成立。這裡的「十分接近」應理解為「等

同」。在司法實踐中採這種觀點的案例較多。 

如在「王月雀與台州北平機床有限公司等侵犯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上訴案」33

中，一審法院認為：將在先專利與被控侵權產品進行比較，雖然被控侵權產品旋動

座端面起固定夾持鑽頭作用的卡緣這一技術特徵與在先專利技術相應的技術特徵有

所不同，但二者構成等同技術特徵，北平機床公司提出的公知技術抗辯成立。二審

法院維持了一審判決，其理由是：被控侵權產品與在先專利相比，其主要差別在於

固定夾持鑽頭的設置不同，被控侵權產品是通過在旋動座的端面上設有兩道卡緣以

固定夾持鑽頭，而在先專利是通過在旋動座前端面上設兩個凸柱以固定夾持鑽頭。

上述差別均能實現固定夾持鑽頭的功能，其技術效果也基本相同，且本領域技術人

員不需要付出創造性勞動就容易由在先專利在旋動座前端面上設置兩個凸柱的技術

手段聯想到被控侵權產品在旋動座的端面上設置兩道卡緣的技術手段。因此，被控

侵權產品與在先專利的上述差別屬於以基本相同的技術手段、實現基本相同的功

能、達到基本相同的技術效果，且本領域技術人員無須經過創造性勞動就能夠聯想

到的等同技術特徵，原審法院有關北平機床公司提出的公知技術抗辯主張成立的判

定正確。 

                                                        
33 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9）高民終字第7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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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控侵權技術與原告專利技術和現有技術哪一個更接近 

這種認定標準主要適用於上文中第三種比對順序，即將被控侵權技術分別與涉

案專利技術和現有技術進行比較，判斷被控侵權技術與哪一項技術更為接近。在實

踐中，採這種觀點的判決也不在少數。相關的案例在闡述上一問題時已提到。 

(三) 被控侵權技術較現有技術無新穎性或明顯無創造性 

無新穎性不僅指被控侵權技術與現有技術相同的情形，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

《審查指南》的規定，慣用手段的直接轉換也屬於無新穎性的判斷範圍。而明顯無

創造性是將專利無效審查時的無創造性的判斷標準降低，作為非專業的專利審查人

員，僅判斷出明顯的無創造性即可，對於模糊地帶則忽略不計。 

可見，現有技術抗辯的認定標準在中國大陸並未形成統一的觀點，雖然最高人

民法院在《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的第14條規

定：被訴落入專利權保護範圍的全部技術特徵，與一項現有技術方案中的相應技術

特徵相同或者無實質性差異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被訴侵權人實施的技術屬於《專

利法》第62條規定的現有技術。但並未具體指出「無實質性差異」的外延。對於上

述觀點，筆者比較贊成「無新穎性以及明顯無創造性」這一標準。這一標準彌補了

「十分接近」內涵不明、把握較難的缺陷。當被控侵權技術與現有技術對比無新穎

性時，可以容易地確定現有技術抗辯的成立；若被控侵權技具有新穎性，則需進一

步判斷其較現有技術而言是否明顯缺乏創造性。兩個層次的比較擴大了現有技術抗

辯的適用範圍，相對於就某一技術特徵而言的「等同原則」更充分地保護了公眾實

施現有技術的權利。34 

伍、結 論 

現有技術抗辯的法律適用存在的諸多問題，均源於不同審判人員對於其價值及

宗旨的不同認識。在認定現有技術抗辯時應從現有技術的範圍、現有技術抗辯的適

                                                        
34 張曉都，再談現有技術抗辯的認定標準與現有技術抗辯中的抵觸申請，2008年3月，1期，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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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範圍、三種技術的對比規則以及認定標準四個方面逐一加以分析。但現有技術抗

辯制度的確存在不清晰之處，這就需要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從現有技術抗辯的理論依

據、價值本位加以最符合審判的實際情況出發，實現「專利權不可侵犯」與「現有

技術不可壟斷」兩種價值觀念的平衡與統一，明確現有技術抗辯的根本原因在於矯

正行政機關專利權授予的瑕疵，排斥保護不符合《專利法》條件的專利技術。從

而，達到社會公眾利益與專利權保護的壟斷技術利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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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 
行專更(一)字第7號專利 
判決解析 

蔡馭理* 

壹、前 言 

眾所周知，專利制度係授予申請人排他之專利權，以鼓勵藉申請專利而公開其

發明技術，俾供公眾能利用該發明為基礎，再為創新之制度。故對屬於先前技術而

無貢獻之假發明，顯無授予專利之法律理由或必要。此外，申請專利之發明如為該

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者，吾人皆

知亦在不得取得發明專利之列。然而，所謂「能輕易完成者」係為一種法律概念，

其字面上之意義雖確定，然如何決定是否能輕易完成，或其衡量基準何在卻極不確

定。有鑑於此，專利之標的是否能輕易完成必須由一套有系統的進步性判斷步驟來

論斷，而不是單純以主觀或「感覺」來決定，例如：單純由個人好惡或偏執而定之

技術層次高低、技術難易……，來作推論是否能「輕易完成」。另外，進步性之判

定尚需考慮專利申請案是否能產生「不可預期的效果」、「發明解決長期存在的問

題」……等等因素，作為輔助性的判斷1。一個案件在專利要件審查過程中或者專利

                                                        
* 道法法律事務所專利師、台灣大學電信工程研究所碩士。 
1 例如在DAVID PRESSMAN, PATENT IT YOURSELF 108-10 (13th ed, 2008)中，第5章、F節、第4段

Secondary Factors in Determining Unobviousness中所列之12個輔助性判斷要素：(1)Pre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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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訴訟程序中，進步性都是可專利性或有效性判定中問題的重心之一。顯然，進

步性的判斷係牽一髮足以動全身，除涉專利權人之利益甚鉅外，並考驗從業者及審

查員對於專利法、專利要件或現行專利制度的理解或掌握程度。 

本文將藉由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專更(一)字第7號判決中具體事實敘述，及

問題爭點剖析，以進一步研討及探究進步性的審查操作與判斷。 

貳、案例介紹 

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2003年5月16日以「具有穩定之自啟式供應電源的積體電路驅動裝置」

向被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發明專利，並主張2002年10月11日美國申請第10

／269617號專利案之優先權，經被告編為第92113397號審查後，准予專利，並於公

告期滿後，發給發明第I220573號專利證書。嗣參加人（英屬蓋曼群島商凹凸科技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以其違反專利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及第4項與第26條第2及3項之

規定，對之提起舉發。經被告審查後，以96年10月3日 (96)智專三 (二 )04074字第

0962054777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舉發成立，應撤銷專利權之處分。原告不服，提

起訴願，再經經濟部97年4月23日經訴字第09706105690號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

訟。嗣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依職權命參加人參加訴訟，並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

度訴字第1652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原告不服，遂對之提起上訴，案經最高行政法

院99年度判字第1377號判決廢棄發交智慧財產法院更為審理。 

查，於原處分作成前，被告曾於96年3月21日以 (96)智專三 (二 )04074字第

09620163760號函通知原告就系爭專利進行修正，即應將系爭專利請求項第11項保

留，其餘請求項因不具進步性而應予刪除。針對舉發系爭專利（其代表圖式，請參

                                                                                                                                                        
failure of others, (2)Solves an unrecognized problem, (3)Solves an insoluble problem, 
(4)Commercial success, (5)Crowded art, (6)Omission of element, (7)Unsuggested modification, 
(8)Unappreciated advantage, (9)Solves prior inoperability, (10)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ancient idea where others failed, (11)Solution of long-felt need, (12)Contrary to prior art’s 
teaching。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專更(一)字第7號專利判決解析 83 

專利師︱第九期︱2012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見下文圖2），被告所提出之證據為舉發證據22（其主要圖式，請參見下文圖4）及

證據33（其主要圖式，請參見下文圖5）。為便於讀者理解，謹根據系爭專利與舉發

證據之說明書，表列比對系爭專利與舉發證據2及3兩者間主要元件相對應關係如

下： 

表1 系爭專利與舉發證據2及3主要元件比較表 

系爭專利 舉發證據2 舉發證據3 

103 自啟電容 25 自啟電容 162 自啟電容 

107 高部位電閘 21 高部位電閘 6 高部位電閘 

109 低部位電閘 22 低部位電閘 8 高部位電閘 

115 輸出導電部 × 無對應元件 × 無對應元件 

117 輸出封裝接腳 × 未標示 × 未標示 

305 自啟封裝接腳 × 無對應元件 × 無對應元件 

303 自啟導電部 × 無對應元件 × 無對應元件 

× 未標示 26 輸出端 10 交換節點 
 
 

表中，輸出端26及交換節點10本可對應至系爭專利高部位電閘107源極及低部

位電閘109汲極間相連之輸出節點，但系爭專利指出其在該輸出節點另設輸出導電

部以供輸出打線。關於未標示之輸出封裝接腳117部分，雖然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之人可推測於實際封裝電路時，會設置一輸出封裝接腳，但從舉發證據之說明

書及主要圖示中並不能推測其存在之確切位置。又，輸出導電部115依據系爭專利

之說明書內容可知為習知元件，但於舉發證據之說明書及主要圖示中亦未顯示出對

應元件。自啟封裝接腳305及自啟導電部303於舉發證據本無對應元件，則為系爭專

利與之區別的技術特徵。 

                                                        
2 即1994年11月15日公告之美國專利US 5365118「Circuit for driving two power MOSFETs in a 

half-bridge configuration」。 
3 即2002年8月15日公開之PCT專利公告號WO 02/063765 A2「Integrated FET and 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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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以下圖1，係系爭專利說明書所述之習用技術，在該導電部115與第一封裝

接腳117間的連接線會具有一些電阻值及電感值4。是以，當積體電路驅動裝置101透

過第一封裝接腳117供應該負載電路105一電流時，會因電阻121及電感122的緣故而

有一些電壓損耗。該電壓的下降量是很重要的，因為任何導電部115與第一封裝接

腳117間之連接線所造成的壓降會直接並立即的使自啟式供應電源的電壓下降。由

於該連接線中之大電流量及高電流變化率，其所造成的電壓下降量相當可觀，可能

會達到2伏特以上。這種自啟供應式電源之瞬間壓降，會嚴重影響電路上信號處理

的運作，如錯誤偵測電路及自啟供應電源之監視電路的運作。習知之積體電路驅動

裝置由於具有不精密且多雜訊的自啟供應電源，故相當不理想。有鑑於此，系爭專

利發明人有感於此種問題與需要，乃提出系爭專利之設計以解決之。 

圖1 系爭專利所揭露之習知電路圖 

                                                        
4 即電阻121及電感122。 

107 高部位電閘 

109 低部位電閘 

115 輸出導電部 

117 第一封裝接腳 

    (輸出封裝接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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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自啟接腳 

419 自啟連接線 

407 自啟導電部 

413 輸出封裝接腳 

417 輸出連接線 

409 輸出導電部 

107 高部位電閘 

109 低部位電閘 

115 輸出導電部 

117 第一封裝接腳 

    (輸出封裝接腳) 

305 第二封裝接腳 

    (自啟封裝接腳) 

303 自啟導電部 

圖2 系爭專利電路圖 

 

圖3 系爭專利積體電路晶片的封裝概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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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舉發證據2，US 5365118主要電路圖 

 

 

 

 

 

 

 

 

 

 

 

 

 

 
 
 
 
 
 

圖5 舉發證據3，PCT WO 02/063765 A2主要電路圖 

21 高部位電閘 

22 低部位電閘 

25 自啟電容 

26 輸出端 

1  高部位電閘驅動 

6    高部位電閘 

8    低部位電閘 

10   交換節點 

162  自啟電容 

50   電閘驅動電路 

54   電閘驅動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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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爭點及法院見解 

因被告智慧財產局自始即肯認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5具備進步性，而指

出系爭專利案第11項所揭露之技術特徵為：「於實際線路佈局及封裝上增設另一自

啟導電部、自啟封裝接腳」，乃兩造及各審理行政及司法機關均無疑義者。因此，

兩造所爭執之部分在於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以外的請求項次，其係依附於獨立項第

8項6。 

此外，系爭專利尚有獨立項第17項及第128項，其揭露據以與舉發證據區別之元

件如下表所示： 

                                                        
5 11.如申請專利範圍第8項所述積體電路驅動裝置，其中該自啟封裝接腳係連接於一自啟電容

的第一端，而該自啟電容的第二端係連接於該高部位電閘驅動電路的一輸入端。 
6 8.一種封裝之積體電路裝置，包括：(a)一積體電路晶片，該晶片包括：(1)一高部位電閘電晶

體；(2)一低部位電閘電晶體，其係串接於該高部位電閘電晶體，該高部位電閘電晶體的源

極係連接於該低部位電閘電晶體的汲極，而該高部位電閘電晶體的源極及該低部位電閘電晶

體的汲極係形成一輸出端；(3)一自啟導電部，其係連接於該輸出端；(4)一高部位電閘驅動電

路，其係控制該高部位電閘電晶體的開啟及關閉；(5)一低部位電閘驅動電路，其係控制該

低部位電閘電晶體的開啟及關閉；(6)一輸出導電部，其係連接於該輸出端，且該輸出導電部

係提供一輸出訊號給一負載電路。(b)一積體電路封套，其係具有複數個封裝接腳，最少包

括一自啟封裝接腳及一輸出封裝接腳，該積體電路封套係用來封裝該積體電路晶片。(c)一輸

出連接線，其係用來連接該輸出導電部及該輸出封裝接腳。及(d)一自啟連接線，其係用來連

接該自啟導電部及該自啟封裝接腳。 
7 1.一種積體電路驅動裝置，包括：一高部位電閘電晶體；一低部位電閘電晶體，其係串接於

該高部位電閘電晶體，該高部位電閘電晶體的源極係連接於該低部位電閘電晶體的汲極，而

該高部位電閘電晶體的源極及該低部位電閘電晶體的汲極係形成一輸出端；一自啟導電部，

其係連接於該輸出端；一自啟電容，其第一端係連接於該自啟導電部；一高部位電閘驅動電

路，其係控制該高部位電閘電晶體的開啟及關閉，而該高部位電閘驅動電路係連接於該自啟

電容的第二端，以從該自啟電容取得一輸入訊號；一低部位電閘驅動電路，其係控制該低部

位電閘電晶體的開啟及關閉；及一輸出導電部，其係連接於該輸出端，且該輸出導電部係提

供一輸出訊號給一負載電路。 
8 12.一種使用一高部位電閘串聯一低部位電閘以驅動一負載電路的方法，該高部位電閘的源

極係連接於該低部位電閘的汲極，而該高部位電閘及該低部位電閘的連接部係形成一輸出

端，該方法包括：設置一自啟導電部以連接該輸出端；設置一輸出導電部以連接該輸出端；

連接一自啟電容與該自啟導電部，該自啟電容係用來提供一自啟供應電源，以供給高部位電

閘的一高部位電閘驅動電路；及連接該輸出導電部及該負載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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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系爭專利獨立項與舉發證據2及3區別元件表 

申請專利範圍獨立項 第1項 第8項 第12項 

揭露與舉發證據區別之 
元件 

自啟導電部 
輸出導電部 

自啟導電部 
輸出導電部 
自啟封裝接腳 
自啟連接線 

自啟導電部 
輸出導電部 

 
 

(一) 爭點之探討 

爭點一： 技術特徵「兩獨立輸出路徑」，是否只需「自啟導電部」為 
已足？ 

被告機關認為僅能保留請求項第11項之理由，在於該專利標的積體電路需於實

際線路佈局及封裝上增設「自啟導電部」及「自啟封裝接腳」，並界定其與「自啟

連接線」、「自啟電容」，與「高部位電閘驅動電路」之連接關係，才得與習用技

術區別，而原告所稱第1或12項已揭露或隱含第11項之自啟封裝電容之技術特徵與

事實不符。但原告認為，由系爭專利說明書可知系爭專利之技術核心在於透過「自

啟導電部」及「輸出導電部」之設置而形成「兩獨立輸出路徑」，因此一旦揭露

「自啟導電部」，則任何具備基本專利知識者可輕易發現系爭專利必可產生新的一

條獨立輸出路徑，而足夠與習用技術相區別。而其與該「自啟電容」與「高部位電

閘驅動電路」之設置與連接關係，實已記載於請求項第1項或第12項，故此兩請求

項實已有未為舉發證據2或3所揭露或隱含之技術特徵9。反面觀之或退一步言，若被

告認系爭專利與舉發證據之區別在於同時存在「自啟封裝接腳」及「自啟電容」設

                                                        
9 依通常知識，導電部係積體電路晶片中之襯墊（pad），其透過打線方式連接至晶片外部之

封裝接腳。因此，一專利申請範圍引入「自啟導電部」之新一技術特徵，並已定義及表明其

與對應元件「自啟電容」與輸出端之連接關係時，實亦蘊涵必然於打線封裝後，存在至少一

「自啟電部」與其相應輸出端（更精確言之，以本案而論，即自啟封裝接腳）之連接關係。

亦即，申請專利範圍依附項第11項相對申請專利範圍獨立項第1及12項之差別，僅是在數種

連接關係中，明確選擇以某媒介（以本案而言，即「自啟連接線」）連接該「自啟導電部」

及「自啟電容」的方式，進行申請專利範圍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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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則依系爭專利核准公告時之專利申請範圍觀之，「自啟導電部」與「自啟封裝

接腳」之設置與連接雖未全部記載於獨立請求項第1項內，但早已限定於系爭專利

原請求項第5項與第7項中。則被告一方面肯定請求項第11項所包含之技術特徵具可

專利性，另一方面卻否定具有相同技術特徵之請求項第5或7項有可專利性，顯有矛

盾。 

爭點二： 「自啟導電部」及「輸出導電部」是否已於舉發證據2或3中 
揭露？ 

被告機關於原審定書先承認第1項及第8項所稱之「自啟導電部」或「輸出導電

部」並未揭示於舉發證據2或3，但嗣後於爭訟程序中卻認為：因依第3項，「自啟

導電部」得與「輸出導電部」屬同一元件，故等同於證據2揭示之「輸出端26」或

證據3揭示之「交換節點10」，亦即被告認為「輸出端26」或「交換節點10」可對

應為「自啟導電部303’」。原告則屢次指陳，系爭專利兩舉發資料與系爭專利說明

書圖2所揭示之習用技術相同（參見本文圖1），是在習用技術未如系爭專利「分開

自啟導電部303與輸出導電部115情形下，負載電流變化會影響自啟電容電壓」，故

系爭專利與習用技術兩者實存重大技術差異。例如舉發證據3雖揭示交換節點10，

然該交換節點10僅為輸出端，無法證明其為輸出導電部或自啟導電部。此外，標號

10僅充為電路圖中標示之用，且因兩者均位於封裝電路52和56之外，不可能為封裝

電路內之輸出導電部或自啟導電部。此外，自舉發證據2及舉發證據3之主要電路圖

示，吾人可輕易得知因其皆未揭示任何電路內部結構，資以判斷其曾揭示有自啟導

電部或輸出導電部等元件之存在，自無從作為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之依據。另外，

原告亦不解指出，系爭專利之新穎性及進步性俱已為美國及歐洲專利局所確認，為

何在國內卻受到質疑？ 

爭點三：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3項10之意涵為何？ 

眾所周知，專利獨立第1項為附屬第3項之上位概念，亦即依據請求項差異化原

則，附屬第3項既定義輸出導電部或自啟導電部可為同一元件，則獨立第1項既為上

                                                        
10 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積體電路驅動裝置，其中該自啟導電部與該輸出導電部係為同

一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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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概念，必然隱含有輸出導電部及自啟導電部可為單一導電部或二個導電部之可

能。本諸前述，所屬技術領域中通常知識者並未能依舉發證據2或3等之先前技術舉

證並指出其具有系爭專利之單一或二個導電部，而僅可推知系爭專利之高部位電閘

107源極及低部位電閘109汲極間，應有對應舉發證據2、3之輸出端26、交換節點10

而相連之輸出節點之技術內容。 

詳言之，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3項係指輸出導電部與自啟導電部於特定情

形下，得予整合以形成單一導電部，而不可誤將上下位概念無端翻轉，竟指稱第一

項必然因此僅指涉單一導電部，而不可能包括二個導電部之範圍。此因不同元件名

稱於絕大多數情形下，係指涉不同元件，除於滿足特定條件下，始有可能發生例

外11。且由本事件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12之理由可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8及12三獨立項既皆已具自啟導電部及輸出導電部兩特徵，並因此改善習用技術僅

有輸出導電部之缺失，則被告機關未審酌此差異及可專利性區別，顯有不當。又，

舉發證據2僅揭示一輸出端26、舉發證據3僅揭示交換節點10，而俱未揭示任何電路

內部結構資以判斷其曾揭示自啟導電部或輸出導電部等元件之存在。且舉發證據

2、3並未揭示或隱含兩個獨立輸出途徑，故即使將系爭專利之輸出導電部與自啟導

電部整合成單一點，舉發證據2、3亦未揭示或暗示兩獨立輸出途徑，是自無從預期

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或所欲達成之功效，故舉發證據2、3顯非攻擊系爭專利此一核

心特徵不具進步性之適格證據。 

自前述分析與討論，吾人應可推知，各造、行政或司法機關就系爭專利此一核

心特徵之可專利性應無疑義，有爭執者輒為系爭專利各相關獨立項是否已然界定此

一核心特徵？ 

(二) 原審（智慧財產）法院對於上述雙方所爭執之問題癥結作出的判決
摘要如下 

1.系爭專利與舉發證據2、3之差異在於系爭專利除具有舉發證據2、3所揭露之

「輸出導電部」連接於電晶體的源極及電晶體的汲極所形成之輸出端外，尚具有

                                                        
11 即將輸出導電部與自啟導電部整合成單一導電部。 
12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377號判決指出，因舉發證據2及3均僅有單一導電部，故其皆缺

少如系爭專利之另一輸出導電部115或自啟導電部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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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啟導電部303，其係連接於該輸出端」，以及「一自啟電容，其第一端係連接

於該自啟導電部」等技術特徵，而系爭專利之「自啟導電部303」及「輸出導電部

115」均連接於輸出端，依基本電學原理，「自啟導電部303」及「輸出導電部

115」等同為兩個電壓節點，又依基本電學原理，兩相連之電壓節點（node）其電

壓電位係相同，亦即系爭專利之輸出端的電壓相同於自啟導電部303之電壓，亦相

同於輸出導電部115之電壓，因此系爭專利之「自啟導電部303」及「輸出導電部

115」兩元件可視為同一電壓節點或電壓相同之兩個電壓節點，此亦可由系爭專利

請求項第3項「自啟導電部與輸出導電部係為同一元件」得到印證（由於請求項第3

項依附於請求項第1項，請求項第1項自亦涵蓋「自啟導電部」與「輸出導電部」係

為同一元件）。依前述基本電學原理，若將系爭專利之「自啟導電部303」及「輸

出導電部115」兩元件視為同一電壓節點，則「自啟導電部303」與「輸出導電部

115」可視為同一元件，因此「一自啟電容，其第一端係連接於該自啟導電部」實

質上等同於「一自啟電容，其第一端係連接於該輸出導電部」，因此該技術特徵已

揭露於舉發證據2（參圖4）或舉發證據3（參圖5）；綜合前述，由於舉發證據2或3

已完全具備第1項之構件，其自可達成如第1項之相同功效，因此第1項為其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依上開證據所揭示技術內容所能輕易完成，故舉發證

據2或3可證明系爭專利第1項不具進步性。同理亦可證明爭專利第12項不具進步

性。 

2.第3項，其內容係「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積體電路驅動裝置，其中該自

啟導電部與該輸出導電部係為同一元件。」則「一自啟電容，其第一端係連接於該

自啟導電部」實質上等同於「一自啟電容，其第一端係連接於該輸出導電部」，因

此該技術特徵已揭露於舉發證據2（參圖4）或舉發證據3（參圖5），由於舉發證據

2或3已完全具備第1項之構件，其自可達成如第1項之相同功效，因此第1項為其所

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依舉發證據2或3所揭示技術內容所能輕易完成，

故其亦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第3項不具進步性。再關於第4項，其內容為「如申請

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積體電路驅動裝置，其係進一步包括一輸出封裝接腳，該輸出

封裝接腳係藉由一輸出連接線連接該輸出導電部」；第6項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

項所述積體電路驅動裝置，其係進一步包括一輸出封裝接腳，該輸出封裝接腳係藉

由一輸出連接線連接該輸出導電部」，經查「輸出封裝接腳係藉由一輸出連接線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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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該輸出導電部」技術特徵係為通常知識，例如已揭露於系爭專利說明書第6頁第

21至23行有關於先前技術之說明中所記載「……該導電部115連接於第一封裝接腳

117，一般以金、銅或其他高導電性材料作為連接線。」因此第4、6項為其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依舉發證據2或3所揭示技術內容並參酌系爭專利申請

前之通常知識所能輕易完成，故第4、6項不具進步性。 

3.第5項，其內容為「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積體電路驅動裝置，其係進一

步包括一自啟封裝接腳，藉由一自啟連接線連接該自啟導電部」；第7項為「如申

請專利範圍第3項所述積體電路驅動裝置，其係進一步包括一自啟封裝接腳，其係

藉由一自啟連接線連接該自啟導電部」，經查舉發證據2、3並未揭露「一自啟封裝

接腳，其係藉由一自啟連接線連接該自啟導電部」，故舉發證據2、3並無法達成系

爭專利「改善因習知（參照圖1）導電部115與第一封裝接腳117間之連接線所造成

的壓降會直接並立即的使自啟式供應電源電壓下降的問題」之功效，因此舉發證據

2或3尚難證明請求項第5、7項不具進步性。 

4.第8項所述「(d)一自啟連接線，其係用來連接該自啟導電部及該自啟封裝接

腳」技術特徵，並未揭露於舉發證據2或3，故舉發證據2或3並無法達成系爭專利

「改善因習知（參照圖1）導電部115與第一封裝接腳117間之連接線所造成的壓降

會直接並立即的使自啟式供應電源電壓下降的問題」之功效，因此舉發證據2或3尚

難證明第8項不具進步性。至系爭專利第9至11項係直接依附於第8項，為第8項之進

一步限縮且包含該項所有的技術特徵，舉發證據2、3已無法證明系爭專利第8項不

具進步性。 

5.綜上所述，系爭專利第1至4、6、12項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依

舉發證據2或3即可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然該舉發證據並無法證明系爭專利第

5、7項及第8至11項，與「封裝製程階段，藉由自啟導電部與自啟封裝接腳之設置

與連接方式，以實質分開自啟導電路徑與輸出導電路徑」有關之技術特徵不具進步

性。從而，原審定機關所為系爭專利全部項次舉發成立之審定，於法不合，訴願機

關予以維持，亦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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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系爭專利各獨立項已否界定前述核心特徵之再探討 

依據系爭專利說明書及圖示可知，本發明為一積體電路驅動裝置，其具有自啟

電容專用的自啟封裝接腳及自啟導電部，另外單獨形成一獨立的輸出路徑，以使自

啟式供應電源的電壓能維持穩定13。本節將進一步探討系爭專利各獨立項是否已界

定此一特徵。 

一、各方是否存在技術偏見？ 

由被告機關或法院見解不難看出，其於系爭專利之標的似存嚴重之技術偏見。

例如：在本文所引法院判決摘要甲項次中，法院以「依基本電學原理，『自啟導電

部303』及『輸出導電部115』等同為兩個電壓節點，又依基本電學原理，兩相連之

電壓節點（node）其電壓電位係相同，亦即系爭專利之輸出端的電壓相同於自啟導

電部303之電壓，亦相同於輸出導電部115之電壓，因此系爭專利之『自啟導電部

303』及『輸出導電部115』兩元件可視為同一電壓節點或電壓相同之兩個電壓節

點」，因而驟下結論，認為舉發證據2或3已揭露系爭專利之發明。但即因此一基本

電學原理，導致從事相關工作的智慧財產局以及法院作出如此近乎反射的思考方

式；吾人似可推知，長期接觸電路、受過正統電學教育的業界人士，更會因直覺、

傲慢、優越感等等因素，而產生技術偏見，遂忽視在自啟式供應電源的積體電路驅

動裝置作出有若系爭發明之改良，此正驗證最深刻的謎團往往存於我們最習以為常

事物之哲理。 

查，原判決肯定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5項、第7項及第8～11項之可專利性

固堪讚賞，然其否定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4項、第6項及第12項之可專利性

則有待商榷。就此，吾人謹進一步再推論如次： 

                                                        
13 即舉發證據2或3均未如系爭專利具有新的一條連接自啟導電部及自啟封裝接腳之獨立輸出路

徑，而充其量僅與系爭專利說明書所揭習用技術相同，將積體電路晶片上唯一導電部透過單

一輸出路徑連接至封套外部封裝接腳，最後再將自啟電容及負載電路併同連接至該單一封裝

接腳。如此所造成後果即為：若作用於該導電部之電流或電壓量值較大，於使用時，因須經

過導電部、內接引腳連接、及外接引腳，將受其間之寄生電阻、電容及電感影響，所造成電

壓下降量將相當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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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法院如下之推論：「『自啟導電部303』與『與輸出導電部115』可視

為同一元件，因此『一自啟電容，其第一端係連接於該自啟導電部』實質上等同於

『一自啟電容，其第一端係連接於該輸出導電部』，因此該技術特徵已揭露於舉發

證據2（參圖4）或舉發證據3（參圖5）」似屬正確，但此實因法院未考慮下述情況

所致： 

(一)原審主張系爭專利之「自啟導電部303」及「輸出導電部115」均連接於輸

出端，故依基本電學原理，兩相連之電壓節點（node）其電壓電位係相同，固非無

見，然原審未能慮及：巨觀上，自啟導電部303與輸出導電部115兩處為等電位，但

正如原告屢次指陳，於半導體技術發展到奈米級之今日，在微觀上，此兩電位並非

相等（因兩者之間存有寄生電阻與寄生電感，由於電流流過，造成兩者電位並非相

同）。原審就此一科技真理既不否認，又不依原告請求，傳訊相關領域專家以驗證

是否屬實，令人難解； 

(二)原審法院根據前述誤會，進而認定系爭專利之輸出端的電壓相同於自啟導

電部303之電壓，亦相同於輸出導電部115之電壓。即認為輸出端、自啟導電部及輸

出導電部三者之電位相同。 

 
圖6 典型積體電路封裝成品構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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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原告前段論述可知，輸出端之電壓將稍異於於自啟導電部303之電壓（茲以

∆VPad-C表之）。本諸相同事理，輸出端與輸出導電部115之電壓亦將有∆VPad-R之

異、電流流經L/F內接引腳將有電壓變化∆VL/F-I-R、及流經L/F外接引腳117將有電壓

變化∆VL/F-E-R
14（併參註中圖6之說明）。是故，自啟導電303之電壓與輸出導電部

115之電壓將可能有∆VPad-C±∆VPad-R之異。而以技術角度而論，系爭專利因透過此種

增設一條獨立路徑的方式，將使得自啟電容不會再受到負載電路因電流流經寄生阻

抗的原因所導致∆VPad-R±∆VL/F-I-R±∆VL/F-E-R如此大之電壓變動。這正是本發明欲達到

目的之基礎，法院不應不予審酌。 

(三)再次，原審所認系爭專利之「自啟導電部303」及「輸出導電部115」兩元

件可視為同一電壓節點或電壓相同之兩個電壓節點，亦可由系爭專利請求項第3項

「自啟導電部與輸出導電部係為同一元件」得到印證乙事，實應出因被告及原審共

同於輸出端、自啟導電部及輸出導電部三者之電壓電位相同之認識有誤如上所致。

系爭專利所採技術手段為在積體電路驅動裝置內增設自啟導電部，俾為負載電路與

                                                        
14 積體電路封裝係屬加工之後段製程，主要是將前製程加工完成（即晶圓廠所生產）之晶圓上

IC予以分割，黏晶、並加上外接引腳及包覆。而其成品（封裝體）主要是提供一個引接的介

面，內部電性訊號亦可透過封裝材料（引腳）將之連接到系統，並提供矽晶片免於受外力與

水、濕氣、化學物之破壞與腐蝕等。圖6為一典型的積體電路封裝成品構造圖，對比於圖3可

知系爭專利之積體電路封套401可對應至熱固性環氧樹脂（EMC），積體電路晶片403對應

至晶片（CHIP）及晶片托盤（DIE PAD），輸出連接線417、自啟連接線419則對應至金線

（WIRE），輸出封裝接腳413（對應圖2中的117）及自啟封裝接腳415（對應圖2中的305）

則對應至L/F外接引腳（OUTER LEAD），而自啟導電部407（對應圖2中的303）、輸出導

電部409（對應圖2中的115）、高部位電閘輸入部421及各式的導電部405及411則未標示於圖

6，其係為設於晶片中透過金線相連而接至引腳之襯墊（pad）。因此，可以看出，一典型的

積體封裝電路應分為封套內及封套外兩部分做分析，系爭專利之自啟導電部407、輸出導電

部409係位於封套之內部，並透過L/F內接引腳（INNER LEAD）連接至L/F外接引腳後，才

連接到外部的被動元件，即自啟電容103及負載電路105。 
此外，積體電路在運行時會產生有高熱問題，因為金屬材料具有正電阻溫度係數，因此導電

部、導線、連接線之電阻值隨溫度的增加而增大，在加上不可避免的寄生電容、寄生電感等

因素，若該連接具有大電流量及高電流變化率，其所造成的電壓下降量將相當可觀，如系爭

專利說明書先前技術中所言，可能會達到2伏特以上。而這種自啟供式應電源之瞬間壓降，

會嚴重影響電路上之信號處理的運作，如錯誤偵測電路及自啟供應電源之監視電路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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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啟電容提供兩相獨立之輸出路徑，從而使自啟電容兩端之電壓不受負載電流之影

響。而自啟導電部303及輸出導電部115乃此兩獨立輸出路徑之代表性元件，但並非

指該兩輸出路徑僅由此兩元件構成。詳言之，各該輸出路徑除各該元件外，尚包括

真實或必然潛存之各別相關構成元件（即分別為自啟電容與負載）、各別相關接腳

（即分別為自啟封裝接腳與輸出封裝接腳），以及該兩輸出路徑各自相關元件間之

各自連接導線與其寄生電阻與電感，如下圖7所示。其與習用技術及舉發證據2或3

之單一輸出路經顯然有所區別。此外，被告或原審於前述自啟導電部及輸出導電部

兩者電位相同之錯誤認識，遂導致誤解專利法旨趣或解讀，進而誤認此一錯認事實

得由系爭專利請求項第3項「自啟導電部與輸出導電部係為同一元件」得到印證。

詳言之： 

Vss

自啟電容

Vsp2
高部位電閘

電晶體

自啟導電部
&

輸出導電部

輸出端

低部位電閘

電晶體

高部位電閘電

晶體驅動電路

低部位電閘電

晶體驅動電路

負載

電路

Vss

Vss

Vsp1

第一輸出路徑

第二輸出路徑

 
圖7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3項之示意圖 

1.自啟導電部303及輸出導電部115僅係兩獨立輸出路徑之代表性元件，而非指

該兩輸出路徑僅由此兩元件構成，故吾人不宜將此兩元件與該兩輸出路徑等同視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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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爭發明之核心特徵在於兩相獨立輸出途徑，故縱有例外情形（如欲實施第3

項「自啟導電部與輸出導電部係為同一元件」之例外），該例外情形亦必得能產生

兩獨立輸出路徑之結果，否則，即非系爭發明或專利之技術。乃原審錯誤解讀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及3項，而為前述適用法規錯誤或不當之違背法令判決理由； 

3.詳言之，原審錯誤解讀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及3項，而認為既然系爭專

利包括第3項「自啟導電部與輸出導電部係為同一元件」之態樣，顯然自啟導電部

與輸出導電部乃具同一電位，將例外當成原則，並進而曲解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不

存在兩個獨立輸出途徑，而否定其專利性。則其適用或解讀專利法顯有錯誤。 

肆、系爭專利各獨立項已否界定前述核心特徵之決定 

本於前一大段之錯誤適用法律，致原判決誤認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不

具專利性之情事似已明朗，則原判決否定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4項及第6項

（具直接或間接依附可准專利之第1項）可專利性之理由，將不再成立。 

詳言之，原審之錯誤解讀專利旨趣，係因其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3項

（範圍較小之附屬項）之特殊或例外情事，回頭解釋或限制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

（範圍較大之獨立項）。易言之，第3項既然範圍較小，則以範圍較小之例外情事

解讀範圍較大之第1項，本即違反邏輯、法理或事理。進一步以言，範圍較大之獨

立項除包含範圍較小附屬項之範圍外，尚包括申請專利範圍第3項「自啟導電部與

輸出導電部係為同一元件」以外之兩獨立輸出路徑態樣15，乃被告機關、原審及上

訴人俱未能依邏輯或法理如此正確解讀專利法，並進而曲解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不

存在真實之兩個獨立輸出途徑，而否定其專利性。則其適用或解讀專利法本堪商

榷。 

同理，原判決誤認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不具專利性之情事既已明朗，

則原判決於否定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2項可專利性之理由，亦將不再成立。 

                                                        
15 有如圖7所明白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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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 論 

透過本文的論述，系爭專利各相關獨立項相對於先前技術、舉發證據2及舉發

證據3在新穎性及進步性上，實已有可專利性區別。被告智慧財產局對於專利申請

發明技術內容之掌握應更加精緻，於所欲引用為比對基礎之引證資料應該更加具體

明確。以原有之舉發證據之圖示作為判斷基準，在證據力上似顯薄弱，應該提出更

精確的比對或論證。雖技術知識應不如被告，原審法官對技術領域所領會之深度顯

較被告淵博16，故能於原審判決書第六段明示：「然該舉發證據並無法證明系爭專

利第5、7項及第8至11項，與『封裝製程階段，藉由自啟導電部與自啟封裝接腳之

設置與連接方式，以實質分開自啟導電路徑與輸出導電路徑』有關之技術特徵不具

進步性」，以肯認系爭專利技術特徵之具有進步性，然原審未能徹底究悉申請專利

範圍獨立項及附屬項之彼此範圍、涵蓋及邏輯關係，對系爭專利之核心技術之表現

方式尚未徹底通透掌握。最後，系爭專利之新穎性及進步性已為美國及歐洲專利局

所確認，基於世界專利之審查一致化（harmonization），如我國審查員實不必再堅

持掌握不同之審查尺度之謙遜態度17，或許亦不至於釀此錯誤。綜此，筆者特別針

對此號判決作出探討，期待釐清其中的癥結之處，以圖國內專利界對於專利之理解

更深耕一層。 

 

                                                        
16 或許是因嚴謹法學訓練過程所導致。 
17 事實上，本案於國內之審查結果早於國外出爐，或許吾人此評應指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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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新型專利的適格性與  
侵權專利範圍解讀 
——以非形狀、構造與裝置的其他特徵為中心 

程法彰*、蔣明倫** 

壹、前 言 

我國目前的專利法中規定1，新型專利指的是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

形狀、構造或裝置之創作係為新型專利保護之標的，同時於規定非屬物品形狀、構

造或裝置者或違反第1項規定，經形式審查認有其情事，應為不予專利之處分。在

2003年我國修法將新型專利授予專利方式由實體審查改採形式審查以及新型技術報

告制度配套措施，並於2004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由於新型專利的進步性要求明顯

低於發明專利，同時因為新型專利在申請時為形式審查而在取得的時效上較發明專

利快速，因此實務上許多技術性未必足夠申請發明專利的標的多轉為申請新型專

利。然而在申請實務上，新型專利案之申請者往往仍希望藉由寫法轉換之包裝方式

將其所認為的申請案方法特徵埋藏於新型專利之專利範圍中，因此可能產生專利申

請標的是否適格以及在侵權案件中如何解讀專利範圍的爭議，這正是本文所要討論

的焦點。 

                                                        
*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研究生。 
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法規資訊，http://www.tipo.gov.tw/ch/Download_DownloadPage.aspx? 

path=1616&Language=1&UID=13&ClsID=14&ClsTwoID=15&ClsThreeID=28，最後瀏覽日：

2012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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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題的提出與研究方法 

如前言所述，新型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甚或是專利說明中包含非形狀、構造與

裝置的其他特徵標的是否會導致標的適格性爭議為本文所要處理的第一個議題。除

了專利適格性的爭議外，在獲得專利後面對侵權之訴訟糾紛時，應如何解讀此包含

非形狀、構造與裝置的之新型專利範圍，是本文所要處理的第二議題。就第一議題

而言我國的新型專利審查基準似乎並未完全說明處理的方式，同時對於專利侵權時

的專利範圍解讀的第二議題上，法院實務雖然有相關見解，但似乎其妥適性尚有欠

缺。因此本文欲藉由美國案件的相關法理，提出說明作為我國可能的參考。 

就理論上而言，雖然美國並無新型專利制度的保護，然而其在設計專利（相當

於我國的新式樣專利）保護上，其也有著許多案例係含有功能性特徵，進而導引出

許多判斷論述方式與觀點，可借用其觀點推引作為我國新型專利標的適格性之判

斷。另外，美國法院對於以方法界定物之發明專利在侵權時的專利範圍讀取之判斷

案例，或可提供目前我國包含非形狀、構造與裝置的其他特徵標的新型專利在侵權

案件中專利範圍界定的參考。 

此外，本文必須先加以說明的是，本文討論新型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甚或是專

利說明中包含非形狀、構造與裝置的其他特徵之專利申請案或專利，並非指完全與

形狀、構造與裝置無關的專利新型申請案，若其為完全與形狀、構造與裝置無關的

專利新型申請案，則其必然不適格，亦無所謂專利侵權訴訟時專利範圍的解讀。因

此本文所討論新型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甚或是專利說明中包含非形狀、構造與裝置

的其他特徵之專利申請案或專利，指的是其中確實包含形狀、構造與裝置構件的專

利申請案或專利。 

參、包含非形狀、構造與裝置的其他特徵之新型專利與

其專利適格性 

一、我國對包含非形狀、構造與裝置的其他特徵之新型專利與

其專利適格性規範未臻完整 

我國的專利審查基準並非忽略包含非形狀、構造與裝置的其他特徵之新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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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的可能性，事實上，新型專利審查基準所舉之案例確實有相關舉例如下： 

「一種茶杯，具有一杯體及一結合於該杯體上之握把，握把內側係呈波浪狀，該杯

體係以鋁合金為材料壓鑄而成。」 

在我國新型專利審查基準所提供之判斷準則為：本案例申請專利範圍獨立項為

以不分段式方式撰寫，其單一請求項整體或部分係為杯體及握把，主要在於描述屬

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的創作（即是該杯體及該結合於該杯體上之握把，握把內

側係呈波浪狀），此案例改良主要在於握把內側所呈現之波浪狀特定技術特徵，具

備新型標的所保護之形狀上改良，其中申請專利範圍獨立項同樣如上為以不分段式

方式撰寫，主要在於描述屬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的創作（即是該杯體及該結合

於該杯體上之握把，握把內側係呈波浪狀），但審查基準認為還須在進一步確認新

型專利說明書新型說明部分，是否明顯屬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而非只是方法

步驟之技術特定特徵，因此判斷申請專利範圍獨立項，如係以不分段式方式撰寫，

其單一請求項整體或部分在於描述屬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的創作，則須進一步

由新型說明判斷該創作之特定技術特徵，是否明顯屬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當

該單一請求項存在一個以上屬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之特定技術特徵，即屬適格

之標的，而本案例之技術特徵除形狀外，還涉及其材料（或方法），基於新型專利

所保護之標的僅限於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的創作，故將視材料（或方法）部分

為已知技術。例如該請求項雖然部分特定技術特徵在於材料或方法，然尚有部分特

定技術特徵屬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者，仍屬適格之標的；惟若該請求項由其新

型說明之內容已可明顯得知，其整體特定技術特徵在於材料或方法，則非屬適格之

標的2。 

由前述新型專利審查基準中可以瞭解，對於不分段撰寫之新型獨立項，綜合專

                                                        
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現行專利審查基準彙編，2009年，2頁，第四篇新型形式審查第一章形

式審查。判斷申請專利範圍獨立項，如係以不分段式方式撰寫，其單一請求項整體或部分在

於描述屬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的創作，則須進一步由新型說明判斷該創作之特定技術特

徵，是否明顯屬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當該單一請求項存在一個以上屬物品之形狀、構

造或裝置之特定技術特徵，即屬適格之標的。例如該請求項雖然部分特定技術特徵在於材料

或方法，然尚有部分特定技術特徵屬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者，仍屬適格之標的；惟若該

請求項由其新型說明之內容已可明顯得知，其整體特定技術特徵在於材料或方法，則非屬適

格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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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請範圍與專利說明判斷是否明顯屬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來決定其是否有新

型專利的適格。但是在審查基準中對於分段撰寫的獨立項的情況下如何加以判斷其

專利適格性以及如何綜合判斷似乎未作明確說明，同時以我國判決觀察，似乎亦僅

限於明顯非屬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而導致專利不適格的情況，如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91訴2315號判決。本文認為這樣的情況，可以參考類推美國實務案件中對於

設計專利申請中對於包含功能性設計的處理原則，以下即針對美國的設計專利加以

簡介並說明其實務案件中對於設計專利申請中對於包含功能性設計的處理原則。 

二、美國設計專利制度與其對包含功能性設計的專利適格性議

題規範與對我國的省思 

美國設計專利，於智慧財產局之美國專利須知譯為如我國使用之新式樣專利相

同專利用語3。美國設計專利係首先透過視覺訴求具體實施或應用於製品上的裝飾特

徵作如是之定義，明確定義出設計專利係為保護製品之裝飾性特徵，為新式樣專利

之核心保護架構。進一步再說明，新式樣係表現於物品外觀表面，故新式樣專利申

請標的得為物品之外觀構成或形狀，或應用於物品上的表面裝飾，或物品之外觀構

成及其表面裝飾之組合。 

美國專利法於35 U.S.C.第171條至第173條定義設計專利與第112條指明設計專

利說明書記載事項，及於第132條審查核駁之再審查事項，綜合指出：任何人對於

工業產品具新穎、原創及裝飾性的新式樣（35 U.S.C.第102條有關新穎性至第103條

進步性規定），凡合於本法所規定之專利要件者，得授予新式樣專利4。此外，新式

樣專利必須符合非功能性要求，所謂非功能性要求係指以新式樣保護之設計，需非

由功能性特徵所導引而架構得來。所謂裝飾性特徵，係該製品外表具美感或藝術效

果5，簡而言之，係足以產生美感外觀特徵，包含製品外表、外觀如花紋條紋之圖樣

類，故法院在判斷設計專利有效性時須同時關注裝飾性與非顯而易見性之兼容並

                                                        
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出版品及研究報告——專利申請須知，http://www.tipo.gov.tw/ch/Node 

Tree.aspx?path=133，最後瀏覽日：2012年2月29日。 
4 美國專利及商標局，專利法規及規範與程序，http://www.uspto.gov /patents/law/index.jsp，最

後瀏覽日：2012年2月29日。 
5 曾陳明汝，兩岸暨歐美專利法，2004年，288-2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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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為整體特徵綜合觀察，並以一般消費者之眼光或鑑賞力與想像力為標準。在美

國一般的看法是，普遍以美化一物品之企圖，而認定已具有裝飾性，或該物品係屬

美學技巧及藝術概念之創作，作為裝飾性之判斷觀點6。 

類似於我國新型專利的形式審查基準，依美國設計專利概念而言，其認為設計

專利可能同時存在裝飾性與功能性而不失其專利適格性。因此，美國的司法實務判

決或許可以作為我國實務的參考。在Hupp v. Siroflex of Am. Inc.一案中7，係給予在

判斷設計之功能性時，製品本身之功能性與設計之功能性係不同之看法。在該案

中，法官認為模具本身所具之功能性係與其設計所具有之設計性不同，而將模具本

身所具有之功能性（模具供予固定成形功能）作為抗辯該新式樣模具專利不具專利

有效性係有謬誤，故製品本身之功能性並不能作為設計專利之抗辯理由以請求否決

該專利有效性。另外，當設計專利之功能性特徵同時具有實用性與裝飾性時，法院

也提出其看法認為其專利適格性須由整體觀之。 

此外，在聯邦上訴法院1993年在L.A. Gear, Inc. v. Thom McAn Shoe Co.案有關

流行運動鞋設計之侵權訴訟中8，L.A. Gear公司設計一系列「Hot Shot」女性運動

鞋，並取得美國第299,08l號新式樣專利，該女運動鞋係設櫃於百貨公司運動鞋、運

動用品店販賣，廣受消費者歡迎，比L.A. Gear公司擁有之其他運動鞋銷售業績更為

亮眼，Thom McAn Shoe公司看到L.A. Gear公司「Hot Shot」女性運動鞋熱賣，因而

興起模仿該公司女鞋之設計，原告L.A. Gear公司主張被告Thom McAn Shoe公司侵

權其新式樣專利與商業包裝，被告Thom McAn Shoe公司爭辯新式樣專利之設計係

為功能性目的專利應無效，並主張該第299,08l號新式樣專利之每一設計（如支撐腳

並強化鞋帶孔眼）皆為實用功能目的，進而將該些功能設計配置於運動鞋上為無效

功能性專利。但法院認為，個別元素具有實用性所構成設計與新式樣專利無關，判

斷一設計是否主要為功能性或主要為裝飾性之設計，須視設計整體而非考量個別設

計元素究為功能性或裝飾性，因此需就物品整體外觀判斷設計之功能性。在本案中

法院認為，在判斷設計功能性須就設計整體觀之，若僅舉出設計個別元素所具有之

功能，法院可能不接受設計個別元素之功能性之抗辯，因功能性係指設計整體具有

                                                        
6 同註3。 
7 Hupp v. Siroflex of America Inc., 122 F.3d 1456 (Fed. Cir. 1997). 
8 L.A. Gear, Inc. v. Thom McAn Shoe Co., 988 F.2d 1117 (Fed. Cir.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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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能性。 

因此，依美國前述的判決可以理解法院在考量設計專利的適格性時，所考量的

不是該物品是否具有實用功能，而是將物品的構成元件組合時主要的決定因素是否

基於裝飾作為設計考量。在判斷該設計是否為功能性設計前，法院必須先解析該設

計的各項新穎特徵，但如果該設計的多項特徵，明顯地正好貼合基於功能性目的考

量所作之設計配置，此一新式樣設計專利應被判定是無效。換句話說，美國法院認

為，即使被告主張單一設計因素皆為設計而置，但法院導正為個別元素之功能性與

整體新式樣專利無涉，在決定設計究竟是以功能性或以裝飾性考量為主時，應審查

專利標的之整體設計，問題不在最終各個特徵是功能性或裝飾性的考量因素，而是

物品整體外觀，來判斷設計專利是否為物品的實用（utilitarian）目的所支配，換言

之，物品整體外觀裝飾效果是否為功能性目的配置，簡言之，是否主要為功能性設

計或裝飾性設計須就設計整體性作研判為準，單一、個別之元素之構成功能性非主

要考量，由此可知，決定物品是否具裝飾性，並非基於裝飾性特徵占據比例，或是

其大小之定量分析，而是基於裝飾性特徵對於整體設計的貢獻度。 

本文認為除前述主張得明顯排除之以純方法為請求項之新型專利外，此一美國

法院論理值得借重於本文所列舉之案例，同樣應以整體觀之方式來審查我國新型專

利之申請範圍，而一體適用於所有含有形狀、構造或裝置的新型專利。當然占有多

數之方法特徵於新型專利請求項也非其能即予以直接排除，換句話說，專利範圍標

的之適格性非以請求項包含特徵範圍之說明比例來論斷，仍應探究其請求論述特徵

究竟在於以方法或結構為其主要主張，解析整體專利範圍時，如前述之純方法案例

係為包含步驟或製程方式等語，明顯係如同美國法院認為設計專利不應使物品整體

外觀裝飾效果為功能性目的配置，也明確違反新型專利之標的定義，當然應該予以

排除此為前述一再主張，然而當其中之每一元件所構成之結構，其中接合等技術方

法特徵係為輔助整體結構之立體空間架構，為令整體請求項標的結構有其接合特性

來帶出其特殊組合結構特性，即是美國法院認為單一設計具功能性非能主張該新式

樣專利設計為功能性目的設計，因此同樣原則當借用於包含方法與結構之新型專利

請求項，其中單一方法不僅不可也無法單純明顯視為核駁該案之理由，除非能具體

指明其新型專利係主要為方法特徵請求項，此方法特徵並非用以輔助整體結構之立

體空間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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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案美國法院認為在判斷運動鞋功能性時不能忽略其外觀重要性，更認

為若有幾種方式能達成該物品之功能，則該物品之設計係較可能為外觀裝飾性目的

所作之設計，因而上述被上訴人之新式樣專利為裝飾性設計。若該設計是業界普遍

不得不從事之設計方式，似乎就無其他替代設計方式可供擺脫此一功能性使用目

的，故而若有其他方式之設計可供脫出既有之功能性目的外，較會被認為其為裝飾

性設計，反面推知業界普遍不得不用之設計即是功能性設計隱含設計必須性，非如

此設計無法達成該功能性，因而會被認為是功能性設計，故而若將此觀點運用於新

型專利審查基準，新型專利範圍請求項包含新型結構且方法特徵係為輔助結構空間

之表示接合架構，由其連接方式並非只有請求項之該種方式，這就可比前述所稱非

為設計必須性。換言之，新型專利請求項之接合方法特徵並非唯一用於連接構件之

方式，顯然其單一結合方法特徵並非為純方法特徵，其係為求輔助物品整體結構之

立體空間感，為令整體請求項標的結構有其接合特性來帶出其特殊結構空間特性，

當認為此方法特徵係只為輔助結構特徵。 

肆、包含非形狀、構造與裝置的其他特徵之新型專利侵

權案件中的專利解讀 

若是包含非形狀、構造與裝置的其他特徵之新型專利如前所述其整體仍符合新

型專利規範的定義時，本文所要討論的第二議題是是否應將非屬定義內的其他特徵

讀入專利範圍作為侵權比對的依據。由侵權比對法律的邏輯而言可能有四種不同的

選項：不理會非屬定義內的其他特徵、利用全要件原則將定義內的其他特徵讀入專

利範圍、利用禁反言原則將定義內的其他特徵讀入專利範圍、僅將與新型形狀、構

造與裝置相關聯的特徵利用禁反言原則讀入。由於我國實務上傾向以全要件原則將

定義內的其他特徵讀入專利範圍，同時雖然美國並無新型專利（亦有稱之為小發

明）制度，但其對於發明專利中，有關發生在方法界定物品專利的專利範圍解讀，

本文認為其對於本議題的處理有其參考價值，亦即本文認為採取前述第四種立場來

處理本議題較為符合專利正當行使的精神。因此本段首先將介紹美國方法界定物中

專利範圍的界定、其次說明包含非形狀、構造與裝置的其他特徵之新型專利範圍解

讀的法律原則適用，並在最後提出本文的說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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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Abbott Labs v. Sandoz案件的全體出庭法官（en banc）判決中9，認為

對於製造方法界定物請求項專利權有效性或專利侵權解釋範圍不同，「在判斷侵權

時，製造方法界定產物請求項的製造方法必須被視為限制條件」10，使得製造方法

界定產物請求項的申請專利範圍解釋，在專利訴訟階段的專利有效性與專利侵權分

析產生不一致。接續，2009年9月的Amgen Inc. v. F. Hoffmann-La Roche Ltd.案    

中11，亦認為「申請專利範圍解釋在專利訴訟階段的專利有效性與專利侵權分析不

一致，影響是重大的」12。 

Amgen Inc. v. F. Hoffmann-La Roche Ltd.一案中13，Amgen公司擁有複數個荷爾

蒙紅血球生成素（erythropoietin）之生物製造方法基礎專利，如單獨的紅血球生成

素等及各種相關製法專利，獨占世界紅血球生成素製造市場，Amgen公司在市場上

提供2種紅血球生成素產品，名為EPOGEN和ARENESP，Roche公司也想要進入製造

提供紅血球生成素市場，其產品為經過聚乙烯二醇化（Pegylation）處理過的紅血球

生成素，產品名為Mircera。兩者因市場上之產品地位競爭而產生侵權爭議，Amgen

公司在麻州地方法院，以6個專利對Roche公司提起專利侵權訴訟，麻州地方法院判

決部分專利認定無效、部分專利認定有效且Roche公司侵害。Roche公司不服此判決

遂向CAFC提起上訴。 

在本案中CAFC指出「在決定製造方法界定物請求項的專利有效性問題，焦點

是在產物，而不是製造方法。如果先前技術揭露了該製造方法所界定之相同的產

物，即使先前技術使用的是不同製造方法，也會使專利不具新穎性而無效。但是在

決定製造方法界定物請求項的專利侵權問題，焦點是在製造方法，在判斷侵權時，

製造方法界定產物請求項的製造方法必須被視為限制條件，因此，如果使用的製造

方法不同，並不會侵害製造方法界定物專利」14，「不同解釋方式的影響是重大

                                                        
9 Abbott Labs. v. Sandoz, 566 F.3d 1282 (Fed. Cir. 2009) (en banc). 
10 Id. at 15. 
11 Amgen Inc. v. F. Hoffmann-La Roche Ltd., 580 F.3d 1340 (Fed. Cir. 2009). 
12 SANDIP H. PATEL & VIVIEN CHEN NIELSEN, THE LIMITED BENEFITS OF PRODUCT-BY-PROCESS 

CLAIMS 22 (2009). 
13 Id. at 35. 
14 As a result, a product-by-process claim can be anticipated by a prior art product that does not 

adhere to the claim’s process limitation. In determining infringement of a product-by-process 



新型專利的適格性與侵權專利範圍解讀 107 

專利師︱第九期︱2012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的。對於製造方法界定物請求項，可以用來使專利不具新穎性的引證前案，若為被

控侵權物時，不一定會構成侵權，這是因為引證案所揭示的相同產物即使製造方法

不同，仍然會使製造方法界定物請求項不具新穎性，但是被控侵權物，若製造方法

不同，就不構成侵權。相同的，會構成專利侵權者，若作為引證前案時，不一定會

使專利不具新穎性，這是因為被控侵權物雖滿足請求項每一限制條件，但是不具有

從製造方法所給予的特徵與先前技術可區別的技術特徵」15。 

因此，CAFC認為地方法院並沒有錯誤。Roche公司在主張Amgen公司的製造方

法界定物請求項不具新穎性時，必須證明Amgen公司的基因重組的紅血球生成素與

先前技術在產物本身是相同，即是為相同之物，但是Roche公司並未滿足舉證，故

而Amgen公司專利有效。而當Amgen公司在主張Roche公司專利侵害時，必須舉證

Roche公司的Mircera的製造方法是使用基因重組技術，如果成立就構成侵害。由於

Roche公司同樣使用基因重組技術來製造紅血球生成素，因此侵害成立。另外，在

                                                                                                                                                        
claim, however, the focus is on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e product as much as it is on the product 
itself. In other words, “process terms in product-by-process claims serve as limitations in 
determining infringement.” As a result, a product-by-process claim is not infringed by a product 
made by a process other than the one recited in the claim. The impact of these different analyses is 
significant. For product-by-process claims, that which anticipates if earlier does not necessarily 
infringe if later. That is because a product in the prior art made by a different process can anticipate 
a product-by-process claim, but an accused product made by a different process cannot infringe a 
product-by-process claim. Similarly, that which infringes if later does not necessarily anticipate if 
earlier. That is because an accused product may meet each limitation in a claim, but not possess 
features imparted by a process limitation that might distinguish the claimed invention from the 
prior art. Amgen Inc. v. F. Hoffmann-La Roche Ltd., 580 F.3d 1340 (Fed. Cir. 2009). 

15 The impact of these different analyses is significant. For product-by-process claims, that which 
anticipates if earlier does not necessarily infringe if later. That is because a product in the prior art 
made by a different process can anticipate a product-by-process claim, but an accused product 
made by a different process cannot infringe a product-by-process claim. Similarly, that which 
infringes if later does not necessarily anticipate if earlier. That is because an accused product may 
meet each limitation in a claim, but not possess features imparted by a process limitation that might 
distinguish the claimed invention from the prior art. Amgen Inc. v. F. Hoffmann-La Roche Ltd., 
580 F.3d 1340 (Fed. Ci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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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ott Labs v. Sandoz有關專利侵權一案中16，法院更進一步說明認為申請專利範圍

定義所涵蓋之請求項所包含之技術特徵，皆會涵蓋而映射出專利權範圍，當然請求

項所包含之技術特徵其不管是否究為符合專利性皆會被包入一起作為申請專利範圍

而審查。 

由前述兩案相關的說明，本文認為美國法院在解讀與專利無直接相關的方法而

將之納入專利侵權比對範圍時，隱含有英美衡平法上「禁反言」概念的適用，尤其

法院使用「limitation」之字眼。以方法界定物的專利方式，在邏輯上近似包含非形

狀、構造與裝置的其他特徵之新型專利，尤其當新型專利申請人將方法特徵加入於

請求項範圍中，認為其更能輔助其空間架構，雖非其主要特徵然卻有凸顯其空間架

構新穎目的，當然在侵權限定時加入一併判斷，進而若非以其方法特徵應排除被控

侵權物其侵權之可能。同時，若是採取全要件的觀點將原與申請性質無關的技術特

徵納入侵權專利範圍的解讀，似乎不符該專利類別所要保護的客體範圍。此外，完

全對非形狀、構造與裝置的其他特徵置之不理或是全數納入，亦可能使得專利在侵

權的範圍比對過度擴張或限縮而非妥適。因此本文認為僅將與新型形狀、構造與裝

置相關聯的特徵利用禁反言原則讀入可能是較為合適的處理方式。 

伍、結 論 

本文主要在對於包含非形狀、構造與裝置的其他特徵的新型專利適格性與專利

侵權的範圍解讀兩方面加以說明。由於實務上新型專利的申請人其多認為其申請標

的或多或少含有某種程度發明專利的技術性，因而其往往加入非形狀、構造與裝置

的其他特徵在其申請案中，造成適格性判斷與專利侵權的範圍解讀兩方面的困擾。

本文藉由美國相關類似的實務處理觀察認為，其只要不影響新型專利定義（形狀、

構造與裝置）在申請案中的主體地位，皆應承認其專利申請的適格性。至於專利侵

權的範圍解釋上，將與新型形狀、構造與裝置相關聯的特徵利用禁反言原則讀入可

能是較為合適的處理方式，藉以達到保護專利而不過度限縮或是擴張專利權的目

的。 

                                                        
16 Abbott Labs. v. Sandoz, 566 F.3d 1282 (Fed. Ci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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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2254號判決 

裁判要旨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 
【裁判日期】100年12月29日 

【裁判要旨】 

惟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第1項規定，於智慧財產權爭訟事件，當事人

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廢止之原因者，法院雖應就其主張或抗辯有無理

由自為判斷，不適用民事訴訟法等法律有關停止訴訟程序之規定，然智慧財產權之

審定或撤銷，涉及跨領域之科技專業知識，智慧財產法院依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

15條第4項及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4條之規定，配置有技術審查官，使其受法官之

指揮監督，依法協助法官從事案件之技術判斷，蒐集、分析相關技術資料及對於技

術問題提供意見，且依智慧財產事件審理細則第16條規定，審判長或受命法官得命

技術審查官製作報告書，該報告書不予公開。是以，智慧財產法院審理是類訟爭事

件，就自己具備與事件有關之專業知識，或經技術審查官為意見陳述所得之專業知

識，倘認與專責機關之判斷歧異，自應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8條規定，將所知

與事件有關之特殊專業知識對當事人適當揭露，令當事人有辯論之機會，並經兩造

充分攻防行言詞辯論後，依辯論所得心證本於職權而為判決，此觀智慧財產案件審

理法第8條第1、2項規定「法院已知之特殊專業知識，應予當事人有辯論之機會，

始得採為裁判之基礎」、「審判長或受命法官就事件之法律關係，應向當事人曉諭

爭點，並得適時表明其法律上見解及適度開示心證」及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16

條理由說明「法官如欲將技術審查官意見採為裁判之基礎，應依本法第8條第1項規

定，予當事人有辯論之機會」等語自明。依原判決理由記載，就涉及專業知識判斷

部分，原審並未說明其出處或依據，則是否係以自己具備之專業知識，或經由技術

審查官提供意見而得之專業知識為裁判之基礎？如是，自應踐行上開程序，始合於

法律規定。原審就此未遑注及，未踐行上開程序，即遽認系爭專利第1、15、18項

及其更正本之技術特徵不具進步性，已難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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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1年台上字第38號判決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 
【裁判日期】101年1月12日 

【裁判要旨】 

查當事人上訴第二審，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原則上雖不得

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以貫徹第二審上訴制度採「嚴格限制之續審制」或「改良式

之續審制」或「接近事後審制」之旨意。惟該新攻擊防禦方法如係非可歸責於當事

人之事由，致未能於第一審提出者，或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則例外許當事人得

在第二審提出，以兼顧訴訟當事人之權益，並維持實質之公平，此觀同條項第5

款、第6款之規定自明。又根據「專利侵害鑑定要點」第2章第2節之鑑定流程圖所

示，鑑定待鑑定物是否侵害專利，應先解析申請專利範圍之技術特徵，若待鑑定物

不符合文義讀取，應再比對是否適用均等論（基於全要件原則）; 若適用均等論，

則應繼續檢視是否有「禁反言原則」或「先前技術阻卻原則」之適用，如符合「禁

反言原則」或「先前技術阻卻原則」之要件，即得為專利權之阻卻事由。另智慧財

產案件審理法第8條規定：「法院已知之特殊專業知識，應予當事人有辯論之機

會，始得採為裁判之基礎。審判長或受命法官就事件之法律關係，應向當事人曉諭

爭點，並得適時表明法律見解及適度開示心證」，揆其立法意旨，旨在避免造成突

襲性裁判及平衡保護訴訟當事人之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以保障當事人之聽審機會

及使其衡量有無進而為其他主張及聲請調查證據之必要。因此，法官依上開規定開

示心證時，如當事人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時，應認其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

第5款、第6款之規定，方足以與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8條之立法旨趣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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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判字第425號判決  

 

 

【專利法】 
【裁判日期】100年3月29日 

【裁判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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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不得

於行政訴訟上由行政法院逕行第一次判斷權之行使，然若行政機關業已行使其第一

次判斷，僅係處分之理由與行政法院審認之理由不同，則行政法院自無庸再就該已

經原審定處分判斷之爭點，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再贅由原處分機關再重為判斷。

經查，本件舉發案之進步性爭點已經參加人即舉發人於舉發程序中主張，且原處分

亦附帶審查，說明其理由，雖原處分係以更正前之申請專利範圍，認系爭案不具新

穎性，為舉發成立之審定，而與原審判決以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認系爭案不具進

步性之理由不同，但舉發成立之結論並無二致，則原審法院自無庸就該已經原審定

處分判斷之進步性爭點，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贅由原處分機關再重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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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判字第106號判決  

 

 

【專利法】 
【裁判日期】101年2月2日 

【裁判要旨】 

76年7月10日修正發布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9條固規定，專利申請案申請專利

範圍有部分項目不合專利規定，經限期通知刪除、修改或合併而專利申請人不予照

辦者，專利局得僅就可予專利之項目給予專利。專利申請人就未准專利之項目請求

再審查或提起訴願者，俟該部分確定並修正專利說明書後予以公告。惟專利法施行

細則於83年10月3日修正時，業已刪除原第19條中有關部分專利的規定，專利專責

機關已無核准部分專利權的法條依據。而專利法第45條所定應予專利亦係以全案之

內容作為考量，若全案經審查認無不予專利之情事，方應准予專利。就專利之舉發

案而言，專利專責機關接到舉發書後，依專利法第69條規定，應將舉發書副本送達

專利權人。專利權人應於副本送達後一個月內答辯。則專利權人依舉發證據評估其

申請專利範圍或說明書之內容之可專利性，若有不符專利要件者，尚得依專利法第

71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同法第6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申請更正，以求救濟。因

此，若專利專責機關已依法踐行舉發答辯之程序，惟專利權人並未依法申請更正，

則專利專責機關基於專利權人仍主張全案具有可專利性之程序選擇，且專利審查現

行法規已無核准部分專利權的依據，而就專利舉發為全案舉發成立或不成立之審

定，而未分項各自作成舉發成立或不成立之處分，核屬行政處分當否問題，尚難指

為有行政處分之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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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日  期 內  容 

1月12日 

智慧財產局召開研商「具律師資格之人得否受僱於商標事務所，就專

利案件擔任專利代理人一事」會議，本會由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

廖鉦達主委、閻啟泰委員、王至勤理事、林景郁副秘書長代表公會出

席。 

1月25日 公會季刊第八期出刊日。 

1月31日 發明實務委員會101年度第一次會議。 

2月7日 
智慧財產局召開「專利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公聽會」，發明實務委員

會指派代表出席。 

2月8日 編輯委員會第九次會議。 

2月10日 神旺大飯店召開第一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月15日 

在職進修委員會舉辦「專利行政法」專題演講第一場次，講題：行政

程序，邀請智慧財產法院熊誦梅法官擔任主講人。 

  

會務動態與紀要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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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2月22日 

在職進修委員會舉辦「專利行政法」專題演講第二場次，講題：訴願

及行政訴訟，邀請智慧財產法院熊誦梅法官擔任主講人。 

 

2月24日 
智慧財產局於19樓會議室召開「專利以外文本申請實施辦法草案公聽

會」，由發明實務委員會程凱芸副主委代表出席。 

2月29日 
在職進修委員會舉辦「專利行政法」專題演講第三場次，講題：行政

程序及行政爭訟案例研究，邀請智慧財產法院熊誦梅法官擔任主講

人。 

3月7日 
考試院於傳賢樓10樓會議室召開「考選部函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專利師考試規則修正草案一案小組審查會」，由專利師考試專

門小組召集人黃瑞賢監事、吳俊彥理事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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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