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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師》季刊自2010年發行以來，編輯委員會一直自我鞭策並期許此刊
物成為台灣專利甚至智慧財產權領域專業研究的重要發表刊物，而自上期發行

滿一年更新封面及編印版面，以更切合專業研究刊物的形式重新行銷面向智慧

財產專業人士後，也獲得不少好評。編輯委員會在既有的基礎上，也希望從事

專利及智慧財產權研究及實務的更多先進，給予本刊物更多的支持並踴躍投

稿，讓台灣智慧財產權精實研究的火苗繼續在此平台延燒。 

本期專題研究共有七篇文章，涵蓋專利及商標等議題，秉持同等重視理論

與實務的方式，邀請各領域學者專家針對各項議題提出其研究成果。 

商標部分，何愛文律師及林威融律師，以發生於中國大陸的米其林輪胎商

標侵權案例出發，比較美國及歐盟之規定，檢視智慧財產權一直方興未艾的平

行輸入課題，此篇文章也凸顯除了商業的密切往來外，台灣對於智慧財產權研

究，已逐漸地漫及中國大陸的相關實務案例。 

專利部分，本期文章主要圍繞於專利有效性的各種議題。馮達發律師的

「先前技術要件論」就專利申請案、舉發案中如何確立先前技術，從形式與實

質要件方面分析各項所涉問題，提出實務作法的建議。李文賢專利師以「專利

判決解析」為題，蒐集歷來行政法院及智慧財產法院的相關判決，重新解構專

利有效性各項要件，對於從事實務人員應具相當參考價值。高山峰專利師則引

鑑日本專利無效審判制度，就各個角度評論目前專利舉發實務中「一部無效全

部無效」作法之妥適性，為文「我國之專利無效審判原則的探討」加以剖析。 

專利進步性與創作性的探討方面，沈宗倫副教授「以美國專利判例法為借

鏡淺析我國專利進步性判斷的教示因果關係」一文，自比較法的觀點，以美國

法判例兼及歐洲專利法規定深度切入此議題，並檢討國內相關行政訴訟判決；

而葉雪美高級審查官「探討設計專利之創作性審查判斷之國際趨勢」一文，累

積其長期研究設計專利之投入，以智慧財產法院行政訴訟判決為引，詳細介紹

國際上有關設計專利創作性審查的各項標準與趨勢，並提及作者的看法，因內

容豐富爰分上下二期刊登。 



本刊自創刊以來，一直努力邀請中國大陸專業人員投稿，以專利師公會及

本刊為媒介，希能作為兩岸智慧財產權議題研究的平台之一，並創造兩岸智慧

財產專業知識與人員交流的契機。本期特邀中國政法大學無形資產管理研究中

心主任馮曉青教授發表「專利侵權界定之等同原則」，詳實闡述中國大陸理

論、法規及實務上判定等同侵權的概念、法理基礎及實踐的適用狀況，並介紹

重要的法院判決印證其運作方式。另兩岸事務委員會王蕙瑜專利師，2011年4月
參訪北京札記之小品，記錄本會向中國大陸表達關注台灣專利師至對岸執業的

議題，適足為2011年6月中國大陸公布開放至對岸應考取得專利代理人資格之見
證。 

以上各文均值吾人一讀，《專利師》季刊將持續提供兼顧理論與實務之專

題研究以嚮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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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真品平行輸入是否構成

商標侵害？ 
——從中國大陸米其林輪胎商標侵權案談起 

何愛文*、林威融** 

壹、前 言 

「真品平行輸入」是指進口商未經A國商標權人同意下，將於B國經商標權人合

法授權之產品自B國進口至A國。然而，就某些產品，如涉及安全性之要求，各國規

範可能不同；此外，於A國未經授權之進口商很可能無法提供經合法授權代理商所

提供之售後服務，且因不必負擔於A國市場促銷之費用而得以較低價錢銷售等，因

此，於國際貿易十分頻繁之今日，真品平行輸入成為十分困擾商標權人的問題，也

引發商標法與競爭法之爭議。我國與中國大陸之往來及貿易日形密切，中國大陸之

司法實務如何處理此一問題，亦值得加以關注。中國大陸近期關於米其林輪胎之商

標侵權案件之判決適觸及此一問題，因此，本文將先從此一判決談起，再比較美國

及歐盟之規定，最後探討我國之相關規定。 

 

                                                        
*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專利師公會商標實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台大法學博士。 
**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台大法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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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國大陸米其林輪胎之商標侵權案 

一、案件事實 

原告米其林公司於2002年在中國大陸註冊「輪胎人圖形」及「MICHELIN」商

標，指定使用於輪胎等商品。被告在湖南省長沙市經營汽車配件廠，銷售標有原告

上述商標之輪胎。該輪胎是原告在日本的工廠所生產之正品，由被告透過其他管道

取得，但未經原告許可於中國市場銷售。此外，輪胎產品在中國大陸屬於強制3C認

證之產品，但被告所銷售之輪胎並未經過3C認證1。 

原告於2008年發現被告之銷售事實後，遂於2009年2月向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

民法院提起訴訟，主張被告未經許可在中國銷售附有其商標之商品，構成對原告商

標權之侵害，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權行為，銷毀侵權產品，並賠償原告經濟損

失，以及在媒體上發表聲明，就其侵權行為公開消除影響。被告則抗辯該輪胎是原

告在日本生產的正品，並未侵害原告商標權。 

二、法院判決 

法院於2009年4月作成判決，認定被告未經原告許可而在其經營場所銷售標有

「MICHELIN」商標之輪胎，已構成侵害原告註冊商標專用權之行為。判決理由主

要有以下四點： 

(一)判斷被告的銷售行為是否侵害了原告註冊商標專用權，應以被告的行為是

否損害了原告註冊商標專用權的利益為前提。 

(二)本案所涉及之被控侵權輪胎在中國屬於強制3C認證的產品，但由於這些輪

胎並未經中國3C認證，故無法確定是否適用於中國，是否符合中國安全規範。從安

全性角度來看，輪胎的品質直接關乎駕駛和乘客的人身財產安全，因此輪胎的製造

                                                        
1 3C認證之全稱為「中國強制性產品認證制度」（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中國於

2001年12月3日對外發布《強制性產品認證管理規定》，對列入目錄的19類132種產品實行強

制性認證管理，並自2003年5月1日（後來推遲至8月1日）起全面實施。凡列入強制性產品認

證目錄內的產品，必須經國家指定的認證機構認證合格，取得相關證書並標註認證標誌後，

方能出廠、進口、銷售和在經營服務場所使用。根據《第一批實施強制性產品認證的產品目

錄》，汽車輪胎被列入第13類，屬於需要強制3C認證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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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針對各種不同的速度要求、地理和氣候特性及銷售國的強制性認證標準生產和銷

售輪胎。這些依法應進行3C認證而未履行認證的汽車輪胎產品，可能存在安全隱

憂，違反中國的強制性規定。 

(三)從原告的利益而言，未經原告許可在中國銷售標示原告商標而無安全性保

障的輪胎，儘管這種銷售行為本身並未經原告許可，但由此引發的交通事故或其他

民 事 糾 紛 ， 其 法 律 後 果 和 對 產 品 的 否 定 性 評 價 均 會 透 過 標 示 在 產 品 上 的

「MICHELIN」系列商標而指向作為商標權人的原告。同時，對於必須強制認證的

輪胎產品，無3C標誌而標註了「MICHELIN」系列商標的輪胎流入市場，也會損害

原告商標的信譽，故原告身為商標權人自得維護其權益。 

(四)商標是區分商品不同來源的標誌，具有保證商品品質和表明商品提供者信

譽的作用，對於上述功能和作用的損害，即構成商標侵權。本案中，儘管原告承認

被控侵權產品是由其日本工廠生產，產品上標註的「MICHELIN」系列商標也是在

日本標示，但該產品未經原告許可和品質認證即在中國境內銷售。由於這種產品在

中國境內銷售已屬違法，且可能存在性能和安全隱憂，破壞了原告商標保證商品品

質和商品提供者信譽的作用，對原告註冊商標專用權已造成實際損害，被告的銷售

行為屬於侵害原告註冊商標專用權之行為。 

三、評 析 

商標之主要功能在於表彰商品來源以及保證商品品質，當消費者看到特定商標

時，對於商品的來源及品質均會產生一定程度的聯想與期待，故綜觀各國商標立

法，其目的皆在避免商標功能受到損害，以保護消費者對於商標的信賴。因此，對

於真品平行輸入之規範，同樣亦應建立在此一目的之上。 

中國大陸商標法及相關法規中，對於是否允許真品平行輸入或是否採取國際耗

盡原則等問題，並無任何明確規定。在本案判決中，法院所引用之法條為商標法第

52條2第2項「銷售侵犯註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和第5項「給他人的註冊商標專用權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第52條：「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均屬侵犯註冊商標專用權： 

(一)未經商標註冊人的許可，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註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

的商標的； 

(二)銷售侵犯註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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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其他損害」為理由，判決被告銷售平行進口輪胎之行為構成商標權侵害。法院

的立論並非基於商標權耗盡原則及其例外，而是從商標功能之觀點，認為即使平行

進口的是真品，但如果損害商標所具有的表彰商品來源、保證商品品質、表明商品

提供者商譽等功能，仍構成商標權之侵害。 

由於法律上欠缺明確規定，因此真品平行輸入是否合法，取決於法院在具體個

案中判斷其是否對他人商標權之功能造成損害。如此一來，問題的重點在於：何種

情況下，真品平行輸入可能被法院認定對他人商標表彰商品來源、保證商品品質及

表明商品提供者商譽之功能造成損害？ 

在本件案例中，系爭輪胎是來自米其林日本原廠所製造，因此消費者並無混淆

商品來源之虞。但系爭輪胎雖附有相同之MICHELIN商標，卻未如同國內輪胎產品

經過3C認證，對消費者而言其「品質」並不相同（較差），因此對於商標保證品質

及表明商譽之功能即可能造成損害。若參考後述美國法對於真品平行輸入之規範，

當平行輸入的真品在品質管控機制上與國內產品有所差異時，法院就可能認定該真

品與國內產品具有實質差別（material difference）而不得進口，即使該真品之品質

與國內產品未必確實有所不同。 

本案判決由商標功能之角度出發，對於與該國內產品附有相同商標但品質卻不

相同的平行輸入真品，認定其構成商標侵害，此見解值得贊同。然而，本案判決至

少留下三個問題尚待釐清： 

第一，在法律無明文允許或禁止真品平行輸入的情況下，法院並未明確表示是

否只要不損害商標功能，真品平行輸入即屬合法？由本案判決反面推論，似乎只要

系爭輪胎亦通過3C認證，即可合法進口銷售。 

第二，關於在何種情況下，平行輸入商品與國內產品之差異可能造成商標功能

之損害，尚有待實務判決的累積加以類型化。除了安全性和是否經過強制認證之

外，平行輸入商品和經商標權人許可在國內銷售的商品之間，也可能存在其他差

異，例如兩者在品質、含量、成分、功效、包裝、使用語言等可能有所不同，或者

平行輸入商品可能無法享有代理商所提供之保固及售後服務等。此時，平行輸入商

                                                                                                                                                        
(三)偽造、擅自製造他人註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擅自製造的註冊商標標識的； 

(四)未經商標註冊人同意，更換其註冊商標並將該更換商標的商品又投入市場的； 

(五)給他人的註冊商標專用權造成其他損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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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雖然附有相同商標，卻不符合消費者對於該商標所熟悉或期待之品質或保固等特

徵，因此該平行輸入商品之銷售，可能造成消費者之混淆，同時也破壞了商標所保

證之品質以及商標權人之商譽，若依照本案法院之見解，此種情形似乎也可能構成

商標權之侵害而不得進口及銷售。 

第三，更進一步言，若平行輸入商品與國內產品之間有所差異，平行輸入者是

否有義務附加適當標示使消費者知悉差異之所在？或者平行輸入者是否可藉由該標

示而免於侵害商標權之責任？ 

從本案例可以凸顯出各國商標法制對於真品平行輸入規範的兩大問題：真品平

行輸入是否合法？如果合法，在哪些例外情況下可加以禁止？以下本文將圍繞這兩

個問題，討論美國法、歐盟法及台灣法對於真品平行輸入之規範，並且提出台灣商

標法之修法建議。 

參、美國法對於真品平行輸入之規範 

一、成文法 

在美國法上，商標權人得主張禁止真品平行輸入之成文法律依據，主要是美國

商標法第42條以及美國關稅法第526條。 

美國商標法第42條規定：「任何進口商品，若有複製或仿冒依本法註冊之商標

者，不得進入美國海關3。」但本條並未明定在何種情形下，真品平行輸入行為亦可

能構成「複製或仿冒」，因而侵害註冊商標。因此美國法院在長久以來的判例中，

基於本條目的係在避免消費者混淆，已發展出一套以「實質差別」為核心之判斷標

準。 

美國關稅法第526條則明確規定：「任何外國製造商之商品或其標籤、標誌、

印刷物、包裝或容器上，如果附有美國公民或美國公司所擁有已向美國專利商標局

註冊之商標，則該商品之進口是非法的，除非在入關時提交該商標權人之書面同

                                                        
3 Lanham Act§42 (15 U.S.C.§1124), “no article of imported merchandise…which shall copy or 

simulate a trademark registe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shall be admitted to 
entry at any customho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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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4。」雖然本條明文禁止真品平行輸入，但美國海關在其歷次修訂的海關條例當

中，亦就關稅法第526條之適用範圍加以限縮，規定在符合一定要件時例外不適用

關稅法第526條。 

二、法院判例及美國海關條例 

(一)K-Mart v. Cartier案5 

1988年當時的美國海關條例第133.21條第(c)項規定，關稅法第526條禁止平行輸

入之規定，在下列三種情況下不適用：(1)外國商標權和美國商標權屬於同一人或同

一企業所有（相同商標權人例外）；(2)外國商標權人和美國商標權人為母子公司，

或隸屬於同一所有或控制關係（關係企業例外）；(3)外國製造商之商品所使用之註

冊商標，係經美國商標權人授權使用（授權使用例外）。 

在K-Mart一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支持上述海關條例中的「相同商標權人例

外」及「關係企業例外」，但是廢除了「授權使用例外」。因此，如果外國商標權

人和美國商標權人為同一人或關係企業時，平行輸入應被允許；但如果經授權使用

商標的外國製造商，與美國商標權人是相互獨立而非同一人或關係企業時，則禁止

平行輸入。 

(二)Lever Bros. v. United States案6 

依照上述K-Mart案之見解，附有美國註冊商標的商品只要是由美國商標權人或

其關係企業在外國所製造，即可合法平行輸入美國。但在Lever一案中法院認為，商

標法第42條之立法目的在避免造成消費者混淆或欺騙行為，當相同商標已在不同國

                                                        
4 Tariff Act§526 (19 U.S.C.§1526), “it shall be unlawful to impor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y 

merchandise of foreign manufacture if such merchandise, or the label, sign, print, package, 
wrapper, or receptacle, bears a trademark owned by a citizen of, or by a corporation or association 
created or organize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gistered in the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nless written consent of the owner of such trademark is produced at the time of making 
entry.” 

5 K-Mart Corp. v. Cartier, Inc., 486 U.S. 281 (1988). 
6 Lever Bros. v. United States, 877 F.2d 101 (D.C. Cir. 1989), 981 F.2d 1330 (D.C. Cir.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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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產生不同的含義時，如果將外國製造的同商標商品輸入美國銷售，在缺少特定區

別標示的情況下，將會造成立法所欲避免的混淆。法院並表示，適用美國海關條例

「關係企業例外」之結果不得違反商標法第42條，因此如果平行輸入商品附有與美

國商標相同之商標，但卻與美國國內商品有實質上之差別（physically or materially 

different），即使該商品是由美國商標權人之關係企業在外國所製造之真品，仍可

能造成消費者之混淆，因而違反商標法第42條，不應准許其進口銷售。 

(三)實質差別（material differences） 

在Lever案中法院提出以「實質差別」作為平行輸入是否合法之判斷標準，至於

其具體內涵及考量因素，則要透過判例的累積。歷來實務上，法院對於「實質差

別」通常採取很低的門檻，平行輸入商品與美國國內商品之間只要存在任何可能影

響消費者購買決定之差別，皆構成「實質差別」，而被推定會造成消費者混淆，並

且損害美國商標權人之商譽7。 

在實際案例中，下列因素的差異皆被法院認定為「實質差別」： 

1.物理上差別：品質、容量、構造、成分、化學組成、功效、包裝、標籤或說

明書之語言、贈獎、原商品已被改動等8。 

2.非物理上差別：品質管控機制、保固範圍、售後服務等9。 

(四)1999年修訂之美國海關條例 

美國海關於1999年2月修訂海關條例第133.23條，將法院在K-Mart案及Lever案

                                                        
7 Societe des Produits Nestle v. Casa Helvetia, Inc., 982 F.2d 633 (1st Cir. 1992). 
8 SKF United States, Inc. v. ITC, 423 F.3d 1307, 1312 (Fed. Cir. 2005); Davidoff & Cie v. PLD 

International Corp., 263 F.3d 1297, 1302 (11th Cir. 2001); Rolex Watch U.S.A., Inc. v. Michel Co., 
58 PTCJ 176 f. (9th Cir. 1999); Societe des Produits Nestle v. Casa Helvetia, Inc., 982 F.2d 633 
(1st Cir. 1992); Lever Bros. v. United States, 877 F.2d 101 (D.C. Cir. 1989); PepsiCo Inc. v. 
Giraud, 7 U.S.P.Q.2d 1371, 1373 (D.P.R. 1988); Original Appalachian Artworks, Inc. v. Granada 
Electronics, Inc., 816 F.2d 68 (2d Cir. 1987). 

9 Iberia Foods Corp. v. Romeo, 150 F.3d 298 (3d Cir. 1998); Caterpillar, Inc. v. Nationwide 
Equipment, 877 F. Supp. 611 (M.D. Fla. 1994); Helene Curtis v. National Wholesale Liquidators, 
Inc., 890 F. Supp. 152 (E.D.N.Y. 1995); Osawa & Co. v. B&H foto, 589 F. Supp. 1163 (S.D.N.Y.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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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建立之原則加以明文化。 

美國海關條例第133.23條第(a)項規定：「平行輸入商品之商標，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該商品不得進口：(1)與美國商標權人相互獨立之被授權人（包括製造商）所

貼附；(2)經外國商標權人授權貼附，其與美國商標權人並非同一人，亦非美國商標

權人之母子公司或隸屬於同一所有或控制關係之公司；(3)雖由美國商標權人、或其

母子公司、或隸屬於同一所有或控制關係之公司所貼附，但該商品與經美國商標權

人授權在美國銷售的商品之間，具有實質差別10。」 

其中第(3)款又稱為Lever Rule，基本上就是Lever案法院見解之明文化，值得注

意者，依照海關條例第133.23條第(b)項，即便是具有實質差別之平行輸入商品，只

要依規定附加區別標示，已足以避免消費者混淆，海關就不得阻止其進口，其規定

為：「前第(a)項第(3)款具有實質差別之平行輸入商品，若附加有如下之標示，仍應

允許進口：在商品或其包裝上附加明顯清楚之標示，能夠保留在商品上直到銷售給

美國零售消費者，其標示內容為『本商品未經美國商標權人授權進口，且與授權產

品具有實質差別』；且該標示必須位於商品或其包裝上靠近商標的最顯眼之處，並

得附加其他避免消費者混淆之資訊11。」 

                                                        
10 19 C.F.R.§133.23(a), “Restricted gray market goods include goods bearing a genuine trademark or 

trade name which is: (1) Independent licensee. Applied by a licensee (including a manufacturer) 
independent of the U.S. owner, or (2) Foreign owner. Applied under the authority of a foreign 
trademark or trade name owner other than the U.S. owner, a parent or subsidiary of the U.S. owner, 
or a party otherwise subject to common ownership or control with the U.S. owner; or (3) Lever-
rule. Applied by the U.S. owner, a parent or subsidiary of the U.S. owner, or a party otherwise 
subject to common ownership or control with the U.S. owner, to goods that the Customs Service 
has determined to be physically and mater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articles authorized by the U.S. 
trademark owner for importation or sale in the U.S.” 

11 19 C.F.R.§133.23(b), “Labeling of physically and materially different goods. Goods determined 
by the Customs Service to be physically and materially different under the procedures of this part, 
bearing a genuine mark applied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U.S. owner, a parent or subsidiary of the 
U.S. owner, or a party otherwise subject to common ownership or control with the U.S. owner, 
shall not be detained where the merchandise or its packaging bears a conspicuous and legible label 
designed to remain on the product until the first point of sale to a retail consumer in the United 
States stating that: This product is not a product authoriz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rademark owner 
for importation and is physically and mater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authorized product. The 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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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 結 

雖然美國商標法第42條及關稅法第526條提供了禁止真品平行輸入的成文法律

依據，然而依照美國法院歷年來藉由判例所建立之原則，以及美國海關條例之規

定，在符合以下兩個要件時，真品平行輸入是合法的： 

(一)該平行輸入商品是由美國商標權人或其關係企業在外國所製造。 

(二)該平行輸入商品與在美國國內銷售的商品之間沒有實質差別。或者雖有實

質差別，但已依規定附加區別標示，不致使消費者產生混淆。 

美國法之規定一方面保護商標權人合法之利益，另一方面使消費者在不會被混

淆之情況下，得選擇向平行輸入商購買商品之權利，堪稱適切之立法。 

肆、歐盟法對於真品平行輸入之規範 

一、歐盟商標指令12及歐洲共同體商標法13 

歐盟商標指令第7條規定：「由商標權人本人或經其同意，使附有其商標之商

品進入共同體市場後，商標權人不得禁止他人就該商品使用該商標（第1項）；當

商標權人有正當理由阻止其商品繼續流通，尤其是商品進入市場後其狀態遭到改變

或損害時，不適用第1項規定。（第2項）14」另外，歐洲共同體商標法第13條也有

                                                                                                                                                        
must be in close proximity to the trademark as it appears in its most prominent location on the 
article itself or the retail package or container. Other information designed to dispel consumer 
confusion may also be added.” 

12 Directive 2008/9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October 2008 to 
approximate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trade marks. 該指令之前身為Directive 
89/104/EEC of 21 December 1988 to approximate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trade 
marks. 

13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07/2009 of 26 February 2009 on the Community trade mark. 其前身

為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40/94 of 20 December 1993 on the Community trade mark. 
14 Article 7 Exhaustion of the rights conferred by a trade mark, “1. The trade mark shall not entitle 

the proprietor to prohibit its use in relation to goods which have been put on the market in the 
Community under that trade mark by the proprietor or with his consent. 2. Paragraph 1 shall not 
apply where there exist legitimate reasons for the proprietor to oppose further commercializ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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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相同之規定。 

依照上述規定，商品只要由商標權人或經其同意進入共同體市場後，商標權人

就該商品之權利在共同體區域內即已耗盡，不得禁止他人輸出、輸入或再銷售等行

為。因此，在共同體成員國之間的真品平行輸入，原則上並不構成商標權侵害。 

然而基於上述規定，關於真品平行輸入在歐盟法上衍生出兩個爭議問題： 

(一)商標指令第7條第1項關於商標權在共同體內耗盡之規定，是否明確排除了

採用國際耗盡原則之可能性？歐盟各國國內法可否採取國際耗盡原則？ 

(二)商標指令第7條第2項作為商標權耗盡例外之「正當理由」應如何認定？ 

二、來自歐洲共同體外之平行輸入 

由於商標指令第7條並未明定來自共同體外的真品平行輸入是否亦有商標權耗

盡之適用，因此長久以來歐盟各國國內立法對於是否採取國際耗盡原則出現很大的

歧異。直到1998年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在Silhouette案15作出

裁決，才確定了歐盟採取「共同體內耗盡原則」，而不採取「國際耗盡原則」之立

場。 

(一)Silhouette案 

歐洲法院在本案中表示，歐盟成員國如果在其國內法中規定，對於由商標權人

或經其同意在歐盟區域之外投放市場的商品，亦有商標權耗盡之適用，則該規定將

違反歐盟商標指令第7條第1項。換言之，歐洲法院認為商標指令第7條第1項並不允

許各成員國於國內立法中採取國際耗盡原則。 

(二)Davidoff案 

商標指令第7條雖然不允許各成員國立法採取國際耗盡原則，但並不排除商標

權人自己同意其在歐盟以外投放市場之商品可以進口至歐盟內銷售，主動放棄其在

                                                                                                                                                        
the goods, especially where the condition of the goods ischanged or impaired after they have been 
put on the market.” 

15 Case C-355/96 - Silhouette International Schmied GmbH & Co. KG v. Hartlauer 
Handelsgesellschaft GmbH, [1998] 2 C.M.L.R.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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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內尚未耗盡之權利。問題在於，何種情況下可以認定商標權人已經作出此種

「同意」？ 

英國高等法院將涉及此問題的Davidoff案及Levi Strauss案一併提交至歐洲法

院，歐洲法院於2001年作出裁決16表示：商標權人對於原在歐盟外銷售之商品得輸

入於歐盟市場上銷售之「同意」，可以是明示或默示的；如果依個案事實及情況，

明確顯示商標權人已放棄其禁止平行輸入之權利，則可推論商標權人已有「默示同

意」。 

但歐洲法院同時強調，不得僅憑下列情形即推論商標權人有默示同意： 

1.商標權人之單純沉默； 

2.商標權人並未表示反對商品於歐盟內銷售； 

3.商品上未附有任何禁止於歐盟內銷售之警告； 

4.商標權人銷售該商品時，未於契約中對轉售加以限制（即使根據銷售契約之

準據法，買方應取得不受限制之轉售權）。 

基於此案例，商標權人如欲阻止來自歐洲共同體外之平行輸入，得於簽訂商標

授權合約時，註明該授權使用之商品不得於歐洲共同體內銷售，並在產品上加貼標

籤，明確規定這些產品不允許出口到其他國家或某些指定之國家。此方式可使各銷

售階段均知道此項限制之存在。 

三、歐洲共同體內之平行輸入 

雖然歐盟採取「共同體內權利耗盡原則」，但商標指令第7條第2項亦設有例外

規定，對於共同體成員國之間的真品平行輸入，商標權人如有正當理由仍得禁止

之，特別是當商品進入市場後其狀態遭到改變或損害，此時商標權並不因商品首次

銷 售 而 耗 盡 。 在 歐 盟 實 務 上 ， 此 例 外 規 定 主 要 涉 及 商 品 的 重 新 包 裝 （ re-

packaging）、重貼標示（ re-affixing or re-labeling）或更換商標（ replacement of 

trademark）等行為，例如平行輸入進口商為了符合不同歐盟成員國之間對於商品包

裝及成分標示的規定，或為了因應不同歐盟成員國之間消費者使用語言的差異，可

                                                        
16 Zino Davidoff SA v. A&G Imports Ltd.; Levi Strauss & Co and Levi Strauss (UK) Ltd. v. Tesco 

Stores, Tesco pls and Costco Wholesale Ltd. [2002] ETMR 109, paras.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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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改變商品包裝，或在商品上附加進口國語言的標示或使用說明；又例如當商標

權人就相同商品在不同歐盟成員國之間使用不同商標時（通常係基於語言差異），

平行輸入進口商可能將原商標更換為進口國消費者所熟知之商標。 

關於重新包裝、重貼標示或更換商標等行為，是否構成商標指令第7條第2項所

稱對於商品狀態之改變或損害，歐洲法院在BMS案17中建立了判斷標準18，如果進

口商對於平行輸入商品所進行之重新包裝等行為，符合以下五個要件，商標權人即

不得禁止其銷售： 

(一)重新包裝是為了在進口國銷售商品所需要。所謂「需要」係指若不進行重

新包裝即無法有效進入進口國市場19（例如為了符合進口國之法令規定）； 

(二)包裝內的商品原本狀況未受影響； 

(三)新包裝上清楚標明重新包裝者及製造者之名稱； 

(四)重新包裝後之外觀不會損害商標權人之商譽； 

(五)於重新包裝商品上市銷售前，事先通知商標權人，商標權人並得要求其提

供重新包裝商品之樣本。 

四、小 結 

歐盟商標指令採取「共同體內耗盡原則」，而不採「國際耗盡原則」。在歐盟

成員國之間的真品平行輸入原則上不構成商標權侵害，例外若有正當理由，尤其當

商品狀態被改變或損害時，商標權人仍得禁止該商品之進口及銷售。至於將商品自

歐盟以外地區平行輸入至歐盟內銷售，除非經過商標權人之同意，否則將構成商標

權之侵害。 

相較於美國法以平行輸入商品與國內商品是否具有實質差別，作為平行輸入是

否合法之判斷標準，歐盟法對於得禁止平行輸入之正當理由，則著重於重新包裝、

重貼標示或更換商標等行為在何種情況下可能構成商品狀態之改變或損害。由於歐

盟商標指令第7條第2項之規定，與我國商標法第30條第2項但書關於例外禁止平行

                                                        
17 Joined Cases C-427/93, C-429/93 and C-436/93 Bristol-Myers Squibb [1996] ECR I-3457, para. 79. 
18 在Pharmacia & Upjohn SA v. Paranova A/S案，法院表示BMS案所建立之判斷標準不僅適用於

重新包裝，也適用於重貼標示或更換商標等行為。 
19 Case C-379/97, Pharmacia & Upjohn SA v. Paranova A/S [1999] ECR I-06927, paras.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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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之規定：「但為防止商品變質、受損或有其他正當事由者，不在此限。」頗為

類似，因此在解釋適用我國該項規定所稱之「商品變質、受損」時，似可參考歐盟

法之規範。 

伍、台灣法對於真品平行輸入之規範 

一、商標法規定 

我國商標法第30條第2項規定：「附有註冊商標之商品，由商標權人或經其同

意之人於市場上交易流通，或經有關機關依法拍賣或處置者，商標權人不得就該商

品主張商標權。但為防止商品變質、受損或有其他正當事由者，不在此限。」本項

規定即為商標權利耗盡原則之揭示，但條文並未明定權利耗盡之範圍包括國際耗盡

或僅限於國內耗盡，因此本項規定能否作為允許真品平行輸入之法律依據，向有爭

議。 

為解決此一爭議，已於2011年6月29日公布之商標法修正條文第36條第2項，進

一步將現行條文中之「市場」修正為「國內外市場」，其修正理由謂：現行條文中

之「市場」包括未明示之「國外市場」，為釋明係採國際耗盡原則，爰增列「國內

外」三字。 

二、實務見解 

我國歷來司法實務原則上皆認為真品平行輸入不構成商標侵權，但均未援引商

標法第30條第2項作為判決依據，以下茲列舉數則判決： 

(一)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5380號刑事判決20 

「真正商品平行輸入」之進口商，對其輸入之商標專用權人所產銷附有商標圖

樣之真正商品，苟未為任何加工、改造或變更，逕以原裝銷售時，因其商品來源正

                                                        
20 引用此判決見解者包括：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6年度上訴字第2475號、台灣高等法院台中

分院96年度上訴字第2359號、台灣高等法院92年度上易字第2690號、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92年度上易字第731號、台灣高等法院91年度上易字第1683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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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不致使商標專用權人或其授權使用者之信譽發生損害，復因可防止市場之獨

占、壟斷，促使同一商品價格之自由競爭，消費者亦可蒙受以合理價格選購之利

益，在未違背商標法之立法目的範圍內，應認已得商標專用權人之同意為之，並可

為單純商品之說明，適當附加同一商標圖樣於該商品之廣告等同類文書上；反之，

倘非原裝銷售，擅予加工、改造或變更，而仍表彰同一商標圖樣於該商品，或附加

該商標圖樣於商品之廣告等同類文書加以陳列或散布之結果，足以使消費者發生混

淆、誤認其為商標專用權人或其授權之使用者、指定之代理商、經銷商時，自屬惡

意使用他人商標之行為，顯有侵害他人商標專用權之犯意，應依其情節，適用商標

法之刑罰規定論處。 

(二)台灣高等法院81年廳民一字第16977號法律問題座談會研究意見 

如被授權人之商品與其他進口水貨於品質及服務上並無差異，或水貨進口業者

已善盡標示義務，使消費者得充分明辨商品之正確來源，不再對水貨發生混同誤認

時，則進口商應不致構成侵害商標之賠償責任。 

(三)台灣高等法院91年度上易字第2474號刑事判決 

被告所進口之威士忌酒較自訴人所進口之威士忌酒等級為低，容量相同，售價

較低，足以使一般酒類消費者發生混淆、誤認其為商標專用權人或其授權之使用者

並認所輸入之酒質較優而價較廉而予以購買，足徵被告有以此商標而引起消費者誤

認，而有欺騙之意圖，被告之行為與「品質相同」、「原裝銷售」之真品平行輸入

有異，而難以執此免除其刑事責任。 

(四)台灣高等法院97年度上易字第918號刑事判決 

按所謂耗盡原則，又稱第一次銷售理論，係指商品由商標專用權人或被授權人

適法附貼商標而販賣流通時，商標權即因此耗盡（exhausted），耗盡原則又有限於

國內市場或國際市場皆有適用，而區分為國內耗盡理論與國際耗盡理論，我國商標

法就此雖無明文，然參諸實務運作，多數均傾向真品平行輸入並未侵害商標權，而

採國際耗盡理論之見解。 

由以上我國實務見解可以歸納得知，真品平行輸入如符合下列各項要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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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於構成商標權侵害： 

(一)以原裝銷售，未為任何加工、改造或變更； 

(二)平行輸入之真品與商標權人在國內銷售之商品，於品質及服務上相同；若

兩者之品質或服務有所差異，平行進口商應善盡標示義務，使消費者能夠充分辨別

商品之來源及品質； 

(三)未使消費者混淆誤認其為商標權人或其授權指定之代理商、經銷商所銷售

之商品。 

就「以原裝銷售，未為任何加工、改造或變更」之要件而言，若參考歐盟法允

許平行輸入商品在符合一定條件下可重新包裝、重貼標示或更換商標，相較之下我

國法院見解似乎有失彈性。本文認為，為了在國內實際銷售之需要，應允許平行進

口商進行必要之重新包裝，例如為符合我國法令對於成分標示或使用說明之要求，

得加貼中文標示或說明；若商標權人在我國有註冊中文商標，但平行輸入商品上僅

有外文商標時，應允許平行進口商得附加使用國內消費者所熟悉之該中文商標。但

以上行為均應以不影響包裝內商品狀況、不損害商標權人之商譽、不使消費者誤認

其為國內授權商品為前提，且應於重新包裝商品上市銷售前，事先通知商標權人，

商標權人並得要求其提供重新包裝商品之樣本。 

就「品質及服務與國內商品相同」之要件而言，相較於美國法上對於真品平行

輸入之「實質差別」（material differences）判斷標準，詳細區分為物理上差別（品

質、容量、構造、成分、化學組成、功效、包裝、標籤或說明書之語言、贈獎、原

商品已被改動等）及非物理上差別（品質管控機制、保固範圍、售後服務等），我

國法院判決所謂「品質及服務內容」究竟為何並未清楚釋示，由不同法院各自解釋

適用，欠缺明確性。我國商標法修正條文既然已將現行商標法第30條第2項明定為

「國內外市場」而採取「國際耗盡原則」，可考慮進一步配合引進美國「實質差

別」判定標準，明定合法之真品平行輸入應符合品質、含量、成分、功效、贈獎、

品管機制、保固維修、售後服務等可能影響消費者購買決定之重要因素並無不同；

如有不同，平行進口商應善盡標示義務，使消費者能充分辨別商品之來源及品質，

以加強對消費者之保護。 

就「未使消費者誤認其為商標權人或其授權之代理商所銷售之商品」要件而

言，實為保護商標表彰來源之功能，蓋對於國內消費者而言，商標所表彰之來源並



16  

專利師︱第六期︱2011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不僅限於該特定「品牌」，有時也包括該品牌之國內代理商，尤其當國內代理商已

建立自己的商譽，並提供良好售後服務時，因此若消費者誤認平行輸入之水貨為公

司貨，購買後卻無法獲得原廠或代理商之售後服務及保固維修等，對於商標表彰來

源之功能即造成損害。另外，此部分同時也屬公平交易法所規範之範圍，若平行輸

入商品因標示不明或不實，而使消費者誤認其為商標權人或授權代理商所銷售之商

品，即使未構成商標權之侵害，仍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詳見後述。 

三、公平交易法之規範 

在實務上，商標權人除了主張真品平行輸入之行為侵害商標權外，亦經常主張

其違反公平交易法。關於此問題，公平交易委員會在81年公研釋字第003號解釋案

中表示： 

(一)真品平行輸入與仿冒之構成要件不符，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21之規定。 

(二)真品平行輸入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22之規定，須視平行輸入者之行為

是否故意造成消費大眾誤認其商品來源為斷。 

(三)貿易商自國外輸入已經原廠授權代理商進口或製造商生產者，因國內代理

商投入大量行銷成本或費用致商品為消費者所共知，故倘貿易商對於商品之內容、

來源、進口廠商名稱及地址等事項以積極行為使消費者誤認係代理商所進口銷售之

商品，即所謂故意「搭便車行為」，則涉及公平交易法第24條23所定之「欺罔」或

「顯失公平」行為。 

依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解釋，真品平行輸入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需視平行進口

商是否以積極行為故意使消費者誤認其為經授權之代理商所銷售之商品，而有積極

                                                        
21 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1項：「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有左列行為︰一、以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

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販賣、運送、輸

出或輸入使用該項表徵之商品者。二、……（略）」 
22 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

於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

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23 公平交易法第24條：「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

顯失公平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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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附他人商譽，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情形。就實際案例而言，若已註明「平行輸

入」等字樣，即可證明平行進口商並無積極攀附商譽之意圖，客觀上亦不致使消費

者誤認商品來源；反之，若平行進口商於營業活動中廣泛使用該商標，卻欠缺與授

權代理商相區隔之來源標示，甚至積極使消費者誤認其為授權代理商，則可能違反

公平法第21條或第24條。以下茲列舉數則實務見解： 

(一)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公訴字第2號判決 

被告於購物型錄販售上開產品時均有註明「原裝進口平行輸入商品」、「原裝

進口熱銷商品」等文字，難認被告主觀上有何混淆消費者之意圖，及客觀上有何致

使消費者誤認被告業經「合法授權或取得代理銷售之權」之積極行為，益徵被告並

無積極攀附原告商譽而榨取其努力成果之行為，原告主張被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

條之規定，即非可採。 

(二)公平交易委員會88年公處字第025號處分書 

經查家福公司之廣告宣傳單中，Bubchen沐浴精、護膚膏皆明白表示「真品平

行輸入」，銷售產品亦明白標示進口商：「惠群國際企業有限公司」、連絡電話及

「本產品為原廠真品平行輸入之原裝進口產品」等字樣，可知家福公司銷售之

Bubchen品牌之商品，除無仿冒之問題外，更無造成消費者混淆商品來源或搭便車

之行為事實。 

(三)公平交易委員會90年公處字第121號處分書 

被處分人平行輸入MONTBLANC商品雖為真品，惟其未於該商品及其包裝、容

器、標貼、說明書、價目表上標示來源地、進口廠商名稱及地址，復於網站上設立

專屬網站以被處分人名義介紹該系列商品，且被處分人公司門前懸掛招牌、信封及

名片上標示MONTBLANC商標之圖樣，係故意使消費者發生誤認其為商標專用權人

或授權之使用人、指定之代理商、經銷商，或有代理權之代理商所進口……雖被處

分人販售之萬寶龍商品，均屬萬寶龍公司產製之商品，其固得合理使用商標以表彰

其販售商品之品牌，但被處分人於整體營業活動廣泛使用MONTBLANC與白星商

標，卻無積極區隔其與檢舉人係屬不同之經銷通路，易致使人誤認其與德商萬寶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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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代理商具有一定之商業合作關係，意圖攀附他人之商譽及榨取他人之努力成

果，其行為具有商業競爭倫理非難性，合致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之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之顯失公平之行為，洵堪認定。 

(四)公平交易委員會91年公處字第091218號處分書 

被處分人銷售之Q8油品，其上游供應商並非檢舉人（獨家代理）下游經銷商，

故渠等販售之Q8油品應屬平行輸入。惟被處分人於「一手車訊雜誌」所載促銷廣

告，其中Q8油品所使用容器外觀圖樣上，卻貼有檢舉人用以區別其所獨家代理油品

之黃色標籤，表示其Q8油品係獨家代理所進口，而實際上其僅為平行輸入Q8油

品，顯然該廣告內容與事實不符，應為虛偽不實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

1項之禁止規定。 

陸、結 語 

商標之主要功能在於表彰商品來源以及保證商品品質，商標法之目的亦在避免

消費者對於商品來源及品質之混淆誤認，以防止此等功能之破壞。真品平行輸入對

商標權人最大的損害在於，平行輸入者利用商標權人所建立之商譽而搭便車，且因

商標權人無法控制平行進口商品的品質，可能對其辛苦建立的商譽造成損害。 

就表彰來源之功能而言，由於在多數情況下，商標權人或其授權代理商、經銷

商所銷售之商品（俗稱公司貨），與平行輸入之商品（俗稱水貨）相比，在瑕疵商

品退換、原廠技術支援、保固維修、售後服務、消費者保護責任之履行等方面，均

具有優勢，因此消費者對於商標所表彰之來源，除了聯想到該「品牌」之外，究屬

公司貨或水貨通常也是消費者選擇購買之重要因素。因此，真品平行輸入不得使消

費者誤認其為商標權人或其授權代理商、經銷商所銷售之商品，如果平行進口商刻

意使消費者誤以為其為授權代理商，即使未構成商標權之侵害，仍可能涉及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21條（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或第24條（積極攀附他人商

譽）。 

就保證品質之功能而言，消費者在國內因長期購買使用之經驗，或因廣告宣傳

所建立之口碑，對商標所代表之品質有一定程度之預期或信賴，因此原則上平行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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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商品之品質必須與國內銷售之同一商標商品相同。如果兩者品質有所差異，而該

差異可能影響消費者之購買決定，消費者即有混淆或受騙之虞，此時平行進口商應

善盡標示義務，除了表明該商品為真品平行輸入外，對於品質差異之處亦應使消費

者能夠充分辨明。 

由本件中國大陸關於米其林輪胎商標之判決可知，該法院係認為未經安全認證

之產品，即使為真品平行輸入，仍構成侵害商標權，對商標權人之保護較為周全。

由於我國歷來實務見解鮮以商標法第30條第2項作為允許真品平行輸入之法律依

據，因此對於該項但書之例外規定所稱「為防止商品變質、受損或有其他正當事

由」係指何種情形，實務上乏具體事例。依照目前實務見解，在符合原裝銷售、品

質相同、不造成來源混淆等前提要件下，真品平行輸入並不構成商標權侵害。本文

認為，可參考歐盟法之規範，適度放寬目前實務上限於「原裝銷售」之見解，允許

平行進口商在符合一定條件下得因應實際銷售之需要，對商品進行重新包裝或重貼

標示，惟仍應以不影響包裝內商品狀況、不損害商標權人之商譽及不使消費者誤認

其為國內授權商品為前提。此外，2011年6月29日公布之商標法修正條文，已將現

行商標法第30條第2項（修正後條次為第36條第2項）明定採「國際耗盡原則」作為

真品平行輸入之合法基礎。為求立法上之周延，應進一步同時考慮將美國法之「實

質差別判斷原則」納入，對於「品質、含量、成分、功效、贈獎、品管機制、保固

維修、售後服務」等可能影響消費者購買決定之因素，用以判斷平行輸入之產品是

否與國內合法授權之產品相同，如實質上有所差異卻未適當標示讓消費者了解其差

異之存在，宜以但書規定為「國際耗盡原則」之例外，以保護消費者免受誤導，並

平衡對商標權人利益之保護及消費者選擇商品來源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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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先前技術要件論 
馮達發

* 

壹、前 言 

專利申請案之發明應否授予專利權，專利舉發案之被舉發專利應否撤銷專利

權，主要決定因素之一，即在於審查委員所取得或舉發人所提出之該申請案或被舉

發專利申請日前之先前技術資料（下稱「先前技術資料1」），尤其是該等先前技術

資料所揭示之內容2。因此，對於專利申請案或被舉發專利之新穎性或進步性之判

斷，先前技術資料至關重要。 

貳、先前技術規定 

我國專利法關於發明專利相關規定中，僅於第22條第4項「發明雖無第一項所

列情事，但為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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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仍不得依本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出現「先前技術」字眼。此外，專利法第

22條第1項「申請前已見於刊物或已公開使用者」、「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亦應屬於實質上之「先前技術」。然而，對於先前技術資料具體要件，專利法並未

明文規定，而悉數委由主管機關——即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訂定之。 

在經濟部智慧財產局（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IPO）制定之「專利審查基

                                                        
*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律師。本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制定之專利審查基準，係以「引證文件」稱之。 
2 基於精簡起見，本文僅針對發明專利，而不再論及新型專利及新式樣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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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中，先前技術資料係規定於第二篇「發明專利實體審查」第三章「專利要件」

第2節「新穎性」內。至於進步性，則依同章第3.2.2節規定，準用前開規定。 

依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第2-3-4頁第2.2.1節規定，所謂「先前技術」係指「申請日

之前（不包括申請當日）所有能為公眾得知（available to the public）之資訊，並不

限於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語言或任何形式，例如書面、電子、網際網路、口頭、

展示或使用等。」其中，所謂「能為公眾得知」，係指「先前技術處於公眾有可能

接觸並能獲知該技術之實質內容的狀態」。 

從而，專利審查基準對於先前技術資料，設有兩項要件：一是形式要件，另一

則是實質要件。因此，由方法論而言，在判斷申請案或被舉發專利之發明是否具有

新穎性或進步性，應是先判斷先前技術資料是否符合專利審查基準所規定之前開兩

項要件。倘若符合，則再續行比對先前技術資料與申請案或被舉發專利之發明，以

決定該發明是否具有新穎性或進步性；倘若不符合此兩項要件，該先前技術資料即

屬於不適格之證據，亦即不適格之先前技術資料，則應排除該先前技術資料，而無

須再續行比對先前技術資料與申請案或被舉發專利之發明。 

參、先前技術資料要件 

一、形式要件：先前技術資料公開日必須早於專利申請日 

依前開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第2-3-4頁第2.2.1節規定可知，所謂「先前技術」必須

是在專利申請日之前即得為公眾得知之資訊，方屬之。從而，得作為審酌專利申請

案或被舉發專利是否具有新穎性、進步性之先前技術資料，自必須在該專利申請日

之前即已公開。 

倘若該先前技術資料原本屬於應予保密之技術資料，例如該資料構成營業秘密

法上之營業秘密，惟因故而公開時，則此等已公開之技術資料，自得作為先前技術

資料，但其公開日亦應早於專利申請案或被舉發專利之申請日。若該公開日晚於該

申請日，則縱使在發明人完成該專利申請案或被舉發專利之發明前，該技術資料即

已存在，亦不得作為先前技術資料3。 

                                                        
3 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第2-3-4頁第2.2.1節規定：「負有保密義務之人所知悉應保密之技術不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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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關於先前技術資料公開形式，並無限制，無論是實體書面或網頁等均

可。惟關於公開之認定，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第2.5節則有如下規定： 

(一)原則上，公開發行之刊物，若其公開日早於該專利申請案或被舉發專利之

申請日者，均符合此先前技術資料之形式要件。惟，倘有證據可證明該刊物實際上

公開日晚於該刊物所記載之公開日，或是該刊物並非公開發行，而僅有特定人士得

閱覽者，則該刊物即不符此項形式要件，並非適格之先前技術資料4。否定該刊物公

開日早於該專利申請案或被舉發專利之申請日之舉證，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基本原

則，應由申請案之申請人或被舉發專利之專利權人負擔此等舉證責任。 

(二)技術資料若印有「內部刊物」等類似文字時，原則上推定其非屬於為公眾

得知之資訊，而非適格之先前技術資料，除非有證據證明其確實在專利申請日之前

即已公開5。而證明此等技術資料已公開之舉證責任，應由提出該技術資料者（應為

審查委員或舉發人）負擔之。 

(三)技術資料若屬於公開發行之刊物，則按所印之日期，以定其公開日。若僅

印有「年」、「年、月」或「年、季」者，則以該「年」、「年、月」或「年、

季」之最末日定之6。 

(四)滋生疑義者，乃是網路上所載技術資料之公開日。網路上技術資料多未揭

示其公開日期，且其係以電子形式存在而易遭變更，故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

三章第2.5.2.3節列有相關規定。原則上，係先判斷該網路資訊所存在之網站，若該

網站屬於高度可靠性時，則其真實性亦高，一般各國政府機關網站即屬之。又，該

網路資訊若載有公開時點且係存在於高度可靠性網站時，則係以該所載公開時點定

其公開日。若未記載其公開日，或對其公開日或技術內容真實性有疑義時，則可由

                                                                                                                                                        
於先前技術；惟若其違反保密之約定或默契而洩漏技術，以致該技術之實質內容能為公眾得

知時，則該技術構成先前技術的一部分。反之，若該技術處於保密狀態，公眾無法接觸或無

法獲知其實質內容時，即使申請前該技術已存在並已為負有保密義務之人知悉，仍非屬先前

技術。保密義務，不僅指有明文約定之保密義務，尚包含社會觀念或商業習慣上認為應負保

密責任的默契保密義務，例如公司行號所屬之職員對於公司之事務通常負有保密義務。」 
4 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第2-3-8頁。 
5 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第2-3-9頁。 
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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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技術資訊所存在之網站出具證明，以證明該網路資訊之真實性及公開時點7。惟該

網站縱使出具證明而仍有疑義者，應認該網路資訊即非適格之先前技術資料。 

二、實質要件：先前技術資料必須實質揭露其所揭示之技術 
內容，使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得據以實施 

(一)問題提出 

在一般專利實務，審查委員審查申請案所提出之先前技術資料，多為專利或學

術期刊。此等技術資料多詳實記載其內容，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得

據以實施其揭示之技術內容，固無問題。 

惟在專利舉發案件中，舉發人所提出之先前技術資料五花八門，有提出研討會

海報者，有提出廣告、商業行銷資料者，更有提出相關新聞報載者。比方說，對於

某化合物專利，舉發人提出研討會海報以為證據，惟該海報上僅載明該化合物之化

學結構式，而全然未載明其製備方法或取得方法，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並無法單憑此海報，而得製備或取得該化合物。則，縱使可證明此等技術資料

公開日早於該化合物專利之申請日，但得否作為先前技術資料以否定該化合物專利

發明之新穎性、進步性？實有疑義。 

其實，即便先前技術資料是學術期刊或專利，亦非毫無問題。例如，依中國時

報2002年9月27日報載，朗訊科技公司旗下著名研究單位貝爾實驗室內某位明星級

研究員，竟偽造實驗資料。從1998年至2001年間，至少有16篇發表於各著名學術期

刊上關於奈米科技之論文，係憑空捏造或竄改數據所得。朗訊科技經內部審查後確

認此事，遂開除該名明星級研究員。科學史上造假案例，並非僅此一例。準此，倘

若某件奈米科技專利，遭舉發人以前開不實論文為證據而提起舉發時，此種不實論

文是否為適格之先前技術資料，而得用以否定某專利發明之新穎性、進步性？ 

                                                        
7 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第2.5.2.3.1節規定：「由於網路的性質與紙本刊物不同，公開於網路上之

資訊皆為電子形式，難以判斷出現在螢幕上之資訊內容或公開之時間點是否曾遭變更。因

此，若引證網路上之資訊時，應注意網站之可信度，對於網路上之資訊內容或公開之時間點

有質疑時，應取得該網站出具的證明；若無法取得證明文件以確信其真實性時，不得引證網

路上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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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方說，1989年兩位科學家宣稱發現一種得在低溫進行核融合之方法，並發

表相關論文，引起世界關注。惟事後發現，這兩位科學家研究論文應屬謬誤，其所

發現者並非核融合，而僅是單純之電解水現象8。此等公開發表之技術資料，事後經

確定錯誤者，亦非罕見。即便經相關專業人士審查後亦然。從而，類似此兩位科學

家所發表之謬誤論文，是否為適格之先前技術資料，而得用以否定某專利發明之新

穎性、進步性？甚有疑義。 

是以，縱使在形式上先前技術資料公開日早於專利申請案或被舉發專利之申請

日，惟其仍應具備一定實質要件，方得為適格之先前技術資料。 

(二)現行專利審查基準規定 

關於先前技術資料之實質要件，現行專利審查基準有如下規定： 

1.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第2-3-4頁第2.2.1節規定，「先前技術」係指「申請日之前

所有能為公眾得知之資訊」。其中，「能為公眾得知」則指「先前技術處於公眾有

可能接觸並能獲知該技術之實質內容的狀態」。故而，「先前技術」應解為：在申

請日之前，所有處於公眾可能接觸並能獲知該技術實質內容之資訊。準此以言，適

格之先前技術資料，必須是公眾能獲知其所揭示之技術實質內容者。若是公眾無法

由某技術資料得知其所揭示之技術實質內容者，即非適格之先前技術資料。 

2.惟，前開所謂「獲知該技術之實質內容」之程度為何？亦即該技術資料必須

揭示至何種程度，方屬於「公眾能獲知其所揭示之技術實質內容者」？參酌現行專

利審查基準第2-3-5頁第2.2.2節規定：「審查新穎性時，應以引證文件中所公開之內

容為準，包含形式上明確記載的內容及形式上雖然未記載但實質上隱含的內容，而

引證文件揭露之程度必須足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製造或使用

申請專利之發明。」前開專利審查基準第2-3-4頁所稱之「獲知該技術之實質內

容」，應指該技術資料揭露之程度，必須足使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能製造或使用該技術資料內容之程度。 

3.此外，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第2-3-12頁第2.5.3節針對專利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

之「公開使用」，亦規定：「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之使用，並不單

                                                        
8 張昭鼎，電解重水為何會升溫並測到氚？，科學月刊， 1990 年 11 月， 251 期，

http://210.60.226.25/science/content/1990/00110251/0006.htm，最後瀏覽日：2011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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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施於物或方法上而應用其技術功能之使用行為，尚包括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

賣及進口等行為。公開使用，指透過前述使用行為而揭露技術內容，使該技術內容

能為公眾得知之狀態，並不以公眾實際上已使用或已真正得知該先前技術之內容為

必要……惟若未經說明或實驗，僅由該使用行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仍無法得知其構造、功能、材料或成分等任何相關之技術內容者，則不構成

公開使用。」亦即，必須因使用行為之揭露，而足使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能製造或使用該技術者，方構成專利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之「公開使

用」。 

4.關於醫藥相關發明者，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第十章第5.2.1節則有進一步規定：

「惟若引證文件中僅說明其存在或提到其名稱或化學式，而未說明如何製造及使用

該化合物，且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從該文件內容或文件公開

時可獲得之通常知識理解到如何製造或分離該化合物，則不能依該文件認定該化合

物不具新穎性。」從而，若化合物A已公開於某技術資料，而該技術資料之揭露，

不足以使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製造或使用化合物A時，則該技術資料

即非適格之先前技術資料。 

5.故而，依我國前開專利審查基準相關規定可知，先前技術資料之揭露程度，

必須使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得據以實施者。因此，先前技術資料之

實質要件，應係「必須實質揭露其所揭示之技術內容，使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得據以實施」。 

(三)國外專利審查規定 

在國外專利審查指南或法院判例，亦認為先前技術資料之揭露程度，必須是一

種可實施／操作之揭露。 

1.歐洲專利審查 

歐洲專利局審查指南2010年版（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2010）在第C部分第四章第6.3節亦明文規定：「Subject-matter can only 

be regarded as having been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and therefore, as comprised in 

the state of the art pursuant to Art. 54 (1), if the information given to the skilled perso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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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fficient to enable him, at the relevant date, to practice the technical teaching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the disclosure, taking into account also the general knowledge at that time 

in the field to be expected of him.」亦即，先前技術資料必須是一種可實施之揭露

（Enabling disclosures），足使熟悉發明所屬技術領域者在該當時得據以實施，方屬

於適格之先前技術資料。 

2.美國專利審查 

美國專利審查手冊（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於第2121節

亦要求，先前技術資料必須是一種可實施／操作之揭露。在第2121.01節更表示，倘

若該技術資料僅僅是命名或描述其所揭示之技術，而熟悉發明所屬技術領域者仍須

過度實驗，方得實施該技術內容者，則該技術資料之揭露，應非一種可實施／操

作之揭露，該技術資料即非適格之先前技術資料9。該手冊更進一步摘錄美國聯邦

巡迴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Elan Pharm., Inc.一案判決：

所涉爭點即是否先前技術資料能使熟悉該專利所屬技術領域者，無須經由過度實驗

即可生產Elan公司申請專利之基因轉殖老鼠。若無法使熟悉該專利所屬技術領域

者，無須經由過度實驗即可生產該基因轉殖老鼠時，該文獻即不得作為先前技術10。 

此外，針對化合物相關發明，美國專利審查手冊第2121.02節亦表示，若某技術

資料僅僅是命名某化合物，而在專利申請日之前，並無用以產製該化合物之方法

時，則該技術資料之揭露亦屬於一種無法實施／操作之揭露，該技術資料並非適格

之先前技術資料11。因而，倘某技術資料僅揭示某化學結構式，惟對於其製備方法

                                                        
9 MPEP 2121.01: “The disclosure in an assertedly anticipating reference must provide an enabling 

disclosure of the desired subject matter; mere naming or description of the subject matter is 
insufficient, if it cannot be produced without undue experimentation.” 

10 Elan Pharm., Inc. v. Mayo Found. for Med. Educ. & Research, 346 F.3d 1051, 1054, 68 USPQ2d 
1373, 1376 (Fed. Cir. 2003): “At issue was whether a prior art reference enabled one of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 to produce Elan’s claimed transgenic mouse without undue experimentation.  
Without a disclosure enabling one skilled in the art to produce a transgenic mouse without undue 
experimentation, the reference would not be applicable as prior art.” 

11 MPEP 2121.02: “Where a process for making the compound is not developed until after the date of 
invention, the mere naming of a compound in a reference, without more, cannot constitute a 
description of the comp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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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取得方法，全然未予揭示時，熟悉發明所屬技術領域者顯然無法據以製備或取得

具有該化學結構式之化合物。參酌前開美國專利審查手冊規定，該技術資料之揭露

自屬於一種無法實施／操作之揭露，該技術資料應非適格之先前技術資料。 

至於先前技術資料之揭露是否屬於可實施／操作，依美國專利審查手冊第2121

節規定，倘該技術資料明示地預知或顯而易見該申請案或被舉發專利之發明之所有

要件時，推定該技術資料係可實施／操作12。亦即，該技術資料明示地預知或顯而

易見該發明之所有要件一事，若被確立後，則推定該技術資料具有可實施／操作

性。進而，倘若該申請人或專利權人主張該技術資料不具可實施／操作性時，則由

該申請人或專利權人負舉證責任。不過，倘該技術資料屬於專利時，原則上應推定

其具可實施性／操作性，該專利係經專業人士審查而認定熟悉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

者均得實施者，方授予專利，故專利自應推定具有可實施性/操作性13。 

MPEP 2121.02中特別提到：「Note, however, that a reference is presumed 

operable until applicant provides facts rebutting the presumption of operability. In re 

Sasse, 629 F.2d 675, 207 USPQ 107 (CCPA 1980). Therefore, applicant must provide 

evidence showing that a process for making was not known at the time of the 

invention.」因此，在申請人未提出反證時，就MPEP之規定，應推定可以操作。既

然作者提到MPEP對於化合物先前技術之揭示要求，應就此提供說明。 

此外，由於作者特別提到化合物相關發明，建議作者可參考本國專利審查基準

第二篇第十章醫藥相關發明（2009版）第5.2.1節，其對於化合物相關引證文件揭示

程度的規定較嚴格，較接近作者的結論。即，若引證文件中僅說明其存在或提到其

名稱或化學式，而未說明如何製造及使用該化合物，且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無法從該文件內容或文件公開時可獲得之通常知識理解到如何製造或分

                                                        
12 MPEP 2121 I <PRIOR ART IS PRESUMED TO BE OPERABLE/ENABLING>: “When the 

reference relied on expressly anticipates or makes obvious all of the elements of the claimed 
invention, the reference is presumed to be operable. Once such a reference is found, the burden is 
on applicant to provide facts rebutting the presumption of operability.” 

13 MPEP 716.07: “Since every patent is presumed valid (35 U.S.C. 282), and since that presumption 
includes the presumption of operability (omission), examiners should not express any opinion on 
the operability of a patent. Affidavits or declarations attacking the operability of a patent cited as a 
reference must rebut the presumption of operability 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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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該化合物，則不能依該文件認定該化合物不具新穎性。 

3.紐西蘭專利審查 

對於先前技術資料之實質要件，紐西蘭高等法院有更進一步之要求：不論某刊

物之發行量有多廣，如缺乏證據證明該揭露已為相關技術領域之人所普遍接受，仍

不足以證明科學期刊中之一篇文章或一系列文章已揭露特定技術之通常知識14。換

言之，紐西蘭法院認為，先前技術資料必須為其所屬相關技術領域者所普遍接受

者，方屬適格之先前技術資料。因而，若先前技術資料僅是公司宣傳文件、研討會

內之海報等，依前開紐西蘭法院見解，均非適格之先前技術資料。惟若是經相關專

業人士審查後而公開之期刊論文或專利，原則上應屬於前開紐西蘭法院所稱之「已

為相關技術領域之人所普遍接受」。 

(四)本文意見 

一般而言，專利或學術期刊內容均有一定要求，且經相關專業人士審查，故其

內容詳實且可靠性高，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得據以實施其揭示之技

術內容，應無疑義。惟，如前所述，此等內容亦非絕無捏造、虛偽、錯誤或揭露不

足之可能。故而，原則上，專利或學術期刊之公開日若早於專利申請案或被舉發專

利之申請日時，應即為適格之先前技術資料；惟倘申請人或被舉發專利之專利權人

舉證證明該內容係屬捏造、虛偽、錯誤或揭露不足時，則應認為該等技術資料並非

適格之先前技術資料。 

(五)我國實務現況 

在我國實務上，對於先前技術資料之要件審查，向來均著重於形式要件之審

查，亦即僅審查先前技術資料公開日是否早於專利申請案或被舉發專利之申請日，

                                                        
14 Merck & Co. Inc. v. Arrow Pharmaceuticals Ltd., High Court of New Zealand Wellington Registry 

CIV-2006-485-817: “…It is not sufficient to prove common general knowledge that a particular 
disclosure is made in an article, or series of articles, in a scientific journal, no matter how wide the 
circulation of that journal may be, in the absence of any evidence that the disclosure is accepted 
generally by those who are engaged in the art to which the disclosure re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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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關於公開日之證明等。對於先前技術資料之實質要件，依筆者過往經驗，審查

委員或法院均直接認定該先前技術資料不足以否定專利申請案或被舉發專利之新穎

性或進步性，而並未論究其是否符合實質要件（此論述是否過於武斷？就作者的定

義，實質要件為「先前技術資料必須實質揭露其所揭示之技術內容，使發明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得據以實施」。智慧財產局及法院確實有就此提出論述。

不過，智慧財產局及法院未對先前技術資料內容之「真偽」提出論述。然而，在未

有其他證據佐證下，應推定公開發表之論文內容並無造假。舉證先前技術資料內容

造假之責任應在申請人或被舉發案之專利權人。如果申請人或被舉發案之專利權人

已舉證證明該先前技術資料內容係捏造、虛偽、錯誤或揭露不足時，智慧財產局及

法院應不會不審酌此等證據）。審查委員及法院未對先前技術資料實質要件表示意

見，原因不明。筆者推測，在我國專家證人制度不發達之情況下，審查委員及法院

均不願涉入先前技術資料之實質要件審查，而妄自作出某先前技術資料內容係捏

造、虛偽、錯誤或揭露不足之結論，此在先前技術資料係專利或學術期刊尤然。此

參美國專利審查手冊亦明文要求，當先前技術資料係專利時，審查委員應推定該專

利具有可操作性而符合實質要件，除非申請人提出優勢證據（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以證該專利不具可操作性等15情即明。惟，倘若該先前技術資料內容錯誤

或揭露不足顯而易見，或是已舉證證明該先前技術資料內容係捏造、虛偽、錯誤或

揭露不足時，審查委員及法院實應審酌此等情事，而排除此等先前技術資料之適

用，以符法制。 

肆、結 語 

依我國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相關規定，並參酌國外專利相關審查規定及法院見

解，先前技術資料必須符合形式要件及實質要件等兩項要件，即先前技術資料公開

日必須早於專利申請案或被舉發專利之申請日，且必須實質揭露其所揭示之技術內

容，使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得據以實施。有一不符者，應認該先前

技術資料並非適格先前技術資料，而不應用以續行判斷該申請案或被舉發專利之新

                                                        
15 同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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穎性或進步性。 

應補充說明者，先前技術資料要件判斷，僅用在於判斷某技術資料是否為適格

之證據，即其證據適格性，而此與該技術資料與申請案或被舉發專利之發明比對，

並無直接關係。例如，某專利申請案係關於某特定化合物之物品發明，而某技術資

料在該申請日之前，即已公開揭示該特定化合物之化學結構，惟其並未揭示其製備

方法或取得方法，而在該申請日之前，亦無任何製備方法可用以製備此化合物時，

應認此技術資料之揭示係一種無法實施之揭露，欠缺實質要件，而非適格之先前技

術資料，而無須續行比對該申請案之新穎性或進步性。反之，倘若該技術資料已揭

示其化合物之製備方法或取得方法，而構成適格之先前技術資料時，則應進一步比

對此先前技術資料所揭示之化合物與該申請案發明之化合物，以判斷該申請案發明

是否具備新穎性或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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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專利判決解析 
——專利要件 

李文賢* 

壹、專利要件之確立 

發明創作必須符合專利要件方可授予專利並維持專利之有效性。由專利申請之

核駁事由與專利之舉發事由可得知專利要件之內容。 

1994年專利法修正，將「經審查認為可予專利之發明」應予專利規定修正為

「發明經審查認無不予專利之情事者」應予專利，並配合增訂「經審定不予專利

者，審定書應備具理由書1」。此修正源自專利代理人協會修法建議：「此種恩賜式

之恩惠主義已不適合民權思想發達之21世紀，為適應世界潮流，實應改採權利主

義，承認發明人之專利權利，乃源自其發明創造行為，而伴隨著發明而產生的，並

非政府賜給的」；「如申請專利之發明，其本身並無不予專利之理由時，政府即應

准予專利2。」2003年專利法修正，新增第44條等規定以明確化得據以核駁條文，俾

專利審查人員及申請人有所遵循。因此，將發明創作提出申請以取得專利係申請人

之權利，並非國家恩賜，無不予專利之情事即應准予專利，不予專利之情事以專利

法明文規定為限，不得憑空創設，若不予專利應於核駁審定書說明理由。 

發明、新型、新式樣專利申請之核駁事由與專利之舉發事由分別規定於專利法

第44條及第67條第1項、第97條第1項及第107條第1項、第120條及第128條第1項。

                                                        
* 廣流智權事務所專利師暨所長、國立清華大學電機碩士、東吳大學法律碩士。 
1 1994年1月21日修正公布之專利法第39條第1項、第38條第2項參照。 
2 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中華民國總會，專利法修正建議案，1993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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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發明與新式樣專利之舉發事由大致為核駁事由加上違反互惠原則，及申請權

爭執再減去不符單一性；新型專利因採形式審查，核駁事由僅包含形式要件，舉發

事由仍包含實體要件。 

本文嘗試以專利判決解析專利要件，期能拋磚引玉，激發更多實務與學理之間

的驗證討論。 

貳、適格標的 

適格標的指符合專利種類定義且不屬於法定不予專利項目。 

不符合發明定義之案例一般僅見於永動機，與不具產業利用性並列為核駁理

由。於「永久動力之產生方法及其裝置」發明專利申請案（原名稱：「利用軒轅道

效率創造永恆動力產生無限能源」），最高行政法院96年度判字第699號判決：

「次查申請專利之發明創作必須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若界定申請專利範圍之

事項違反自然法則，則該發明即不符發明之定義，且由於無法實施此等類型之發

明，亦屬非可供產業利用之發明。」 

「新型一筆畫操作控制模式之裝置」新型專利申請案之獨立項記載：「一種一

筆畫操作控制模式之裝置，包括一筆畫的軌跡輸入以及軌跡辨識部份，該裝置之結

構為輸入部份在外以及軌跡辨識部份相對在內，經由輸入以及辨識達成操控功能，

該一筆畫之軌跡，包括重複二個大的軌跡，再加上至少一個軌跡的多變操控組合方

式。」智慧財產法院99年度行專訴字第22號判決認定其有別於先前技術之特定技術

特徵在於「該一筆畫之軌跡，包括重複二個大的軌跡，再加上至少一個軌跡的多變

操控組合方式」，非屬形狀、構造或裝置之創作，故系爭案不符合新型標的。惟

2003年專利法修正於新型專利改採形式審查以加速賦予權利，不作先前技術檢索，

於形式審查階段以有別於先前技術之特定技術特徵判斷是否符合新型標的，似有疑

義3。 

新式樣定義之「透過視覺訴求」是否僅限於肉眼向有爭議，智慧財產法院99年

                                                        
3 同為新型形式審查要件之單一性，僅判斷各獨立項之間是否具有相同或相對應的技術特徵，

而不論究其是否有別於先前技術，專利審查基準第四篇第一章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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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民專上更(一)字第1號判決：「可知立法者當時所稱『透過視覺訴求』，係限於

『視覺之感官作用』，而排除『視覺以外之其他感官作用』（如聽覺、觸覺）。至

『藉由眼睛對外界之適當刺激引起感覺』，究係僅以肉眼觀察，抑或藉助儀器（如

顯微、放大儀器等）觀察，在所不問，端視熟習該新式樣所屬技藝領域之人普通認

知及使用習慣而定，亦即將因該新式樣物品所屬領域之差異而有不同，並未排除

『肉眼無法確認而必須藉助其他工具始能確認之設計』。」揭示：新式樣法定標的

未排除發光二極體（LED）等必須藉助工具確認設計之微小物品。 

屬於法定不予專利項目之案例較為少見，例如：改制前行政法院87年度判字第

399號判決認定「視網膜色素上皮移植」屬於人體之手術方法而不予發明專利。 

參、產業利用性 

產業利用性指申請專利之發明創作在產業上能被製造或使用。「產業」應作廣

義解釋，包含所有技術性活動。有被製造或使用之可能性即符合產業利用性，並不

要求實際上已經被製造或使用4。 

「具有可調整焦距及光圈之調整裝置的數位相機」發明專利申請案設計為僅能

在光線亮距離遠及光線暗距離近兩種模式拍照，經專利專責機關認定不具產業利用

性而再審查核駁審定。行政訴訟中，申請人主張：本發明之數位相機可達成其目

的，已可滿足部分消費者之需求，可供營業上利用並可具體實施。專利專責機關主

張：供一般人使用之相機是否為可供營業上利用之發明，端視其是否可供一般人隨

時拍照之用。 

最高行政法院91年度判字第1502號判決：「所稱『可供產業上利用之發明』，

須實際上可供產業營業上之利用者為其前提要件。本案於訴願階段函請鑑定機關審

查，此專業學術機構審查意見具有專業性、客觀性及公正性，自足可信。本案之設

計理念不符攝影原理及光學理論，自不符合一般使用者可用來拍照之標準，及達到

方便性、準確性之要求，難謂可供一般人隨時拍照使用。原處分以不具產業利用性

為不予專利審定並無違誤。原告之訴駁回。」 

                                                        
4 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二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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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專責機關以「端視其是否可供一般人隨時拍照之用」為相機發明是否具有

產業利用性之標準恐過於嚴苛。此判決以「實際上可供產業營業上之利用」為產業

利用性之判斷標準，已增加「實際上」、「營業」等商業考量限制，且依賴訴願機

關函請鑑定之技術專家意見，自我限縮司法職權，不無疑義。 

肆、新穎性 

一、先前技術之範圍 

新穎性指申請專利之發明創作不屬於先前技術之一部分，先前技術指申請日或

優先權日之前能為公眾得知之資訊，不限於任何地方、任何語言、任何形式。專利

法規定喪失新穎性之情事分為「已見於刊物」、「已公開使用」、「為公眾所知

悉」三種。 

最高行政法院98年度判字第644號判決：「所謂之『公開』係指先前技術處於

公眾有可能接觸並能獲知該技術之實質內容的狀態而言。」揭示：公開指先前技術

處於公眾可致（available to the public）的狀態。 

二、已見於刊物 

改制前行政法院75年判字第1348號判例：「專利法第一百十二條所稱之刊物，

係指國內、國外之雜誌、新聞紙、書籍、商品說明書（型錄）、傳單、海報等印刷

品，具有公開性之文書或圖畫，可供不特定之多眾閱覽之謂。」所列書籍、雜誌、

型錄等應解為刊物之例示，並未排除其他態樣。 

三、已公開使用 

最 高 行 政 法 院 98 年 度 判 字 第 1419 號 判 決 ： 「 又 所 謂 已 公 開 使 用 者 （ public 

use），包括公開販售在內，蓋以販售為目的，其物品已成為不特定人得為交易標

的，而得以知悉物品之外觀、結構等資料。」最高行政法院98年度判字第644號判

決：「是以建築施工圖之交付固非『公開使用』，但將該施工圖付諸建築施工，由

於建築物或廠房施工時，並非處於封閉之狀態，工程師、建築工人、監工、工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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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員甚或其他工程雜役等不特定人，均有知悉之可能而實際得知其施工技術，而

不能期待其保密者，自應認已公開使用；況系爭技術案係關於使浪板能避雨、隔

熱、散熱與排氣之施工法之技術內容，並非高度精密之機器設備，應經拆解始能知

悉其內部零件之技術內容者，是以本件上開技術內容在不特定人得出入之場所，而

加以施工使用，即得認係公開。」揭示：「已公開使用」即為「已公開實施」，包

含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進口等各種實施行為。2009年專利法修正草

案擬修正「已公開使用」為「已公開實施」，修法方向應可認同。 

四、應保密資訊不屬於公開之先前技術 

最高行政法院93年度判字第886號判決：「本件參加人委託下游協力廠商生產

時，均有要求簽訂『切結書』，協力廠商對於生產之商業機密、模具、商業行為及

廠商資料等，均有保密之義務，於生產交貨之過程，均禁止對外公開。又系爭專利

產品，均悉數外銷，並未在台公開或上市銷售，故○○○於生產組立系爭專利產

品，尚難謂公開使用。」「至於……從事繪圖、作模具之員工，○○○○從事生

產、包裝之員工，均係從事生產系爭專利產品之特定工人，尚難認系爭新式樣於八

十五年九月三日申請專利前，在國內或國外已為不特定之多數人所共見或共知，自

不構成前揭『已公開使用』之要件。」揭示：產品之製造日期並不必然即為公開日

期，負有保密義務之人所知悉應保密資訊不屬於先前技術。 

智慧財產法院98年度行專訴字第80號判決：「況一般公司於產品仍在研發而尚

未上市之際，因產品尚未上市，仍具有保密性，即使有協力廠商選拔、衛星工廠之

比價、工廠代工時提供之設計圖等事實，一般公司仍會選擇其信任並有合作基礎之

公司代工，斷不會甘冒設計圖洩漏之風險，而貿然將該設計圖交予一未曾合作過之

廠商，故此等參與比價之衛星公司，當為原告所信任之特定公司，既為特定公司，

其設計圖當屬尚未公開，而不特定第三人亦無法知悉。故原告所提之設計圖當屬內

部文書，非屬『公開刊物』，亦不符合新式樣的『已公開使用』的定義。」揭示：

內部文書不屬於公開發表，亦不屬於公開使用；保密義務包含依社會觀念之默示保

密義務，僅提供所信任特定人之資訊非屬公開。 

智慧財產法院97年度行專訴字第11號判決：「然查，專利法第22條第1項所謂

之公開，並未明文限定其公開態樣，是以本件系爭專利所示之技術於系爭工地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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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倘實施現場符合公開之條件，自非不得認為已經對世公開其技術內容。而台北

101大樓工程工地之施工人員相較於工地以外之人員，固屬可得特定之人員，惟因

現場施工之廠商眾多，各廠商派駐於現場施工之人員復非每日相同或固定，就其實

質上而言，仍屬不特定多數人，自無庸疑。……至原告主張現場施工人員與原告間

有默示之保密協定，負有不得洩密之義務云云，此一主張欠缺法律依據，亦未見立

論基礎，亦非可採。」揭示：若現場施工人員眾多且非固定，仍屬不特定多數人。 

至於原告主張現場工作人員負有默示保密義務，本判決認為「欠缺法律依據」

且「未見立論基礎」，似有別於前揭98年度行專訴字第80號判決肯定「信任並有合

作基礎之公司」負有默示保密義務的見解，其區分或在於既為不特定多數人，亦不

能期待其保密。 

五、產品與元件之公開日期 

智慧財產法院97年度行專訴字第4號判決：「證據4及證據8之產品實物均未標

示公開日期，原告復未提出購買上開兩個實物之發票日期，其亦自承無法證明何時

購買……雖然證據4或證據8之實品內之電路板製造日期，分別為2004年5月25日及

2004年9月30日，均確實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惟一般電子產品內之個別電路板製

造日期皆早於組裝後實際產品之販售日期，況該電路板乃係該行車偵測器產品的整

體技術組成要件之一部份元件……電路板仍需進行各種電子元件裝置及功能測試、

外盒製作、包裝各種程序才完成產品製作並推出上市……是由證據4及證據8之產品

實物並不能證明前開產品於系爭案申請日（93年10月12日）前已有公開之事實。」

揭示：元件僅為產品之一部分，由元件之製造日期無法直接推得產品之公開日期。 

六、網路資訊之公開發行及公開日期的認定 

智慧財產法院98年度行專訴字第87號判決：「由上開規格書購買證明……之記

載，可知只要付費即可購買Express Card規格書。且PCMCIA協會之會員、非會員或

生產電腦周邊產品之不特定多數人只要付費給PCMCIA協會，即可取得會員資格，

在該協會網站取得Express Card標準規格書。即其散佈方式與公開發明之刊物相同，

而能為不特定第三人所知悉，至於其是否需要付費或密碼，則非所問。因此，

PCMCIA協會確實已將Express Card標準規格書發表於網路上，提供給需要該規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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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不特定人士，只要繳交費用即可進入其網站下載或列印該規格書，自得認為上揭

規格書有公開發行之事實。」「其內頁之Purchase Date雖記載其First Printing（首刷

日期）為西元2003年11月，惟其內頁另記載其Purchase Date（購買日期）為2003年

11月4日，如附圖1所示。故不得因其首刷日期為2003年11月，而推定其公開日為

2003年11月之末日（即11月30日），因此由Express Card標準規格書所記載之購買日

期足資證明其發行日期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2003年11月18日）。」揭示：網路資

訊是否視為已公開，以公眾能否得知其網頁及位置而取得該資訊為判斷，進入網站

是否需要加入會員、付費或輸入密碼並非所問。公開發行之日期，若有證據時應依

證據認定。 

七、網路資訊之真實性受質疑時 

於「用於通用串列匯流排之可攜式積體電路記憶體裝置」發明專利異議案，異

議人引用多件網頁列印本為異議證據，經審定異議成立。 

被異議人質疑異議證據之真實性，台北高等行政法院93年度訴字第3644號判

決：「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已自承：『網路資訊之報導日期有可能被駭客入

侵而更改』，參加人於……參加狀第17頁記載：『……造假的可能性甚低。』亦即

不排除有造假之可能。且衡諸實情，除電腦高手可入侵網站而加以篡改外，網站維

護人（所有人）亦可任意修改網站之內容（包括報導日期），甚至一般人亦可先將

網路資訊存入電腦硬體，修改其內容（包括報導日期）後，再列印出來作為引證證

據。苟如此，其所提出之資料內容（包括報導日期），即與原件不符，自不得作為

引證證據。」「基上說明，無論依行政訴訟法第173條第2項之規定，或依被告93年

7月1日公布施行之專利審查基準2.5.2.3.1認定原則，或究諸實際，凡提出網頁列印

本作為專利異議證據者，其公開日期被質疑時，即應先命異議人提出證據（如網站

出具的證明），以證明其公開日期之真實性；殊無責由質疑人提出反證證明其公開

日期不實之理。」因而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異議人不服提起上訴，最高行政法院97年度判字第564號判決：「惟查，被上

訴人質疑上訴人即參加人所提出如事實欄所載之引證1、2、3、5、6等文件之真實

性，惟上開引證文件均載有來源網址，此為兩造所不爭之事實，則查證網頁存在與

否，並非難事，縱該網頁已遭移除，取得網站之證明亦屬可能，尚有調查之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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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網站之真實性為何及內容為何，即為行政法院應職權調查之事項，行政法院自應

盡其調查之能事，原審就上訴人即參加人所提出已載明來源資料之網頁，以經對造

否認，即認為行政處分採證違法，而逕予撤銷並命其另為處分，難謂盡職權調查義

務，自有未合。」因而廢棄前揭判決。 

依最高行政法院判決見解：以網路資訊為引證文件之真實性受質疑時，行政機

關與司法機關均應依職權調查證據，不得僅因對造否認或無法取得證明文件即一概

不採。 

八、單獨比對原則 

智慧財產法院98年度行專訴字第50號、98年度行專訴字第61號等判決：「有關

專利要件，新穎性之判斷較進步性為優先，且判斷新穎性時，係採『單獨對比』原

則，即將發明專利申請案之申請專利範圍與每一份引證資料中所公開與該申請案相

關的技術內容單獨地進行比較。」智慧財產法院98年度行專訴字第123號判決：

「在判斷一專利申請是否具有新穎性，應就其申請專利範圍之所有技術特徵與同一

引證中先前技術之技術特徵相比較，只要有一特徵要件不同，即應為『新』。」揭

示：進步性之判斷以具有新穎性為前提。新穎性之判斷採「單獨比對」，與進步性

之判斷採「組合比對」不同。 

九、引證文件為專利說明書之揭露範圍 

智慧財產法院98年度行專訴字第57號判決：「按在舉發案中，就系爭專利與舉

發證據比對範圍而言，舉發證據之專利說明書全部內容均可以成為比對範圍，而系

爭專利則僅能以其申請專利範圍為基礎。」揭示：引證文件為專利說明書者，其全

部內容均為揭露範圍，均可納入比對。 

十、明示揭露與隱含揭露 

最高行政法院98年度判字第1274號判決：「又按判斷發明有無新穎性，應以發

明之技術內容比對是否相同為準，不相同即具新穎性，相同即不具新穎性；而技術

內容是否相同固應包含由熟習該項技術者所能推導者在內，惟判斷是否能由熟習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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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技術者所能推導者，自應依行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將系爭技術內容如何能為

熟習該項技術者推導出之理由予以載明，若未依同法第114條第2項規定予以補正理

由者，即有理由不備之違法。」「又所謂得由引證案直接推導者，當指限於引證案

本身已實質隱含該項技術內容而言，若引證案根本無涉該項技術內容者，即難謂得

由引證案直接推導而得。」揭示：引證文件之揭露包含明示揭露與隱含揭露，依行

政程序法規定之說明理由義務，判斷引證是否隱含揭露應載明理由。倘原處分未載

明理由，亦未於訴願程序終結前補正，即屬理由不備之違法。 

十一、直接置換 

2003年專利審查基準規定引證文件使申請專利之發明不具新穎性之情事包含：

「完全相同」、「差異僅在於文字的記載形式或能直接且無歧異得知之技術特

徵」、「差異僅在於相對應之技術特徵的上、下位概念」、「差異僅在於參酌引證

文件即能直接置換的技術特徵」。其中第四種「直接置換」之說明為「例如引證文

件已揭露固定元件為螺釘，而該螺釘在該引證文件所揭露之技術手段中僅須具備

『固定』及『可鬆脫』的功能，由引證文件得知螺栓包括該兩項功能，若申請專利

之發明中僅將該螺釘置換為螺栓，應屬參酌引證文件的直接置換5。」中國專利審查

指南規定與之略同6。 

智慧財產法院98年度行專訴字第118號判決採相同見解：「雖原證4並未直接揭

露使用曲光紙作為保護紙之技術特徵，惟原證4所載之矽膠紙與系爭專利之曲光紙

之功能相同，業如前述，另參以系爭專利說明書之『實施方式』亦載明『該保護紙

(10)可為曲光紙、蠟紙……等』（見本院卷第109頁），足見就習於該項技藝人士而

言，使用曲光紙作為保護紙亦為易於替代置換之習知技術，故就該發明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參酌原證4記載之矽膠紙，應能直接置換為曲光紙，是

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即不具新穎性。」 

惟原證4既未明示揭露「曲光紙」技術特徵，判決所引述保護紙各種實施態樣

係見於系爭專利而非原證4，何以參酌原證4即能直接置換為「曲光紙」？論理未盡

                                                        
5 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2.4。 
6 中華人民共和國知識產權局，專利審查指南2010，第二部分第三章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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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全。 

前述新穎性判斷中考量功能相同之「直接置換」，與進步性判斷中之「等效置

換7」似難以明確區隔。國際審查實務多認為涉及「置換」即非新穎性判斷，而係進

步性判斷，例如：專利合作條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審查基準規定：

「判斷新穎性不考量先前技術文件未揭露的習知均等態樣，此為進步性問題8。」歐

洲專利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 EPO）審查基準採相同見解9，美國實務認為隱含

性（inherency）不能建立在機率或可能性10；我國學者亦認為會混淆新穎性與進步

性，並非妥適11。 

十二、引證文件的揭露程度 

新穎性之引證文件的揭露程度必須使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能製造或使

用 申 請 專 利 之 發 明 創 作 12 ， 不 得 僅 為 紙 上 空 想 ， 此 「 致 能 揭 露 」 （ enabling 

disclosure）要求為國際間普遍認同，例如：美國判決Amgen Inc. v. Hoechst Marion 

Roussel, Inc.：「若主張先占所引用先前技術無法實施，則申請專利之發明並未為先

前技術所先占」13，歐洲專利局與日本特許廳（Japan Patent Office, JPO）審查基準

                                                        
7 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3.5.4.1：「惟若置換技術特徵之發明僅是以先前技術中具有相同

功能之手段予以等效置換，而未產生無法預期的功效，應認定該發明能輕易完成，不具進步

性。例如以液壓馬達驅動之抽水機發明僅將已知抽水機中之電動馬達置換為具有相同功能的

已知液壓馬達，不具進步性。」 
8 “Well-known equivalents not disclosed within a prior art document are not considered when 

assessing novelty; this is a matter of obviousness.” PCT International Search and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Guideline, Part Ⅲ, 12.01. 

9 EPO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art C, Chapter Ⅳ, 9.2. 
10 In re Robertson, 49 USPQ2d 1949, 1950-51 (Fed. Cir. 1999), MPEP 2112. 
11 謝銘洋，專利新穎性之認定——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98年度行專訴字第123號解析，法令

月刊，2010年9月，61卷9期，36頁。 
12

 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2.3.2。 
13 “A claimed invention cannot be anticipated by a prior art reference if the allegedly anticipatory 

disclosures cited as prior art are not enabled,” Amgen Inc. v. Hoechst Marion Roussel, Inc., 65 
USPQ.2d 1385 (Fed. Ci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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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類似規定14，惟我國專利判決仍少見此方面討論。 

於「具有凸塊之半導體裝置」發明專利舉發案，被舉發人質疑證據3之結構違

反物理原理，可信度低，無法據以實施，智慧財產法院97年度行專訴字第85號判

決：「惟按專利申請案經公開或公告後，即構成先前技術的一部分，無論該申請案

嗣後是否經放棄或撤回，均得作為新穎性審查之引證文件。審查新穎性時，應以引

證文件中所公開之內容為準，而引證文件揭露之程度必須促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

中具通常知識者能製造或使用申請專利之發明……」「證據3並提出實施例及相關

數據以驗證並支持其發明之可實施性，故由證據3所揭露之程度應已足以促使液晶

顯示裝置封裝業者此一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能製造或使用申請專利之發明。至

證據3是否可作為系爭專利不具新穎性及進步性的適格引證，其本身是否具產業上

利用價值及其高低無涉。」揭示：引證文件之揭露程度應足以使所屬技術領域具有

通常知識者可據以實施。 

十三、依職權調查證據 

於 「 內 埋 式 主 動 元 件 結 構 及 其 製 造 方 法 」 發 明 專 利 舉 發 案 ， 證 據 2 為

US7,071,024，其公告日晚於被舉發案之申請日，原處分認定證據2非屬申請日前公

開技術，不得作為新穎性或進步性之引證文件，審定舉發不成立。 

訴願決定認定證據2首頁記載「Prior Publication Data US 2002/0173133A1 Nov. 

21, 2002」已足證明證據2早於申請日公開，且「原處分機關就證據2部分之審查，

實難謂已善盡調查證據之能事」，因而撤銷原處分15。 

智慧財產法院98年度行專訴字第129號判決：「經查系爭專利之申請日為93年

11月19日，而舉發證據2為一美國專利……其公告日雖為95年7月4日，然依據該美

國專利公告本首頁，明確記載該公告本之早期公開日期為91年11月21日，則縱該早

期公開資料雖與最終公告本內容不完全相同，然其所欲公開之技術思想應屬相同，

仍應認其屬同一舉發證據範圍內，則參加人既已於舉發程序中提出系爭美國專利公

                                                        
14 EPO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Part C, Chapter Ⅳ , 9.4; 

Examination Guidelines for Patent and Utility Model in Japan, Part Ⅱ, Chapter 2, 1.5.3. 
15 經濟部經訴字第09806118690號訴願決定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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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本，雖其未明確指出該專利有早期公開本之事實，然主管機關本於其應依職權調

查證據之原則，即應加以調查，並將之列入判斷系爭專利是否不具進步性之依據，

而非僅以公告本之日期晚於系爭專利之申請日，即未就舉發證據2及其早期公開本

為實質之審查。原處分機關所為，顯有違誤。」因而維持訴願決定。 

舉發人於舉發程序未曾主張「US 2002/0173133A1」或「91年11月21日已公

開 」 ， 前 揭 判 決 及 訴 願 決 定 均 認 為 專 利 專 責 機 關 應 依 職 權 調 查 證 據 2

「US7,071,024」曾早期公開及其公開日期，課予專利專責機關之調查證據義務是否

過廣，與「處分權主義」、「爭點主義」等現行舉發審查原則16之分際為何，均值

得討論。 

十四、主張優惠期 

申請人主張優惠期，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6個月內申請專利。主張「研究實

驗」、「陳列於政府主辦或認可之展覽會」兩款應於「申請時」敘明事實及其年月

日，並於指定期間內檢附證明文件。 

台北高等行政法院96年度訴字第3727號判決：「然有無優惠期之適用乃涉及新

穎性有無之判斷，直接影響申請案之准駁，倘申請人於申請專利時未聲明，待審查

時經審查機關檢索出該展覽情事，甚或該展覽情事被用作舉發證據時，均將影響專

利申請案之准駁，是以課予申請人應於『提出專利申請時』為前開敘明之義務。」

揭示：「申請時」指提出專利申請同時，而非聲明主張新穎性優惠期之同時。 

伍、未擬制喪失新穎性 

一、擬制喪失新穎性之引證限於我國申請案 

擬制喪失新穎性係將申請在先但公開或公告在後之引證案以法律擬制為先前技

術，使申請專利之發明創作不得取得專利。 

台北高等行政法院94年度訴字第3560號判決：「首揭專利法第107條之1所謂

                                                        
16 專利審查基準第五篇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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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在先而在其申請後始公告』之新式樣專利申請案，基於我國專利法所採之屬

地主義之意旨，解釋上應指在我國『申請在先』，且嗣後在我國公告者而言……是

援引外國專利案以舉發本國專利案不符新穎性之要件者，自須該外國專利案在外國

之公開日期較本國專利案之申請日為早。」揭示：擬制喪失新穎性之引證案限於本

國申請案。 

二、擬制喪失新穎性之比對 

台北高等行政法院97年度行專訴字第79號判決：「擬制新穎性的比對方式係以

系爭案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載內容為對象，而就申請專利範圍所界定之技術特徵與引

證案所揭露先前技術之事項逐一進行判斷。」揭示：擬制喪失新穎性之比對方式與

新穎性相同。 

三、同一申請人不適用擬制喪失新穎性 

2001年專利法修正，於擬制喪失新穎性規定加入「但申請人相同者不在此限」

之但書規定。修法理由：「至於同一人之先後申請案，後案之發明雖已揭露於前案

之說明書或圖式，但未載入申請專利範圍之情形時，由於係同一人就其發明創作，

請求不同之權利保護，既未公開，又無重複取得專利權之虞，故多數立法例均認為

並未違反牴觸申請，該後案仍具可專利性，爰參酌日本特許法第二十九條之二，於

本條但書予以明定。」 

台北高等行政法院96年度訴字第2167號判決：「由上開修正條文但書規定之立

法理由可知，其係將法理解釋之當然結果予以明定而已，故原專利法第98條之1所

謂『有相同之發明或新型』，於論究新穎性時，其申請人自應解釋為不同之人。」

「惟系爭專利及引證1之申請人既同為原告，依前揭說明，系爭專利已難謂有違核

准審定專利法第98條第1項第2款擬制新穎性之規定。」本判決依據2003年修法理由

解釋2001年專利法，進行超脫文義的限縮，是否妥適值得討論。 

台北地方法院97年度智字第7號判決：「然舉發證據2號專利係由○○公司及原

告為共同申請人，系爭專利則由原告單獨為申請人，兩者情形顯非相同，依專利法

第61條、第62條規定，發明專利權為共有時，其讓與、授權及處分，除契約另有約

定外，原則須由共有人共同為之，足徵共同申請與單獨申請之申請人確有不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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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依 專 利審 查基 準 第2-3-18頁規 定 ：『 認 定申 請人 是 否相 同的 有 關事 項說 明 如

下：……共同申請的情況，先、後申請案之申請書所載的申請人必須完全相同，始

得認定為相同……』，此審查基準所揭示之認定標準核與專利法第23條規定無違，

足供參酌。」揭示：共同申請與單獨申請之申請人不同，擬制喪失新穎性規定但書

之申請人是否相同應依申請案之申請日為準。 

陸、先申請原則 

台北高等行政法院95年度訴字第3958號判決：「首揭專利法第105條準用第27

條第1項之規定，係我國專利法有關先申請原則之規定，禁止重複專利……當然係

指依我國專利法規定，向我國專利專責機關申請之專利申請案而言，其他外國之專

利申請案，無論其申請日是否較早，均無適用該法條之餘地。」揭示：先申請原則

之引證案限於我國申請案。 

柒、進步性 

一、逐項審查 

智慧財產法院97年度行專訴字第34號判決：「是不論是申請專利範圍中記載申

請專利發明之構成之必要技術內容、特點之獨立項，或依附獨立項之附屬項均應逐

項審查。而因附屬項包含獨立項所有的技術內容與特徵，如獨立項之發明具有進步

性，則該附屬項之發明亦具進步性；倘獨立項之發明不具進步性時，仍應對該附屬

項之發明為進步性之判斷。經逐項審查後，於最終審定時，基於專利整體性之考

量，則須全案准駁，無從為『部分請求項准許、部分請求項核駁』之審定，蓋申請

人當初係以專利說明書記載所有請求項之技術內容，以申請專利範圍所有請求項之

整體技術特徵申請專利專責機關審定，雖經逐項審查後認定部分請求項符合專利要

件，惟此部分無從與其餘不符專利要件之請求項部分分離，於專利審查機關踐行專

利法第46條第2項所定之先行通知程序後，倘申請人就不符專利要件部分未予修

正，即應為全案核駁之審定。」除揭示「逐項審查」之審查原則，亦揭示「全案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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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審查實務。 

惟最高行政法院99年度判字第1290號判決：「原判決僅以基於專利權之整體

性，無法分割為部分准專利、部分不准專利，而維持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但關於系

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屬獨立項，有何無法分割為部分准專利、部分不准專利

之事由何在？應予詳究而未予詳究，自有未洽。」似質疑「全案審定」之妥適性。

2009年專利法修正草案擬於舉發審查改採逐項審定，其後續發展值得關切。 

二、進步性之判斷步驟 

進步性指申請專利之發明創作必須是創造性構思的成果，非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依先前技術所能輕易完成。 

進步性判斷步驟包含：「步驟1：確定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範圍」、「步驟2：確

定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的內容」、「步驟3：確定申請專利之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

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步驟4：確認申請專利之發明與相關先前技術之

間的差異」、「步驟5：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相關先前技術

所揭露之內容及申請時的通常知識，判斷是否能輕易完成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整

體」17。 

實務上有部分核駁審定書敘述申請專利之發明及引證文件的技術內容後，即逕

下「能輕易完成」結論，於步驟4及步驟5未作任何說明，形式上雖洋洋灑灑，實質

上不符說明理由義務。 

智慧財產法院98年度行專訴字第97號、98年度行專訴字第104號等判決：「關

於是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顯能輕易完成，首

先應就申請專利之新型所載技術內容亦即其組成構件及連接關係整體觀之，次將申

請專利之新型與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比較其差異，最後再判斷申請專利之新型與申請

前之先前技術間之差異，依申請時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水平，參酌申

請前之先前技術是否易於思及而完成該新型。」特別強調前述步驟4及步驟5。 

                                                        
17 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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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觀之 

系爭專利是否具有進步性，應以每一請求項中所載之發明的整體為對象，及將

該發明所欲解決之問題、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及對照先前技術之功效作一整體予以

考量，逐項進行判斷18。 

智慧財產法院98年度行專訴字第99號判決：「原處分僅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

圍之構件名稱與證據二、三之相類似之構件名稱作比對，並未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

範圍之構件特徵作為與證據二、三比對，即認為系爭專利不具進步性，殊嫌速

斷。」揭示：新穎性或進步性之判斷，均應以申請專利範圍所載技術特徵比對，不

得僅以構件名稱比對。 

四、不得依後見之明 

智慧財產法院99年度行專訴字第8號判決：「『後見之明』實係指以圖說所揭

露之新式樣為藍本，按圖索驥其各個局部設計是否已見於先前技藝，若先前技藝已

揭露所有的局部設計，就認定各個局部設計之組合為易於思及者。這種後見之明將

使所有設計均不可能取得新式樣專利……因此，創作性之審查應以熟習該新式樣技

藝者參酌申請時之通常知識的觀點，依其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就新式樣之整體作

成客觀的判斷，不得將新式樣解析分離為各個局部設計，逐一比對各個局部設計是

否已揭露於先前技藝，即遽以論斷其創作性。」揭示：判斷進步性或創作性，應確

實以申請日或優先權日為時間基準，不得以「後見之明」抹煞發明創作，且應整體

觀之，不得割裂論斷。 

五、新型專利之比對基礎 

新型與發明均屬於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惟新型限於對物品之形

狀、構造或裝置之創作。申請專利之新型與先前技術之比對基礎是否僅限於申請專

利範圍關於形狀、構造或裝置之記載，向有不同見解。 

智慧財產法院99年度行專訴字第4號判決：「系爭專利將『散熱板為金屬板經

                                                        
18 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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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製彎折加工成型的構件』此一構件經衝製彎折之加工成型製造方法記載於申請專

利範圍，由於製造方法並非新型專利之創作標的，自難謂上述之加工成型製造方法

為系爭新型專利之創作內容。因此，系爭新型專利之技術內容與舉發證據相較是否

具有突出之技術特徵或顯然功效之增進，自仍應以申請專利範圍中關於形狀、構造

或裝置之結構作為比對之基礎。」於比對時排除加工成型製造方法之技術特徵。 

智慧財產法院99年度行專訴字第53號判決：「然按進步性之審查應以申請專利

之發明的整體為對象，不得僅針對發明說明或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記載之技術特徵部

分或某一技術特徵。」基於整體觀之，不將新型請求項之技術特徵分類後再作判

斷，應值得肯定。 

六、增進功效或相乘功效 

現行專利法對發明之進步性規定係「所能輕易完成」，新型之進步性規定係

「顯能輕易完成」，均未規定「增進功效」或「相乘功效」。具有增進功效或相乘

功效應可作為發明創作具有進步性的佐證，但並非必須具有增進功效或相乘功效方

符合進步性。 

台北高等行政法院91年度訴字第4805號判決：「按在上、下積磁軛片設有缺

角，固為引證案之創作特徵所在，惟系爭案之特徵在於馬達感應元件之精確定位，

達到馬達易於啟動，及組裝精確、方便之功效，已如前述；是二者之目的固有部分

相同，惟技術內容既南轅北轍，比較功效即無意義。」揭示：若申請專利之發明創

作與引證之技術手段具有顯著差異，即足以證明非依據引證所能輕易完成，並無需

比較技術功效。 

智慧財產法院98年度行專訴字第97號、98年度行專訴字第104號等判決：「所

謂『顯能輕易完成』雖不以申請專利之新型與申請前先前技術間差異之多寡為必然

之依據，亦不以增進功效為必要，然基於專利制度係具有鼓勵創新及促進產業技術

發展之目的，為避免單純組合已知元件而不具創新性之技術取得專利權保護，因而

阻礙他人利用該技術之產業發展，倘申請專利之新型與申請前先前技術差異微小，

所須組合之先前技術愈少，且該組合僅係產生已知之功效，而其差異之技術特徵復

已見於完全相同技術領域之先前技術文獻中，而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之

人面對該申請專利新型所欲解決之技術問題時，所得合理參考或查詢之資料，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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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所屬技術領域人士組合該先前技術時，應認先前技術已隱含組合之理由，而認

申請專利之新型不具進步性。」 

最高行政法院84年判字第1933號判例：「按發明專利所謂『組合發明』，乃係

指將複合數個既有之構成要件組合而成之發明而言。此種組合必須在整體上要有

『相乘』之功效增進，始為創作，若僅有『相加』之效果，則與發明要件不符。」

見解類似美國實務曾經採行，但1983年後排除不用的「相乘功效原則」（synergism 

doctrine）19。相乘功效原則忽略構件的選擇可能非顯而易知，亦違反整體觀之原

則20，且所謂「相乘功效」定義模糊。前揭判例是否應繼續援用，值得討論。 

七、輔助性判斷因素 

具有無法預期的功效、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克服技術偏見、獲得商業上的成

功得作為發明創作具有進步性之輔助性判斷因素（secondary consideration）。惟曾

討論之判決仍屬少見。 

智慧財產法院98年度行專訴字第77號判決：「故本件爭點應為原告所舉證據是

否能證明系爭專利非為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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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標準可由該專利申請是否在該技術領域中達成無法預期的功效，

或解決了長期未能解決的需要，或他人之努力亦均告失敗等等。」 

捌、發明說明充分揭露 

一、技術文件性質 

發明專利說明書的技術文件性質體現於發明說明，發明說明必須「明確」、

「充分揭露」、「可據以實施」。 

 

                                                        
19 Stratoflex, Inc., v. Aeroquip Corp., 218 USPQ 871, 880 (Fed. Cir. 1983). 
20 董安丹，非顯著性之理論與實用，世新法學，2004年5月，1期，1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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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分揭露與可實施性 

智慧財產法院98年度行專訴字第133號判決闡述專利法第26條第2項之立法意

旨：「專利是公眾與發明人間之契約，為了取得排他的權利，發明人同意揭露新且

非顯而易見之發明。因此，為了換取公眾的協商條件，發明人必須充分地揭露發

明。換言之，發明人在此協商中的首要義務便是將發明之技術精神適當且完整地揭

露，以確保在專利保護期間經過後，他人得以製造並使用該發明，以及在揭露的時

候，他人得以研究並改良該發明。可實施性即是為確保適當揭露的核心原則，這項

原則要求發明人在申請專利時，必須充分地揭露該專利之技術資訊，使該相關技術

領域內之一般人士，得以製造並使用該申請之發明，而毋須過度之實驗。為使相關

技術領域內之一般人士，得以清楚地了解該專利發明之技術思想，可實施性之揭

露，必須以簡明之描述或解釋為之。」 

三、可實施性與過度實驗 

智慧財產法院98年度行專訴字第124號判決：「只要該技術領域中之一般人

士，依據說明書所載內容，經由例行性、一般性之實驗，即便必須實驗多次，但仍

係於說明書所載之可能範圍內所為之實驗，仍非屬過度的實驗。亦即依據專利說明

書記載之內容，如可限制該技術領域之一般人士所須付出之實驗精神及勞力，應仍

符 合 可 實 施 性 之 要 件 。 」 揭 示 ： 可 據 以 實 施 以 是 否 必 須 「 過 度 實 驗 」 （ undue 

experiments）為判斷標準。 

四、生物材料之寄存 

智慧財產法院97年度行專訴字第78號判決：「故生物材料寄存的目的係為補充

發明說明之記載內容，以利該寄存機構於專利核准公告後提供該生物材料予大眾以

實施相關發明。如未寄存該生物材料者，除有專利法第30條第1項第1項但書所定情

形外，應視為說明書之揭露不充分，而不符同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揭示：生物

材料寄存規定可視為發明說明充分揭露要件之特別規定，應寄存而未寄存生物材料

即同時違反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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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申請專利範圍明確適當 

一、法律文件性質 

發明專利說明書的法律文件性質體現於申請專利範圍，申請專利範圍必須「明

確」、「簡潔」、「為發明說明及圖式所支持」。 

二、申請專利範圍未為發明說明及圖式所支持 

申請專利範圍未為發明說明及圖式所支持之案例多見於化學發明。台北高等行

政法院95年度訴字第4319號判決：「在化學發明專利申請案中，申請專利範圍應以

說明書為依據，使其請求的範圍相當於發明說明所揭露的內容，並不是一種形式要

求，而是在實質上應為發明說明所支持，以說明書的實施例為核心，在申請人實際

完成的可實現的內容，才構成可准予專利的權利範圍。」「本件僅以單一實施

例——化學式(21)之醯胺作為示範，但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卻擴衍至取代基R與R'係

獨立地選自氫、取代或未取代之烷基-ORl基，其Rl中，為氫、取代或未取代之烷基

或醯基；是以，其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已遠超過說明書所可以支持之範圍，且其單

一實施例尚不足以支持所請範圍而具明確，揆諸上開說明，自不符合專利要件。」 

拾、補充修正不得超出申請時原揭露範圍 

「補充修正超出申請時原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為2003年修法新增之核

駁事由及舉發事由，申請時原揭露範圍包含明示揭露及隱含揭露，明示揭露即申請

日已明確記載於原說明書或圖式中之全部事項，隱含揭露即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自原說明書或圖式所記載事項能直接且無歧異得知者。 

智慧財產法院99年度行專訴字第1號判決：「故『該AC蝕刻劑電漿總是為使該

工作物形成理想形狀』之敘述，遠超出特定於工作物圓角修飾之技術敘述，亦為該

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不能自原說明書或圖式記載之事項直接且無歧

異得知者。是系爭案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及第11項獨立項『該AC蝕刻劑電漿總是為

使該工作物形成理想形狀時施於該工作物之主要材料』之修正內容已超出申請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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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自有首揭專利法第49條第4項規定之適用。」 

因專利法第67條第1項規定僅列入「違反第49條第4項」而未列入「違反第64條

第2項」，致補充修正違法屬於舉發事由，但更正違法則不屬之，顯為立法疏漏，

應謀補救。 

拾壹、單一性 

違反單一性為核駁事由但並非舉發事由，且須先通知申請人申復，不得逕行核

駁，因此似無討論單一性之專利判決。 

拾貳、結 語 

專利判決不僅決定當事人間的勝負，亦呈現兩造攻防及法院判斷，其中立場主

張雖有異同，但各方見解交織激盪，鎔鑄成專利法制的智慧寶庫。期許各界先進多

關注討論專利判決，以實務驗證學理，由學理檢驗實務，相互指引，共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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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以美國專利判例法為借鏡淺析我國

專利進步性判斷的教示因果關係 
——以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行專訴字第36號行政判決 
與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1277號判決為例 

沈宗倫
* 

壹、前言：專利進步性的立法意旨與屬性 

就功利主義的角度而論（the utilitarian view），專利的價值反映在，一方面藉

由授予發明者或創作者以申請專利範圍（claims；專利法第56條第3項）為範圍的限

定排他權（例如：專利法第56條第1項及第2項），確保其未來繼續發明或創作的誘

因（incentives），並適度給予補償研發成本的報酬（rewards）。另一方面，亦相對

地要求發明者或創作者，就其發明或創作成果，充分揭露給產業的競爭者或其他具

有利害關係的業者（專利法第36條及第59條），以鼓勵技術改良或再創新，促進相

關產業的發展與進步（專利法第1條）。更進一步推之，若將專利制度視為國家與

人民的契約，則契約的一造國家以限定排他權的授予，作為對價，換取研發者揭露

具有高品質的研發內容的揭露。此一具有高品質研發內容的成就，乃是以法的專利

適 格 要 件 （ patentability ） 以 衡 量 之 ， 以 發 明 專 利 為 例 ， 即 專 利 的 新 穎 性

（novelty）、進步性（non-obviousness）與產業利用性（utility）。其中「新穎性」

是指發明於申請前未見於刊物、未公開使用、未為公眾所知悉、未有其他發明申請

                                                        
*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本文為司法院「司法智識庫98年度智慧財產資料整編，子計

畫：智慧財產權法——專利法專題研究」之部分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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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或已被核准為專利（專利法第22條第1項至第3項、第23條）；「進步性」是指

發明未能為所屬技屬領域具通常知識者（a person having ordinary skill the art, 

PHOSTA）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而輕易完成者（專利法第22條第4項）；「產業利用

性」則是指發明的用途須對人類的生活具有「明確」且「具體」的貢獻，同時不得

違背公序良俗（專利法第22條第1項）。 

我國專利法對於專利「進步性」的規範依據為專利法第22條第4項（以發明專

利為例）：「發明雖無第一項所列情事，但為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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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仍不得依本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無論就比

較法的觀點檢視美國專利法司法判決的發展，或是以我國司法判決發展為中心而

論，專利「進步性」向來為專利法下的爭議來源，特別是我國自「智慧財產案件審

理法」制定實施後，專利「進步性」不僅為專利審查或公眾監督制度（舉發）下不

予專利或撤銷專利的重要理由（專利法第44條及第67條第1項第1款），更進一步而

成為專利侵害的訴訟抗辯事由（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進步性」在法律

的詮釋與評價上顯有不可否認的重要性。 

貳、美國專利判例法對於專利進步性的判斷標準 
——輔以歐洲專利法的觀察 

專利進步性的解釋在專利法是屬於法律評價的問題，在遂行進步性的判斷，必

須建立二大必要標準，以確保判斷的正當性。此二大必要標準建立，反映在判斷的

主體與判斷的客體。在判斷主體部分，須由專利進步性的評價者（行政或司法機

關）確立相關領域的「法律上虛擬的專家」，作為判斷主體，由該主體的知識或經

驗水準來判斷專利進步性。此「法律上虛擬的專家」即為我國專利法第22條第4項

所謂之「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在判斷客體部分，專利進步性的判

斷側重於與申請技術（或系爭專利）相關「先前技術」對於「法律上虛擬的專家」

所產生的「教示」，若「法律上虛擬的專家」依其智識，參照先前技術，能輕易推

知申請技術（或系爭專利），則該申請技術（或系爭專利）即為先前技術的「教示

因果關係」範圍內，專利進步性將受質疑或反駁。此判斷客體所延伸的「教示因果

關係」亦反映在我國專利法第22條第4項「但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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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的文義中。 

一、虛擬判斷主體的建立 

在建立「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的知識水準」部分，美國專利法與歐洲

專利法亦有相應的發展，美國法由司法判決中累積出六項判斷因素，分別是發明者

的教育程度（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the inventor）、所屬技術領域可能面臨的技術

問題（type of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art）、先前技術解決技術問題的方法

（prior art solutions to those problems）、發明品製成的速度（rapidity with which 

innovations are made）、技術的複雜度（sophist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所屬技

術領域工作者的教育程度（educational level of active workers in the field）等1。歐洲

專利法亦有類似的判斷法（雖不盡相同）2。 

二、先前技術範圍的界定 

一般而言，當論及我國專利法下的專利要件進步性時，較少有提及進步性判斷

時的先前技術範圍。在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1277號判決中，最高行政法院界

定進步性的先前技術範圍時，特別予以界定：「惟其發明如『係運用申請前既有之

技術或知識，而為熟習該項技術者所能輕易完成時』，仍不得依法申請取得發明專

利，復為同法第20條第2項所明定。而所謂申請前既有之技術或知識，即一般所稱

之先前技術（prior art）或知識，係指在申請專利日前，已見於刊物、已公開使用或

已為公眾所知悉之技術或知識而言。」頗值得深思。由最高行政法院判決關於進步

性先前技術的界定，延伸出二個重要的問題：首先，我國專利法為判斷進步性所界

定的先前技術，是否僅以與法律所擬制之「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同一技

術領域者為限？再者，我國專利法為判斷進步性所界定的先前技術，是否包括同法

關於新穎性判斷的先前技術？進一步而論，判斷進步性的先前技術，是否僅限於專

利申請日已公開或使用的資訊？ 

                                                        
1 See Enviroment Designs, Ltd. v. Union Oil Co., 713 F.2d 693, 696 (Fed. Cir. 1983). 
2 See RICHARD HACON & JOCHEN PAGENBERG, CONCISE EUROPEAN PATENT LAW 51 (2d ed. 2008). 

此所指的歐洲專利法乃以歐洲專利公約為中心的規範概念，避免混淆，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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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前一問題，以比較法的觀點論析，美國專利法雖無明文規範，但在司法判

決的發展上，傾向於與發明所欲解決問題具有合理關聯的範圍內，將先前技術擴張

至「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之同一技術領域外，此稱為「所屬技術領域具

有通常知識者」之「相類先前技術」（analogous art）3。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在In 

re Bigio一案，聯邦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Federal Circuit, 

CAFC）肯認美國專利商標局以欠缺專利進步性為由駁回該案中之專利申請。該案

的系爭專利乃是關於具人體工學設計的髮梳（hair brush），專利商標局卻以二項與

牙刷（toothbrush）相關的專利為判斷專利進步性的「相類先前技術」，拒絕專利的

申請4。 

關於後一個問題，美國專利法的司法判決將判斷新穎性（novelty）的先前技術

納入確認進步性的先前技術5。此所稱的「新穎性」是以美國專利法第102條為法

源6，其實，該新穎性的概念採取廣義的解釋，若嚴格言之，只有第a項、第e項及

第g項屬於純粹的新穎性問題，而第b項、第c項及第d項是關於「權利喪失」（loss 

of right）的概念，至於第f項則屬於非發明人申請專利的問題。茲舉例以美國專利法

第102條第a項及第e項說明美國專利法以第102條的先前技術融入進步性（美國專利

法第103條）的判斷。根據美國專利法第102條第a項的規定，在發明日前，發明於

美國已為他人所共知或使用，或已獲專利或登載於印製的刊物上，該發明喪失新穎

性，不具專利適格。由於在新穎性的判斷採取「嚴格文義一致性」的原則7，即先前

技術要阻礙系爭專利的新穎性，系爭專利的技術要件要逐一揭露於單一的先前技術

中。當一發明的技術內容的一部於發明日前已分別刊登於學術刊物上，雖然該發明

因「嚴格文義一致性」原則的適用，而通過新穎性的測試，但美國法向來並未將新

穎性的先前技術排除於進步性的判斷，是故前述刊登於學術刊物的技術內容即有可

能令該發明欠缺進步性。再以美國專利法第102條第e項為例，依據美國專利法第

                                                        
3 See In re Wood, 599 F.2d 1032, 1036 (CCPA). 
4 See In re Bigio, 381 F.3d 1320, 1326 (Fed. Cir. 2004). 
5 See JANIS M. MUELLER, PATENT LAW 202-10 (3d ed. 2009). 
6 See 35 U.S.C.§102 (2002). 
7 See, e.g., Structural Rubber Products Co. v. Park Rubber Co., 749 F.2d 707, 715 (Fed. Cir. 1984); 

In re Bond, 910 F.2d 831, 832 (Fed. Cir. 1990)；Scripps Clinic & Research Foundation v. 
Genentech, Inc., 927 F.2d 1565, 1576-77 (Fed. Cir.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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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條第e項，因配合實施專利早期公開制度，若於發明日前，他人已就該發明於美

國申請專利，若此申請業已公開，該發明喪失新穎性，不具專利適格。若一發明的

技術內容於發明日前已由他人於美國為專利申請，卻因「嚴格文義一致性」原則的

解釋，令該發明仍保有新穎性，然而，前之申請案仍得以先前技術的地位而確定該

發明是否符合進步性而具專利適格。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專利法第102條第e

項的規範下，縱然發明的技術內容於發明日前已由他人於美國為專利申請，且於發

明日並未公開，該申請固不得為新穎性判斷的先前技術，但仍得作為專利進步性判

斷的先前技術，不會因其屬於秘密資訊，他人無從得知或使用，而喪失先前技術的

地位8。此規範似對於發明人而言較為不利，但意旨在於防止技術內容可由「所屬技

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推知的二專利申請案併存，甚至獲得專利。歐洲法於此議

題上與美國法的規範有所不同，依歐洲專利公約（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第

56條的規定，關於發明申請前，就發明技術內容所為之專利申請案，不得作為進步

性判斷的先前技術，可供比較9。 

三、判斷法則：教示因果關係 

當法律所擬制的判斷主體確立後，進一步即須論及欲申請專利的發明技術內容

所較之先前技術所呈現的技術突破（包括技術問題的解決），是否為法律所擬制的

專家，依其智識及先前技術所能輕易推知，若為肯定的答案，則該發明不具專利進

步性。此為我國專利法第22條第4項的規範內容。於此部分所著重者即為先前技術

對發明的教示因果關係，若欲申請專利的發明，其技術內容或解決問題的突破，乃

由先前技術或市場力量所主導，非發明人的創作或巧思所貢獻，則該發明即有可能

不具備專利進步性。具體而論，一旦發明的新技術內容乃基於市場上行銷的需求所

作成，或受先前技術所教示、建議或誘發所完成，該技術內容的形成便與專利法下

                                                        
8 MUELLER, supra note 5, at 209-10. 
9 Article 56 of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EPC 2000): “An invention shall be considered as 

involoving an inventive step if, have regard to the state of the art, it is not obvious to a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 If the state of the art also includes documents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54, 
paragraph 3, these documents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in deciding whether there has been an 
inventive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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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性相關立法意旨不符，似應評價為欠缺進步性。 

美國專利法與歐洲專利法（歐洲專利公約，the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長

期以來即以司法案例逐步建立專利「進步性」相關詮釋與判斷原則。向來，美國專

利法對於專利「進步性」的認定，採取的方法為「比較認定法」（ difference 

assessment approach），而此法主要的判斷因素包括10：(一)先前技術內容與範圍的

界定；(二)先前技術與專利申請範圍（專利請求內容）的差異；(三)所屬技術領域具

有通常知識者的知識水準。由該三因素以確定在「發明時」（美國專利法採「先發

明主義」），該發明是否為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先前技術所能輕易

完成？而歐洲法慣常採取的方法為「問題解決法」（problem-solution approach；歐

洲專利公約第56條的進步性解釋）11，其用意在於確定是否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

知識者，能在專利申請日或優先日時（與我國法同，採先申請優先主義），依據先

前技術便能運用申請專利的發明內容，解決特定的客觀技術問題，其判斷步驟有

三：(一)確定與專利申請範圍（專利請求內容）最接近的先前技術；(二)建立該先前

技術要解決的問題；(三)依前述之先前技術與其欲解決的問題，對於專利申請範圍

（專利請求內容）要解決的問題，是否有教示的作用。 

除了前述專利「進步性」的主要判斷因素外，美國專利法與歐洲專利法亦肯認

「輔助判斷因素」（the secondary considerations），該輔助判斷因素主要提供專利

審查官或法官，由技術以外的客觀市場經濟因素，周全專利「進步性」的衡估，以

確保專利本身的經濟價值。「輔助判斷因素」依美國判決的發展，包括例如：(一)

技術優勢所促使的商業成功；(二)模仿者或「被授權」者眾多；(三)提出常年懸而未

決的技術問題解答； (四 )克服技術偏見以解決問題； (五 )產生超乎預期的技術功

效12。歐洲專利法亦有類似的發展方向13。  

我國司法實務的發展，據筆者的觀察，對於專利進步性的判斷，關於前述法律

擬制判斷主體的確立，較少提及14，另外，雖然諸多司法判決均未特別強調前述之

                                                        
10 See Graham v. John Deere Co., 383 U.S. 1, 17 (1966). 
11 HACON & PAGENBERG, supra note 2, at 53-55. 
12 Graham v. John Deere Co., supra note 10, at 17-18. 
13 HACON & PAGENBERG, supra note 2, at 58. 
14 參見熊誦梅，眾裡尋他千百度：談所屬技術領域中之通常知識者——從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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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示因果關係，但實質上常運用於進步性的判斷，是故，為強化判決論理的正當

性，對於前述教示因果關係的相關理論基礎與相關法理的論述仍有再補強的空間。 

就比較法的觀點論析，美國專利法對於前述的教示因果關係，已透過司法實務

的經驗累積而建立一定的解釋法則。由於專利進步性的判斷，與新穎性不同，在於

不限以單一先前技術文件為判斷基礎，得以利用複數先前技術文件以為比較15。當

一發明的技術內容同時涉及複數先前技術文件時，究竟該發明只是單純就先前技術

組合而成，抑或技術的組合更有創作或巧思貢獻其中，關係著先前技術與發明間的

教示因果關係，美國專利法判決創設出「教示、建議或誘發」原則（ teaching, 

suggestion, or motivation），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所建立的判斷原則，反映在當從

事研發者依據先前技術，對於技術的組合具有一定的「教示、建議或誘發」，而該

「教示、建議或誘發」依客觀的因素評估具有「合理的成功可能」（a reasonable 

probability of success）時，該技術的組合不具有「進步性」16。 

另外，關於發明人就其所為之發明內容是否基於先前技術的指引，所為之進一

步探索或檢驗，美國司法實務界亦發展出「嘗試的顯著性」（obvious to try）的法

則，亦即當由先前技術所揭露的訊息可推知，就原技術為進一步探索或檢驗，具有

一定程度的成功機率，則經此探索或檢驗過程所成就的發明，落於先前技術的教示

因果關係範圍，將不具進步性。前所述的成功機率，並非要求「絕對的成功預測

                                                                                                                                                        
年度判字第一二七七號判決談起，月旦法學雜誌，2011年4月，191期，132-134頁；宋皇

志，論進步性之進步空間——智慧財產法院九十七年度行專訴字第十九號行政判決評析，月

旦法學雜誌，2011年4月，191期，149-151頁。另請參見李素華，進步性判斷之「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德國立法例之觀點，專利師，2011年4月，5期，38-51頁；謝

祖松，美國專利法上「具有通常技術者」之探討，臺北大學法學論叢，2010年12月，76期，

43-94頁。國際比較的觀點，參見Toshiko Takenaka, Extent of Patent Prot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the United Kingdom and Japan: Examination through the Concept of ‘Person 
Having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 of the Invention’, in PATENT LAW AND THEORY: A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443-62 (Toshiko Takenaka ed., 2008)。 
15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707號判決（理由、八(二)）；黃文儀，專利實務（第1冊）

2004年，318-319頁；MUELLER, supra note 5, at 202-03; HACON & PAGENBERG, supra note 2, at 
51。 

16 See, e.g., Pro-Mold & Tool Co. v. Great Lakes Plastics, Inc., 75 F.3d 1568 (Fed. Cir. 1996); 
Motorola, Inc. v. Interdigital Tech. Corp., 121 F.3d 1461 (Fed. Ci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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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僅須呈現「合理的成功期待」即可17。在美國司法判決的發展上，對於進步

性的判斷是否必然要透過「嘗試的顯著性」的創設來達成，過去有二極化的見解，

支持與反對均有其立場並不一統，然而，在生化製藥技術的相關判決傾向於肯定以

「嘗試的顯著性」來測試相關發明的專利進步性。近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KSR一

案肯認「嘗試的顯著性」的法理，正式賦予該法則在美國專利法的新生命18。 

以比較法的角度觀之，有二種情形被解釋不構成「嘗試的顯著性」19，第一種

情形乃發生於發明技術內容的作成，本質上須就各種變數或選項試驗以確定其中一

種變數或選項方能得到成功的結果，但先前技術卻對何種變數或選項的重要程度，

或何種變數或選項較易達成所需的結果，無任何指示。第二種情形，先前技術所揭

示者僅為原則性的概念，不及於發明內容本身的特定成分或該成分如何作成。 

最後要強調的部分，為前述的「教示因果關係」相反的概念，解析人稱之為

「反教示」（teaching away），此亦為美國專利法司法實務所創設的概念，即當先

前技術所傳達的訊息乃基於技術或安全的理由，勸阻或反對欲申請專利的發明內容

的作成，但發明人卻成功地作成，由此推知，欲申請專利的發明內容不應在先前技

術的教示因果關係內，有利該發明於專利進步性的認定20。 

參、美國最高法院KSR案的啟示：對於組合發明進步性

的影響 

當論及「組合專利」、「選擇專利」（化學發明）或其他相類似的生物科技專

利時，由於前等相關發明的研發，通常要透過數個先前技術的組合、選擇或教示，

                                                        
17 See In re O’Farrell, 853 F.2d 894, 903-04 (Fed. Cir. 1998). 
18 關於「嘗試的顯著性」在美國司法判決的發展，請參見MUELLER, supra note 5, at 225-26. 另

請參見KSR Int’l Co. v. Teleflex Inc., 550 U.S. 398, 419-22 (2007). 
19 In re O’Farrell, supra note 17, at 903-04; In re Deuel, 51 F.3d 1552, 1558 (Fed. Cir. 1995) (“A 

general motivation to search for some gene that exists does not necessarily make obvious a 
specifically-defined gene that is subsequently obtained as result of that search. More is needed and 
it is not found here.”). 

20 MUELLER, supra note 5, at 2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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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專利「進步性」的判斷，實有其特殊性，先前技術教示發明的因果關係實有建立

的必要。我國司法判決上已有提及「組合發明」的進步性問題，早期判決是以組合

先前技術後的發明是否產生「相乘」效果，以確定是否具有「進步性」21。近期，

則傾向以「專利申請範圍」具有先前技術所無的技術內容而認定發明具有「進步

性」22。無論早期或近期的判決發展方向，似均未特別論析先前技術教示發明的因

果關係，實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如前所論，美國專利法與歐洲專利法對於前述教示的因果關係，已由司法判決

中創設出判斷原則，值得參考。然而，鑑於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解釋前述的教示

因果關係過於嚴格與僵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KSR一案中，重新界定「教示的因

果關係」，由以下四點駁斥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的立場：第一，判斷組合發明的進步

性時，不能僅注意發明所能解決的問題是否為先前技術所提及，應考量該解決方法

是否受先前技術所教示；第二，縱然先前技術解決的問題，未必與系爭發明完全相

同，但需注意該先前技術的形成是否構成系爭發明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的

「基本常識」（common sense）；第三，「教示、建議或誘因」的考量不應僅限於

先前技術，市場改良的渴望與顧客的需求所形成的市場力量，亦可形成新發明技術

的因果關係，此等市場力量所促成的技術組合，亦不具「進步性」，因此「教示、

建議或誘因」的考量，似應以「嘗識的顯著性」（obvious to try）概括之；第四、

專利「進步性」的探究，不應有「後見之明」（hindsight bias），即進步性的認定

不得以認定時點以後的科技發展狀況為基準而為之23。 

                                                        
21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84年度判字第1933號判例。 
22 參見例如：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1789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行專訴字第36號判

決。 
23 KSR Int’l Co. v. Teleflex Inc., supra note 18, at 419-22; 歐洲專利法的相關見解請參見Timo 

Minssen, Meanwhil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ond: Why Biopharmaceutical Inventions that Were 
‘Obvious to Try’ Still Might Be Non-Obvious – Part I , 9 CHI.-KENT J. INTELL. PROP. 60 (2010). 關
於KSR的中文評析，請參見胡心蘭，非顯而易知之非顯而易知性——美國最高法院KSR案判

決評析，興大法學，2008年11月，4期，193-2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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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我國司法判決相關發展的解析 

一、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行專訴字第36號行政判決 

本案原告對「具全球定位裝置辨識之汽車防盜裝置」專利（簡稱「系爭專

利」），以不具專利新穎性及進步性等理由提起舉發，智慧財產局給予「舉發不成

立處分」，而後提起訴願亦遭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因原告於舉發中僅對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2項主張不具進步性，是故本案法院僅就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

圍第1、2項的進步性加以審究。原告針對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2項，以證據

一、二、三作為引證資料。 

在判斷發明的進步性，首要論及者為「虛擬判斷主體的建立」，即以系爭專利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為系爭專利的進步性判斷主體。此「虛擬判斷

主體的建立」的主要目的在於使進步性的判斷標準客觀化，以該虛擬主體的智識水

準作為教示因果關係的認定基準。本案如同向來我國行政審查及司法判決實務，並

不特別強調判斷進步性的法律「虛擬判斷主體」，雖然筆者認為此並非刻意的忽

略，似審查者或法院於判斷進步性時已建立於心證中，是屬「隱性」的判斷主體。

但筆者建議未來關於專利進步性判斷的行政審查及司法判決，審查者或法院於判斷

進步性前，應明確建立「虛擬判斷主體」，一方面有助於專利進步性判斷基準的客

觀化，使後續的教示因關係認定，具有正當化的理由；另一方面，亦可防止審查者

或法院以主觀對於系爭專利相關技術的認知，直接反射於進步性的判斷，無形中扭

曲了專利進步性的真義。 

在建立「虛擬判斷主體」後，進步性判斷須進一步以該虛擬主體的智識水準為

基礎，確立先前技術的教示因果關係，亦即發明本身與先前技術的差異，或發明本

身欲解決的問題，是否為「虛擬判斷主體」依其智識與先前技術所能推知。必須要

釐清者，乃教示因果關係的確立，並非僅在發明本身與先前技術間的技術差異或欲

解決問題的不同，最重要的是，該差異或不同是能為「虛擬判斷主體」依其智識與

先前技術所推知，是故，縱然發明具有先前技術所無的技術內容，或解決先前技術

所不能解決問題，尚不得直接認定該發明具專利進步性。 

據筆者的觀察，本案於進步性的判斷，似僅著重於技術內容的差異或解決問題

的不同，並未針對該差異或不同是否為「虛擬判斷主體」依其智識與先前技術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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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知，例如：在證據一部分，本案法院僅強調先前技術與系爭專利解決問題的不

同：「系爭專利將衛星訊號的改變結合警報功能進一步用在汽車防盜上，可使車載

防盜主機在設定為防盜模式時，利用衛星訊號的狀態改變，得知車輛是否已經被脫

離車庫，進而觸動警報器之防盜功能，解決先前技術中僅具單一功能的防盜裝

置。」在證據二及三部分，本案法院則僅強調先前技術與系爭專利的技術差異：

「故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技術特徵屬證據二、三或先前技術中所未揭露

之組合。證據二、三主要用作人或車之定位應用報導，並無系爭專利將其設定在防

盜模式之主動偵測衛星訊號有無的功能並連接警報裝置的功能，故以證據一先前技

術及證據二、三及原告庭提之『愛相隨』隨身機實物一具，尚難證明系爭專利申請

專利範圍第1項不具進步性。」 

此種未經以「虛擬判斷主體」為基準，直接以技術或問題的差異評斷專利進步

性，或許是出於向來實務慣採隱性的「虛擬判斷主體」的當然推論，筆者認為頗不

適當，建議未來司法判決能以「虛擬判斷主體」認定技術或問題差異的可推知性，

以強化先前技術的教示因果關係的確立，增進專利進步性評斷的正當。 

由於系爭專利申請前，市場上即存在汽車警報器，只是當時的汽車警報器僅有

鳴叫功能，但該功能有一定的地域侷限性。當時亦有汽車全球定位導航裝置，雖亦

有防盜功能，但易被遮蔽物所干擾。系爭專利即為解決前述裝置的缺失。據筆者觀

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KSR對本案有一項重要啟示，即本案於審究系爭專利的進步

性時，要特別注意，系爭專利結合汽車警報器與全球定位導航裝置，以解決先前技

術的困境，其中是否存在消費者對於技術改良的市場需求，若系爭專利的技術內容

乃是回應市場力量的產物，則依KSR的法理，系爭專利的技術內容基於汽車警報器

與全球定位導航裝置的結合，乃具「嘗識的顯著性」（obvious to try），對於專利

進步性的認定，較為不利。 

二、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1277號判決 

本案最高行政法院雖對進步性判斷的先前技術範圍，是否包含「相類先前技

術」，並未有機會表達其立場，但卻對於新穎性判斷的先前技術，可否納為進步性

判斷的先前技術範圍，闡示其見解，最高行政法院特別論及與進步性判斷相關的先

前技術定義：「惟其發明如『係運用申請前既有之技術或知識，而為熟習該項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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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能輕易完成時』，仍不得依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復為同法第20條第2項所明

定。而所謂申請前既有之技術或知識，即一般所稱之先前技術（prior art）或知識，

係指在申請專利日前，已見於刊物、已公開使用或已為公眾所知悉之技術或知識而

言。」（筆者自行強調）由判決的文義析之，最高行政法院似傾向以專利申請時已

公開的資訊為限而為進步性先前技術的認定，對於在專利申請時尚未公開，縱使未

來會公開的技術內容，例如：申請中但尚未公開的專利申請案，仍不得作為進步性

判斷的先前技術。進一步論之，於最高行政法院的立場下，我國專利法第23條所規

範之「擬制新穎性」，其中所涉及的先前技術，則於進步性判斷時，不得採納為先

前技術。最高行政法院的論點，就筆者之觀察，反映在既然進步性的判斷需依賴法

律所擬制的專家，就其智識及先前技術為之，若先前技術為秘密不公開的資訊，該

法律擬制的專家將無法參照相關資訊以為進步性的判斷，執意將該資訊列入進步性

判斷的先前技術範圍，對於專利申請者（發明人）有欠公平。就此點而言，筆者贊

同最高行政法院的立場。然而，值得特別思考的，若一律將專利申請時秘密不公開

的資訊，排除於先前技術範圍外，特別是當專利申請前已有另一專利申請，前專利

申請尚未公開，但若以公開的方式的呈現，後專利申請可能會評價不具進步性，此

時依最高行政法院的見解，將前專利申請的技術內容排除於後專利申請的進步性先

前技術範圍之外，最後的審查結果，對於前後申請均授予專利，該二專利的並存，

是否符合專利法的立法宗旨？仍有進一步討論的餘地。 

此外，本案尚涉及二個非常有趣的議題，第一個是關於先前技術「教示因果關

係」的「嘗試的顯著性」問題，第二則是「反教示」問題24。本案系爭發明是「使

用嵌合性抗-CD20抗體治療與循流性腫瘤細胞相關之血液惡性疾病」，其主要技術

內容是以抗-CD20抗體治療具有「低密度CD20抗原」的「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CLL）。就專利進步性的審查部分，所依憑之先前

技術主要有二大部分，一部分是關於以抗-CD20抗體治療具有「高密度CD20抗原」

的「低程度或濾泡性淋巴腫瘤」與「細胞淋巴腫瘤」。另一部分是Freedman & 

Maddy的醫學文獻，該研究成果揭示CLL對CD20抗原有強烈反應。於此，在系爭發

明的進步性判斷，重要的法律議題即浮現，若我國專利法的司法判決上肯認「嘗試

                                                        
24 宋皇志，註14文，158-159頁（「反教示」原則於我國法體系似有適用的空間）。 



64  

專利師︱第六期︱2011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的顯著性」的概念，則究竟依先前技術的教示因果關係而論，系爭發明的技術是否

得解釋為具有「嘗試的顯著性」而不應被認定有進步性？進一步論之，即先前技術

所揭示，以抗-CD20抗體治療具有「高密度CD20抗原」的「低程度或濾泡性淋巴腫

瘤」與「細胞淋巴腫瘤」的方法或用途，與Freedman & Maddy的醫學文獻所觀察

CLL對CD20抗原的反應與互動，可否令法律所擬制的判斷主體瞭解，研究以抗-

CD20抗體治療CLL，有一定的合理成功期待？若為肯定的答案，系爭發明的作成將

因「嘗試的顯著性」而落入先前技術的教示因果關係，欠缺進步性。若為否定的答

案，則系爭專利在專利進步性的判斷，立於有利的地位。 

然而，本案較為弔詭的地方，係本案除涉及「嘗試的顯著性」，尚有「反教

示」的問題。由於Freedman & Maddy的醫學文獻在醫學研究界屬於少數學說，大部

分的學說傾向認為CD20不會在CLL細胞高密度表現。於此論究先前技術因果關係

時，要特別探究的是，相關醫學的主流見解是否構成「反教示」？亦即系爭發明的

先前技術是否勸阻或反對以抗-CD20抗體治療具有「低密度CD20抗原」的CLL，但

發明人卻成功地作成？若為肯定的答案，將有利於進步性的評價。 

綜合前述「嘗試的顯著性」及「反教示」的問題，筆者支持本案最高行政法院

對於進步性的判斷25，理由有二：一、學說的多數說雖內容會批評少數說的研究內

容，但是否如此便可推斷多數學說就相關技術而言具有「反教示」的效果，進而論

之，本案發明的作成是克服多數學說所勸阻或反對的研究方向的技術偏見，應有進

步性的評價？筆者抱持著懷疑的態度，由於科學的研究是不斷的累積實驗或「試

誤」而進展，除非少數說為科學界所摒棄的極端錯誤，否則少數說就累積實驗或

「試誤」而言，仍有其進一步研究的實益，特別是與人命相關的醫學研究，為人類

安全衛生的福祉，實無法想像非主流見解的少數說即無任何研究價值，以致依少數

說所完成的研發即當然具有反教示的效果而有利於進步性的推斷；二、關於以抗-

                                                        
25 最高行政法院於「理由」、六(三)論及：「又原審以抗-CD20抗體可與CD20抗原鍵結而治療

B-細胞淋巴腫瘤既為已知，則系爭申請案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仍可經藉由習知

Freedman及Maddy等人不同見解之教示（知識），將Freedman及Maddy等人之知識轉用抗-
CD20抗體至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CLL）之治療上，因而認定系爭申請案不具進步性，並

將判決理由予以詳述，自無判決不備理由情形。上訴人主張其餘各節，無非持其主觀歧異之

法律見解，復對原判決取捨證據及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妄加指摘原判決違誤，求予廢

棄，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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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20抗體治療具有「高密度CD20抗原」的「低程度或濾泡性淋巴腫瘤」與「細胞

淋巴腫瘤」的方法或用途，與Freedman & Maddy的醫學文獻所觀察CLL對CD20抗原

的反應與互動，是否令系爭發明人的發明具備「嘗試的顯著性」？依筆者的見解，

前述先前技術很明確地連結出本案系爭的研究方向，並無美國法發展中排除「嘗試

的顯著性」的現象發生，因Freedman & Maddy的醫學文獻，令系爭有合理成功的期

待，前項命題應為肯定的答案。 

伍、結 論 

專利的「進步性」一直為專利審查上確保專利品質的重要考量因素，現今更為

專利侵害訴訟上，抗辯專利侵害的重要方法。就產業而言，明確且適當的專利「進

步性」判斷原則，將使其研發與申請專利策略節省相當的交易成本（包括研發方向

的確定、預估獲致專利的可能性以及有效抗辯專利侵害），有助於其研發成本的適

度回收與未來繼續研發誘因的確保。就司法實務而言，明確且適當的專利「進步

性」判斷原則，一方面能將合於專利法立法宗旨的正確價值判斷，導入「進步性」

的詮釋，增強相關判決的正當化基礎。另一方面，亦能使未來的司法判決能在合理

的詮釋下，將最適的利益衡量反映在未來科技研發的進展上，令專利「進步性」能

隨著新的產業技術的引進，始終為重要的利益調節工具，確保其於專利法下的功能

與價值。本文嘗試以比較法的觀點（以美國專利判例法為主），強調進步性的「教

示因果關係」，借鏡美國專利判例所發展出的「嘗試的顯著性」與「反教示」相關

原則，更著墨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KSR案對「教示因果關係」的影響，並對我國司

法判決作一簡析，望能拋磚引玉，喚起學界與實務界對進步性所隱含「教示因果關

係」的重視與再思考，如此，或有助於未來我國專利法關於進步性的判斷，朝向更

精緻且合理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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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我國之專利無效審判 
原則的探討 
──與日本專利無效制度之比較 

高山峰
* 

壹、前 言 

1950年中央標準局兼辦專利業務時，當時的中央標準局局長為向賢德先生。向

局長不但留學德國具有理工專業背景，且精通英德語文，因而對於申請專利範圍請

求項的記載體制，採取歐美的多項制，對於申請專利範圍請求項的審查，無論是專

利申請案或專利舉發案，皆採取逐項審查、逐項審定制度，所以在專利申請案之審

定，有「部分請求項准專利、部分請求項不准專利」之審定，例如申請案號第

11834號的專利申請案，其在中央標準局1968年2月1日出版的標準月刊第184期所刊

載的審定公告3809號之審定，即為「部分請求項准專利、部分請求項不准專利」之

審定；在舉發案之審定，有「部分請求項舉發成立、部分請求項舉發不成立」之審

定，例如上述之同一申請案號第11834號的專利舉發案，其在中央標準局1974年10

月1日出版的專利公報第2卷第10期刊載其(63)台專字第8716號舉發審定書之審定，

即為「部分請求項舉發成立、部分請求項舉發不成立」之審定。故我國早期對於舉

發案之審定，係採取「部分請求項無效原則」（亦即對於申請專利範圍記載有二個

以上請求項者，採取可以為「部分請求項無效〔舉發成立〕、部分請求項有效〔舉

發不成立〕原則」）。 

                                                        
* 專利師、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行政救濟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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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不知自何年起迄今，對專利舉發案之審定，竟採「部分請求項舉發成立即

全部請求項舉發成立」之審定（此種審定有些類似日本昭和62年以前對「一（個）

發明有二以上請求項」所採之「一部無效即全部無效原則」1），從而產生在審查時

只要審查到全部所有請求項中有一個請求項不符合專利要件，即不再審查其餘之請

求項，而將一案中的全部請求項審定舉發成立撤銷全部專利權的弊病，因而引起民

間的反彈聲浪，乃導致智慧財產局不得不於2004年11月15日發布通告，宣告該局於

同年7月1日起實施逐項審查制度。然而，在智慧財產局宣示採逐項審查制度後，卻

遭遇到經逐項審查結果，難免有部分請求項不符合專利要件、部分請求項符合專利

要件的情形。此時，智慧財產局雖聲稱「基於專利權之整體性，無法分割為部分准

專利、部分不准專利」為由，而將不符合與符合專利要件的部分請求項合在一起，

一併將全部請求項審定舉發成立，撤銷全部請求項專利權，但仍然令人難以信服。 

目前，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起草送立法院審議中的《專利法修正草案》第81條第

2項規定：「舉發之審定，應就各請求項分別為之。」及第84條第1項規定：「發明

專利權經舉發審查成立者，應撤銷其專利權；其撤銷得就各請求項分別為之。」而

於修法說明中，絕口未再提及所謂之「基於專利權之整體性，無法分割為部分准專

利、部分不准專利」的說法，顯示智慧財產局已有重新接受我國早先所採之「部分

請求項專利無效原則」的態度。惟令人不解的是，該局既然對目前在立法院審議中

的《專利法修正草案》中已放棄所謂之「基於專利權之整體性，無法分割為部分准

專利、部分不准專利」的概念，而改採築基於「逐項審查制」的「部分請求項專利

無效原則」，則為何對於目前同樣採「逐項審查制」的舉發案，卻仍然堅持「基於

專利權之整體性，無法分割為部分准專利、部分不准專利」的概念，而採取「部分

請求項無效即全部所有請求項無效原則」，不但在見解上及法理上前後自相矛盾，

而且亦使得目前被舉發的專利權仍處於極不利的地位。 

最近最高行政法院在其民國2010年12月2日99年度判字第1290號判決廢棄原判

決，發回智慧財產法院另為適法之裁判的主要理由中，對「基於專利權之整體性，

無法分割為部分准專利、部分不准專利」概念已有所質疑，而指稱「原判決僅以基

於專利權之整體性，無法分割為部分准專利、部分不准專利，而維持原處分及訴願

                                                        
1 吉籐幸朔，特許法概說，昭和63年6月，498-499頁。 



68  

專利師︱第六期︱2011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決定，但關於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屬獨立項，有何無法分割為部分准專

利、部分不准專利之事由何在？應予詳究而未予詳究，自有未洽。」筆者擬以一己

之淺見，拋磚引玉，呼籲智慧財產局及智慧財產法院不必待《專利法修正草案》通

過立法施行，現階段即可對專利舉發案採行「部分請求項無效原則」，並就依現階

段的法制即可採行的依據與優點，以及其實際相關問題，於本文中予以說明。 

貳、我國與日本的專利無效審判制度較接近 

我國的專利舉發之審判（相當於日本的專利無效審判），包含三種程序，即舉

發、訴願及訴訟程序。專利舉發之審查，屬於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職掌。當人民認為

一件專利申請案有不合專利要件，應不准予專利之情形，而智慧財產局卻准予專利

時，人民可依專利法明定的法定舉發事由，向智慧財產局提出舉發，請求撤銷該專

利權。故設立專利舉發制度之目的，係在撤銷已准專利而事實上卻不符合專利要件

之專利權，而不是在撤銷已准專利而事實上符合專利要件之專利權。此時，如舉發

人（請求撤銷專利權的人）或專利權人（被舉發人）不服智慧財產局所作成之專利

舉發審定，則先要向經濟部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仍不服之後，始得向智慧財產法

院提起撤銷原處分（即撤銷舉發審定）之撤銷訴訟，如再不服智慧財產法院判決，

則可向最高行政法院上訴。 

日本的專利無效審判，包含二種程序，即請求無效審判及訴訟。日本專利無效

審判的審決（相當於我國的舉發審定）係屬於日本特許廳審判部的職掌。由於該審

判部係隸屬於特許廳的內部單位，因此審判部所為的專利無效審判之審決，並非一

般法院的判決，而是相當於我國智慧財產局的專利舉發審定。當人民認為一件發明

有不合專利要件，應不准專利之情形，而日本特許廳竟准予專利時，人民可依特許

法明定的法定無效事由，向特許廳提出無效審判之請求，請求審決該發明專利無

效。如請求無效審判之人或專利權人不服特許廳之審決時，則向日本東京高等法院

之特別支部「知的財產高等裁判所」（相當於我國智慧財產法院）提起撤銷審決之

撤銷訴訟，如再不服「知的財產高等裁判所」裁判，則可向最高法院上訴。亦即日

本的專利無效審判，雖沒有如我國有訴願程序，但差異不多。除上述之程序外，我

國與日本皆同樣在民事專利侵權訴訟中，經被告抗辯請求項的專利無效時，亦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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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受理訴訟之普通法院為特定請求項或全部請求項的專利無效性或有效性的判斷，

因而，一般都認為我國之專利審判制度與日本較為接近，實非無緣故。 

事實上，兩者除上述在制度上較接近外，我國的專利法與日本的特許法所規定

的重要條文，在實質上相類似者也不少。茲僅舉下文有引述的類似條文如下： 

一、我國專利法第1條：「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與創作，以及促進產業發

展，特別制定本法。」之規定，與日本現行特許法第1條之規定相似。 

二、我國專利法第32條第2項：「二個以上發明，屬於一個廣義發明概念者，

得於一申請案中提出申請。」之規定，與日本現行特許法第37條之規定相似（按日

本現行特許法第37條中之「経済産業省令で定める技術的関係を有すること」的規

定，與我國經濟部發布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23條的規定類似）。 

三、我國專利法第45條第1項前段：「申請專利之發明經審查認無不予專利之

情事者，應予專利。」與日本現行特許法第51條第1項之規定相似。 

四、我國專利法第64條第1項：「發明專利權人申請更正專利說明書或圖式，

僅得就下列事項為之：一、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二、誤記事項之訂正。三、不明

瞭記載之釋明。」之規定，與日本現行特許法第126條第1項之規定類似。 

參、目前我國與日本所採的專利無效審判原則不相同 

我國的專利無效審判制度雖然與日本較為接近，連專利法的一些重要規定亦與

日本特許法規定相似，甚至我國在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記載的請求項，也因基於與日

本同樣接受發明單一性概念，而與日本同採請求項多項制及逐項審查制，同時目前

我國與日本兩國現行的專利法，對於專利無效審判究竟應依「部分請求項無效即全

部請求項無效原則」或應依「部分請求項無效原則」而為審判，亦皆未有明文規

定，則依理兩國的專利無效審判原則可以相同才是。然而事實上，兩國所採的專利

無效審判原則非但不相同，而且可以說是相反。日本「知的財產高等裁判所」所採

取的專利無效審判原則係可為「部分請求項無效」的裁判（即可為「部分請求項無

效成立，部分請求項無效不成立的裁判），而我國智慧財產法院採取的專利無效審

判原則係為「部分請求項無效即全部請求項無效」的裁判。 

日本特許法雖無明文規定專利無效審決及裁判應採「部分請求項無效，部分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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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項有效」之「部分請求項無效原則」，但日本特許廳及日本知的財產高等裁判所

之所以會採「部分請求項無效原則」，實係依據其與我國現行專利法第32條第2項

相當的特許法第37條：「二以上の発明については、経済産業省令で定める技術的

関係を有することにより発明の単一性の要件を満たす一群の発明に該当するとき

は、一の願書で特許出願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之規定，而採取「逐項審查」，

再根據「逐項審查」結果，而採「部分請求項專利無效原則」者。可見我國目前即

時採行「部分請求項專利無效原則」，在現行法制上實亦有其依據，並無需待如

《專利法修正草案》將之明文化後始得採行。至於日本採「部分請求項無效，部分

請求項有效」之「部分請求項無效原則」的事例，則可以從下列日本特許廳及知的

財產高等裁判所的審決及裁判案例而窺知： 

【日本案例一】2010/8/19日本對「4-amino-1-hydroxbutylidene-1,1-bisphos-
phonic酸或塩的製造方法及前記酸的特定塩」發明專利無效審判事件之平成21
年（行ケ）第10180号裁判。 

這個系爭案的無效審判請求人（被告）向特許廳請求審判第1931325號「4-

amino-1-hydroxbutylidene-1,1-bisphosphonic酸或塩的製造方法及前記酸的特定塩」

發明專利無效。特許廳作出系爭專利請求項6及7違反特許法第29條第2項進步性要

件而無效之審決。專利權人不服提起撤銷訴訟，知的財產高等裁判所撤銷特許廳的

原審決。 

【日本案例二】2010/3/29日本對「粉粒体の混合及び微粉除去方法及並び

にその裝置」發明專利無效審判事件之平成21年（行ケ）第10142号裁判。 

系爭案的無效審判請求人以第3767993號「粉粒体の混合及び微粉除去方法及

びにその裝置」發明專利不具進步性要件為理由，請求無效審判。系爭專利之申請

專利範圍中的四個請求項皆為獨立項，專利權人更正申請專利範圍。特許廳審理

後，准予請求項1至3之更正，不准予請求項4之更正。更正後，特許廳審決請求項1

無效，請求項2、3、4「無效不成立」。原告（無效審判請求人）不服對請求項2至

4無效不成立部分之審決，提起審決撤銷訴訟。知的財產高等裁判所審理後，維持

請求項2及3「無效不成立」之審決，撤銷請求項4「無效不成立」之審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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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案例三】2010/3/10日本對「遊技機」發明專利無效審判事件之平成

20年（行ケ）第10467号裁判。 

系爭專利係第3069096號發明專利「遊技機」，申請專利範圍共有24項，無效

審判請求人以系爭專利不符進步性要件為理由，請求特許廳為無效之審判。特許廳

作出請求項1、2、5、7、11至13、15至24之發明專利「無效成立」。請求項3、4、

6、8至10、14發明專利「無效不成立」之審決。 

原告（無效審判請求人）不服，就無效不成立部分，向知的財產高等裁判所提

起審決撤銷訴訟；被告（專利權人）則就專利無效部分提起審決之撤銷訴訟。知的

財產高等裁判所依特許法第181條第2項規定將原審決撤銷。 

特許廳重為審理時，被告刪除請求項共18項，維持6項並附加10項。特許廳認

可其更正後，作出無效不成立之審決。知的財產高等裁判所以特許廳對「部分請求

項」的進步性之認定有誤為理由，裁判將特許廳的「部分請求項無效不成立」之審

決撤銷，原告（無效審判請求人）其餘之訴駁回。 

根據以上日本之三個案例來看，日本特許廳及知的財產高等裁判對部分請求項

無效成立與部分請求項無效不成立，係採可同時併於一審決及一裁判中而為之原

則，故可簡稱為「部分請求項無效原則」。另外在這裡順便一提，即日本在抗告審

判的審決之訴，原係以特許廳長官（相當於我國的智慧財產局局長）為被告，但在

抗告審判中有請求人與被請求人時，被告則為請求人或被請求人。所以在上述的日

本案例中的被告有時是無效審判請求人，其原因即在於此。如上述的日本案例一的

被告即是無效審判請求人，而非特許廳長官。 

至於我國專利無效審判採「部分請求項無效即全部請求項無效」的判決，則可

從近年的下列判決案例及說明而窺知： 

【我國案例一】2009/03/12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行專訴字第38號對第

093206216號專利申請案（公告號M255146）「彎曲稜柱聚光片」新型專利舉發

事件之判決。 

原告為系爭之專利權人。系爭專利經被告智慧財產局審查，認定第1至15項不

具新穎性，第6、10、14項不具進步性，而審定全部請求項舉發成立。原告不服提

起訴願，訴願決定維持原處分，原告仍不服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智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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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法院認定申請專利範圍第1、2、4項為擬制喪失新穎性，另第6、10、14項具進步

性。惟因被告無從逕為部分請求項撤銷專利權，部分請求項保有專利權，則被告所

為「舉發成立，應撤銷專利權」之處分，理由雖有不同，惟結果並無二致，應予以

維持，原告之訴應予駁回。 

【我國案例二】2010/7/1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行專訴字第15號對094143204
號專利申請案（公告號I276515）「金屬輕質化棘輪扳手構造」發明專利舉發事

件之判決。 

本件系爭專利，原告（專利權人）曾申請更正，智慧財產法院認為雖一部分不

可更正，其餘部分可更正，而被告（智慧財產局）在作成處分前，未通知專利權人

重新提出更正本，即逕依系爭專利原公告本審查，在程序上固有瑕疵，但未據此撤

銷本件舉發成立之原處分，似有違「先程序後實體原則」。 

然而智慧財產法院雖續認定第1至4項及第7項不具進步性，第5、6項具進步

性，但認為原告並未於舉發審定作成前減縮其不符專利要件之請求項，被告無從依

原告一專利說明書而逕自分割為一部請求項維持專利權、一部請求項撤銷專利權之

處分，故就系爭專利舉發案仍應為全部舉發成立撤銷專利權之處分。原告之訴應予

駁回。 

根據上揭我國案例及智慧財產局應受到智慧財產法院見解的拘束來看，可以推

測智慧財產局應亦如智慧財產法院同樣是採「部分請求項無效即全部請求項無效原

則」。 

肆、比較「部分請求項無效即全部請求項無效原則」 
與「部分請求項無效原則」，兩者何者較優？ 

一、就符合專利無效審判制度之目的而言 

專利無效審判制度的重要目的之一，原在撤銷已准專利而事實上不合專利要件

的專利權，並不是在撤銷已准專利而事實上符合專利要件的專利權。因此，在衡量

專利無效審判原則何者較能符合專利無效審判制度之目的時，就應依據上述「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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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審判制度之目的，係在撤銷已准專利而事實上不合專利要件的專利權，並不是

在撤銷已准專利而事實上符合專利要件的專利權」之觀點來衡量。 

就一個申請案申請一個發明，其申請專利範圍只記載有一個獨立請求項而言，

縱使我國與日本所採之專利無效審判原則相反，兩者在認定是否符合專利要件的論

點上如果相同時，則兩者在審判結果皆相同，這是每一個申請案只記載一個發明請

求項，而獲得一個發明請求項的專利權的緣故。例如：有人發明甲物、製造該甲物

的方法及生產該甲物的機械等三個發明，則申請發明專利時，如依據我國專利法第

32條第1項：「申請發明專利，應就每一發明提出申請。」的規定，將上述三個發

明，分別申請為三個獨立個別的發明專利申請案。則每一申請案各有一個專利說明

書，一個申請專利範圍，其申請專利範圍中都只記載一個獨立請求項（單項制形

式）。這個時候，審查時就要審查三個申請案，也就是說要審讀三個專利說明書及

三個申請專利範圍。但因該每一申請專利範圍中只記載一個獨立請求項，所以審查

每一申請專利範圍時，實際上只是在審查單一個獨立請求項。准駁專利時，要就三

個申請案的各別申請專利範圍中的單一個請求項為准駁。若當上述三個各別的單一

請求項都取得專利後，舉發人就全部三個申請案的發明專利各別提出舉發，舉發結

果，僅有其中一個申請案的單一個請求項專利（如甲物發明專利），被認為不合專

利要件而審定發成立、撤銷其發明專利權時，並不影響被認為符合專利要件而舉發

不成立之其他二個申請案的請求項專利（如製造該甲物的方法及生產該甲物的機械

等專利）的專利權合法存在。這種審判結果，無論是在我國或日本，其結果皆相

同，也都符合上述專利無效審判制度係在撤銷已准專利而事實上不合專利要件的專

利權，並不是在撤銷已准專利而事實上符合專利要件的專利權之目的。換句話說，

在一申請案僅有單一個發明請求項，並無其他請求項存在之情況下，即無所謂究竟

應適用「部分請求項無效即全部請求項無效原則」與「部分請求項無效原則」何者

較優的問題。 

然就上述三個發明，如依據我國專利法第32條第2項規定：「二個以上發明，

屬於一個廣義發明概念者，得於一申請案中提出申請。」與依據日本特許法第37

條：「二以上の発明については、経済産業省令で定める技術的関係を有すること

より発明の単一性の要件を満たす一群の発明に該当するときは、一の願書で特許

出願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而提出申請專利時，雖上述三個發明併於一申請案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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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只有一專利說明書，但因依據一個請求項只能記載一個發明的原則，則在其申請

專利範圍中就應該會記載有三個各別分開的三個獨立請求項（多項制形式）。例

如：請求項1記載為甲物發明、請求項2記載為甲物的製造方法發明、請求項3記載

為生產甲物的機械發明，而不能將該三個發明全部記載於同一個請求項中。所以審

查時雖只審查一個申請案，但實際上在審查三個發明是否各別符合專利要件，因此

就要對三個請求項逐項審查。審查結果，就要記載三個請求項每項的審查意見及理

由。如其中有一請求項不具備審查意見及理由，就無法確認該一請求項被審查過，

即違反專利審查之規定。當上述三個請求項都取得專利後，舉發人就三個請求項專

利全部提出舉發，經舉發審查後，認為僅有其中一個請求項專利（如甲物發明專

利）不合專利要件，其他二個請求項專利被認為（如製造該甲物的方法及生產該甲

物的機械等專利）符合專利要件時，此時因所採之專利無效審判原則不同，審判結

果亦將有所不同。在採取「部分請求項無效即全部請求項無效原則」的場合，既然

有一個請求項專利（如請求項1甲物發明專利）被認為不合專利要件，其他二個請

求項專利（如請求項2製造甲物的方法發明專利及請求項3生產甲物的機械發明專

利）縱使被認為符合專利要件，則三個請求項專利仍被認定應全部舉發成立，撤銷

三個請求項的專利權。至於在採取「部分請求項無效原則」的場合，上述三個請求

項專利中，將只有其中一個被認為不合專利要件的請求項1的發明專利被審判無

效，其他二個被認為符合專利要件的請求項2及請求項3的發明專利，將被審判有

效。由此可見，採取「部分請求項無效原則」顯然較符合專利無效審判制度之目

的。 

二、就專利法立法之目的在保護專利權人的發明，以及符合 
事實真相、維護法律的公平性及正義形象而言 

按世界各國的專利法，莫不訂定其制定專利法之目的係在保護發明。例如：我

國專利法第1條明定：「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與創作，以及促進產業發展，特

別制定本法。」日本亦有類似規定，其特許法第1條即規定：「この法律は、発明

の保護及び利用を図ることにより、発明を奨励し、もつて産業の発達に寄与する

ことを目的とする。」因此，在他人侵害專利權人之專利時，依法就應該保護專利

權人之專利。從而，若專利權人在一申請專利範圍中有如前面所說的甲物、製造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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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方法及生產甲物的機械等三個獨立請求項，則可獲得該三個獨立請求項之專

利，例如請求項1為甲物品發明專利，請求項2為甲物的製造方法發明專利，請求項

3為生產甲物的機械發明專利。此時，若因他人未經專利權人同意擅自製造上述之

請求項3的機械外銷國外，專利權人僅控告該他人侵害其請求項3之機械發明專利，

而該他人在抗辯該發明專利不合專利要件向專利局提出舉發，請求撤銷全部所有請

求項的發明專利權時，若案件進行至撤銷訴訟，法院認定請求項1不合發明專利要

件，請求項2及3符合發明專利要件，此時在採取「部分請求項無效即全部請求項無

效原則」的場合，法院必然判決請求項1、2及3發明專利全部舉發成立，撤銷全案

（請求項1、2及3）的專利權。此種審判的結果，將導致專利權人控告該他人侵害

其請求項3之機械發明專利的侵權訴訟敗訴，侵權人勝訴。這個時候，專利權人只

有眼睜睜地看著原侵權人繼續且公然地仿造他的請求項3之機械發明銷售，而不必

受到法律任何的制裁。顯示在採「部分請求項無效即全部請求項無效原則」之下，

不但沒有在保護專利權人，反而在保護侵權人，鼓勵他人違法侵權，不但不符合專

利法立法之目的，而且也敗壞社會善良風俗，導致社會秩序不安定。 

反觀，在上述的同樣案情之下，在採取「部分請求項無效原則」的場合，法院

必然判決請求項1無效成立，請求項2及3無效不成立，因而請求項2及3的專利可有

效存在。這個時候，專利權人控告該他人侵害其請求項3之機械發明專利的侵權訴

訟勝訴，侵權人敗訴，侵權人就不敢再繼續仿造專利權人的機械發明，不但能保護

專利權人，符合專利法立法之目的，而且亦能嚇阻他人不再違法，有助於社會善良

風俗之保有及安定社會秩序。 

何況，依上述的判斷，請求項2及3既然明明已被認定符合專利要件，如法院依

「部分請求項無效即全部請求項無效原則」來判決，強行以審判手段認定請求項2

及3不符合專利要件，不但不符合事實真相，亦有損法律的公平性及正義形象。如

法院依「部分請求項無效原則」來判決，不但符合事實真相，同時亦可維護法律的

公平性及正義形象。因此，無論就專利法立法之目的在保護專利權人的發明，或就

符合事實真相、維護法律的公平性及正義形象而言，採「部分請求項無效原則」顯

然較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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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避免「訴外審定」、「訴外裁判」之違法而言 

我國與日本均為採發明單一性概念及請求項多項制的國家，因此在通常情況

下，每一件專利案的申請專利範圍中，經常會記載有二個以上的請求項。若該一專

利案的二個以上請求項皆獲准發明專利後，有人認為僅其中部分請求項發明專利

（如請求項1物品發明專利）不合專利要件，有違法的舉發理由，其他部分請求項

發明專利（如請求項2物品製法發明專利）符合專利要件並無違法的舉發理由，而

僅就其認為不合專利要件有違法的部分請求項發明專利（如請求項1物品發明專

利）提出舉發請求撤銷專利權。這個時候，我國智慧財產局依法能認為其不連帶將

符合專利要件的請求項發明專利（如請求項2物品製法發明專利）一併提出舉發，

即依法應不予受理嗎？若依法不能不受理，則受理後認定該被舉發的部分請求項有

舉發成立的理由，而依「部分請求項無效即全部請求項無效原則」，是否也應將未

被舉發的部分請求項包括在內一併審定全案全部請求項舉發成立？以及為全案全部

請求項專利撤銷之處分？如果這樣，豈不違反舉發案採當事人處分權主義？又，如

此撤銷之處分有無「訴外審定」之違法？若專利權人爭訟到智慧財產法院，主張被

告（智慧財產局）有「訴外審定」之違法，智慧財產法院將如何處理？若智慧財產

法院仍依「部分請求項無效即全部請求項無效原則」判決維持原處分而駁回原告之

訴，智慧財產法院是否也有「訴外裁判」之違法？凡此衍生的種種法律問題，均顯

示我國對專利無效審判採取「部分請求項無效即全部請求項無效原則」，無論在法

理上或邏輯上皆有問題。反觀採「部分請求項無效原則」時，在處置同樣一件事，

根本不會衍生上述種種的問題。兩相比較，就避免「訴外審定」、「訴外裁判」之

違法而言，顯示採「部分請求項無效審判原則」顯然較優。 

四、就呼應請求項多項制的逐項審查制之目的及意義而言 

按逐項審查係為申請專利範圍的請求項採多項制的一個特色。因為採多項制，

一申請案的申請專利範圍中，即經常會有二個以上請求項，且這二個以上請求項所

記載的發明，需要各別符合專利要件，才能各別獲准專利，所以需要逐項審查及判

斷是否符合專利要件。也因此如果採逐項審查制的話，在無效審判案中，那就要各

別記載各請求項的審查理由，並各別審定或判決哪一個請求項專利因符合專利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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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為無效不成立，哪一個請求項發明專利因不符合專利要件應為無效成立，如此才

符合逐項審查制的意義，同時也才能證明審查官曾就每一個請求項審查過。在這樣

情況下，當然無效審判原則要採「部分請求項無效」原則（即「部分請求項無效成

立，部分請求項無效不成立」原則）較適合。若是採「部分請求項無效即全部請求

項無效」原則時，因為其只要選擇性的查到全部請求項中的任一項請求項不具專利

要件，就不必再審查其他請求項，就可以依「部分請求項無效即全部請求項無效」

原則，審定或判決全案全部請求項專利無效，如此根本不需採逐項審查制。何況如

此的審定或判決，也不需麻煩具備未經審查之部分請求項的審查理由，那又何必採

逐項審查制自找麻煩呢？因此，顯示採專利無效審判原則時，在呼應請求項多項制

的逐項審查制之目的及意義方面，較為真誠實在，至於採「部分請求項無效即全部

請求項無效」原則時，在呼應逐項審查制之目的及意義方面則呈現虛假不實的現

象。 

五、就養成人民的正確是非對錯觀念而言 

按專利無效審判的判決，對讓人民明白哪個請求項的發明專利符合專利要件，

應為無效不成立；哪個請求項的發明專利不符合專利要件，應為無效成立，從而養

成人民的正確是非對錯觀念，是具有很大的教導作用的。若專利無效審判的審定及

判決內容中，依逐項審查原則審查結果，明明認定那個請求項的發明符合專利要

件，卻在最後的審定及判決的結果，說是應與認定不合專利要件的請求項一併審定

及判決全部無效，則無論其理由說得再多麼堂皇，仍然會使人民大失所望，而不相

信審定及判決的結果是公正無私的，如此不但無法養成人民的正確是非對錯觀念，

反而會混亂人民的是非對錯的觀念。因此，就養成人民的正確是非對錯觀念而言，

兩相比較，顯示日本所採之專利無效審判原則較優。 

伍、我國目前即採行「部分請求項無效」原則， 
在現行法制上有無依據 

依據我國現行專利法第32條第2項的規定，既然「二個以上發明，屬於一個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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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發明概念者，得於一申請案中提出申請。」則依據此條項規定而申請專利的一個

申請案，必然同時申請有二個以上不同發明，該申請案之申請專利範圍中，亦必然

存在有二個以上不同發明的請求項。因此，在此具有二個以上不同發明的請求項之

情況下，自然必須逐項審查該各別不同發明的請求項所載的發明是否具有新穎性或

進步性。所以智慧財產局的專利審查基準第2篇第3章「專利要件」之「2.新穎性」

中，其「2.3新穎性之審查原則」才訂定有「2.3.1逐項審查」一項，而規定「新穎性

之審查應以每一項中所載之發明為對象，並應就每一請求項判斷是否具新穎性作成

審查意見。……但獨立項不具專利要件時，附屬項仍有具備專利要件之可能，應分

別作成審查意見。」的原因。同時同基準第3章「專利要件」之「3.進步性」中的

「3.3進步性之審查原則」也規定：「進步性之審查應以每一請求項中所載之發明的

整體為對象……逐項進行判斷。有關逐項審查之審查原則準用本章2.3.1『逐項審

查』所載之內容。」換句話說，專利審查基準中所以採「逐項審查」制，係由於依

據專利法第32條第2項的規定，一申請案中可能會有二個以上的不同發明存在，以

致一申請案的申請專利範圍中存在有二個以上不同發明的請求項，該各別不同發明

的請求項是否具備新穎性或進步性，因其內容及情況各異，自必須採逐項審查方式

而予審查。因此，在專利法的條文中雖未見有「逐項審查」一詞，但無可諱言「逐

項審查」制是以專利法第32條第2項的規定作為其依據。而依據上述之新穎性及進

步性之審查原則，均規定採逐項審查制來看，審查結果，即難免產生部分請求項所

載發明不具新穎性，部分請求項所載發明雖具有新穎性但不具進步性；部分請求項

所載發明既具新穎性亦具進步性的不同審查結果。 

上述第2篇第3章「專利要件」中之新穎性及進步性的逐項審查基準，依據同基

準第5篇第1章「專利權之舉發及依職權審查」之「2.法規依據」中之「5.2.3.1.2新穎

性、擬制喪失新穎性、進步性」的規定，其「新穎性、擬制喪失新穎性之審查，適

用之基準參照第2篇第3章『專利要件』之『2.新穎性』。進步性之審查，適用之基

準參照第2篇第3章『專利要件』之『3.進步性』。」亦即，在舉發審查基準上採

「逐項審查」制，亦是以專利法第32條第2項的規定作為其依據。因此，舉發之審

查，亦應就每一請求項逐項為新穎性及進步性審查，亦同樣難免產生有部分請求項

所載發明不具新穎性，部分請求項所載發明雖具有新穎性但不具進步性；部分請求

項所載發明既具新穎性亦具進步性的不同之舉發審查結果。 



我國之專利無效審判原則的探討 79 

專利師︱第六期︱2011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茲為了容易瞭解起見，在下列的分析表中，以一個申請案中申請有A、B、C等

三個發明為例（設A發明為A物的發明；B發明為製造A物的製法發明；C發明為製

造A物的機器發明），因申請專利範圍中記載有請求項1、2、3等三個獨立請求項，

經逐項審查的結果，即難免有請求項1所載A發明不具新穎性、請求項2所載B發明具

新穎性但不具進步性、請求項3所載C發明具新穎性又具進步性，如此在適用專利法

第67條第1項規定時，其舉發審定就有下列表中的態樣及法律效果： 

 
申請專利範圍中之不同請求項

所載發明的審查結果 
有無違反專利法第 67條 
第 1項第 1款中的第 22條 

舉發審定結果之態樣 
及法律效果 

請求項1所載A發明不具新穎

性。 
有違反。 
違反專利法第22條第1項之新

穎性規定。 

審定舉發成立，依專利法第67
條第1項規定，應撤銷該發明

專利權。 

請求項2所載B發明具新穎性，

但不具進步性。 
有違反。 
違反專利法第22條第4項之進

步性規定。 

審定舉發成立，依專利法第67
條第1項規定，應撤銷該發明

專利權。 
請求項3所載C發明具新穎性又

具進步性。 
無違反。 審定舉發不成立，該發明原專

利權應予維持。 
【參考之條文】 
1.專利法第67條第1項規定，有違反其第1項第1款中的第22條規定之情事者，應依舉發撤銷

其發明專利權。 
2.專利法第45條前段規定，申請專利之發明經審查認無不予專利之情事者，應予專利。 

 
根據上表中之分析，將請求項1及2審定舉發成立，應撤銷其發明專利權；請求

項3審定舉發不成立，其發明專利權應予維持。而如此之逐項審定，乃基於逐項審

查結果而適用專利法第67條第1項規定時，將產生不同的態樣及法律效果。而所以

要逐項審查，則源於依據我國現行專利法第32條第2項的規定，將「二個以上發

明，屬於一個廣義發明概念者，於一申請案中提出申請」時，必然有二個以上不同

的發明請求項，其發明的技術內容是否符合專利要件的情況亦各自不同，自必須採

逐項審查制。因此，我國目前既採逐項審查制，則即行「部分請求項無效」原則，

在現行法制上實有其依據。 

再者，我國目前在立法院審議中的《專利法修正草案》中所採的「部分請求項

專利無效」原則的修法理由，亦是說「依逐項舉發理由進行之審查結果，即有可能



80  

專利師︱第六期︱2011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產生部分成立、部分不成立之舉發審定，因此舉發之審定亦係就各請求項分別為

之，爰予明定」。可知該《專利法修正草案》所以採「舉發之審定係就各請求項分

別為之」（即採可為部分請求項專利無效原則），無非亦是基於「逐項審查」而來

的，只是在《專利法修正草案》中，將採「部分請求項專利無效」原則予以明文化

而已。 

又，觀日本在特許法亦無明文規定對無效的審決及裁判係採「部分請求項專利

無效」原則，但卻能依據相當於我國專利法第32條第2項（在專利法修正草案第33

條第2項）的特許法第37條：「二以上の発明については、経済産業省令で定める

技術的関係を有することにより発明の単一性の要件を満たす一群の発明に該当す

るときは、一の願書で特許出願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之規定，而採取「逐項審

查」，再根據「逐項審查」結果，而採「部分請求項專利無效」原則者。可見我國

目前即行採「部分請求項專利無效」原則，在現行法制上實有其依據，並無需待如

《專利法修正草案》將之明文化後始得採行。 

陸、關於在未對專利說書做更正之下，是否有所謂「無

從依一專利說明書而逕自作成一部請求項維持專利

權、一部請求項撤銷專利權之處分」的問題 

按從前述之我國專利法第64條第1項規定與日本現行特許法第126條第1項規定

來看，兩者除文字一為中文另一為日文外，實際上我國的發明專利權人與日本的發

明專利權人得申請更正的事項並無不同。再從前所列之日本案例來看，「日本案例

一」係發明專利權人沒有向日本特許廳申請過任何更正，日本特許廳仍作出系爭專

利的部分請求項專利無效（請求項6及7專利無效）及其他部分請求項專利有效的審

決；「日本案例三」在發明專利權人沒有向日本特許廳申請過更正前，日本特許廳

也作出系爭專利部分請求項的專利無效（請求項1、2、5、7、11至13、15至24之發

明專利無效），以及審決部分請求項的專利無效不成立（請求項3、4、6、8至10、

14發明專利無效不成立）的審決。由此可見，日本特許廳在對系爭案作出審決前，

縱使系爭案的專利說書未做任何更正，並沒有所謂不能作成一部請求項維持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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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一部求項撤銷專利權之處分，則日本能為何我國不能？ 

至於有人認為日本特許廳這樣作成一部請求項維持專利權，一部求項撤銷專利

權處分的作法，在獨立項專利權被撤銷，附屬請求項的專利權被維持之情況下，附

屬請求項的解讀將會發生問題一事，那是由於說此話的人沒有深入研究該問題的緣

故。因為對於審判無效成立而撤銷專利權的處置，僅須公告被審判無效而撤銷專利

權的請求項即可，並無須在公告後令專利權人將該等被撤銷專利權的請求項，從原

專利說明書及原核准申請專利範圍（包括審判前已准更正的申請專利範圍）中予以

刪除之必要。因為當該等被撤銷專利權的請求項所記載的文字及技術內容未被刪除

時，則當然仍存在於原專利說明書及原核准申請專利範圍（包括審判前已准更正的

申請專利範圍）中，因而對解讀附屬項並不會發生問題。因為附屬項的解讀，係要

將其所依附的獨立項記載的技術內容也解讀在內（參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8條第

3項：「於解釋附屬項時，應包含所依附請求項之所有技術特徵。」之規定），既

然被撤銷專利權的獨立項所記載的文字及技術內容未被刪除，則其附屬項絕不會發

生解讀上的問題。反而是在公告後自作聰明，而令專利權人將該等被撤銷專利權的

請求項，從原專利說明書及原核准申請專利範圍（包括審判前已准更正的申請專利

範圍）中予以刪除時，才會造成解讀附屬項時，無從知悉其所依附請求項之所有技

術特徵，始會發生解讀困難的問題。由此可見，上述「我國案例三」之判決中所說

的：「惟原告並未於舉發審定作成前減縮其不符專利要件之請求項，被告無從依原

告一專利說明書而逕自分割為一部請求項維持專利權、一部請求項撤銷專利權之處

分，故就系爭專利舉發案仍應為全部舉發成立撤銷專利權之處分」的問題，在採可

為「部分請求項無效」原則下，並不會有該問題的存在。因此，我國只要依照上述

僅將審判無效而撤銷專利的請求項予以公告之作法，不但沒有上述判決所說的專利

說明書分割之問題，同時也不必浪費專利權人及智慧財產局的時間，在文書作業上

再去弄一些無必要的事後更正本，以致產生浪費辦公時間、造成積壓案件及有害環

保現象。 

柒、結 論 

我國與日本專利無效審判制度較接近，兩國的專利法一些規定亦近似，申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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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範圍中所記載的請求項，又皆因基於同樣採納發明單一性概念，而同採多項制及

逐項審查制，且兩國現行的專利法，對於專利無效審判究竟應依「部分請求項無效

即全部請求項無效原則」而為審判，或依「部分請求項無效原則」而為審判，亦皆

未有明文規定。再從本文比較「部分請求項無效即全部請求項無效原則」與「部分

請求項無效原則」，兩者何者較優？我國智慧財產局起草現送立法院審議中的《專

利法修正草案》，其第81條第2項所訂定為「舉發之審定，應就各請求項分別為

之。」以及第84條第1項所訂定為「發明專利權經舉發審查成立者，應撤銷其專利

權；其撤銷得就各請求項分別為之。」不但係築基於現行的逐項審查制上，而且已

完全與原來所主張的「基於專利權之整體性，無法分割為部分准專利、部分不准專

利」概念脫節，則無論就現行專利法第32條第2項之法理及依據該條項在審查實務

上採「逐項審查」運作皆屬可行之下，居於我國解釋法律領導地位之智慧財產法

院，自不必等待《專利法修正草案》立法通過，即可逕行採「部分請求項無效原

則」。如此，不但可免去繼續違反邏輯及法理坑害目前尚存的專利權，亦可免於落

後行政機關的行動，變成行政領導司法，有失法院為解釋法律之領導形象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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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探討設計專利之創作性審查

判斷之國際趨勢（上） 
——以智財法院97年行專訴字 

第12號行政判決為例 

葉雪美
* 

壹、前 言 

巴黎公約1第5條之5規定：各會員國應立法保護工業設計（industrial design）。

僅規定各會員國有保護工業設計的義務，並未規定保護之形式，亦未規範保護要

件。在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 2（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 智慧財產局簡任專利高級審查官。 
1 巴黎公約係首部保護工業財產權之國際公約，自1883年訂定，其間歷經七次修正；無論就其

施行之時期，抑或參與之國家數，均係「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IPO）所掌管之公約中最具世界代表性者，許多重要的原則均於其

中確立。嗣因產業環境的改變，以及隨著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簡稱GATT）之烏拉圭回合談判的落幕，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的設立暨「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TRIPs協定）的訂定，使巴黎公約不復具

其領導地位。 
2 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於1996年1月1日開始生效，為目前國際間提供智慧

財產權保護態樣最為廣泛之單一多邊協定。所保護之智慧財產權包括：著作權及其鄰接權、

商標、專利、地理標示、工業設計、積體電路電路佈局、未公開資訊之保護等，規範目的在

於除訂定相關權利之最低保護標準外，尚包括各項實質權利內容及執行智慧財產權保護程序

與相關行政、司法救濟管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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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TRIPS）第25條規定工業設計的保護要件：會員國

應對獨創之工業設計具新穎性或原創性者，予以保護。會員國得規定，工業設計與

已知設計、或與習知設計特徵之結合無顯著差異時，為不具新穎性或原創性3。 

在工業設計保護制度較完善的國家中，設計專利的授權都包括新穎性與創作性

（非顯而易知性或獨特性）的要件，而這兩項要件的立法目的不同。新穎性要件之

立法目的著重於維護市場秩序與確定保護範圍、避免造成混淆。而創造性要件之立

法目的在於解決設計創作的創新程度或創作難度的問題，這是一項較客觀的標準，

設計創作與在先前設計的差異必須具有顯著之視覺效果，始具保護價值，否則不應

給予設計專利之保護。 

無論是我國設計專利 4的創作性、美國設計專利的非顯而易知性（ non-

obviousness）、日本意匠專利的創作容易性的實質審查、或是中國外觀設計無效宣

告程序中的「具有明顯區別」，以及歐盟設計無效宣告程序中獨特性（individual 

characters）的審查（為方便說明，以下在通論中都以創作性來論述），都是在審查

申請（或註冊）設計與先前設計（先前技藝）之間的差異是否能使申請之設計產生

顯著或獨特之視覺效果。由於對於創作性審查的門檻高低不同，所採用的判斷主

題、觀點、判斷原則也有所差異，不過，審查的程序是相同的，就是申請之設計必

須先審查是否具有新穎性，如果不具新穎性就不必再審究該設計是否具有創作性，

在審查過程有先後審查的順序。 

本文藉由智財法院97年行專訴字第12號行政判決中的法律原則適用問題來解析

設計專利的創作性（非顯而易知性）的審查與判斷，以我國專利法有關創作性審查

的相關規定與審查基準，說明設計專利實體要件的創作性與新穎性的審查判斷的主

體、觀點，判斷原則與判斷方式的差異；再介紹國外相關要件審查的立法與實務見

解，例如：美國設計專利中「非顯而易知性」保護要件的立法與審查基準，以及聯

                                                        
3 參考原文：「Members shall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ependently created industrial designs 

that are new or original. Members may provide that designs are not new or original if they do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 from known designs or combinations of known design features.」 

4 本文中論及各個國家的工業設計保護制度及審查實務時，日本以「意匠專利」稱之，中國則

以「外觀設計」稱之，美國稱之為「設計專利」，歐盟以「設計」稱之，然我國新修專利法

中已將「新式樣專利」改為「設計專利」，除了法院判決內容與專利法規定，其他都改用

「設計專利」，討論工業設計保護的通案問題時，則通稱為「設計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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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法院的實務見解，還有歐盟設計的立法與無效宣告中獨特性的審查判斷，以及中

國專利審查指南與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判決分析外觀設計創作性的審查判斷，

最後探討智慧財產法院對於設計專利創作性審查的判斷主體與判斷方式的誤用，希

望能藉由以上的分析說明使得國內法界、專利界以及相關人士能清楚瞭解設計專利

制度中新穎性與創作性要件的審查判斷的差異，以及國際間的實務趨勢，將正確的

觀念運用在國內外設計專利的相關訴訟中，才能在設計專利的行政訴訟與侵害訴訟

實戰中掌握致勝的先機。 

貳、案情介紹 

一、事實概要 

2003年1月28日，孫○○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提出「會議電話機」新式樣專利申

請（如圖1所示），經審查核准專利，並於公告期滿後發給新式樣專利第089054號專

利證書（以下簡稱系爭專利）。2006年6月23日美商寶力康（Polycom）公司以其違反

核准審定時專利法第107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舉發。經審查於2007年12月14日以(96)

智專三(一)03011字第0962069416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舉發不成立」之處分。寶力

康公司不服，提起訴願，經遭決定駁回，又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圖1  第089054新式樣專利（會議電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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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訴訟階段，寶力康公司提出新證據——美國第D382,266號設計專利，主

張系爭專利不具創作性。智慧財產局對於新證據的意見如下：依系爭專利之本體係

由一圓弧頂面之三角形體與其底面呈蛋形體兩者合而為一，正中央為弧凸圓形喇

叭，其周邊再以短Y形及凸部造形予以襯托之，三角形體係由上寬下窄之朝下彎曲

的圓滑曲面體所形成之三個支柱部，每一支柱部上各設有一橢圓形凹槽，凹槽下方

凸設一方向形裝飾，使三角形支柱部側面呈現階段狀層次感，凹槽內各設有一小圓

形定向麥克風，在蛋狀扁平體前端之頭部設一可分離的下巴，下巴頂面後方弧順面

上設置一組電話按鍵組，按鍵組後方弧形斜面上設矩形顯示幕。反觀新證據圖面所

揭示之會議電話機，其形狀係於概呈三角形本體前緣弧凹處凸設弧形按鍵盤部，弧

面上設置一組電話按鍵組，各支柱部角隅設三個長橢圓形。新證據與系爭專利比

較，該新證據之本體形狀及其修飾與系爭專利截然不同，該新證據之按鍵盤部與系

爭專利比較，兩者之按鍵形狀及佈局、顯示幕形狀皆不同，且該新證據前緣弧形按

鍵盤部，並無系爭專利係弧形下巴之形狀特徵。是以，該新證據與系爭專利之本

體、按鍵部及其修飾等形狀特徵明顯不同。通體觀察，系爭專利整體形狀能顯現獨

特之視覺訴求，非為熟習該項技藝者經由該新證據易於思及之創作。 

不過，智慧財產法院有不同的看法，將其見解的重點整理如下： 

(一)按凡對物品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而可供產業

上利用者，得申請取得新式樣專利。若新式樣「係熟習該項技藝者易於思及之創作

者」，仍不得依法申請取得新式樣專利。 

(二)審查人員在進行設計之相同、近似判斷時，必須模擬普通消費者選購商品

的觀點，以整體設計為對象，而非就商品之局部設計逐一進行觀察、比對。因此，

審查時應考量各局部設計之比對結果，以主要設計特徵為重點，再綜合其他次要設

計特徵構成申請專利之新式樣整體設計統合的視覺效果，客觀判斷其與先前技藝是

否相同或近似（新式樣審查基準第3-3-8頁）。 

(三)「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的整體或主要設計特徵係改變相關先前技藝中之設計

的比例、位置或數目而構成者，若整體設計並未產生獨特之視覺效果，應認定該新

式樣為易於思及……或僅將已知電話機之鍵盤與音孔之位置對調，或僅將已知橫向

排列之三燈式交通指示燈變換為直向排列之五燈式交通指示燈，均應認定該新式樣

為易於思及。」（第3-3-26頁）「審查創作性時，得以多份引證文件中之全部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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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技藝內容的組合判斷是否易於思及。」（新式樣審查基準第3-3-22頁） 

(四)舉發證據三即美國第D342,732號設計專利（如圖2所示），其外形亦係大致

由一呈三角形之本體、一鍵盤及圓形揚聲器所組成、且該本體之各邊亦為略呈內凹

之弧線。系爭專利與證據三間除鍵盤形狀略有不同外，其餘主要部位之外形特徵與

配置方式大致均相同，且系爭專利呈短舌狀之鍵盤，亦與引證案呈半圓形狀之鍵盤

頗為近似。另新證據案即美國第D382,266號設計專利（如圖3所示），其外形亦係

大致由一呈三角形之本體、一鍵盤所組成、且該本體之各邊亦為略呈內凹之弧線，

每一支柱部上各設有三橢圓形凹槽，本體前緣弧凹處弧順面上設有舌狀按鍵盤、鍵

盤後方弧形斜面上設矩形顯示幕等。系爭專利之每一支柱部上各設有橢圓形凹槽，

本體前緣弧凹處弧順面上設有舌狀按鍵盤、鍵盤後方弧形斜面上設矩形顯示幕等，

皆已為新證據案所揭示（如圖4所示之對照圖）。 

(五)系爭專利雖於角隅設有橢圓形及方向形裝飾，凹槽內設有一小圓形定向麥

克風，中央圓弧形喇叭之三邊設短Y形及凸部（如圖4所示）。惟該圓弧形喇叭之形

狀與配置位置近似於證據三中之揚聲器，而周邊Y形或凸部就其配置位置與所佔比

例，皆為陪襯性設計，非屬視覺之焦點，難以改變其整體予人之視覺印象。另系爭

專利雖於舌狀按鍵盤之頭部設一可分離的下巴及凹槽內設有一小圓形定向麥克風，

惟由系爭專利圖示可知，系爭專利設於凹槽內之麥克風尺寸極小，且該所謂可分離

之下巴與頭部實融合為一體，外觀與新證據之舌狀按鍵盤極為近似，並未能產生獨

特之視覺效果。 

(六)又系爭專利係關於會議電話之設計，一般而言，會議電話在使用時是底面

朝下，一般使用者所注意者仍其正面視覺，而較不會注意底部之設計，故被告、參

加人所稱系爭專利之底部係呈蛋型或龜型云云，並非普通消費者注意之部位，應非

系爭專利之主要特徵，而不會影響其正面予人整體視覺特徵，不至於影響新式樣相

同、近似之判斷，非屬新式樣專利有無創作性審究之重點（上揭審查基準第3-3-9頁

參照）。另系爭專利橢圓形凹槽為一個，而新證據已揭示三個橢圓形凹槽；系爭專

利之按鍵為長橢圓形及橢圓形，而新證據已揭示長橢圓形及圓形之按鍵，故系爭專

利之橢圓形凹槽、長橢圓形及橢圓形按鍵，均僅為數目、形狀之簡易變化，整體設

計並未產生獨特之視覺效果，為該領域普通技藝者易於思及之創作（上揭審查基準

第3-3-25、26頁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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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美國D342,732設計樣專利（麥克風電話） 
 
 

 

 

 

 

 

 

 

 

 

 

 

 

 

 
 

圖3  美國D382,266設計專利（麥克風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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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專利 D’732 D’266 

 

 
 

 

圖4  系爭專利與美國D342,732及D382,266設計專利比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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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被告及參加人固稱系爭專利之對應案已經取得美國專利云云。惟各國法制

及審查標準不同，尚不得以系爭專利之對應案已經取得美國專利，遽為系爭專利有

創作性之有利論據，併予敘明。 

最後，智慧財產法院組合原告於訴訟階段所提的新證據與舉發證據三，證明系

爭專利不具有創作性，有違核准時專利法第107條第2項之規定，而撤銷訴願決定及

原處分。 

二、問題爭點 

(一)創作性與新穎性之審查認定混淆誤用 

2001年10月24日修正公布之專利法第106條規定，按凡對物品之形狀、花紋、

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而可供產業上利用者，得申請取得新式樣專利。

惟專利法第107條第2項明定，若新式樣「係熟習該項技藝者易於思及之創作者」，

仍不得依法申請取得新式樣專利。新式樣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章「專利要件」說明，

產業利用性、新穎性及創作性係取得設計專利的要件，也清楚說明前述三要件之審

查順序：1.產業利用性係新式樣專利本質上的規定，不須進行檢索即可判斷；2.而

新穎性是在其具產業利用性之後始予審查；3.創作性之審查，應於其具新穎性（包

括擬制喪失新穎性）之後始予審查，不具新穎性者，無須再審究其創作性。 

原告主張：系爭專利主要部位之設計特徵已為引證案所涵蓋，不具創作性。原

告對於系爭專利與證據三之美國D342,732設計專利及新證據美國D382,266設計專利

不相同亦不近似之判斷，並無爭議。因此，本案無須探討新穎性之審查判斷，無須

論究新穎性之判斷主體、判斷原則與判斷方式，僅需就系爭專利是否具創作性之部

分予以審查，然判決文中一再提及新穎性審查方式，甚至將新穎性判斷中主要特徵

之認定方式（審查基準第3-3-9頁）誤用於創作性之審查判斷。 

(二)整體觀察之比對原則 

判決中指明：被告、參加人所稱系爭專利之底部係呈蛋型或龜型云云，並非普

通消費者注意之部位，應非系爭專利之主要特徵，而不會影響其正面予人整體視覺

特徵，不至於影響新式樣相同、近似之判斷，非屬新式樣專利有無創作性審究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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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這種做法簡直是將中國大陸之「多餘指定原則」適用於我國設計專利創作性審

查判斷！ 

專利底部係呈蛋型或龜型之設計特徵是不是主要特徵？是否會影響整體視覺印

象？將其排除於新式樣專利有無創作性之審究，是否違反了「整體觀察」的原則？

又我國智慧財產法院對於設計專利有無創作性之審查判斷與專利法及審查基準是否

一致？是否背離國際間對於創作性整體觀察之審查判斷原則？ 

(三)他國專利之取得可否作為有創作性之有利依據 

智慧財產法院認為，由於各國法制及審查標準不同，被告及參加人聲稱系爭專

利之對應案已經取得美國專利，不得以系爭專利之對應案已經取得美國專利，遽為

系爭專利有創作性之有利論據。 

近年來，無論是中國、日本的專利法修正的理由之一，都是要將各國的專利制

度與國際接軌，而這一次我國專利法修正也是要與國際間規範相調和，並因應我國

產業發展及實務需要，藉以提供相關新興產業優質之發展空間。為了要與國際之間

的工業設計保護制度接軌，我國的設計專利制度在這一次專利法修正有大幅度的變

動，為了擴大設計專利保護範圍，開放部分設計與成組物品的保護，將電腦圖像

（icons）、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UI）等設計標的納入專利保護範圍，以回應國內

產業界在創新設計之需求，另增訂衍生設計制度強化對於設計成果之保護。未來，

我國的設計專利制度相關規範逐漸與國際相調和，而專利權人在他國設計專利之取

得，是否仍不得作為我國設計專利有創作性之有利論據呢？這是個值得探討的議

題。 

本文以下先論究我國設計專利之創作性要件之法律規定與審查基準，再介紹美

國、歐盟設計與中國對於工業設計保護之相關立法與實務見解，以及各國對於設計

專利實體要件的創作性與新穎性的審查判斷的主體、觀點與判斷原則與方式的差異

加以分析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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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設計專利創作性要件之法律規定與審查判斷 

一、創作性之概念 

2001年10月24日修正公布之我國專利法第107條第2項是有關新式樣專利創作性

之規定（與現行專利法第110條第4項規定內容並無差異，為方便說明以下均以現行

專利法予以論述），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為該新式樣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藝易於思及者，不得取得新式樣專利。由於新式樣專利保護的是

應用於物品的整體外觀設計，而不是物品本身，創作性之審查對象為圖面所揭露之

新式樣的整體設計。應注意的是，申請專利之新式樣是否具創作性，應於其具備新

穎性之後始予審查，不具新穎性者，無須再審究其創作性。 

二、創作性的判斷主體 

依我國專利法第110條第4項規定，新式樣創作性之判斷主體為該新式樣所屬技

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這是個法律概念中虛擬之人（a legal fiction person），

如同實質相同檢測中的「一般觀察者」（ordinary observer）與民法中的「一般合理

的人」（the ordinary reasonable person）都是法律概念中虛擬之人，他應具有該新式

樣所屬技藝領域中之通常知識及普通設計能力，且能理解、利用申請日之前的先前

技藝。 

通常知識是指該新式樣所屬技藝領域中已知的普通知識，包括習知或普遍使用

的資訊，以及教科書或工具書內所載之資訊，或從經驗法則所瞭解的事項。因此，

在認定申請專利之新式樣之實質內容是否具有創作性，應以能理解新式樣所屬技藝

領域普遍使用知識且具有普通設計能力之人為主體，簡言之，就是所屬技藝領域的

一般設計者（designer），在前述之寶力康公司行政訴訟案件中，就是從事電話

機、會議電話機的產品外觀的一般設計人員，而非該項產品的普通購買者或消費

者。 

三、視覺觀察與比對之方式 

專利法第109條第1項：「稱新式樣者，謂對物品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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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其修正理由載明，新式樣專利著重於視覺效果之增進

強化，唯有透過視覺訴求（eye-appeal）之創作，始受新式樣專利之保護，所謂透過

視覺訴求，就是藉由眼睛觀察設計創作而引起感覺產生視覺印象（ visual 

impression），至於視覺以外之其他感官作用引起感覺的創作，諸如：音樂、香味

等，仍非屬新式樣專利保護之範疇。由此可得知，「透過視覺訴求」僅在限於「視

覺之感官作用」，而排除「視覺以外之其他感官作用」（如聽覺、嗅覺、觸覺

等），至於是以肉眼觀察，抑或藉助儀器（如顯微、放大儀器等）觀察，則非所

問。 

在專利申請案審查過程中，創作性要件審查時，審查人員要從先前技藝或先申

請案中檢索出相關之文件，以比對、判斷申請專利之新式樣是否具備創作性，該被

引用之相關文件稱為引證文件。雖然，所有能為公眾得知（available to the public）

之資訊都可作為先前技藝，惟審查實務上主要是以公開刊物作為引證文件，引用刊

物上公開的先前技藝與申請專利之新式樣進行比對。 

在判斷系爭專利之創作性的部分，只需將系爭專利與引證案（或舉發證據）觀

察比較，再以一般設計者的觀點判斷系爭專利與引證案（或舉發證據）之間的差

異，是否可經由次要引證案（或其他舉發證據）之教示或建議而易於思及完成，也

檢視該差異部分是否可使整體設計產生獨特之視覺效果；創作性的判斷並不是新穎

性的審查，也不是專利侵害判斷，無需考量一般消費者選購該新式樣物品之情境5。 

四、創作性之審查判斷 

(一)整體觀察 

新式樣專利係保護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創作性之審查應以圖面所揭露由點、

線、面所構成之整體設計為對象，並得審酌創作說明中文字所記載之內容，不得僅

就各圖面之圖形各別比對。審查時，得結合多份引證文件中之全部或部分技藝內

                                                        
5 參照台灣智慧財產法院99年民專上更(一)字第1號的判決理由六、系爭專利權不具創作性，

有應撤銷之原因：(七)……故本件判斷系爭專利是否具創作性，應以系爭專利所屬「發光二

極體」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識及設計能力之人（消費者）於通常選購發光二極體時，藉助

儀器或經放大之圖面透過視覺觀察後所生之感覺、觀點，進行客觀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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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或一份引證文件中之部分技藝內容，或結合引證文件中之技藝內容與其他已公

開之先前技藝內容，藉由該等證據判斷申請專利之新式樣整體設計是否易於思及。

易於思及是指該新式樣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以先前技藝為基礎，能輕

易完成申請專利之新式樣，而未產生獨特之視覺效果者。 

創作性之審查應以申請專利之新式樣整體設計為對象。在審查過程中，雖可將

整體設計就造形元件予以區隔，審究其是否已揭露於先前技藝或習知設計之中，不

過，並非就各項設計內容審究其創作性，而應就整體設計綜合判斷是否為易於思

及。以一般的自動鉛筆為例，雖得區分為按壓筆蕊部、筆夾、筆桿、止滑設計的手

指握持部與圓錐狀筆尖部等造形元件。惟應注意者，通常提出已揭露於先前技藝的

引證文件越多，越難認定整體設計為易於思及者。 

(二)綜合判斷 

審查創作性時，就申請專利之新式樣與先前技藝進行比對，應以整體設計為對

象，而非就商品之局部設計逐一進行觀察、比對。若該新式樣整體設計與該先前技

藝之間雖然不相同亦不近似，但該差異部分僅為其他先前技藝之置換或組合等，或

僅為局部設計的改變、增加、刪減或修飾，且未能使整體設計產生獨特之視覺效果

者，則應認定該新式樣為易於思及，不具創作性；惟若該差異部分可使整體設計產

生獨特之視覺效果，仍應認定該新式樣具創作性。 

視覺效果是否獨特，得就由點，線、面構成之形狀、花紋的整體設計的新穎特

徵（即設計的創新內容），可包含整體的外形輪廓、外觀表面之設計構成（即設計

元素或造形元件之安排與佈局）、造形比例（如長寬比、造形元素大小比等）、設

計意象（如剛柔、動靜、寒暖等）、主題形式或表現形式等實質內容與先前技藝進

行比對。對於設計的描述與說明，千言萬語不如一張圖片，因此，作者以三條直線

之構成元素的簡單設計為例來說明視覺效果之差異，就設計而言，相同的造形元素

（三條線）經由線條的比例、延展的動向、不同的安排與佈局等設計活動可產生出

許多不同的設計（如圖5所示之設計），而這些不同的設計會產生完全不同的視覺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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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相同元素（三條線）不同的安排或佈局產生不同的視覺效果 

五、小  結 

按新式樣專利的實體要件審查時，由於法律規定不同，以至於新穎性與創作性

的判斷主體與判斷觀點不同，兩者的判斷方式與判斷原則也不同。專利法第110條

第1項並未規定新穎性審查之判斷主體，不過，專利審查基準中清楚說明，判斷新

式樣之相同或近似時，審查人員應模擬市場消費型態，而以該新式樣物品所屬領域

中具有普通知識及認知能力的普通消費者為主體，依其選購商品之觀點，判斷申請

專利之新式樣與引證文件中之先前技藝是否相同或近似。 

創作性審查中申請專利之新式樣與先前技藝間之差異是否易於思及的判斷，專

利法第110條第4項明定是依據系爭專利所屬技藝之技藝水準的一般設計人員的觀

點。創作性的判斷，審查人員要先瞭解先前技藝及所揭露的內容，還需知道所屬技

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的技藝水準，再以這些較客觀性的證據與標準，去判斷申

請專利之新式樣與先前技藝之間的差異是否會產生獨特之視覺效果，如果不能產生

獨特之視覺效果者，則認定為易於思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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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美國設計專利非顯而易知性的審查基準與案例分析 

美國專利法第171、172、173條是關於設計專利的特別規定，第171條是關

於設計的定義及法律適用之規定：「任何應用於工業產品之新穎的（new）、原

創的（original）、及裝飾性的（ornamental）設計，合於本法之規定及要件者，

取得專利。除另有規定外，本法有關發明專利的條款適用於新式樣專利。」第

172條是設計專利優先權的規定，設計適用有關優先權之規定者，期間為6個月。第

173條規定設計專利之專利期限：專利權期間為自核准專利之日起14年。 

美國專利法第171條第1項規定訂出設計專利可專利性的四個實體要件：新

穎性、原創性、裝飾性以及法定標的必須能應用於工業產品（for an article of 

manufacture）。第2項規定：除另有規定外，專利法有關發明專利的條款都適用於

設計專利。因此，可取得專利權的設計必須符合專利法第103條中「非顯而易知

性」的法定要件。另專利審查程序手冊6（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以下簡稱MPEP）§1504.03中清楚說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在

Graham v. John Deere Co.案例7中所論述的引導顯而易知性評估的基礎事實調查，也

可適用於設計專利： 

一、決定先前技藝的內容及範圍； 

二、確定請求的標的與先前技藝之間的差異； 

三、決定通常技藝的基準； 

四、評估任何非顯而易知性的客觀證據（例如：次要考慮因素）。 

一、基礎事實調查 

(一)先前技藝的範圍 

美國海關和專利上訴法院（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以下簡稱

CCPA）在In re Glavas案例8中，提出關於評估設計專利內容相關近似技藝的特別指

                                                        
6 美國專利審查程序手冊（MPEP），2006年8月改版。 
7 參照Graham v. John Deere Co., 383 U.S. 1, 148 USPQ 459 (1966). 
8 參照In re Glavas, 230 F.2d 447, 450 109 USPQ 50, 52 (CCPA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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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specific guidance），用以補充近似技藝的一般規定，CCPA在判決中說明：外

觀設計的問題，不能以機械的技術觀點來檢索近似技藝中可結合的引證文件，而是

要在近似技藝中搜尋與物品外觀關係密切的一些裝飾性特徵，查看是否可找到將該

等裝飾性特徵應用在其他物品外觀上的建議（suggestion）。由此可得知，設計的非

顯而易知性所論究的只是物品表面具吸引力的外觀，至於這表面外觀的材質究竟

是屬於壁紙、或爐門、或陶器……等產品，材料的性質則非所問。 

不過，如果申請專利之設計與先前技藝之間的差異，僅是物品表面裝飾的應

用，那麼，任何揭露實質相同表面裝飾之先前技藝，都可被視為是近似技藝；另一

種情形下，如果申請專利之設計與先前技藝之間的差異是物品的外觀或形狀時，則

對於所引證的物品性質要加以考量9。 

(二)先前技藝與所申請設計間之差異 

依美國專利法第103條(a)款規定評估設計的可專利性（patentability）時，應以

圖面中所揭露設計的整體外觀10（the overall appearance of the design）加以考量，這

個重要觀念必須先釐清。換言之，就是將圖面中所揭露的整體設計與先前技藝相比

較，而不是分別選取設計中的每一個造形元素，再將該等造形元素與先前技藝中的

每一個造形元素分別予以比對，也不是將多個先前技藝的造形元素組合起來比對。

還有，設計標的與最接近之先前技藝引證文件間所有差異都應予確認。 

(三)決定通常技藝的基準 

根據美國專利法第103條(a)款規定，要評估申請標的是否屬於非顯而易知時，

應以「所屬技藝領域通常水準人士」的觀點予以評估，而該人士對該領域的技藝要

能充分瞭解。不過，在評估設計是否顯而易知時，應以哪一種人士的觀點於以評估

呢﹖在In re Nallbandian11及In re Carter案例12中，CCPA詳細說明，設計與發明不

                                                        
9 參照MPEP§1504.03 Non-Obviousness,Ⅰ. GATHERING THE FACT. 
10 參照In re Leslie, 547 F.2d 116, 192 USPQ 427 (CCPA 1977). 
11 參照Payne Metal Enterprises, Ltd. v. McPhee, 382 F.2d 541, 545, 155 USPQ 123, 127 (9th Cir. 

1967)﹔In re Campbell, 212 F.2d 606, 610, 101 USPQ 406, 409-10 (CCPA 1954)﹔In re 
Nallbandian, 661 F.2d 1214, 1216, 211 USPQ 782, 784 (CCPA 1981). 

12 參照In re Carter, 673 F.2d 1378, 213 USPQ 625 (CCPA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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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設計專利是保護應用於物品的裝飾性設計，而從事物品外觀設計的是設計人員

（designer），因此，對於設計專利而言，在評估設計標的是否屬於顯而易知時，

審查人員應以「相關技藝中通常能力的設計人員」（a designer of ordinary capability 

who designs articles of the type presented in the pertinent art）或是「揭示物品所屬技

藝之一般設計人員」（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signer of … articles of the types 

presented）的觀點予以評估，也就是一般設計人員（ordinary designer）的觀點。 

(四)客觀證據（次要考慮因素Secondary Considerations） 

次要考慮因素，例如：商業上的成功、被他人仿冒設計，係與評估設計標的之

顯而易知性有關，在評估顯而易知性時，初步推定的證據被提出後，申請人必須提

出相關的反證來抗辯有關顯而易知的核駁理由。 

二、非顯而易知性的判斷 

審查時，審查人員先依據Graham v. John Deere Co.案例13的原則作成事實調

查，再決定該調查結果是否可作為支持該發明屬於「顯而易知」的表面推定證據。

通常，審查人員提出證據說明「申請專利的圖面中所揭露之整體設計」可經由引證

文件中之先前技藝的教導或建議（taught or suggest）而得知，藉此建立「顯而易知

性」的表面推定證據。評估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屬於顯而易知性的適當判斷主體，

是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the person of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而評估

申請專利之設計的判斷主體，則是申請之設計所應用物品之所屬或相關技藝通常水

準的一般設計人員。 

(一)整體觀察比對的原則 

CCPA在Jennings案例14中清楚定義，原則上，引證文件上所參考之「既有物品

設計」（ something in existence）必須具備與申請專利的設計相同的設計特徵

（design characteristics）。而且在審查時，應將圖面中所揭示的整體設計（design as 

                                                        
13 參照Graham v. John Deere Co., 383 U.S. 1,148 USPQ 459 (1966). 
14 參照Application of Jennings, 37 CC.C.P.A. 1023, 182 F.2d 207, Cust. & Pat. App.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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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hole）與既有設計作整體的觀察比對，而不是選擇申請之設計的某些特徵與「引

證的先前技藝中某些設計特徵」分別予以比對（如圖6所示），也不是申請之設計

與「結合引證的先前技藝中某些設計特徵」作選擇性的比較15。 
 

 

 

 

 
 
 
 

圖6  美國D373,310設計專利與先前技藝 

(二)結合引證文件中的先前技藝 

In re Borden案例16的判決中說明，如果次要引證文件的先前技藝會使人聯想可

擷取其中的設計特徵來修飾基礎引證文件中的設計時，就必須考量是否有結合次要

引證文件之必要。評估結合引證文件是否得當？長久以來所使用的檢測（the long-

standing test），就是所結合的引證文件之間必須要有關聯性，簡言之，就是其中引

證文件外觀上的裝飾性特徵會使人聯想到可將其應用於另一引證文件的外觀上17。 

當基礎引證文件的修飾涉及到造形構成的改變，基礎與次要的引證文件皆應源

於相關近似技藝，其原因有二：1.該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水準的一般設計者僅需具

與申請專利相關技藝領域的知識即可；2.兩個引證文件的裝飾性特徵應是密切相關

的，因為該技藝領域的一般設計者見到次要引證文件的造形修飾，就會聯想到將其

運用到基礎引證文件中的設計。換言之，當該技藝領域之一般設計者看到次要引證

文件所揭露的裝飾性特徵時，就已知道該設計特徵可用來修飾基礎引證文件之設

計。如果申請設計的一部分係模仿習知或自然界的事物或人物時，可應用的相關近

似技藝範圍就比較寬廣了。 

 

                                                        
15 參照In re Jennings, 182 F.2d 207, 86 USPQ 68 (CCPA 1950). 
16 In re Borden, 90 F.3d 1570, 1572, 39 USPQ 2d 1524, 1526 (Fed. Cir. 1996). 
17 參照In re Glavas, 230 F.2d 447, 450, 109 USPQ 50, 52 (CCPA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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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僅是將基礎引證文件的設計增加表面修飾而產生具吸引力的外觀，而該等

表面修飾不涉及造形構成或基本構造的改變，也不會破壞基礎引證設計的外觀輪廓

與執行功能，在這種情況下，無須論究次要引證文件中的設計是否為所請設計的相

關近似技藝。 

三、In re Rosen案例18 

1978年2月7日，Pace Collection公司提出一個「矮桌」（low table）的設計專利

申請案（如圖7所示），說明書中敘明圓形桌面是透明的（transparent），三支桌腳

是呈V或L字形彎折狀，且在桌腳上段設置一可嵌合桌面之狹縫（slot）。 

美國專利商標局（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以下簡稱

USPTO）的審查人員以四個先前技藝予以核駁，先以D234,068與D239,487兩個先前

技藝（如圖8所示）說明「圓形透明桌面」是習知的（well-known），另以D240,185

設計專利（如圖9所示）說明「V或L字形彎折狀的桌腳」是習知的，再以D183,617

設計專利（如圖10所示）說明「桌腳上設置可嵌合桌面之狹縫」也是習知的，因

此，審查人員認為Rosen的設計是將習知傢俱的構成元素重新組合而成，不具備可

專利性而予以核駁。申請人不服，提出上訴，專利申訴和牴觸委員會（Board of 

Patent Appeals and Interferences，以下簡稱BPAI）維持審查人員的核駁意見。申

請人不服，再向CCPA提出上訴。 
 
 

 
 
 
 
 

圖7  美國D268,555設計專利（low table） 
 
 

                                                        
18 參照In re Rosen, 673 F.2d 388, 391, 213 USPQ 347, 350 (CCPA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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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美國D234,068設計專利與D239,487設計專利 
 
 
 
 

 

 
 
 
 

圖9  美國D240,185設計專利 圖10  美國D183,617設計專利 
 

CCPA有不同的意見，CCPA認為：「決定設計的可專利性，應考量的是整體設

計的外觀設計及視覺效果，雖然審查人員認為Rosen的設計是將習知傢俱的構成元

素重新組合而成，可是，Rosen設計的整體外觀及美學訴求與主要的引證文件不

同，且予人之視覺印象亦不同於引證之先前技藝」，CCPA清楚地說明「設計特

徵」（design characteristics）是指整體的視覺外觀（overall visual appearance）。 

四、設計概念 v. 整體設計 

CCPA在In re Rosen案例中說明，「設計特徵」是指整體外觀設計。1993年，

CCPA在In re Harvey案例中再次強調「整體外觀設計」的觀念，也清楚說明先前的

In re Yardley19案以及In re Leslie案20的判決，都支持這個見解。尤其是在Yardley的

                                                        
19 參照In re Yardley, 493 F.2d 1389, 181 USPQ 331, 334 (CCPA 1974). 
20 參照In re Leslie, 547 F.2d 116, 192 USPQ 427 (CCPA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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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CCPA清楚闡明「決定設計的可專利性，應考量其與先前技藝之整體外觀的

近似性，而不是設計概念（the arms and hands of the figure are carried by the hour 

hand and the minute hand of the watch.）的近似」。 

換句話說，審查人員不能以相同的設計概念來支持（support）「顯而易知性」

認定，而須以整體外觀設計作為考量的依據，引證的文件不能只有揭示「設計概

念」而已（如圖11所示），必須揭露與所申請之設計實質上相同的外觀設計。因

此，如果欠缺上述的引證文件，無論是基於單一引證文件或依據次要的先前技藝所

建議的修飾，都無法證明申請之設計是屬於專利法第103條(a)款所稱的「顯而易知

的」。 
 
 
 
 
 
 
 
 
 
 
 
 
 

圖11  Yardley錶面的設計專利申請案（左側）與引證文件（右側） 

五、KSR對於設計專利的影響 

收編於MPEP第 2143、 2144節的KSR Guidelines是USPTO從CAFC對KSR v. 

Teleflex案例21的判決中整理出來用以論證發明是否為顯而易知的七項邏輯推論，其

內容如下： 

(一)套用習知方式組合先前技術元件，並產生可預期的效果； 

(二)簡易的將一習知元件置換為另一習知元件，並產生可預期的效果； 

(三)套用習知技術來改善類似裝置、方式、產品； 

(四)使用習知技術來改良一習知裝置、方式、產品，並產生可預期的效果； 

(五)「明顯的嘗試」——在確定且可預期的有限解決方式選擇嘗試，可得到合

                                                        
21 參照KSR Int’l Co. v. Teleflex, Inc., 550 U.S. 398, 42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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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成功預期； 

(六)由於設計需求或市場力量的刺激，使得某特定領域之習知成果可導引出適

用於相同或不同研究領域的變化，但未超乎所申請發明技術領域具通常知識者可預

期的； 

(七)因先前技術中的教示、建議與動機，使得該項領域技術人員可以修改先前

技術而得到該發明（TSM判斷標準）。 

美國聯邦巡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以下

簡稱CAFC）在Titan Tire Corp. v. Case New Holland, Inc.的案子22中提出KSR案例是

否適用於設計專利的問題，不過沒有明確的指示。該案的系爭設計是輪胎的設計

（如圖12左邊所示），由於證據（如圖12中央及右側所示）中沒有組合先前技藝的

教示或建議，無法證明系爭專利之設計是屬於「顯而易知的」。 

法院如果想將KSR的參考指標應用於設計專利，要非常謹慎，因為，法院在

KSR案例中大多數討論主題與設計專利所保護的裝飾性外觀設計完全不相干。不同

的法律規範專利中不同類型的法定標的，設計專利之標的不同於發明專利，裝飾性

外觀是一個整體性考量的整體設計，不是由各個獨特設計特徵所組合的，也不是由

物品可達成之功能所組合而成的。 
 
 
 
 
 
 
 
 
 
 
 
 
 
 

 
 

圖12  Titan輪胎與相關先前技藝 

                                                        
22 參照Titan Tire Corp. v. Case New Holland, Inc., 566 F.3d at 1372-85 (Fed. Ci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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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設計的主要目標是以合於美學且令人愉悅的產品外觀來增加產品的價值以

及促進產品的銷售，這種作法與KSR案例中發明者的想法不同，他們只是要解決技

術問題，無須回應與顧及市場壓力。通常，設計人員無須解決特定的技術問題，可

能設計一個符合消費者與最終使用者期望且較理想的產品，可能創設出一個以前尚

未開發的市場需求。 

設計專利保護的是工業產品整體外觀所呈現的整體視覺效果，設計專利主張的

是整體設計而不是各個造形元件，是揭示於圖面中的設計或經由視覺所感受的整體

設計，不是產品的各個零件、組件、造形元素或各個獨特的設計特徵，而且，各個

造形元件經由不同的設計活動，例如：安排佈局、造形比例的修飾與表現形式的處

理等，所產生得視覺效果往往是無法預期的，當然也沒有KSR參考指標中「顯而易

見的嘗試」（obvious to try）的適用。其次，在設計實務中，設計人員很少會被侷

限於「少數確定可預期的解決方案」，因為，設計師尋求靈感的來源是沒有範圍限

制的，不一定要與其所設計的產品有所關聯，因此，KSR Guidelines中1-6項的邏輯

推論根本無法適用於設計專利，更不可能會影響設計專利的顯而易知性的審查與判

斷。 

在Bank of America公司 D462,247設計專利的雙方復審程序（ Inter Parties 

Reexamination）決定，這是個數據卡（Data Card）的設計專利，是一張矩形的數據

卡，四個角落以小圓弧角修飾，卡片正面上段有一水平橫條紋以及一小圓孔，其中

包含小圓孔座落於不同位置的五個實施例（如圖 13所示），請求人Vanguard 

Identification Systems提出Keller（美國發明專利No.6196594）及Drexler（美國發明

專利No.4711996）（如圖14所示）作為主要的證據，以顯而易知的理由申請重審該

專利案，審查人員以顯而易知的理由做出核駁審定。 

專利權人不服，向BPAI提起上訴，BPAI認為︰數據卡上的小圓孔是D462,247

設計專利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也無法從卡片中脫離出來，這個設計專利所保護的是

整體設計創造的視覺印象。然而，Keller與Drexler的卡片上都沒有小圓孔，不足以

作為D462,247設計專利缺乏非顯而易知性的證據，2010年3月13日作出撤銷原處分

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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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Bank of America公司D 462,247設計專利 
 
 
 
 
 
 
 
 
 
 
 
 
 
 

圖14  Keller的發明專利與Drexler的發明專利 

六、小  結 

美國專利法規定，申請專利之設計必須符合專利法第103條「非顯而易知性」

的法定要件。申請之設計是否屬於「非顯而易知」的評估，應以「所屬技藝領域通

常水準設計者」（簡稱為一般設計人員）的觀點而加以評估，也就是對一般設計人

員而言，設計與現有設計之間的差異是否顯而易知的。所謂的「一般設計人員」是

個假想的人，對於申請專利之設計所屬領域及相關領域現有設計有某種程度的熟

悉，應知道相關產品的普通設計知識，且具備可應用通常設計手法之能力。 

據上分析，美國設計專利制度對於可授與專利之設計的創作性要求雖採用較高

的標準，不過，在MPEP中又要求審查人員必須以客觀的證據（先前技藝必須揭示

現有設計與建議修飾之教示），來支持「顯而易知性」的認定，換言之，引證文件

中沒有修飾之建議或教示之揭露，就不能證明申請之設計是顯而易知的（如圖1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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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由此可得知，USPTO在審查實務中，要求嚴格的客觀證據藉以平衡「非顯而

易知」的高標準門檻，藉此放寬創作性之審查標準，因此，近年來也較少見有以

「非顯而易知」來核駁設計專利申請之案例。（下期待續） 
 
 
 
 
 
 
 
 
 
 
 

Egyptian Goddess Design Prior Art Prior Art 
 

圖15  Egyptain Goddess的設計專利與先前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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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專利侵權界定之等同原則 
——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 

馮曉青
* 

壹、問題的提出：專利侵權的判定方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以下簡稱《專利法》）第60條規定：「未經專利

權人許可，實施其專利，即侵犯其專利權。」侵犯專利權行為又被稱為專利侵權行

為，或簡稱專利侵權。根據《專利法》和世界各國、地區專利法之規定，界定專利

侵權首先需要明確專利權的保護範圍。《專利法》第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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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要求的內容。」由於專利權的保護範圍是判斷專利侵權的法律基礎和依據，對

確定專利侵權訴訟中被告行為是否構成專利侵權具有關鍵意義，除《專利法》做了

明確規定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也以司法解釋的形式進一步做了規範，

以增加司法的統一性和權威性。在2008年修改《專利法》之前，2001年6月最高人

民法院即發布了《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該司法解釋

第17條明文規定，《專利法》第56條第1款所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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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專

利權的保護範圍應當以權利要求書中明確記載的必要技術特徵所確定的範圍為準。

2009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480次會議通過的《關於審理侵犯專

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則重申：「人民法院應當根據權

                                                        
* 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法研究所教授、中國政法大學無形資産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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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人主張的權利要求，依據專利法第五十九條第一款的規定確定專利權的保護範

圍」；第2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根據權利要求的記載，結合本領域普通技術

人員閱讀說明書及附圖後對權利要求的理解，確定專利法第五十九條第一款規定

的權利要求的內容」；第3條第1款規定：「人民法院對於權利要求，可以運用說

明書及附圖、權利要求書中的相關權利要求、專利審查檔案進行解釋。說明書對

權利要求用語有特別界定的，從其特別界定。」第2款規定：「以上述方法仍不

能明確權利要求含義的，可以結合工具書、教科書等公知文獻以及本領域普通技

術人員的通常理解進行解釋。」這些規定為專利侵權案件中正確解釋權利要求提

供了可操作性的原則和思路，從而為界定專利權的保護範圍提供了法律適用基

礎。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專利法》沒有明確專利侵權的等同原則1，上述兩個

司法解釋則分別確認了專利侵權等同原則。其中，《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

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17條針對「以權利要求書中明確記載的必要技術特徵所確

定的範圍」指出，「也包括與該必要技術特徵相等同的特徵所確定的範圍」，並解

釋「等同特徵是指與所記載的技術特徵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實現基本相同的功能，

達到基本相同的效果，並且本領域的普通技術人員無需經過創造性勞動就能夠聯想

到的特徵。」《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4條

規定：「對於權利要求中以功能或者效果表述的技術特徵，人民法院應當結合說

明書和附圖描述的該功能或者效果的具體實施方式及其等同的實施方式，確定該

技術特徵的內容」；第7條規定：「人民法院判定被訴侵權技術方案是否落入專

利權的保護範圍，應當審查權利人主張的權利要求所記載的全部技術特徵。被訴

侵權技術方案包含與權利要求記載的全部技術特徵相同或者等同的技術特徵的，

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其落入專利權的保護範圍；被訴侵權技術方案的技術特徵與權

利要求記載的全部技術特徵相比，缺少權利要求記載的一個以上的技術特徵，或

者有一個以上技術特徵不相同也不等同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其沒有落入專利權

                                                        
1 在第三次修訂《專利法》過程中，修改草案曾一度出現了等同侵權的條款，但最終被放棄。

參見Xiaoqing Fe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nhancing the Capacity for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Patent Protection: A Perspective on the Third Amendment to the Patent Law of the P. R. 
China, 10(1) J. TECH. L. & POL’Y, Spring 77-8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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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護範圍。」這些規定為人民法院在專利侵權糾紛案件中適用等同原則判斷侵

權提供了法律依據和操作準則。本文即以等同侵權原則作為考察物件，從理論與

實證分析的角度進行研究。  

貳、專利侵權等同原則的概念 

如上所述，專利權利要求限定了專利權的保護範圍。在專利侵權糾紛中，判斷

被控侵權行為是否構成侵犯專利權的基本方法就是，以受專利保護的權利要求為核

心，分解權利要求限定的技術特徵，明確其內涵和數量，然後將被控侵權物（產品

或者方法）的技術特徵與原告專利權利要求限定的技術特徵進行比較。如果被控侵

權物的技術特徵全部被專利權利要求限定的技術特徵所覆蓋，就認為構成了專利侵

權。這就是所謂全部覆蓋原則。全部覆蓋原則對應於相同侵權、字面侵權的情況。 

不過，在專利侵權訴訟實務中，被告為了規避侵權責任，往往在研究了專利說

明書和權利要求書以後，採取偷樑換柱、改頭換面的方法，以所屬技術領域普通技

術人員不經過創造性的勞動即可以聯想到的技術手段對專利權利要求的個別或者部

分技術特徵進行修改，實現專利技術能夠達到的優點、目的或積極效果。這種「修

改」與技術解決方案無關，其結構變化、形狀變化、參數變化或尺寸變化不會影響

專利技術的必要技術特徵。此時就不能僅以權利要求的文字嚴格解釋專利保護範

圍，而必須借助說明書和附圖來解釋權利要求，將專利法上認為完全等同或是實質

上相同的東西包括在專利保護範圍之內。於是在專利侵權理論上產生了「等同原

則」或「等同論」，它現已被各國所普遍採用。它是專利相同侵權、全面覆蓋原則

的必要補充，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導致等同特徵替換手段直接相關。 

具體地說，等同原則作為判斷專利侵權是否成立的重要方法，是指將被控侵權

物的技術構成與專利權利要求記載的必要技術特徵進行比較，若專利所屬技術領域

的普通技術人員在研究了專利權利要求和說明書後，不需要經過創造性的勞動即能

夠聯想到以替換手段實現專利發明的目的和積極效果，且與專利技術相比在目的、

功能、效果上相同或者基本相同，法院即可判定專利侵權成立。適用等同原則而認

定的專利侵權又被稱之為等同侵權。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頒布的《專利侵權判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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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問題的意見（試行）2》中，即規定：「等同原則，是指被控侵權物（產品或方

法）中有一個或者一個以上技術特徵經與專利獨立權利要求保護的技術特徵相比，

從字面上看不相同，但經過分析可以認定兩者是相等同的技術特徵。這種情況下，

應當認定被控侵權物（產品或方法）落入了專利權的保護範圍。」 

在專利侵權的訴訟中，等同原則的適用是為了防止侵權人透過對專利技術方案

進行的非實質性修改而逃避專利侵權的制裁，從而給專利權人有效的救濟。在構成

等同侵權的條件下，如果仍嚴格按照權利要求進行字面解釋，將使專利權人的利益

得不到充分保障。 

參、等同原則的法理基礎 

等同原則在專利侵權司法實務中的適用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礎。以下主要從公平

正義原則和利益平衡原理的角度進行解讀。 

一、公平正義原則 

一般認為，專利制度的兩大基本屬性是壟斷和公開。就實施專利制度的基本形

式專利法而言，專利權保護水準和範圍反映了法律對專利權人專有權利與公眾自由

使用技術之公有領域的適當劃分，這種劃分應體現公平正義原則。 

等同原則從其出發點和形式上看是為了更充分地保護專利權人的利益，而不是

公眾的利益，因為它將那些與專利權利要求的必要技術特徵不完全相同或者一一對

應的被控侵權物，在手段、功能、效果一致的情況下認定為專利侵權。等同原則的

適用可以避免那些以合法的形式逃避專利侵權制裁的侵權行為。從實質上，則體現

了法律的公平正義精神。原因是，在專利侵權糾紛案件中，時常存在著上述情況，

真正完全「照葫蘆畫瓢」的公然仿製行為越來越少見，如果不將上述情況納入專利

侵權而追究被控侵權人的專利侵權責任，就會助長侵權人以等同替換的手段實施專

利侵權行為，從而不利於充分保護專利權人的利益，而這對專利權人來說也是不公

                                                        
2 此類規定不具有司法解釋的地位和效力，但在地區司法管轄範圍內仍具有特定的含義，同時

也具有一定的學理研究價值，故本文仍將其納入研究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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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由於司法判決的功能和作用並不限於個案的是非曲直問題，它還承載了法律

的教育、評價、指引和威懾等功能。適用等同原則判定專利侵權，則可以有效地規

制以等同替換的手段實施專利侵權行為，充分有效地保護專利權人的利益，促使人

們透過正當手段開展技術競爭和市場競爭，也有利於在技術領域建立公平競爭秩

序。這樣也就實現了專利法的正義目標。因此，從公平正義的角度看，等同原則的

適用具有合理基礎。 

二、利益平衡 

利益平衡是知識產權法價值構造的基本內核3。從專利法的價值構造看，專利法

存在著以下三個層次的對價：作為專有權利的專利權與公有領域、作為私權的專利

權與公共利益保護，以及權利保護與權利限制。專利法中的利益平衡關鍵是專利權

人的利益與社會公眾就專利技術的歸屬、利用、傳播之間的利益平衡4。 

等同原則的適用則正是平衡專利權人對專利技術的壟斷權與社會公眾自由利用

技術的重要分水嶺。等同原則適用的本意在於防止他人就專利權利要求中某些技術

特徵作一些非實質性改變或替換，以規避侵權責任。為此，需要突破將專利權利要

求的保護範圍嚴格限於字面限定的框框，而應當拓展到權利要求技術特徵的等同範

圍。顯然，適用該原則擴大了專利權的保護範圍，對專利權人有利。同時，等同原

則的適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認定專利侵權的不確定性以及社會公眾瞭解專利權保

護範圍的難度。無論如何，等同原則的適用不應妨礙到公眾自由、合理地利用技

術。等同原則「是一個平衡點，它的基本要點就是平衡專利權人的利益與社會公眾

的利益，把握適當，既可以有效地保護專利權人的利益，又能促進科技進步，否則

就可能適得其反」5，該原則的正確適用有利於排除那些以等同替換手段實施專利權

人的專利技術，在事實上損害專利權人合法利益的侵權行為，從而有利於實現專利

權人與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平衡。特別是從等同原則適用相關的一些原則，如公知

                                                        
3 參見馮曉青，知識產權法的價值構造：知識產權法利益平衡機制研究，中國法學，2007年，

1期，67頁。 
4 參見馮曉青，知識產權法利益平衡理論，2006年，420頁。 
5 鄧燕輝，論等同原則在專利侵權判斷中的適用問題——多粒寶石自動粘貼裝置實用新型專利

侵權糾紛案評析，科技與法律，2010年，5期，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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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抗辯原則、禁止反悔原則、公開貢獻原則等的適用，更加容易理解等同原則適

用的利益平衡價值目標和追求。 

利益平衡原理不僅可以合理地解釋等同原則適用的正當性，而且在專利侵權糾

紛案件中法官確立利益平衡的理念，對於正確地判定專利侵權是否成立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義。例如，在專利侵權司法實務中，如果過分強調對專利權的保護，而忽視

專利權人利益與公眾利益的平衡，就可能造成無原則地放鬆等同原則的適用範圍，

將一些事實上不構成等同侵權的合法使用行為納入專利侵權範疇的局面，從而損害

社會公眾利益而不利於實現專利法的立法宗旨。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

當前經濟形勢下知識產權審批服務大局若干問題的意見》即指出：「要嚴格等同侵

權的適用條件，探索完善等同侵權的適用歸責，防止不適當地擴張保護範圍。」 

肆、等同原則在司法實踐中的產生與變革 

等同原則首先是在美國專利司法實務中產生的。這一原則的確立也反映了美國

在對專利權利要求解釋上從早期的中心限定主義向周邊限定主義延伸的趨向。美國

對等同原則的發展也是透過司法判例加以變革的。 

1814年Odiorne v. Winkley案6中，斯托裏法官指出，僅僅以似是而非的不同或輕

微的改進，不能動搖原有發明人的權利。1854年Winans v. Denmead案7是美國最早

運用等同原則判定專利侵權的案件之一，也是美國最高法院認可等同原則的首起判

例。在該案中，維納斯設計的一種車廂獲得了專利，該車廂呈圓錐形、可平均分配

壓力。丹麥德設計的車廂則是上部呈八角形、下部呈倒金字塔形。維納斯起訴丹麥

德構成專利侵權。美國最高法院認為，專利權人不能造出絕對的圓錐體，在被告的

車廂形狀與原告的圓錐體足夠地接近時，兩者的功能、效果差別不大，應判定侵權

成立。法院指出：專利的保護範圍並不限於字面含義，而應包括已經寫明的權利要

求的所有等同物8。法院還指出，當（專利的）形式與實質不可分時，只要看形式就

                                                        
6 18 F. Cas. 581, 582. 
7 15 How. 330, 347 (1854). 
8 參見董紅梅，等同侵權行為的判斷，知識產權，2004年，3期，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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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判定構成專利侵權。如果兩者是可分的，他人就可能用不同形式抄襲發明，不

能構成侵權的抗辯理由9。法院認為，允許公眾自由地改變專利應用的形式和特點從

而構成實質性地抄襲專利技術，這不利於對專利權人獨占權利的保護。因此，專利

權人主張權利的發明，應包含其發明可能被抄襲的任何形式，除非專利權人事先放

棄了這些形式10。法院判決的這一觀點很清楚地表明，有必要引入等同原則以彌補

字面侵權的不足。 

在美國最高法院1950年審理的Grave Tank & Mfg Co. v. Linde Air Products Co.

案11推動了等同原則的發展。在該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將技術特徵的三要素即「功

能—方式—效果」作為技術特徵等同的標準，即「專利權人可以根據等同原則指控

某裝置的廠商，如果該裝置以實質相同的方式，起到實質相同的功能，達到等同效

果。」此即著名的「功能—方式—效果」三要素標準。在原被告技術特徵的功能、

方式和結果相同的情況下，可以適用等同原則。法院認為在不構成字面侵權的情況

下，如果被控侵權的產品或者方法的技術特徵和原告專利權利要求的技術特徵實質

等同，則構成專利侵權。等同原則擴展了權利要求文字內容表達的保護範圍。在適

用該原則時，法院可以參考說明書和附圖的內容，但是又不必僅僅限於說明書和附

圖的內容，還可以參考所屬領域中的技術人員對發明的理解、公知的技術常識、有

關專家的證言等12。 

在1987年Pennwalt Corp. v. Durand-Wayland, Inc.案13中，少數派班納特主張從整

體上比較被控侵權的技術方案與涉案專利技術之間的相似性，反對按照技術特徵與

技術特徵之間的一一比較，認為這樣會使等同原則的適用失去靈活性，進而削弱該

原則的價值。在1997年Warner-Jenkinson Co. v. Hilton Davis Chem., Co.案中，美國最

高法院則強調了「全部技術特徵限定」的等同，摒棄了整體等同原則的適用性。法

院認為，在適用等同原則時應將發明作為整體加以考慮，研究專利權利要求的諸技

                                                        
9 參見曲三強，專利侵權歸責的等同原則研究，現代財經，2002年，9期，3頁。 
10 專利等同侵權判定的由來與基本內容，知識産權競爭動態，2010年，3期，15頁。（本文無

作者資料，資料來源：Westlaw數據庫） 
11 339 U.S. 605 (1950). 
12 尹新天，專利權的保護，2005年，375頁。 
13 Pennwalt Corp. v. Durand-Wayland, Inc. United States of Appeal, Federal Circuit, 1987, 883 F.2d 

931, 4 U.S.P.Q.2d 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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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特徵，因為這些技術特徵對於確定專利權的保護範圍具有實質意義。換言之，在

適用等同原則時不允許忽略專利權利要求中的任何一個技術特徵，以避免不適當擴

大專利權的保護範圍。法院認為，判斷的關鍵是看被控侵權的產品或者方法是否包

含了專利發明的技術要素相同或者等同的技術要素。 

關於等同原則在專利司法實務中的適用，除了美國做法外，歐美國家也逐漸引

入了該原則。例如，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公布的五個案例被認為是專利侵權等同原則

適用的判例法。根據這些判例，法院判定等同替換時，需要重點考慮以下問題：被

控侵權物在解決發明意圖解決的技術問題時採用的替代手段儘管不同，但在客觀上

是否具有相同的效果；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的技術知識能否認識到技術手段具有相

同的效果，以及本領域的普通技術人員是否依賴於專利權利要求的啟示才能認識到

替代物具有等同的品質。又如，日本在1998年其最高法院在「無限折動用滾珠花鍵

軸承」專利侵權案中，提出了適用等同侵權的要件：非本質部分、置換可能性、置

換容易性、非公知技術以及特別事由14。 

在中國，等同原則也是在司法實踐中產生出的用於判斷專利侵權的原則之一。

有關案例將在本文第陸部分討論。 

伍、等同原則的適用 

判斷專利侵權首先應考慮全面覆蓋原則。在專利侵權判定中，當適用全面覆蓋

原則判定被控侵權物（產品或方法）不構成侵犯專利權的情況下，則應當適用等同

原則進行侵權判定15。 

一、等同侵權認定的時間 

判斷等同侵權的基準時間，即在何時存在的技術手段、工具或設備構成等同手

段或者等同物，各國、地區的做法並不相同。如德國、日本、加拿大和韓國以專利

申請日或優先權日為准，英國以專利公開日為准，美國、法國判例以及世界知識產

                                                        
14 參見張廣良，論我國專利等同原則的適用及限制，知識產權，2009年，5期，31-32頁。 
15 參見《專利侵權判定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3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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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組織《專利法協調條約》第21條以專利侵權日為准。如按照美國最高法院的觀

點，因為等同原則判斷的是侵權行為發生時（被控侵權產品或方法）的技術特徵與

權利要求記載的相應技術特徵是否等同，因此，恰當的時間基點就是侵權行為發生

時16。 

應當說，上述幾種標準各有千秋，體現了專利保護的不同價值取向，而這些不

同的界定標準也決定了科技發展所產生的新的替代品的利益歸屬。 

就以申請日或者以優先權日為標準而言，該基準日標準有利於公眾，因為在專

利申請被公開前，公眾並不知曉專利技術的內容。 

就專利公開日標準而言，其優點是兼顧了專利權人和社會公眾，因為公告後社

會公眾可以知悉相關的專利技術資訊內容。以此標準確立判定等同原則的基準日，

似乎有較大的合理性。 

就以專利侵權日為準而言，這一基準日側重於對專利權人的充分保護，對專利

權人有利，也便於操作。因為專利申請獲得授權後，至專利侵權發生期間，往往存

在一段時間，而這一期間很可能存在新的技術發明，原有的專利技術、產品有被新

的技術、產品替代的危險。正是基於此，主流觀點仍然認為以專利侵權日作為等同

原則判定的時間基準日具有合理性。現行司法實務中，一般也是以專利侵權日為判

斷基準的。如《專利侵權判定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37條規定：「判定被控

侵權物（產品或方法）中的技術特徵與專利獨立權利要求中的技術特徵是否等同，

應當以侵權行為發生的時間為界限。」不過，該標準依然存在一個難以克服的問

題，即對於同一技術的等同物，因為在不同時間段技術發展狀況可能不同，容易造

成司法不統一的缺陷。也正是基於此，主張專利公開日標準的觀點也不少見。 

二、等同侵權的判定人員 

關於等同原則判定的人員，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已經明確應以專

利技術所屬技術領域的普通技術人員的角度進行判斷，有利於統一等同侵權判斷的

標準。這裡的普通技術人員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在專利侵權糾紛司法實務中，對被

控侵權的技術進行對比時，法官需要站在普通技術人員的高度，以確認等同侵權是

                                                        
16 尹新天，註12書，4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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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需要避免出現的情況，一是將等同侵權的判定人員等同於專利技術行業內

相當於中等專業技術職稱的人員；二是根據專家的觀點認定。在確定等同侵權的判

定人員方面，中國《專利審查指南》的規定值得借鑑：等同侵權認定的主體是這樣

一種人：「他知曉發明所屬技術領域所有的現有技術，具有該技術領域中普通技術

人員所具有的一般知識和能力，他的知識水準隨著時間的不同而不同。」在以侵權

日為等同侵權基準日的情況下，判斷人員則是在侵權發生期間該專利所屬領域的普

通技術人員。上述判斷等同侵權人員標準的規定表明，等同替換不存在創造性勞動

發揮的空間，因為它對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來講是顯而易見的。這從一個側面也反

映了專利法保護和鼓勵創新的實質。 

三、等同原則判定的方法——從整體等同理論到技術特徵逐一

比較法的適用 

在適用等同原則判定專利侵權方面，司法實務中發展了兩種不同的判斷方法，

即整體等同理論與技術特徵逐一比較法（以下簡稱逐一比較法）的適用。其中整體

等同理論認為，應從整體上考慮被控侵權技術是否構成等同侵權，而不必拘泥於各

項技術特徵。整體等同理論要求將專利權利要求保護的發明作為一個整體看待，認

為等同侵權是技術方案的等同。整體等同理論也是在美國司法實務中被提出的，其

中代表性的案例是1983年的Hughes Aircraft Co. v. Uniteds States案17。整體等同理論

過分地偏向於專利權人，它使得專利保護範圍更加不確定，而使法院對權利要求的

解釋享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權。在實務中，整體等同理論的適用還容易導致被控侵權

產品或者方法缺乏專利權利要求的一項或一項以上技術特徵仍然被認定為專利侵權

的現象。因此，該案判決後即受到較大的質疑。 

逐一比較法又稱為全部技術特徵理論、全要素原則，它認為不能籠統地確定權

利要求的等同物，應將被控侵權的產品或者方法的技術特徵與專利權利要求的技術

特徵逐一進行比較，才能相對確定專利權的保護範圍，整體等同理論的適用將會導

致專利保護範圍的不確定性。專利侵權需要判定的是被控侵權物是否落入了專利保

護範圍。逐一比較法比較的是技術特徵，而不是將被控侵權產品與專利產品進行比

                                                        
17 339 U.S. 605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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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裡的「技術特徵」應具有以下兩個條件：其一是獨立性，即它不需要再與其

他內容組合就能夠實現其自身的功能；其二是價值性，即不僅具有獨立的功能，而

且在事實上已經在整體技術方案中發揮了作用或者產生了技術影響18。根據逐一比

較法，在進行等同對比時，儘管侵權物的技術特徵與專利權利要求記載的技術特徵

有所區別，但這種區別並不是專利技術的本質部分。根據逐一比較法比對可以得出

以下結論：如果被控侵權物的技術特徵完全包含了專利權利要求的各項技術特徵，

或者在專利權利要求的各項技術特徵之上還新增了技術特徵，則符合全面覆蓋原則

而屬於字面侵權。若被控侵權物的技術特徵少於專利權利要求的技術特徵，但能產

生相同的功能、達到同樣的效果，則因具有技術進步因素而不能被認定為專利侵

權。若被控侵權物中的技術特徵有部分不同於權利要求中的技術特徵，但這部分卻

是以基本上相同的方式、實現基本相同的功能、達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則這部分技

術特徵構成等同技術特徵，等同侵權成立。 

到目前為止，逐一比較法取得了統治地位，整體等同理論被逐漸放棄19。這自

然與一些重要的司法判例的觀點有關。例如，美國最高法院在前述Warner-Jenkinson 

Co. v. Hilton Davis Chem., Co.案中將整體效果分析改變為「特徵一一對應說」，即

進行逐項要素的比較，認為應就專利權利要求的每一個技術特徵進行比較和分析，

而不限於從整體上進行綜合性的判斷和分析。該方法為在專利侵權糾紛案件中合理

地平衡專利權人的利益和社會公眾的利益提供了更為客觀的標準和思路，因而頗受

歡迎。 

逐一比較法反映了全部技術特徵比較的全面覆蓋原則，它能夠比較穩定地確定

專利權的保護範圍。這一做法不僅通過美國司法實務被逐步確立，在中國大陸和台

灣也被吸收。如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專利侵權判定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

35條規定：「等同物應當是具體技術特徵之間的彼此替換，而不是完整技術方案之

間的彼此替換。」第38規定：「適用等同原則判定侵權，僅適用於被控侵權物（產

品或方法）中的具體技術特徵與專利獨立權利要求中相應的必要技術特徵是否等

同，而不適用於被控侵權物（產品或方法）的整體技術方案與獨立權利要求所限定

                                                        
18 參見鄧基聯主編，專利糾紛判解，2009年，101頁。 
19 中國大陸也出現過運用整體等同論判定專利侵權的案例。如周林訴奧美公司、華奧公司專利

侵權案以及卓有惟訴北京淩盛體飛科貿易有限公司專利權侵權案中，法院即持這種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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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術方案是否等同。」 

四、根據等同原則判定等同侵權的常見表現形式 

根據等同原則，總結專利司法實踐案例，等同侵權發生的情形常見的有以下幾

種形式： 

(一)等同替換 

這是最常見的一種形式。它指的是與專利保護技術特徵上所屬公知的等同技術

特徵，常見的如在機械上用螺絲釘代替鉚釘、用齒輪替代皮帶輪，在化學上用氫氧

化鈉代替氫氧化鉀等。等同替換也就是要素的替換，它是技術特徵的簡單替換，其

特點是所替換的技術特徵與專利技術相應的技術特徵之間具有等效性，即在目的、

功能和效果上本質相同。根據《專利侵權判定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36條規

定，「等同物代替」包括對專利權利要求中區別技術特徵的替換，也包括對專利權

利要求中前序部分技術特徵的替換。 

(二)部件移位 

這是指移動被控侵權產品中某些部件的位置，以改變與專利權利要求書中記載

的相應的部件之間對應關係、改變部件之間的結構關係的行為。如將關鍵部位從左

邊移到右邊，或者從上部移到下部，而這種結構上的簡單變化並沒有引起功能、作

用、效果的任何變化，也不存在實質上的改進。 

(三)技術特徵的分解或者合併 

技術特徵的分解見於被告為避免侵權，而將原告專利權利要求的某一個必要技

術特徵分解為若干技術特徵；技術特徵的合併則見於用一個或幾個技術特徵代替原

告專利權利要求中的多個技術特徵。如果上述分解或者合併並沒有產生新的技術功

能、作用、效果，則構成等同侵權。技術特徵的分解或者合併也可以稱之為組合方

式的變化。 

另外，在確認被控侵權行為屬於等同侵權的某種形式而認定等同的範圍時，也

需要注意不同性質的發明。《專利侵權判定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40條即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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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進行等同侵權判斷，對於開拓性的重大發明專利，確定等同保護的範圍可以

適當放寬；對於組合性發明或者選擇性發明，確定等同保護的範圍可以適當從

嚴。」這說明，專利發明的創造性程度對確定等同原則的適用範圍具有一定影響。 

五、等同原則適用的限制問題 

上述等同原則的適用有諸多限制，如禁止反悔原則限制、現有技術限制和捐獻

原則限制。限於篇幅，本文僅做簡要分析。 

就禁止反悔原則限制而言，它與等同原則適用具有十分密切的關係。禁止反悔

原則同樣是在專利司法實務中產生出來的原則。如在2002年美國最高法院作出的一

個判決中，法院指出這個案件要求我們審視等同原則和禁止反悔之間的關係，禁止

反悔是專利解釋規則，以保證權利要求的解釋應參考那些被取消或者拒絕的文件。

法院確立的基本原則是，原專利權利要求和修改後的權利要求的範圍視為專利權人

放棄了的範圍，除非專利權人能夠提出可預見性原則主張某個具體的等同物仍然予

以維持了20。禁止反悔原則旨在防止專利權人採用出爾反爾的策略，即在專利審批

過程中為了獲得專利權而對其保護範圍進行了某種限制，或者強調權利要求中某個

技術特徵對於確定其新穎性、創造性如何重要；到了侵權訴訟時又試圖取消所作的

限制，或者強調該技術特徵可有可無，試圖擴大其保護範圍。禁止反悔原則與等同

原則的作用相反，是對等同原則的限制；但兩者也是相輔相成的，共同確保對專利

權人提供充分又適度的法律保護。 

就現有技術限制而言，是被訴侵權人用於對抗專利權人侵權指控的一種不侵權

抗辯，該制度的理論基礎是，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不得包括現有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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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理論上被稱為公知技術抗辯原

則。國內外有關專利侵權糾紛案件即有體現，如美國1999年威爾森案、中國北京市

高級人民法院1999年第5號民事判決的旗杆專利侵權糾紛案等。關於如何確定被訴

侵權人實施的技術屬於現有技術，《審理侵犯專利權案件應用法律解釋》第14條規

                                                        
20 參見Festo viii, 535 U.S. (2002)案。國內案例，參見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2002)濟民三初字第

18號民事判決、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03)魯民三終字第35號民事判決。 



120  

專利師︱第六期︱2011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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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利法第六十二條規定的現有技術。」這就從操作性的角度出發，將被訴落入專利權

保護範圍的技術特徵，而非被訴侵權人實施技術的全部技術特徵，與一項現有技術

的相應技術特徵進行對比。如果兩者相同或者無實質性差異，則可以認定被訴侵權

人實施的技術屬於現有技術，從而免除其侵權責任。 

就捐獻原則而言，該原則的基本內容是，如果專利權利要求的某個技術特徵在

說明書中被公開了，但並沒有在權利要求中主張，該技術特徵就被認為是貢獻給了

公眾，權利人對之不得主張權利，也不得主張等同侵權。該原則在國外司法實務中

也得到了充分體現。例如，在Johnson & Johnston Associates, Inc. v. R. E. Service Co., 

Inc.案中，美國聯邦巡迴上訴法院即持此觀點21。 

上述限制體現了法律既需要充分地保護專利權人的合法權益，也需要維護專利

權的穩定性和社會公眾利益，避免對專利權的保護絕對化。 

陸、專利侵權糾紛司法實務中等同原則的適用 
——中國大陸近年典型案例探析 

一、北京實益拓展科技有限責任公司與陝西三安科技發展有限

責任公司確認不侵犯專利權糾紛上訴案22 

該案一審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查明：2005年2月23日國家知識產權局授予實益

公司「自動消防泄壓閥」實用新型專利權。該專利曾在2007年12月19日，國家知識

產權局專利復審委員會根據專利無效宣告請求人三安公司的申請，作出宣告部分無

效的決定。修改後的權利要求為：1.自動消防泄壓閥，包括閥體和設置於該閥體空

腔內的葉片，其特徵在於所述葉片連接有驅動裝置；所述驅動裝置為壓差控制驅動

裝置；所述壓差控制驅動裝置包含電磁牽引器和控制該電磁牽引器動作的測壓裝

                                                        
21 參見285 F.3d 1046 (Fed. Cir. 2002). 另參見MANTIN J. ADELMAN, RANDALL R. RANDER & 

GORDON, P. KLANNCNIK, PATENT LAW 347 (2008). 
22 陝西省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9)陝民三終字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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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所述電磁牽引器的牽引連杆與所述葉片相連接。權利要求2-6是權利要求1的從

屬權利要求，其中採用了一些附加技術特徵對權利要求1的技術方案作出進一步的

限定。 

一審法院對原被告雙方的技術特徵進行了對比。實益公司專利技術特徵是：1.

包括閥體和設置於該閥體空腔內的葉片；2.葉片連接有壓差控制驅動裝置；3.壓差

控制驅動裝置包含電磁牽引器和控制該電磁牽引器動作的測壓裝置；4.電磁牽引器

的牽引連杆與所述葉片相連接。三安公司生產的「自動泄壓口」技術特徵為：1.設

置於該閥體空腔內的葉片；2.葉片連接有壓差控制驅動裝置；3.壓差控制驅動裝置

包含電動機和控制該電動機動作的測壓裝置；4.電動機與葉片軸直接對接，連杆與

葉片組同步。三安公司認為，爭訟之產品的技術特徵與實益公司的專利不同，主要

區別：一是其產品中沒有電磁牽引器，使用的是電動機；二是沒有牽引連杆，電動

機與葉片軸直接對接，連接方式不同；此外涉案專利權利要求已經修改，按照禁止

反悔原則，不應以原權利要求的內容進行比對。實益公司則認為，專利中的「電磁

牽引器」與三安公司產品中的「電動機」具有相同的用途，屬於等同特徵替換，用

電動機替代電磁牽引器動作延緩，使技術變劣；三安公司產品中的「同步連杆」與

專利中的「牽引連杆」技術特徵相同。 

關於三安公司是否構成專利侵權問題，一審法院認為判定侵犯專利權過程中應

將本專利權利要求書中記載的必要技術特徵與被控侵權物的相應技術特徵逐一進行

對比。在本案不適用全面覆蓋原則的情況下，應考慮等同原則問題。等同原則是指

被控侵權物中有一個或者一個以上技術特徵與專利獨立權利要求保護的技術特徵相

比，從字面上看不相同，但經過分析可以認定二者是相等同的技術特徵。經對比，

二者技術特徵1、2相同，3、4字面表述不同，因此是否符合等同原則應具體分析。

法院分析了爭訟之專利中的「電磁牽引器」與三安公司產品中的「電動機」是否屬

於等同特徵替換。法院首先判斷「電磁牽引器」與「電動機」是否屬於基本相同的

手段。法院認為「電動機」的原理是「通電導體在磁場中受到力的作用」而發生旋

轉，而「電磁牽引器」的原理是線圈通電後產生磁力，吸引鐵質零件直線運動，兩

者的工作原理不同；電磁牽引器輸出的是直線運動，而電動機輸出的是旋轉運動。

因此，電動機與電磁牽引器是不同的手段。其次，在功能方面，由於電磁牽引器輸

出的是直線運動，而電動機輸出的是旋轉運動，兩者功能顯然不同。最後，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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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電磁牽引器需要借助於牽引連杆和撥杆的配合，才能完成直線運動向旋轉運

動的轉換；而電動機直接輸出旋轉運動，不需要借助於中間零件來轉換，故兩者效

果明顯不同。基於此，「電磁牽引器」與「電動機」不具有等同替換的特徵，不適

用於等同原則。 

本案專利中的「牽引連杆」與三安公司產品中的「同步連杆」技術特徵是否相

同或等同的問題，從字面上看二者不同；是否具有等同的技術特徵，同樣依據上述

規定進行判斷。首先關於兩者是否屬於基本相同的手段，由於專利中的「牽引連

杆」位於「電磁牽引器」與「葉片」之間，是連接「電磁牽引器」與「葉片」的零

件，它與撥杆構成的是一種曲柄連杆機構，是向葉片傳遞力和運動的一部分，而三

安公司產品中的「同步連杆」與另外兩個杆件構成的是一種平行四邊形機構，「同

步連杆」並不處於「電動機」與第一「葉片」之間，它不是向第一「葉片」傳遞力

和運動的一部分，即與第一葉片無關，曲柄連杆機構與平行四邊形機構不是等同的

運動機構，因此二者不屬於等同的技術手段。其次，關於兩者是否屬於基本相同的

功能，由於專利中的「牽引連杆」的一端必須與「電磁牽引器」輸出軸連接，「牽

引連杆」的另一端必須與葉片連接，才能完成直線運動到旋轉運動的轉換，而三安

公司產品中的「同步連杆」只是為了在第一葉片轉動的同時，使得第二葉片與第一

葉片同步轉動，這個路線與電動機輸出的讓第一葉片旋轉的路線無關，如果沒有第

二葉片，則不需要該「同步連杆」，故「牽引連杆」與「同步連杆」的功能性質不

同。最後，關於兩者是否屬於基本相同的效果，由於「牽引連杆」是「電磁牽引

器」動力輸出的必經之路，是「電磁牽引器」帶動「葉片」轉動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否則動力無法抵達葉片，而三安公司產品中的「同步連杆」並不是「電動機」

動力輸出的必經之路，沒有它第一葉片照樣轉動，故兩者也不屬於基本相同的效

果。綜上，「牽引連杆」與「同步連杆」不具有等同替換的特徵，不適用於等同原

則。 

三安公司生產、銷售的「自動泄壓口」技術特徵3、4的文字表述與實益公司相

對應的專利技術特徵3、4不同，且從雙方提供的證據綜合判斷可以證明兩者生產工

藝技術手段不同、功能不同，所達到的技術效果也是不相同的；對於本領域普通技

術人員而言只有經過創造性勞動才能實現，因此三安公司認為其生產、銷售的「自

動泄壓口」技術特徵與爭訟之專利的技術特徵不相同，被控侵權產品的技術特徵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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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實益公司專利權利要求記載的全部技術特徵，不構成對實益公司專利權的侵

犯。 

一審宣判後實益公司不服，提起上訴。二審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等同原

則是指侵權物的技術特徵同專利權利要求中記載的必要技術特徵相比，表面上看有

一個或若干個技術特徵不相同，但實質上是用實質相同的方式或者相同的技術手

段，替換了屬於專利技術方案中的一個或若干個必要技術特徵，使代替（侵權物）

與被代替（專利技術）的技術特徵產生了實質上相同的技術效果。二審法院經對

比，認定「電動機」與「電磁牽引器」不是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實現基本相同的功

能、達到基本相同的效果，不具有等同替換的特徵。「同步連杆」與「牽引連杆」

也不是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實現基本相同的功能、達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因此，不

具有等同替換的特徵。綜上，實益公司認為專利中的「電磁牽引器」、「牽引連

杆」與三安公司的「電機」、「同步連杆」屬於等同替代的問題此項上訴理由不能

成立。 

在上述案件中，一、二審法院在排除三安公司字面侵權的前提下，著重從等同

原則方面加以判別。法院將專利權人的涉案專利技術權利要求限定的技術特徵與被

控侵權物的技術特徵進行了細緻的分解，然後分別加以對比，並針對兩者不相同的

技術特徵即涉案專利中的「電磁牽引器」、「牽引連杆」分別與三安公司的「電動

機」、「同步連杆」相比，分別從技術手段、功能和效果方面加以評判，結果發現

「電動機」與「電磁牽引器」以及「同步連杆」與「牽引連杆」不是以基本相同的

手段、實現基本相同的功能、達到基本相同的效果，不具有等同替換的特徵，從而

得出三安公司不構成專利侵權的結論。儘管本案兩審法院均排除了等同原則的適

用，但本案仍不失為涉及等同侵權適用的重要案例。 

二、湖北午時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與澳諾（中國）制藥有限 
公司、王軍社侵犯發明專利權糾紛案23 

2006年11月25日，澳諾（中國）制藥有限公司起訴至河北省石家莊市中級人民

法院稱，湖北午時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午時藥業公司）生產、銷售其產品新鈣特牌

                                                        
23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9)民提字第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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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酸鈣鋅口服溶液」侵犯了其專利權。一審查明，2000年12月15日國家知識

產權局授予孔彥平「一種防治鈣質缺損的藥物及其製備方法」發明專利專利權，專

利號為ZL95117811.3。該專利權利要求1為：「一種防治鈣質缺損的藥物，其特徵

在於：它是由下述重量配比的原料製成的藥劑：活性鈣4-8份，葡萄糖酸鋅0.1-0.4

份，穀氨醯胺或谷氨酸0.8-1.2份。」2006年4月3日，專利權人孔彥平與澳諾公司簽

訂專利獨占實施許可合同書，規定由被許可方獨立向侵權行為人提起訴訟。為判斷

午時藥業公司生產的「葡萄糖酸鈣鋅口服溶液」技術特徵是否落入澳諾公司所主張

的專利權保護範圍，一審法院委託了北京紫圖知識產權鑑定中心進行了技術鑑定。

鑑定結論認為，涉案專利為穀氨醯胺或谷氨酸，鹽酸賴氨酸與專利的谷氨酸是不同

的氨基酸，具有不同的營養價值，但在防治鈣質缺損的藥物中兩者是與鈣劑配伍使

用，且均實現促進鈣吸收的功能和效果，所以二者等同；除上述特徵等同外，午時

藥業公司產品與涉案專利兩者用途相同，其餘原料相同，均為葡萄糖酸鋅，各種原

料的用量比例相同。鑑定結論為：「湖北午時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新鈣特

牌』葡萄糖酸鈣鋅口服溶液藥品與涉案專利的技術方案相等同。」一審法院遂據此

判決午時藥業公司未經專利權人許可生產、銷售上述產品，已構成侵權。 

午時藥業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河北省高級人

民法院作出(2007)冀民三終字第23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午時藥

業公司申請再審。最高人民法院再審除就權利要求1是否為封閉式結構以及對於權

利要求1中記載的「活性鈣」應如何解釋進行闡明以外，主要就活性鈣與葡萄糖酸

鈣是否等同、穀氨醯胺或谷氨酸與鹽酸賴氨酸是否等同進行了界定。最高人民法院

認為，關於活性鈣與葡萄糖酸鈣是否等同問題，專利權人在專利授權程式中對權利

要求1所進行的修改，放棄了包含「葡萄糖酸鈣」技術特徵的技術方案。根據禁止

反悔原則，專利申請人或者專利權人在專利授權或者無效宣告程式中，通過對權利

要求、說明書的修改或者意見陳述而放棄的技術方案，在專利侵權糾紛中不能將其

納入專利權的保護範圍。因此，涉案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不應包括「葡萄糖酸鈣」技

術特徵的技術方案。被訴侵權產品的相應技術特徵為葡萄糖酸鈣，屬於專利權人在

專利授權程式中放棄的技術方案，不應當認為其與權利要求1中記載的「活性鈣」

技術特徵等同而將其納入專利權的保護範圍。原審判決對禁止反悔原則理解有誤，

將二者認定為等同特徵不當。關於穀氨醯胺或谷氨酸與鹽酸賴氨酸是否等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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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專利法意義上講，「谷氨酸或穀氨醯胺」與「鹽酸賴氨酸」這兩個技術特徵，對

於製造葡萄糖酸鋅溶液來說，二者存在著實質性差異。被訴侵權產品的相應技術特

徵為鹽酸賴氨酸，與涉案專利權利要求1記載的「谷氨酸或穀氨醯胺」技術特徵相

比，二者不應當屬於等同的技術特徵。鑒於被訴侵權產品的「葡萄糖酸鈣」和「鹽

酸賴氨酸」兩項技術特徵，與涉案專利權利要求1記載的相應技術特徵「活性鈣」

和「谷氨酸或穀氨醯胺」既不相同也不等同，被訴侵權產品沒有落入專利權的保護

範圍，因此，午時藥業公司、王軍社生產、銷售被訴侵權產品的行為不構成侵犯專

利權。遂判決撤銷河北省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2006)石民五初字第00169號民事判

決和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2007)冀民三終字第23號民事判決，駁回澳諾（中國）制

藥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 

在上述再審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肯定了禁止反悔原則的適用，排除了被告

「葡萄糖酸鈣」作為等同的技術特徵。同時，基於被訴侵權產品的相應技術特徵鹽

酸賴氨酸與原告涉案專利權利要求1記載的「谷氨酸或穀氨醯胺」技術特徵既不相

同也不屬於等同的技術特徵，而排除了被告專利侵權。該案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針對

在專利授權過程中專利申請人透過對權利要求、說明書的修改或陳述意見而放棄的

技術方案，適用禁止反悔原則，排除等同原則的適用，從而公平合理地保護了社會

公眾的利益。 

三、中山市先鋒電器有限公司與何排枝侵犯實用新型專利權 
糾紛上訴案24 

在何排枝訴訟中山市先鋒電器有限公司（下稱先鋒公司）專利侵權糾紛案中，

一審中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查明：2005年3月30日，國家知識產權局授予何排枝名為

「一種組合互感器」的實用新型專利權，專利號為ZL200420065266.6。該專利權利

要求書內容為：1.一種組合互感器，包括金屬導杆、瓷瓶、電流線圈，電壓線圈及

變壓器油，其特徵在於箱體是密閉的六面體：在箱體的前、後板上連接若干個鋼

套，在鋼套連接圓柱體絕緣材料，在絕緣材料中連接瓷瓶，在瓷瓶中連接金屬導

杆；在箱體側平面板上連接鋼套，在鋼套內連接絕緣材料，在絕緣材料中連接二次

                                                        
24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0)粵高法民三終字第1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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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線螺栓。權利要求2-5為獨立權利要求的叢書權利要求。該實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

一種組合互感器，它採用密封的六面體箱體，鋼板全部焊接，摒棄了螺杆、螺母及

絕緣膠墊，它利用箱體鋼板自身的熱脹冷縮使變壓器油自然伸縮，無須油枕這個部

件（即膨脹器），從而解決了油箱進水及滲漏的弊病，達到降低產品成本、免維護

的要求。庭審中，何排枝開始明確其涉案專利請求保護範圍是權利要求1-5，後變更

為要求保護權利要求1。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何排枝主張的保護範圍是權利要求1，此為本案實用新

型專利的必要技術特徵，即其特徵在於箱體是密閉的六面體；在箱體的前、後板上

連接若干個鋼套，在鋼套連接圓柱體絕緣材料，在絕緣材料中連接瓷瓶，在瓷瓶中

連接金屬導杆；在箱體側平面板上連接鋼套，在鋼套內連接絕緣材料，在絕緣材料

中連接二次接線螺栓。將該必要技術特徵與被控侵權產品的技術特徵對比，雙方確

認大部分相同，不同之處在於：本專利「在箱體的前、後板上連接若干個鋼套」，

而被控產品是在箱體的上部連接了三個鋼套；本專利在箱體側平面板上連接鋼套，

鋼套和二次螺栓連接，而被控產品沒有鋼套而是一個盒體，該盒體位於箱體的前

（或後）板上連接二次螺栓。經審查，根據本專利的權利要求1並結合專利說明書

分析，鋼套在本專利中的作用在於通過其連接絕緣材料，在絕緣材料中連接瓷瓶，

被控侵權產品中的鋼套作用與此相同，即在鋼套連接絕緣材料中連接瓷瓶鎖採取的

手段上二者是一致的，其在箱體上的位置不同並不影響鋼套的功能和效果。本專利

箱體是密閉的六面體，在箱體側平面板上連接鋼套，目的是和二次螺栓連接，被控

侵權產品側面雖沒有鋼套，但其在密閉的箱體前（或後）面上連接方形鋼制盒體的

作用也是和二次螺栓連接，即在連接二次螺栓的手段上二者是一致的，功能和效果

是相同的，二者在箱體上的位置不同亦不對此造成影響。以上兩個不同點是本領域

的普通技術人員無需經過創造性勞動就能聯想到的特徵。本案被控侵權產品技術特

徵與專利權利要求書所載的專利必要技術特徵存在區別，雖不構成字面意義上的侵

權，但經審查均構成等同，仍構成對何排枝專利權的侵害。 

先鋒公司立即停止生產、銷售侵犯何排枝上述專利的侵權產品，銷毀庫存侵權

產品；先鋒公司不服上述判決，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先鋒公司也主張，將涉案專利權利要求1與被控侵權產品的技術特徵對比，存

在以下三處區別：(一)涉案專利「在箱體的前、後板上連接若干個鋼套」，而被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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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權產品是在箱體的上部連接了三個鋼套；(二)涉案專利在箱體側平面板上連接鋼

套，鋼套和二次螺栓連接，而被控侵權產品沒有鋼套而是一個盒體，該盒體位於箱

體的前（後）板上連接二次螺栓；(三)為了取得全密閉的效果，涉案專利的箱體是

封閉六面體，箱體上直接焊接鋼套，取消了膨脹器，而被控侵權產品鋼套和箱體之

間由螺栓、螺母固定，箱頂上有膨脹器。因此被控侵權產品沒有落入涉案專利的保

護範圍。本院認為，針對上述區別(一)，鋼套在涉案專利中的作用在於通過其連接

絕緣材料，在絕緣材料中連接瓷瓶，被控侵權產品中的鋼套作用與此相同，即在鋼

套連接絕緣材料中連接瓷瓶所採取的手段上二者是一致的，其在箱體上的位置不同

並不影響鋼套的功能和效果；針對上述區別(二)，涉案專利在箱體側平面板上連接

鋼套，目的是和二次螺栓連接，被控侵權產品側面雖沒有鋼套，但其在密閉的箱體

前（後）面上連接方形鋼制盒體的作用也是和二次螺栓連接，即在連接二次螺栓的

手段上二者是一致的，功能和效果是相同的，二者在箱體上的位置不同亦不對此造

成影響。以上兩個不同點是本領域的普通技術人員無需經過創造性勞動就能聯想到

的特徵；針對上述區別(三)，根據涉案專利說明書的記載，「箱體是封閉的六面

體」是指「將互感器油箱用螺杆連接改為鋼板焊接，即油箱體與蓋板不用螺杆壓

接，而全部焊接，使箱體成為一個密閉的六面體，這樣無須壓接絕緣膠墊，解決了

膠墊老化，進水及滲漏的問題」，由此可見，「全部焊接」是指油箱體和蓋板之間

的焊接，並非鋼套和油箱體之間也必須採用焊接方式。同時，被控侵權產品箱體頂

部設置的是安全閥，並非先鋒公司所稱的膨脹器（油枕），這一部件對於採用密閉

箱體的互感器來說，也是保障其安全運行所應當具有的，有安全閥並不能否定箱體

是封閉的六面體這一特徵。因此，被控侵權產品也具有「箱體是封閉的六面體」這

一特徵，先鋒公司所稱的區別(三)並不成立。因此，先鋒公司生產、銷售的被控侵

權產品與涉案專利技術特徵構成等同，落入涉案專利權的保護範圍。先鋒公司認為

不應適用等同原則、不構成侵權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在上述案件中，一、二審法院均適用了等同原則，認定被告行為構成了專利侵

權。該案法院審理的關鍵是雙方技術特徵的以下不同之處是否構成等同替換：涉案

專利「在箱體的前、後板上連接若干個鋼套」，而被控產品是在箱體的上部連接了

三個鋼套；涉案專利在箱體側平面板上連接鋼套，鋼套和二次螺栓連接，而被控產

品沒有鋼套而是一個盒體，該盒體位於箱體的前（或後）板上連接二次螺栓；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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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的箱體是封閉六面體，箱體上直接焊接鋼套，取消了膨脹器，而被控侵權產品

鋼套和箱體之間由螺栓、螺母固定，箱頂上有膨脹器。法院經過對比認為，上述三

方面的區別，在功能、作用和效果上並沒有本質區別，而且本領域的普通技術人員

無需經過創造性勞動就能聯想到，因此構成了專利侵權。 

柒、結 論 

等同原則是在字面侵權、全面覆蓋原則的基礎上經過判例發展起來的用於判斷

專利侵權的方法。等同原則的適用擴大了專利權的保護範圍，有利於充分保護專利

權人的利益。在中外專利侵權訴訟實務中，法院按照該原則判決被告專利侵權的案

件時常可見。但是，等同原則的適用也存在較多的侷限性，它使專利權的保護範圍

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影響公眾對專利技術的創新和利用。因此，該原則的適用應

受到嚴格限制，以維護專利權人的利益和社會公眾利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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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事務委員會 
2011北京參訪札記 

王蕙瑜 

兩天一夜的北京行就這麼充實而圓滿地完成了！雖然團員人數及行程天數皆不若

2010年公會的首次參訪團那般壯大，但以「目標明確」及「切中核心」的程度看來，

本次參訪可說是立基於前次而更上層樓，筆者有幸參與其中，見證整個過程並從中學

習前輩們待人處事的風範，特在此與大家分享。 

4月20日天剛亮，人已在前往桃園機場的途中，6點半左右即到達航空公司報到櫃

台，此時，李貴敏主委、蔡坤旺副主委、廖鉦達副主委以及簡秀如委員早已準備妥當

在那兒等待了，而更令人驚訝的是，站在李主委旁邊一個熟悉又陌生的身影，當他轉

過身來親切地跟我握手時，才發現，竟然是林郁芳委員！其實林委員與本次行程淵源

頗深，或甚至應該說是本行程的起點，理由在於這次參訪最主要的目標在於「促成台

灣專利師取得至大陸執業的資格」，而這也是兩岸事務委員會一直以來非常重視的任

務，但過去苦於無法尋得大陸方面適當的窗口與我方確實討論此事，直到去年12月，

李主委於第一屆第二任兩岸事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後帶領大家前往立法院尋求林委

員的協助，並得到林委員的義氣相挺，事情才有了轉機，本次行程也才得以誕生；而

原本唯一的缺憾就是林委員因台灣的事務繁忙，無法一同帶領我們前往北京進行參

訪，沒想到，這下子萬事圓滿，給本行程帶來了好兆頭！一會兒，謝宗穎委員也來與

我們會合，李主委宣布全員到齊，出發！ 

到達北京國際機場出了關，隨即看到接待人員拿著印有「台灣專利師公會」的牌

子迎接，此行的另一個特點，在於大陸官方很貼心地為我們這兩天的行程全程安排導

遊、司機和交通車，讓我們省去自行奔波的麻煩和時間，使得參訪行程更有效率。 

此行第一站也是最重要的一站，當然就是中國大陸的國家知識產權局了，很榮幸

我們得到機會與李玉光副局長及港澳台辦公室王霄蕙副主任等人會面，雙方親切而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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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地互相寒暄，並交換彼此對於知識產權領域的心得及討論近來兩岸及全球局勢的發

展，我方並由廖副主委代表，從台灣專利師公會總共不到200位之成員數量、成員組成

方式、學經歷、處理各項專利業務之經驗，以及與國際大廠在專利爭議案件之應對能

力等狀況為出發點，對照大陸專利代理人近萬人之人數，以及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未

來勢必面對之歐、美、日、韓廠商依其專利策略所帶來的衝擊，提出台灣專利師進入

大陸執行業務之建議，同時具體舉例說明此政策實可將台灣幾十年來處理專利事務經

驗之精華帶入內地，促進雙方交流與共同面對先進國家的專利大棒，提高雙方在高科

技產業之競爭力，達到兩岸雙贏的局面，此外，亦列舉兩岸醫師、律師、建築師之合

作現況作為先例，說明台灣專利師至大陸執業之可行性；李副局長對此提出具體而實

際的回應，包含支持我方提出之觀點，同時針對實行之政策層面考量一一向我方解釋

說明，並表達願深入瞭解及克服困難之誠意，我方除表示願在過程中盡力協助與配合

外，亦提出幾項可行方案供對方參考，其一為可比照過往台灣專利代理人換照為台灣

專利師的方式，同時從資格審查、教育訓練及專門測驗三方面著手，嚴格篩選出具換

照資格之人材；一個多小時的會議就這麼地在雙方積極的討論與融洽的氣氛當中完

成，李副局長整個過程中彬彬有禮而謙和的風度，及其他與會人員從頭到尾認真紀錄

會議內容展現對本議題重視的態度，著實令人印象深刻，也增添我方對於未來合作可

能性之信心，期待能夠不虛此行。 

主要任務完成以後，大家總算卸下心中的重擔，林委員招待我們到北京有名的

「新疆飯店」吃道地的新疆菜，那香辣且完全不帶羊腥味的羊肉串，讓我整整吃下一

大串後才被告知下肚的是我平常敬而遠之的羊肉，驚喜之餘，當然又跟著大家再點了

一大串，還有香酥的烤餅、酸酸甜甜像優格的酸羊奶、鮮美的清蒸活魚，以及一盤盤

名稱已記不清但美味仍留在心底的佳餚，酒足飯飽之餘，還在林委員親和力的感召之

下，和這兒美麗的新疆服務員成了朋友，大家開心地合影留念，臨別前每個人都跟她

拿了一張簽名名片，回想我們剛進飯店時，這位新疆姑娘或許是由於客人實在太多忙

不過來，對我們有些不耐煩也不怎麼想搭理我們，但過程中林委員釋出友善的態度，

不僅逐漸軟化雙方一開始有些緊張的氣氛，最後甚至讓彼此互展笑顏而賓主盡歡地散

場，將這場景對照稍早的會議，心中隱約浮現一個想法，或許，此行的核心價值，正

在於實踐各種「雙贏局面」的態樣吧！ 

隔天，由蔡副主委安排大夥兒前往其母校清華大學法學院，拜訪王兵教授及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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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研究中心的成員，時值清華大學百年校慶，處處可見紅布條懸掛與旗幟飄揚，讓

我們這群訪客也隨著沾了不少喜氣；王教授現任知識產權研究中心主任，在處理校慶

事務百忙之餘仍抽空與我們會面，親切地向大家介紹清大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的現況；

該中心承襲清大相對低調少宣傳的風格，而以學術研究和國際交流為重心，目前共有

七位教授，其中四位擁有法律與技術雙背景，王教授本人更擔任國知局專家諮詢委員

會的委員，負責向國知局提出知識產權專業建言，筆者很榮幸代表公會向對方介紹我

們的現況，王教授及中心成員對於台灣專利師會員資格取得的方式格外有興趣，並特

別針對專利代理人換照資格的篩選及後續教育訓練與測驗淘汰的過程提出許多問題，

爾後更驚訝於專利師換照與國考錄取率所顯現台灣對專利師資格取得要求之嚴格程

度，謝委員同時趁這機會為專利師季刊邀稿，雙方並互許未來針對研討會及教育訓練

合作之可能性，過程中有趣的是，王教授竟然一眼認出簡介資料中蔡理事長的照片，

原來蔡理事長是王教授在Franklin Pierce Law Center修習法律的同窗！這讓人更深切感

受交流的重要性，交流才知道彼此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疏遠。 

告別了王教授一行人，這次參訪行程也即將進入尾聲，最後一個重頭戲，則是趕

赴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張萬明副局長的午餐會邀約，張副局長這次也是百忙之中抽

空與我們聚餐，本已難能可貴，而更可貴的是與餐桌上豐富菜色媲美的餐中話題，我

們當然不忘藉此機會向副局長提及此行的主要目的，希望能獲得支持與協助，這一

提，可讓我們見識到大陸驚人的行政效率，前一天才與我們共同在國知局與會而得知

兩岸醫師、律師、建築師之合作先例的國台辦人員，此時已可將這些合作狀況的最新

狀態接在我們的話題後面向張副局長進行簡報，敬佩之餘，也更感受到對方對此議題

的重視程度，副局長聽完我方的陳述以後，建議我們先提供專利師公會現有會員名單

及背景資料做為參考，以決定未來處理本議題的方式與方向，得到這樣的指示，只能

說又驚又喜，這讓此行不只限於傳達我方提議，而是更進一步地帶回任務供後續積極

行動，無論未來如何發展，相信這都是一個好的開始。 

回台灣前，導遊特地安排讓我們到據說可容納九萬人的鳥巢體育館參觀，這次參

訪行程就在我們的讚嘆聲中悄然劃下美好的句點，而屬於兩岸智慧產權合作的新里

程，或許才正要展開！ 

 

※註：關於本參訪行程之影像紀錄，請讀者自行參閱台灣專利師公會網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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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332號判決 

裁判要旨 

 
 

 

【專利法】 
【裁判日期】99年12月16日 

【裁判要旨】 

本件原審以引證1、3之組合或引證1、2、3之組合或引證1、2、4之組合足以證

明系爭專利申請專利範圍第1項不具進步性；引證1、2及4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利

申請專利範圍第12項不具進步性；引證2及5之組合或引證2及6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

專利申請專利範圍第22項不具進步性；引證1、2 及3之組合或引證1、2及4之組合

足以證明系爭專利申請專利範圍第29項不具進步性，而有違系爭專利核准審定時專

利法第20條第2項（原判決誤載為94條第4項）規定。依上所述，並無適用法規不

當，或認定事實有違論理及經驗法則、判決不適用法規及判決理由不備或判決理由

矛盾之違背法令情形。又因引證3、4、5、6及其與引證1、2之組合均係被上訴人於

本件訴訟中始提出之新證據，上訴人希斯肯公司無法及時於上訴人智慧局舉發審查

階段斟酌是否為申請專利範圍之更正，且就本件舉發事件，倘系爭專利申請專利範

圍第1項、第12項、第22項、第29項不具進步性，尚應逐項審查其餘附屬項是否分

別符合專利要件。為兼顧上訴人希斯肯公司對舉發證據原可於專利專責機關審查階

段提出更正申請專利範圍之程序利益，及各附屬項尚待審查，本件有待發回由上訴

人智慧局依上述法律見解再為審查裁量。上訴人智慧局未及審酌被上訴人於訴訟階

段主張的新證據之組合，而為舉發不成立之審定，即有未冾，訴願決定未及糾正，

亦非妥適。被上訴人據此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理由，應予准許，並應由

上訴人智慧局就本件舉發申請依原審判決之法律見解另為適法之處分（至於被上訴

人請求命上訴人智慧局應為舉發成立之處分部分，因本件尚待上訴人智慧局依原審

判決法律見解另為審查，故事證尚未臻明確，無從逕予判斷而駁回被上訴人此部分

請求業已確定），於法核無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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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947號判決  

 

 

【專利法】 
【裁判日期】99年9月16日 

【裁判要旨】 

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3條規定：「（第1項）關於撤銷、廢止商標註冊或

撤銷專利權之行政訴訟中，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同一撤銷或廢止理由提出

之新證據，智慧財產法院仍應審酌之。（第2項）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就前項新證據

應提出答辯書狀，表明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有無理由。」其立法理由為：「一、

現行專利法第67條第3項規定舉發人補提理由及證據，應自舉發之日起一個月內為

之，但在舉發審定前提出者，仍應審酌之。依此規定，舉發人就關於專利權應撤銷

之證據，如未於舉發審定前提出，縱於行政訴訟中補提，行政法院亦不予審酌。惟

依專利法第67條第4項之規定，於行政訴訟判決確定後，舉發人仍得以前行政訴訟

中未能提出之新證據，就同一專利權，再為舉發，並因之衍生另一行政爭訟程序。

又關於撤銷或廢止商標註冊之行政爭訟程序，實務上亦同此處理。惟上述情形，致

使同一商標或專利權之有效性爭議，得發生多次之行政爭訟，難以終局確定，甚而

影響其他相關民刑事訴訟之終結，自有不宜。而於智慧財產法院成立後，審理關於

舉發、評定及異議事件等行政訴訟事件之法官，其智慧財產專業知識得以強化，並

有技術審查官之輔助，應有充分之能力在訴訟中就新證據為斟酌判斷。爰設本條規

定，容許在行政訴訟中，仍得補提關於撤銷、廢止理由之新證據，以期減少就同一

商標或專利權有效性之爭執，因循環發生行政爭訟，而拖延未決之情形。二、關於

在行政訴訟中所提出之新證據，並未經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先行判斷，自宜責令其就

該新證據提出答辯書狀，對於應否據以認定確有撤銷、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利權

之理由，為具體之表明。」而其所謂「新證據」者，係指當事人本於同一舉發基礎

事實，所另提之獨立新證據而言，如非屬另提之獨立新證據，而僅係原舉發證據之

補強，或僅他案訴願程序中之個案審議見解，即未符合該條新證據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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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判決  

 

 

【專利法】 
【裁判日期】99年7月8日 

【裁判要旨】 

專利制度係授予申請人專有排他之專利權，以鼓勵其公開發明，使公眾能利用

該發明之制度，對於先前技術並無貢獻之發明，不具進步性，無授予專利之必要，

觀之系爭專利核准時專利法第20條第2項及現行專利法第22條第4項規定甚明。依上

開條項規定意旨，申請專利之發明係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相

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內容及申請時之通常知識所能輕易完成者，自不具進步性，否

則，即具有進步性。因此，判斷申請專利之發明有無進步性，應就先前技術所揭露

者於欲解決之問題、功能、特性是否提供教示、建議或動機，使該技術領域通常知

識者足以輕易思及所申請之專利。查系爭論文與系爭專利第6項技術特徵之差異端

在系爭論文未明確揭露是否可由「訂閱者自動設定所欲之廣告模式」，且系爭論文

未明確揭露廣告主係如何得知使用者所留下之進一步資料，與系爭專利第10項「當

媒合條件符合時，通知該廣告主」技術特徵不同，並為原審所確定之事實。乃原審

未進一步說明系爭論文所欲解決之問題、功能、特性，泛以系爭論文揭示之技術特

徵及依其第43頁之記載，揭露廣告回饋至少可以包含「提供特別的資訊」與「參加

抽獎」等技術內容，已足以讓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輕易思及由使

用者對廣告模式之廣告回饋進行設定之技術內容，與由通知該廣告主來讓廣告主得

知使用者所留下進一步的資料，以進行一對一之行銷溝通技術，尤嫌疏略。上訴論

旨，指摘原判決為不當，聲明廢棄，非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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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日  期 內  容 

3月25日 召開發明實務委員會《法院實務組》第一次會議。 

4月7日 召開國際事務委員會——美國參訪行程籌備會議。 

4月8日 
召開發明實務委員會《外國實務組》第一次會議。 

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第一屆第二任第二次會議。 

4月14日 智慧財產局舉辦2011年「專利學堂」－第二場次，講題：智慧財產權

與綠能科技，由本會發明實務委員會副主委程凱芸擔任主講人。 

4月20日 

｜ 

4月21日 

本會由理事／兩岸事務委員會主委李貴敏率同理事／兩岸事務委員會

副主委廖鉦達、兩岸事務委員會副主委蔡坤旺、兩岸事務委員會委員

王蕙瑜、兩岸事務委員會委員簡秀如、兩岸事務委員會委員謝宗穎等

共6員，赴北京中國知識產權局、清華大學等2個單位拜會，介紹本會

組織及發展等現況、聽取對方單位之現況，並就雙方將來可能之交流

獲得許多重要共識及結論。 
 
 
 
 
 
 
 
 
 

會務動態與紀要 

會訊  



136  

專利師︱第六期︱2011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日  期 內  容 

 
 
 
 
 
 
 
 

4月25日 發行公會專利師季刊第五期。 

4月27日 在職進修委員會舉辦「智慧財產全球行銷多元獲利」演講，邀請世博

集團首席律師、首席顧問周延鵬擔任主講人。 

4月29日 召開第一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5月9日 

｜ 

5月13日 

本會由理事長蔡坤財率同常務理事洪武雄、理事／國際事務委員會主

委林宗宏、國際事務委員會副主委閻啟泰、監事／國際事務委員會副

主委黃瑞賢、理事／編輯委員會主委祁明輝、兩岸事務委員會副主委

蔡坤旺、發明實務委員會副主委程凱芸、副秘書長林景郁、國際事務

委員會委員王蕙瑜、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簡秀如、國際事務委員會委

員郭雨嵐、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王耀華等共13員赴美國舊金山拜訪美

國智慧財產權法律協會（AIPLA），除介紹本會組織及發展現況、了

解AIPLA之現況外，並就雙方未來可能的交流及合作模式獲得共識；

拜訪期間，由AIPLA東亞委員會安排參訪舊金山地方法院（U.S. 
District Court in San Francisco），本會程凱芸專利師、郭雨嵐專利師及

簡秀如專利師並分別擔任東亞委員會及生物科技委員會之智慧財產實

務教育訓練課程的專題演講主講人。 

5月12日 

在職進修委員會舉辦新興業務系列演講－第一場次講題「專利技術審

查實務」，邀請到智慧財產法院顏吉承主任技術審查官擔任主講人。 

智慧財產局舉辦2011年「專利學堂」－第三場次，講題：從我國智慧

財產法院專利訴訟案件中，探討新式樣專利有效性判斷之研究，由智

慧財產局專利一組魏鴻麟科長擔任主講人。 

5月23日 召開100年度「專利師法修正專案相關議題之研究」計畫小組第二次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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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5月25日 召開編輯委員會第一屆第六次會議。 

5月27日 

召開2011英國專利師公會參訪活動行前會議。 

由在職進修委員會與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合辦產業技術服務計畫申請

講習會。第一場次講題：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CITD），邀請到經

濟部工業局陳淑琴經理擔任主講人；第二場次講題：小型企業創新研

發計畫（SBIR），邀請到經濟部技術處洪淑芳經理擔任主講人；第三

場次講題：協助服務業創新研究發展計畫（ASSTD），邀請到經濟部

商業司陳建霖經理擔任主講人。 

6月1日 

｜ 

6月3日 

本會由理事／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委林宗宏率同常務理事洪武雄、常務

監事王仁君、監事黃章典、國際事務委員會副主委閻啟泰、發明實務

委員會副主委程凱芸、副秘書長／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林景郁、國際

事務委員會委員涂綺玲專利師、會員林怡芳專利師等共9員，連同亞洲

專利代理人協會台灣總會（APAA）成員共13員，赴英國拜訪英國專利

師公會（CIPA），介紹本會及APAA組織及發展現況、聽取對方公會

之現況，並就雙方將來可能之交流獲得許多重要共識及結論；拜訪期

間，常務理事洪武雄及林怡芳專利師發表專題演說，並由CIPA安排全

體團員參訪英國智慧財產局（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6月1日 
在職進修委員會與權利維護委員會合辦新興業務系列演講－第一場

次，講題：「專利與技術移轉」，邀請潁學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王偉

霖擔任主講人。 

6月8日 
在職進修委員會與權利維護委員會合辦新興業務系列演講－第二場

次，講題：「專利與藥品查驗」，邀請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基礎

醫學組葉偉新組長擔任主講人。 

6月8日 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第一屆第二任第三次會議。 

6月9日 召開商標實務委員會100年度第一次會議。 

6月15日 
在職進修委員會與權利維護委員會合辦新興業務系列演講－第三場

次，講題：「專利鑑價」，邀請華淵鑑價股份有限公司評價部陳淑珍

經理擔任主講人。 

6月30日 
智慧財產局舉辦2011年「專利學堂」－第四場次，講題：「我國舉發

案例中對進步性要件中組合一份或多份引證文件係輕易完成或後見之

明探討」，由智慧財產局專利三組黃濟陽審查官擔任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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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7月13日 
在職進修委員會與發明實務委員會合辦專利訴訟系列演講－第一場

次，講題：「專利行政訴訟」，邀請到智慧財產法院陳忠行審判長擔

任主講人。 

7月20日 
在職進修委員會與發明實務委員會合辦專利訴訟系列演講－第二場

次，講題「專利民事訴訟」，邀請到智慧財產法院熊誦梅法官擔任主

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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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第一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0年4月29日中午12時 

地    點：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第二會議室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90號12樓） 

主    席：理事長蔡坤財 

記    錄：鄭淑芬 

出席理事：蔡坤財、吳冠賜、陳和貴、洪武雄、宿希成、何秋遠 
周良吉、洪澄文、林宗宏、李貴敏、吳俊彥、王至勤 
祁明輝、廖鉦達 

出席監事：黃瑞賢、邵瓊慧、秦建譜 

請    假：蔣大中、王仁君、黃章典 

列    席：智慧局吳欣玲科長、李世章、廖文慈、陳彩琪、林景郁 

應    到：20位 實    到：1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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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二、常務監事報告 

三、列席機關代表致詞 

四、會務工作報告： 

(一)本會目前會員人數179人。 

(二)100.2.11召開第一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後並舉行春酒宴，由理事長

宴請本會全體理監事及各委員會主委。 

(三)100.2.16發明實務委員會指派程凱芸副主委代表本會出席智慧局召開之專利

審查基準第二篇第六章「2.更正」修正草案公聽會。 

(四)100.2.24本會網站升級案，秘書處人員與「喜多方科技有限公司」進行第二

次驗收作業。 

(五)100.2.24商標實務委員會何愛文主委代表本會出席100年度「產業人才投資

計畫」商標審查高級實務班講師會議。 

(六)100.3.2召開第一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中決議本會參與智慧局100年

度「專利師法修正專案相關議題之研究」計畫之投標，由本會蔡坤財理事

長擔任計畫主持人，吳冠賜副理事長、李貴敏理事、智慧財產培訓學院蔡

明誠院長、台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陳春山所長等4位擔任共同主持

人，諮詢顧問團包括台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郭中豐所長、台北科技大學

智慧財產權研究所陳建文教授、本會洪武雄常務理事、宿希成常務理事、

王仁君常務監事、洪澄文理事、周良吉理事、黃瑞賢監事、祁明輝理事、

何秋遠理事、廖鉦達理事、閻啟泰專利師、簡秀如專利師等13位。100.3.9

蔡坤財理事長、吳冠賜副理事長、台北科技大學智研所陳春山所長、李世

章秘書長代表本會出席智慧局100年度「專利師法修正專案相關議題之研

究」計畫企劃書評審及簡報會議。100.3.10廖文慈副秘書長及幹事鄭淑芬代

表本會出席智慧局100年度「專利師法修正專案相關議題之研究」計畫案議

價會議。100.3.11智慧局公告由本會得標。本會並於100.3.17召開智慧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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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計畫小組第一次工作分配會議。 

(七)100.3.3日本發明協會智慧財產研究中心主任扇谷高男、智慧財產研究中心

調查研究部部長伏本正典至本會拜會，本會理事長蔡坤財、理事／國際事

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宗宏、監事／國際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黃瑞賢、常

務理事洪武雄、理事王至勤、理事周良吉、理事祁明輝、理事何秋遠、理

事吳俊彥、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鍾文岳、秘書長李世章、副秘書長廖文慈

等12位代表出席接待。 

(八)100.3.22發明實務委員會程凱芸副主委代表本會出席智慧財產局召開之「新

式樣專利年費調整及發明專利加速審查作業修正方案」公聽會。 
(九)100.4.9智慧局辦理100年度專利師職前訓練，本會推薦洪武雄常務理事擔任

「專利師執業倫理」講座（附件1、1-1）。 

(十)100.4.20-21本會由理事／兩岸事務委員會主委李貴敏、理事／兩岸事務委

員會副主委廖鉦達、兩岸事務委員會副主委蔡坤旺、兩岸事務委員會委員

謝宗穎、王蕙瑜、簡秀如等共6員，赴北京拜訪中國知識產權局、清華大學

等2個單位。 

(十一)100.4.25發行公會專利師季刊第五期。 

(十二)100.4.27在職進修委員會邀請世博集團首席律師、首席顧問周延鵬至本會

就「智慧財產全球行銷多元獲利」舉行演講。 

(十三)在職進修委員會、發明實務委員會即將於100.5.12邀請顏吉承主任技術審

查官至本會就「專利訴訟技術審查實務」舉行演講。 

(十四)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在職進修委員會即將於100.5.27邀集經濟部各業

務 單 位 所 屬 之 計 畫 辦 公 室 經 理 群 舉 行 「 產 業 技 術 服 務 計 畫 申 請 講習

會」。 

(十五)100.5.9-14國際事務委員會規劃至美國舊金山拜訪美國智慧財產權法律協

會（AIPLA），公會代表將參與AIPLA「東亞 IP實務委員會聯合研討

會」，「生物科技專利委員會聯合研討會」，並發表演講，並由AIPLA

安排順道拜會舊金山地方法院。 

(十六)100.4.20編輯委員會與元照出版有限公司簽署本會專利師季刊「代編印總

經銷合約」、「數位出版之數位授權合約」，自100年4月份起二年內授



142  

專利師︱第六期︱2011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權元照出版有限公司獨家負責公會季刊簡、繁字版總經銷（包括網際網

路下載），及公會季刊之編輯、校對、排版、印製、發行、寄送訂戶

（含他校交流、會員贈閱等）（附件2、2-1）。 

(十七)100.4.26秘書處遵照本會第一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臨時動議事項一之

決議，由林宗宏理事擬稿，並以本會名義行文智慧局：為智慧局報行政

院欲修正經濟智慧財產局組織條例第十七條，將目前限制兼任專利審查

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法定編制員額之百分之十之規定予以刪除事，謹表

達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之意見，建議智慧局於該修正條文日後正式施行

三年後，再度修正該條文，以回復前述百分之十之限制（附件3）。 

(十八)各委員會暨小組會議： 

1. 100.2.11召開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第一屆第二任第一次會議。 

2. 100.2.16召開在職進修委員會第一屆第二任第一次會議（附件4）。 

3. 100.2.23召開編輯委員會第一屆第二任第一次會議（附件5）。 

4. 100.3.2召開專利師法修法小組第二次會議。 

5. 100.3.11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第一屆第二任第二次會議（附件6）。 

6.  100.3.16召開發明實務委員會《智慧局組》第一屆第二任第一次會議

（附件7）。 

7.  100.3.25召開發明實務委員會《法院實務組》第一屆第二任第一次會議

（附件8）。 

8.  100.4.7召開國際事務委員會2011年美國參訪籌備會議。 

9.  100.4.8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第一屆第二任第三次會議（附件9）。 

10. 100.4.8召開發明實務委員會《外國實務組》第一屆第二任第一次會議

（附件10）。 

乙、討論事項 

一、新申請入會案：專利師蔡馭理等1人申請入會，請審核案。 

決議：通過。 

二、秘書長李世章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秘書長及副秘書長案，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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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會現任秘書長李世章擬自100年6月1日起辭去秘書長職務；理事長提

名現任副秘書長廖文慈專利師自該日起擔任秘書長，並新聘林景郁專利

師（附件11）、陳彩琪專利師（附件12）擔任副秘書長。 

決議：通過。 

三、秘書長李世章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台灣法學會邀請本會合辦研討會案，

請討論。 

說明：台灣法學會智慧財產權法委員會主委謝銘洋教授邀請本會、亞洲專利代

理人協會台灣總會、台北律師公會於今年下半年合辦二場研討會，第一

場係有關智慧財產案件審理之議題，第二場係有關專利法修正草案之議

題，初步規劃由各公、協會各贊助約新台幣10萬元之經費；若仍不足則

擬向各事務所募款。 

決議：通過；本會以贊助新台幣10萬元之金額為上限合辦該二場研討會，並授

權由發明實務委員會洪澄文主委分就二場研討會研擬本會會員關注之議

題，提供予台灣法學會做為研討會之討論議題。 

四、秘書長李世章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商標管理師認證」案，請討論。 

說明：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職業訓練研究發展中心開辦「後ECFA時代的商標審

查高級實務班」，邀請本會作為協辦單位，由本會執行商標管理師之認

證，並與職訓中心共同為認證單位，處理發證事宜，細節如下： 

(一)認證名稱：商標管理師。 

(二)認證對象：限於上過職訓中心培訓課程的人才能報名（第一期有24名，預

計明年度為100名）。 

(三)培訓課程、考試場地、試務人員：由職訓中心負責。 

(四)本會執行工作：報名文件處理（准考證製作、郵電費）、自題庫挑選考

題。 

(五)考試方式：由授課老師分別出題（授課3小時：提供是非題2題＋選擇題2

題，選擇題可為單選題或複選題，混合出題不標明是單選或複選），集結

成題庫，交由專利師公會（商標實務委員會）負責自題庫挑選考題。  

(六)證書出具：認證證書由職訓中心＋專利師公會共同具名（職訓中心課程結

束仍然有一個結訓考試，職訓中心會發結訓及格證書；之後願意再接受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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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者，通過可拿認證證書）。 

(七)收入：認證收一次報名費（3,700元／人）；通過認證後再收一次證書費

（未定），相關成本參附件13。 

決議：不通過。 

五、秘書長李世章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專利師考試改革方案事，請討論。 

說明： 

(一)關於考選部今年啟動之專利師考試改革方案乙事，100.2.11本會第一屆第七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係決議以下述結論回覆考選部： 

「原則上長遠之目標係採行甲案；惟若考選部認為因甲案考試科目變動幅度過

大導致今年無法修改考試科目時，鑒於乙案相較目前考科之變動幅度較小，較

容易說服考選部於今年即修改考試科目，以提高錄取率，改成今年度採行乙

案，明年度開始採行甲案。」 

註： 

【甲案】 
 現行應試科目 修正後應試科目 說 明 

1 專利法規 維持 題型改為申論／測驗混合 

2 
行政程序法與行政訴訟法 專利行政程序法與專利行政

訴訟法 
題型改為申論／測驗混合 

3 
專利審查基準與專利申請實

務 
專利審查基準與實務 題型改為申論／測驗混合 

4 
微積分、普物、普化 專利代理實務（包含專利說

明書、申復書、舉發答辯書

之撰寫等） 

考3小時 

5 專業英文或日文（二選一） 維持 維持 

6 

工程力學 
生物技術 
電子學 
物理化學 
基本設計 
計算機結構（六選一） 

維持 維持 

 

 



第一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145 

專利師︱第六期︱2011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乙案】 
 現行應試科目 修正後應試科目 說 明 

1 專利法規 維持 題型改為申論／測驗混合 

2 
行政程序法與行政訴訟法 專利行政程序法與專利行政

訴訟法 
題型改為申論／測驗混合 

3 
專利審查基準與專利申請實

務 
專利審查基準與實務 題型改為申論／測驗混合 

4 微積分、普物、普化 普物與普化 刪除微積分 
5 專業英文或日文（二選一） 維持 維持 

6 

工程力學 
生物技術 
電子學 
物理化學 
基本設計 
計算機結構（六選一） 

維持 維持 

(二)考選部復於100.3.2檢附「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專利師考試制度意

見調查表」及「智慧局補充意見」（附件14、14-1），並請各團體於3月10

日前回覆各團體彙整之意見。 

註： 

【智慧局補充意見】 
 現行應試科目 修正後應試科目 說 明 

1 專利法規 維持  

2 

行政程序法與行政訴訟

法 
專利行政救濟法規 1.命題大綱包括訴願法、行政程

序法、行政訴訟法、智慧財產

案件審理法。 
2.另行政程序法建議能以第一章

至第二章為主，第三章至第四

章建議不納入。智慧財產案件

審理法部分，為契合本考試名

稱，建議不納入第二章民事訴

訟、第三章刑事訴訟部分，使

命題能與專利業務相關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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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應試科目 修正後應試科目 說 明 

3 
專利審查基準與專利申

請實務 
專利審查基準與實務 刪除「申請專利範圍撰寫」，將

其併入「專利代理實務」 

4 

微積分、普物、普化 刪除，改成「專利代理實

務」（包含專利說明書、

申復書、舉發答辯書之撰

寫等） 

 

5 
專業英文或日文（二選

一） 
維持 與專利法令有關之日文，應以我

國的專利法令為主 

6 

工程力學 
生物技術 
電子學 
物理化學 
基本設計 
計算機結構（六選一） 

刪除，改成「專利代理實

務」 
 

 
(三)100.3.2本會第一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由秘書處發函全體會員蒐集

意見，交由發明實務委員會先行研議後提呈予全體理監事討論。秘書處先

後於100.3.2、100.3.16發函全體會員蒐集意見，會員回覆意見詳見附件15。  

(四)請研議：1.本會應否針對專利師考試改革方案乙事成立專門工作小組。 

2.考選部100.3.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專利師考試制度

意見調查表」之本會整合意見。 

決議：經向考試院查證，今年度考試科目考試院將照舊，並無任何變動；惟明

年起針對各考科是否修改乙節，獲悉考試院、智慧局等相關機關、團體*

仍將持續推動檢討方案。鑑於未來錄取之專利師勢將對於吾等之執業生

態、形象等產生莫大影響，故決議應成立專門工作小組，經由公正、公

開之程序凝聚本會全體會員之共識後，藉由彈性靈活之策略，俾就今後

各界之意見持續提出我會之對應方案。該工作小組由黃瑞賢監事擔任小

組召集人，小組成員暫定為宿希成常務理事、周良吉理事、廖鉦達理

事、吳俊彥理事、秦建譜監事等6人。 

*所謂「相關機關、團體」係至少包括李考試委員雅榮、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東吳大學法律專業研究所、世新大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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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財產研究所、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台灣總會、中華保護智慧財產權協

會、台灣資訊智慧財產權協會、（本會）、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李法官得灶、胡專門委員箕文、謝教授銘洋、馮教授震宇、劉教授

尚志、蔣律師大中、考選規劃司、題庫管理處、楊司長盛財諸位，均為

考選部研商本方案時邀請出席及諮詢之對象。（註：依考選部100年1月

18日函本會選專一字第1003300079號文，密等：普通） 

六、下次會議時間，請討論。 

決議：7月29日（星期五）中午12時。 

丙、臨時動議 

◎周良吉理事提議：建議理、監事就部分會務聯繫事項（例如：會議出席與否

等），視該事件應受通知者回覆其電子郵件即可，無須一律採用全部回覆全體理

監事之方式，以免產生理、監事收信之困擾。 

決議：通過。 

丁、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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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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