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發 行 人 蔡坤財 

本期執行編輯 邵瓊慧 

主 任 委 員 祁明輝 

副 主 任 委 員 周良吉、邵瓊慧 

編 輯 委 員 黃章典、陳啟桐、謝宗穎、陳群顯 

陳莞青、蔡坤旺、鄭煜騰、劉君怡 
 

 

 

 

 

 

中華民國100年4月

第 五 期

出版者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地址：106臺北市復興南路一段139號11樓
電話：+886-2-2701-1990 
傳真：+886-2-2701-0799 
電子郵件：mail@twpaa.org.tw 

編印總經銷 
元照出版公司 
地址：100臺北市館前路18號5樓 
電話：+886-2-2375-6688 

定價： 
單冊200元 
訂閱一年四期800元（含郵件處理費） 
海外地區：一年四期1,500元（航空掛號）

劃撥帳號：19246890  
戶名：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傳真：+886-2-2331-8496 
網址：www.angle.com.tw 
電子郵件：anservice@mail.angle.com.tw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第 五 期 
 
 
  
 目 錄  
 

《編者的話》 

《專題研究》 

◎行政訴訟理論與專利審查原則之交錯適用..................................................蔡惠如 1 

◎淺談以先前技術抗辯專利侵權 

——從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專上字第53號談起......................................王瓊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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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華 38 

◎評析美國Egyptian Goddess設計專利侵權訴訟案（下）............ 陳鵬仁、顏吉承 52 

◎合理權利金估算及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之判決 

分析 ................................................................................劉尚志、陳瑋明、賴婷婷 66 

◎中國大陸專利侵權判定的新發展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及2009年專利法.................余 翔、盧 娣 86 

◎專利權買賣之初探 .........................................................................................陳志清 97 

◎從請求項之書寫問題談專利從業人員的專業素養......................................何美瑩 112 

《裁判要旨》 

◎裁判要旨 .........................................................................................................................120 

《會  訊》 

◎會務動態與紀要 .............................................................................................................122 

《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第七次會議紀錄..........................................................................124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第八次會議紀錄..........................................................................131 

中華民國100年4月



 



 

《專利師季刊》自民國99年4月創刊，迄今甫屆滿一週年。期間承蒙專利師公會
理事長與全體理監事的全力支持，以及各位會員的肯定與鼓勵，使本刊已成為專利領

域極具代表性的刊物之一。 

為使本刊能持續推廣、活化專利議題之討論，編輯委員會精益求精，自本期開始

委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編印行銷，希望進一步讓關心智慧財產領域的先進與民眾，有

更多機會接觸到本刊。此外，本刊之精彩論文內容，亦將可以透過月旦法學知識庫，

以數位授權之方式取得。相信這對於作者及讀者來說，都是一大福音。 

本期改版後之內容，仍延襲本刊兼顧理論與實務之一貫風格，以專題研究之論文

為主軸。本期共有八篇論文，涵蓋國內外近來重要之研究議題。 

首先，智慧財產法院蔡惠如法官的「行政訴訟理論與專利審查原則之交錯適用」

乙文，針對司法權與行政機關之第一次判斷權，在專利行政訴訟運用之界限，詳為闡

述。王瓊忠經理則以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專上字第53號判決為楔子，說明先前技術
的適格性、適用時機及比對判斷標準，並介紹先前技術阻卻與其他專利制度的關係，

均對我國專利判決實務見解有深入之剖析。 

比較法方面，李素華教授自德國立法例之觀點，分析進步性中PHOSITA之原則，
進而比較我國之實務規範，並提供我國法制發展之建議。美國法有陳鵬仁老師、 
顏吉承技審官延續上期之「評析美國Egyptian Goddess設計專利侵權訴訟案（下）」
乙文。劉尚志教授、陳瑋明及賴婷婷所著之「合理權利金估算及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

院之判決分析」，介紹美國實務對於合理權利金之判斷標準及有關Georgia Pacific因素
分析，對於我國專利法修法後，以合理權利金作為損害賠償之可行作法，深具參考價

值。此外，大陸的余翔教授與盧娣更發表專文，自中國大陸2009年專利法及其2010年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介紹中國大陸專利侵權判定的新發展。 

另外，陳志清專利師的「專利權買賣之初探」，以及何美瑩專利師的「從請求項

之書寫問題談專利從業人員的專利素養」，從實務操作角度，探討專利人員撰寫請求

項或進行專利權買賣的應注意要點，亦值參考。 

衷心希望您能和我們一樣，從本期兼具深度與廣度的專題研究中，獲益良多，並

能繼續支持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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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行政訴訟理論與專利審查

原則之交錯適用
* 

 
蔡惠如** 

壹、前 言 

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行使第一次判斷權，作成行政處分，對外直接發生法律

效果。就此單方行政行為，人民如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提起訴

願。而對違法之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人民，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

不服其決定，或逾期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

項、訴願法第1條第1項、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此外，行政機關駁回人民依法申請之

案件，致人民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

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課予義務訴訟（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

項）。準此，行政訴訟乃行政機關為行政處分後，因該行政處分致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

損之人，按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之規定，依序提起訴願後所進行之行政救濟途徑。 

有關專利權授予、撤銷等專利業務（包含專利案件之審查、再審查、舉發、撤銷、消

滅及專利權之管理事項），係由主管機關經濟部指定專責機關智慧財產局辦理（專利法第

3條）。而智慧財產局依專利法、專利法施行細則及專利審查基準為相關行政處分（如申

請案之不予專利的審定、舉發案之舉發成立與否的審定）後，受不利益處分之人就此行政

處分依序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時，法院除應適用行政訴訟理論外，尚應一併斟酌相關專利

審查原則（如專利要件之判斷、逐項審查原則、全案准駁原則、修正及更正）。當相關原

                                                        
* 本文感謝智慧財產判決研究會成員提供寶貴建議。 
** 智慧財產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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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原則相互衝突時，即發生司法審查之界限與法院審查密度之問題。事涉究應著重於智慧

財產局之第一次判斷權，抑或應基於訴訟經濟或紛爭解決一次性之考量，逕由當事人充分

攻防後即可由法院為實體判決？所謂智慧財產局行使第一次判斷權，究應實質判斷（如實

際進行技術比對後認定進步性與否）始可，抑或形式判斷（如僅敘明因證據1可證明系爭

專利不具新穎性，自亦可證明不具進步性）即可？本文謹就行政判決觀察實務見解之發展

方向，嘗試釐清行政訴訟理論與專利審查原則之衡平。 

貳、專利之審查 

一、專利審查基準之適用 

為使專利審查程序明確，經濟部自1994年11月25日起陸續公告專利審查基準，作為專

利審查人員審查專利案件之基準，並供公眾為有關專利之申請時所遵循之參考。其內容涵

蓋程序審查、發明專利審查、新式樣實體審查、新型形式審查、舉發及依職權審查等五

篇1，就專利法及專利法施行細則進一步為具體、細部之規範。核其法律性質，為專利

專責機關為規範內部審查作業而依職權所頒訂之非直接對外發生效力之一般、抽象規

定，屬於行政規則（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1項）。基於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專利審查機關

自應受其拘束（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552號判決參照）。因此，法院審理專利行政

訴訟時，係審究智慧財產局就系爭申請案或系爭專利權所為之處分是否合法，除專利法及

專利法施行細則外，並應考量該處分有無符合專利審查基準之相關規定2。另關於專利審

查基準之適用，固為行政機關（經濟部）就其主管業務之裁量權限，而設定此一裁量基準

以為行使其裁量權限之準據，求其行政判斷之一貫性與合理性。惟法院就專利專責機關適

用此裁量基準之具體情形得加以審查，不應概以行政機關基於職權行使其職務之裁量權，

如未違背法律規定，即不得提起行政訴訟為由，而消極放棄司法審查權限3。 

                                                        
1 有關專利審查基準之沿革與內容，參專利法規資訊／現行專利審查基準彙編、專利法規資訊／歷年

專利審查基準彙編，經濟部智慧財產局，http://www.tipo.gov.tw/ch/NodeTree.aspx?path=43，最後瀏

覽日：2011年2月18日。 
2 例如智慧財產局於2008年9月5日認定系爭專利具新穎性，作成「舉發不成立」之處分，法院就系爭

專利舉發案所為之處分是否合法，即應以該處分作成當時有效之專利審查基準判斷，而應審酌2004
年6月28日經濟部經授智字第09320030740號令修正發布之2004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2篇第3章有關

「新穎性」之規定。 
3 劉宗德，行政法基本原理，收錄於行政裁量之司法審查，2000年，154-156頁。早期行政法院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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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憲法第80條規定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僅受法律之拘束，不受其他任何形式之干

涉，此即審判獨立之原則。專利審查基準雖於未牴觸法律，亦未對人民自由權利增加法律

所無之限制時，得作為法院審判之參考，惟法院並不受此專利審查基準之拘束，仍得依據

法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司法院釋字第137、216、530號解釋參照）4。以下簡述專利

要件之判斷流程、逐項審查原則及全案准駁原則。 

二、專利要件之判斷流程 

專利法明定發明專利核駁（不予專利）、撤銷專利之審定依據，其中第44條規定申請

案之核駁事由5，第67條第1項規定爭議案（舉發案）之撤銷事由6。綜觀專利法第2章「發

明專利」第1節「專利要件」之規定，有關可取得發明專利之專利要件（即「可專利

性」，patentability），主要如下7：(1)產業利用性——可供產業上利用之發明（第22條第

                                                                                                                                                                   
度判字第95號、72年度判字第989號判決，就商標授權使用案件，即認當時商標法第26條第1項但書

規定，係屬行政主管機關基於職權行使其職務之裁量權，如其行使職權未違背法律規定，即非屬行

政法院管轄範圍，自不得提起行政訴訟，謀求救濟。 
4 例如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上更1字第1號民事判決，於自為判斷系爭新式樣專利有無應撤銷原因

時，即認為系爭專利核准審定當時有效施行之專利審查基準第3篇「新式樣專利審查基準」第2章第

2節就「二、近似性之判斷說明」「(五)異地、同地觀察及肉眼觀察」所採之「肉眼觀察原則」

（即排除「肉眼無法確認而必須藉助其他工具始能確認之設計」）尚有未洽，而認「倘熟習該項技

藝者以一般消費者之身分選購該新式樣物品時，通常藉助儀器觀察該新式樣物品之形狀、花紋、色

彩或其結合，於判斷系爭專利之創作性時，自應以熟習該項技藝者藉助儀器觀察後透過眼睛對系爭

專利及先前技藝所生之感覺為準。」 
5 專利法第44條：「發明專利申請案違反第21條至第24條、第26條、第30條第1項、第2項、第31條、

第32條或第49條第4項規定者，應為不予專利之審定。」另新型專利、新式樣專利之核駁依據，分

別規定於第97條、第112條，而上開條文僅綜合列舉專利法中所有可為不予專利之條文，並非審查

先後順序之規定。 
6 專利法第67條第1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專利專責機關應依舉發或依職權撤銷其發明專利權，

並限期追繳證書，無法追回者，應公告註銷：一、違反第12條第1項、第21條至第24條、第26條、

第31條或第49條第4項規定者。二、專利權人所屬國家對中華民國國民申請專利不予受理者。三、

發明專利權人為非發明專利申請權人者。」另新型專利、新式樣專利之舉發撤銷依據，分別規定於

第107條、第128條。 
7 關於發明單一性（專利法第32條）、說明書之充分揭露（即說明書之發明說明應明確且充分揭露，

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且申請專利範圍應明確

記載申請專利之發明，各請求項應以簡潔之方式記載，且必須為發明說明及圖式所支持。第26條第

2項、第3項規定參照）等，亦為發明專利之審查項目一部分，惟囿於篇幅限制，本文不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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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本文）；(2)新穎性——發明並無「申請前已見於刊物或已公開使用」或「申請前已為

公眾所知悉」之情事（第22條第1項）。另申請專利之發明與申請在先而在其申請後始公

開或公告之發明或新型專利申請案所附說明書或圖式載明之內容相同者，亦不得取得發明

專利（又稱擬制喪失新穎性，第23條）；(3)進步性——發明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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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條第4項）。 

就可專利性之審查，係按產業利用性、新穎性、進步性之先後順序（2009年版專利審

查基準第2-3-1頁「1.產業利用性1.1前言」、第2-3-4頁「2.2新穎性之概念」、第2-3-18頁

「3.2進步性之概念」）。於核駁案及爭議案之最常見實務問題為「進步性」要件，其次

為「新穎性」要件，基於專利要件之邏輯判斷順序關係（即新穎性之判斷較進步性為優

先），於發明具備新穎性（包含未擬制喪失新穎性）後，始行審查是否具備進步性。倘經

審查後認定不具新穎性，即不再判斷其是否具備進步性要件（前開專利審查基準第2-3-18

頁「3.2進步性之概念」）。 

三、逐項審查原則 

依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8條第1至3項規定，發明或新型之申請專利範圍，得以1項以上

之獨立項及1項以上之附屬項表示，獨立項應敘明申請專利之標的及其實施之必要技術特

徵，附屬項應敘明所依附之項號及申請標的，並敘明所依附請求項外之技術特徵，獨立項

與附屬項之間有其依附關係，於解釋附屬項時，應包含所依附請求項之所有技術特徵。因

此，獨立項與附屬項之依附關係在於附屬項僅得依附於排序在前之獨立項或附屬項，且附

屬項包含所依附請求項之所有技術特徵，其申請專利範圍必然落在被依附之請求項的範圍

內8。 

因此，附屬項之記載，為其所依附請求項專利範圍限制條件，當然包含有其所依附之

請求項的所有技術內容在內，附屬項專利範圍必不大於所依附之請求項。故獨立項之發明

或新型符合專利要件者，其附屬項當然符合專利要件（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366號

判決參照）。如獨立項不具專利要件，基於專利範圍整體觀察之原則，申請專利範圍中所

述之用語、文字皆屬其專利權權利範圍之限制條件，由於附屬項係對專利範圍進一步之限

制、說明或附加，具有所直接或間接依附之獨立項或附屬項以外之技術特徵，已縮小專利

範圍，未必不具專利要件，專利專責機關自仍應逐項就已縮小專利範圍之附屬項的發明作

進一步專利要件之審查，不得僅因其獨立項不具專利要件，即對其附屬項逕予核駁，此即

                                                        
8 顏吉承，專利說明書撰寫實務，2009年，117-1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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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項審查之原則（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412號、99年度判字第636號判決參照）。

易言之，由於申請專利範圍之獨立項、附屬項之專利要件並非當然同其命運，因而有逐項

審查之實益9。 

於舉發案之審查亦同，因附屬項除具有至少1個獨立項所無之技術特徵外，尚包含獨

立項所有之技術特徵。若引證案不足以證明獨立項不具新穎性，當然無從證明附屬項不具

有新穎性，自應進入進步性之審查。另獨立項之發明具進步性時，其附屬項當然具進步

性。但獨立項之發明不具進步性時，其附屬項未必不具進步性，應就所有附屬項逐項審查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376號判決10，及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行專訴字第86號、99

年度行專訴字第70號判決參照）。 

另2009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2-3-5頁第2篇「發明專利實體審查」第3章「專利要件」

「2.新穎性」「2.3新穎性之審查原則」「2.3.1逐項審查」規定：「新穎性之審查應以每

一請求項中所載之發明為對象，並應就每一請求項逐項判斷是否具新穎性作成審查意見。

以擇一形式記載之請求項，應就各選項所界定之發明為對象分別審查。附屬項為其所依附

之獨立項的特殊實施態樣，獨立項具備專利要件時，其附屬項必然具備專利要件，得一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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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分項作成

審查意見。」第2-3-20頁「3.進步性」「3.3進步性之審查原則」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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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專利專責機關就逐項審

查原則之操作，倘獨立項具專利要件，因附屬項自具專利要件，即無庸再逐項審查附屬項

之專利要件，此審查方式與逐項審查原則無違。如專利專責機關業已先就獨立項不具專利

要件，進而再對附屬項予以審查，並記載其實質理由在審定書者，即難謂其違反逐項審查

原則（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636號判決參照）。 

法院於審理專利行政訴訟時，亦應逐項審查，就各獨立項及附屬項之技術特徵逐項審

查判斷其專利要件，即使專利專責機關之行政處分未逐項審查，雖有漏未審酌之行政瑕

疵，但法院仍應就各獨立項及附屬項，依職權調查，未必應發回原處分機關重為行政處

分。惟法院不得於審查獨立項符合專利要件後，就附屬項部分，僅引敘各附屬項技術特

                                                        
9 陳國成，專利行政訴訟之研究，司法研究年報，2005年，25輯，238-239頁。 
10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3687號判決於認定系爭案之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獨立項具有新穎

性後，再就第3、4項認定不具新穎性，並進而認為勿庸再探究該二附屬項是否具進步性，而僅就第

1、2項審究是否具進步性為論述，於認定第1、2項不具進步性後，未就第3、4逐項審查，而誤解獨

立項及附屬項之意義，且對新穎性及進步性之比對亦有違誤，經最高行政法院廢棄發交智慧財產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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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並總括就獨立項及所依附之附屬項說明審查理由，否則難謂已盡逐項審查之能事（最

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365號判決參照）11。 

專利審查採取逐項審查原則之實益，在於附屬項為所依附之獨立項或附屬項之限制、

附加或說明，部分獨立項或附屬項雖不符合專利要件，但將之修正或更正後，其餘獨立項

或附屬項仍可能符合專利要件，而可使申請專利之發明得以核准，或專利權繼續存在。 

四、全案准駁原則 

如前所述，因專利創作不易，申請專利範圍之請求項有2項以上時，專利專責機關均

應就各請求項詳加逐項審查，各別判斷其專利要件，以盡其審定之職權，並增加專利申請

獲准之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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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項之附屬項均應逐項審查。惟經逐項審查後，認為部分請求

項符合專利要件、而部分請求項不符專利要件時，專利專責機關於申請案應否准予專利，

或於爭議案應否撤銷專利權，即涉及「全案准駁原則」或「部分請求項准許、部分請求項

核駁／撤銷原則」之適用。 

依專利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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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應予專利究係以全案之內容、抑或部分請求項作為考量，專利法並無明文。觀

諸1987年7月10日修正發布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第1項）專利申請案申請專

利範圍有部分項目不合專利規定，經限期通知刪除、修改或合併而專利申請人不予照辦

者，專利局得僅就可予專利之項目給予專利。（第2項）專利申請人就未准專利之項目請

求再審查或提起訴願者，俟該部分確定並修正專利說明書後予以公告。」其後專利法施行

細則於1994年10月3日修正時，刪除前開第19條有關部分專利之規定，是以專利專責機關

已無核准部分專利權之明文依據。準此，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261號判決認為專利

法第45條所定應予專利係以全案之內容作為考量，若全案經審查認無不予專利之情事，方

應准予專利。 

 

                                                        
11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更1字第160號判決因僅概括記載：「風扇控制系統晶片信號取得及輸出

之進一步詮釋」、「將風扇控制系統、風扇驅動單晶片，就轉速值與輸入電壓間變化，第一函數、

第二函數間關係，一併觀察」、「本院已由進步性之審查及比較習知技術應用時，已經說明，並釐

清與引證2間有如何之概念相通及其差異，當屬逐項考量」等語，經最高行政法院廢棄發交智慧財

產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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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就專利之申請案，專利專責機關之審查結果，認為部分請求項不符專利要件，

其餘請求項則符專利要件者，應依逐項審查原則，依專利法第46條第2項規定通知申請人

限期申復，如申請人修正其申請專利範圍，僅請求符合專利要件之請求項，專利專責機關

即應就修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准予專利；如申請人堅持不願修正，目前專利專責機關之實

務作法係就專利申請案全部予以否准12。 

就專利之爭議案，專利法於2003年2月6日修正前，關於專利之公眾審查區分為核准審

定後領證前之「異議制度」及領證後之「舉發制度」。最高行政法院前於96年度判字第

1412號發明專利異議事件即表明：「五、……進步性之審查自應以每一請求項（包括獨立

項及附屬項）中所載之發明的整體為對象，實不應以單一獨立項作為審查之理由，亦不應

僅就獨立項而為審查，而置附屬項於不顧。亦即不論獨立項或附屬項所界定之申請專利範

圍，只要申請專利範圍之請求項有2項以上時，應就每一個請求項判斷其專利要件，該項

所界定之申請範圍無不予專利之情事，即應就該申請項予以專利，而非僅以被比對案（即

系爭案）申請專利範圍單一獨立項作為判斷進步性對象。」 

另於舉發案，專利專責機關接到舉發書後，依專利法第69條規定，應將舉發書副本送

達專利權人，專利權人應於副本送達後1個月內答辯，則專利權人依舉發證據評估其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或說明書之內容之可專利性，若有不符專利要件者，尚得依同法第71條第1

項第3款規定：依同法第6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申請更正，以求救濟。而現行專利法並未

規定專利權有複數請求項者，得就部分請求項提起舉發，亦未規定舉發之審定，應就各請

求項分別為之。由於專利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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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專利專責機關經逐項審查

後，於最終審定時，基於專利整體性之考量，則須全案准許或撤銷，無從為「部分請求項

准許、部分請求項撤銷」之審定。亦即經逐項審查後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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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專利專責機關已依法踐行舉發答辯

之程序，而專利權人並未依法申請更正，則專利專責機關基於專利權人仍主張全案具有可

專利性之程序選擇，且專利審查現行法規已無核准部分專利權之依據，專利專責機關即應

為全案撤銷（全案舉發成立）之審定，無從分項各自作成舉發成立或不成立之處分（最高

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261號判決參照）。 

為此，2009年12月11日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之「專利法」修正草案第75條第1、2項

規定：「（第1項）舉發，應備具申請書，載明舉發聲明、理由，並檢附證據。（第2項）

                                                        
12 陳國成，註9文，240-2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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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有二以上之請求項者，得就部分請求項提起舉發。」其修正理由第1、2項載明：

「一、第一項明定舉發申請書應載明之事項。其中舉發聲明應表明舉發人請求撤銷專利權

之請求項次，以確定其舉發範圍。二、第二項明定申請專利範圍有複數請求項者，可就部

分請求項提起舉發。專利專責機關進行舉發審查時，將就該部分請求項逐項進行審查。13」

倘此修正條文經立法院審議通過，我國專利舉發制度將得就部分請求項提起舉發，而容許

分項各自作成舉發成立或不成立之處分。 

參、修正與更正 

一、修 正 

專利專責機關於審查發明專利時，依專利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得依職權通知申請人

限期補充、修正說明書或圖式，申請人亦得於一定期間內，分別依同條第2項、第3項規

定，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補充、修正說明書或圖式。由於說明書、圖式如經准予補充、修

正，視同申請時原說明書、圖式所揭露之範圍，其後之實體審查亦依該補充、修正本為

之，是以補充、修正對於申請人影響重大。 

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

前，除已依第39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

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此屬行政機關於作成行政行為

時，所應遵循之正當行政程序，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以維認定事實及適用法規之正確

性。為減少專利主管機關之審定錯誤，專利法於1994年1月21日修正增訂第40條第2項：

「經再審查認為有不予專利之情事時，在審定前應先通知申請人，限期申復。」於審定

前，先予申請人申復意見之機會14，嗣於2003年2月6日修正時移列為第46條第2項。本條

雖僅規定再審查階段之先行通知程序，惟再審查之程序，性質上乃原審查程序之再開15，

且於現行專利審查實務上，專利專責機關於審查及再審查階段，均於作成不予專利之審定

                                                        
13 專利法修法專區／專利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經濟部智慧財產局：http://www.tipo.gov.tw/ch/ 

AllInOne_Show.aspx?path=2769&guid=45f2e9ed-6a50-488e-8514-47a78e3cc320&lang=zh-tw，最後瀏

覽日：2011年2月5日。 
14 行政院，專利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第40條說明第3項（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82年1月8日印，院

總字第474號，政府提案第4517號，68頁） 
15 陳國成，註9文，2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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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通知申請人申復16。準此，專利專責機關依法應於作成不予專利之審定前踐行通知申復

之程序，給予申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之精神，以維申請人

之程序保障，求其處分之程序完備。 

專利專責機關於審查專利申請時，認為有不予專利之核駁理由，即發出核駁理由通知

書，告知申請人應予補充、修正之理由，如審查結果有數項核駁理由，原則上於一次核駁

通知函內一併告知，使申請人能作完整之補充、修正。且所要求申請人補充、修正之理由

應具體而明確，不可概括例示或抽象籠統，使申請人得針對核駁理由提出正確的補充、修

正（2009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2-6-25至2-6-28頁第2篇「發明專利實體審查」第6章「說明

書及圖式之補充、修正及更正」「1.補充、修正」「1.7審查注意事項」）。經專利專責

機關通知補充、修正說明書、圖式或圖說，屆期未辦理或未依通知內容辦理者，專利專責

機關得依現有資料續行審查（專利法施行細則第29條）。如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行專訴字

第34號發明專利申請事件，系爭專利僅申請專利範圍第3項具進步性，其餘請求項均不具

進步性，因智慧財產局為核駁處分前，曾以引證資料敘明不具進步性之理由，請專利權人

提出修正或申復說明或有關反證資料，原告僅提出申復，而未修正，智慧財產局即依當時

申請之既有資料審查，因無從單獨將第3項與其他不具進步性之請求項分離，第3項自仍應

併同與第3項以外請求項不應准予專利，故智慧財產局就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全部為不

予專利之處分，自無不合。本案經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裁字第922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 

如專利專責機關未於審定前將逐項審查之審查結果通知申請人限期申復，其所為處分

之效力如何？最高行政法院曾於96年度判字第1412號判決（發明專利異議事件）認為專利

審查主管機關認獨立項不具專利要件而附屬項仍具專利要件時，應依異議審定時專利法第

40條第2項限期申復，以利申請人參酌核駁理由通知書，作有利於保有申請專利權及他人

利用之修正，專利專責機關若未逐項審查，而影響專利申請權人之權益者，自屬違法，惟

申請人如於異議審定階段，依異議理由及引證案，申請人自應依法為補充或修正，如申請

人於異議答辯，仍堅持其獨立項具專利要件，在異議審定前不為任何補充修正，經專利專

責機關為異議成立之審定後，申請人不得再於行政訴訟藉專利主管機關未逐項審查為由而

爭執異議審定為違法。從而，原處分雖有未逐項審查之瑕疵，此判決較偏重申請人應自行

                                                        
16 為此，專利法修正草案即將現行條文第46條第2項規定修正後移列至不予專利審定事由規定（即草

案第46條第1項）之後，修正為：「（第1項）發明專利申請案違反第21條至第24條、第26條、第31
條、第32條第1項、第3項、第33條、第34條第4項、第43條第2項、第44條第2項、第3項或第110條
第3項規定者，應為不予專利之審定。（第2項）專利專責機關為前項審定前，應通知申請人限期申

復；屆期未申復者，逕為不予專利之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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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異議理由及引證案而判斷是否為補充、修正。 

有鑑於在審定前通知申請人不予專利之情事而限期申復，其立法意旨在給申請人補充

或修正之機會，故有關不予專利之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書之內容及理由均應具體明確，以使

申請人得以清楚應補充或修正之處，始有為實質申復之可能；如審定前通知之內容未逐項

指出各專利請求項是否具可專利性，及獨立項不具可專利性但附屬項具可專利性時，是否

可予修正之情形，即無法使申請人理解應補充或修正之處者，自不符給予申請人申復機會

立法意旨，自難謂符合專利法第46條第2項規定之意旨（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1488

號判決參照）。 

因此，倘專利專責機關於系爭申請案修正前申請專利範圍不符專利要件之詳細理由，

業以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書通知申請人申復，申請人收受該通知書送達後，亦已提出專利再

審案申復理由書，專利專責機關於不予專利之處分作成前並無未予申請人陳述意見之機

會，亦未違反專利法第46條第2項規定（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366號判決參照）。 

倘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書僅例示部分申請專利範圍過廣，而未就各別請求項內部分申請

專利範圍過廣之具體情形一一明確記載（例如「以上所舉範圍不當僅屬例示，本項所主張

之範圍應有化合物製備及藥理試驗實驗作為依據等語」），則除已具體例示部分，可認專

利專責機關業已踐行先行通知程序外，其餘概括敘述部分，因申請人難以確實瞭解何一具

體事項有何申請範圍過廣之情形，無法認定先行通知程序之踐行17。又若僅形式單純記載

「第1項（獨立項）所請範圍不符專利要件，故其附屬項亦不符專利要件」而已，並未進

一步將如何對之客觀研判附屬項未符專利要件之完整理由予以載明，難認核駁理由先行通

知書已具體載明，而可給予申請人補充或修正之申復機會（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

1488號判決參照）。從而，有關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書之記載應達「具體明確」之程度，客

觀上應以使申請人清楚理解何以不予專利之理由、及應如何補充或修正，申請人始有為實

質申復之機會。 

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行專訴字第121號發明專利申請事件，即審酌智慧財產局於審查

意見通知函僅簡單記載：「（第12項）進一步界定萃取的溶劑，惟其主項(11)並無萃取的

溶劑之界定，不符專利法第26條第3項。同理，13、14、16、17項都有類似情事，不符專

利法第26條第3項。」「（第24項）進一步界定『光譜』，惟其主項(19)並無光譜的界

定，不符專利法第26條第3項。……同理第25-39項附屬於第24項，不符專利法第26條第3

項。」所稱「同理」、「都有類似情事」究何所指？智慧財產局並未具體敘明有何不予專

                                                        
17 陳國成，註9文，204-205頁。另參照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第57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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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情事，無從使原告（專利權人）清楚應補充或修正之處，而無為實質申復之可能。故

智慧財產局於審定前所為之先行通知程序，就系爭案申請專利範圍第13、14、17、25至39

項部分並非具體明確，尚難使原告得以明瞭應補充或修正之處，不符2003年2月6日修正公

布之專利法第46條第2項規定之意旨，故智慧財產局逕予再審查審定本案應不予專利，自

有違誤，故發回智慧財產局依法院之法律見解再為審查裁量。 

二、更 正 

對於已經核准專利公告之說明書或圖式，專利權人得依專利法第64條規定，向專利專

責機關申請更正。又依同法第71條第1項第3款或第72條第2項規定，於舉發或依職權審查

時，專利權人亦得申請更正，或由專利專責機關依職權通知限期更正。然而，專利法僅於

第46條第2項就專利申請案之審查，課予專利專責機關一「先行通知義務」，即在作成不

予專利之定前，應先通知申請人限期申復，使其有機會斟酌為補充、修正。然而就舉發案

之審查，同法第69條第1項僅規定專利專責機關應將舉發人之書狀送達專利權人答辯，第

71條第3項規定專利專責機關應將專利權人就申請專利範圍所為之更正通知舉發人表示意

見，並無何「先行通知義務」之規定。 

此外，2009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2-6-72頁第2篇「發明專利實體審查」第6章「說明書

及圖式之補充、修正及更正」「2.更正」「2.6審查注意事項」僅規定：「……(5)專利權

人所提出之更正內容，部分可接受，部分不可接受時，例如：未完全依照專利專責機關之

通知內容更正，仍保留了超出原說明書、圖式記載的事項，或更正後之內容又引進了新事

項時，應不准予更正，專利專責機關應敘明理由通知專利權人於指定期間內重新提出更

正。屆期不更正者，依該現有資料逕行審查。」 

而2006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5篇「舉發及依職權審查」第1章「專利權之舉發及依職權

審查」第5-1-23頁規定：「5.2.3.1由於發明之申請專利範圍得以一項以上之獨立項表示；

必要時，得有一項以上之附屬項（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8條），舉發人若就所主張之請求項

逐項敘明舉發理由時，應逐項審查 。……若審查結果，僅有部分請求項違反舉發之理由

或法條時，應通知專利權人進行更正，屆期未提出更正或更正後仍有違反情事者，應審定

舉發成立，撤銷其專利權。……」第5-1-45頁「6.舉發審定與撤銷確定」「6.1舉發審定」

規定：「……經審查，僅部分請求項違反專利法之規定而致舉發成立者，應先依職權通知

專利權人申復或更正說明書或圖式（更正之處理，參照本章4.3『更正』）。經申復更正

後能克服舉發成立之理由者，應審定『舉發不成立』；屆期未申復更正、申復不成立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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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更正者，應審定『舉發成立，應撤銷專利權』。」因此，智慧財產局就舉發案，僅於部

分請求項不具專利要件時，始依職權通知專利權人申復或更正說明書或圖式；至全部請求

項違反專利法之規定而致舉發成立時，即未事先通知專利權人。 

而智慧財產局就專利權人於舉發案中所提之更正事項，經審認不符專利法第64條第1

項、第2項規定者，即敘明不符更正規定之理由，函知專利權人限期申復，該函知申復以1

次為原則，如逾限未申復，或其申復理由或再提之更正事項仍未完全克服原先通知函所敘

明不符更正規定之理由，智慧財產局得不再通知專利權人申復，即依現有資料續行審查

（智慧財產局99年9月3日智專字第09912300180函）。如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136

號發明專利舉發事件，因智慧財產局曾依其審查意見表示申請專利範圍第3項無法據以實

施，函請專利權人更正，惟逾限未更正，智慧財產局因此據之全案舉發成立。最高行政法

院認為專利權人既未於舉發答辯時依舉發事由、證據，並參酌智慧財產局審查意見更正申

請專利範圍第3項，而於行政訴訟中始指原判決（即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行專訴字第89號

行政判決）未依職權調查專利權人於舉發階段未及更正之原因，率爾使其負擔不利益，卻

對行政機關訴願決定明顯之誤載恝置不問，其間顯失公允部分，自非可採。 

然而，智慧財產局上開通知申復或更正之實務作法，衍生爭議，亦即當「全部」請求

項違反專利法之規定而致舉發成立時，智慧財產局即未通知專利權人申復或更正。就此方

式，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4159號判決認為智慧財產局已依專利法第69條規定函

請原告答辯，即已給原告陳述意見機會，尚難逕指為違法，且系爭案係屬「全部」請求項

違反專利法之規定而致舉發成立，自不能適用前揭專利審查基準，智慧財產局未通知專利

權人申復或更正，自無不合。嗣經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05號判決維持原判決確

定。 

惟智慧財產局自2010年9月3日起，調整有關專利舉發案件中專利權人所提之更正事

項，有不符更正規定之實務作業：「一、為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02條之規定，賦予專利權

人較完整之程序保障，舉發案中所提之更正事項，經審認有不符專利法第64條第1項各款

或第2項規定者，本局將敘明不符更正規定之理由，函知專利權人限期申復。二、另為免

延宕舉發案件之進行，本局函知申復以一次為原則，倘專利權人逾限未申復者，或其申復

理由或再提之更正事項仍未完全克服原先通知函所敘明不符更正規定之理由者，本局得不

再通知專利權人申復，將依現有資料續行審查。18」亦即，智慧財產局此次變更實務作

                                                        
18 有關專利舉發案件中專利權人所提之更正事項，有不符更正規定者，自99年9月3日起調整實務作

業，經濟部智慧財產局，http://www.tipo.gov.tw/ch/News_NewsContent.aspx?NewsID=4758，最後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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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將原先僅在認為「更正有部分可接受、部分不可接受」之情況下方通知專利權人答辯

之作法，擴大為「若有認為不合專利法規定者，即一律通知答辯，但以一次為限」。 

肆、行政機關之第一次判斷權 

就行政法學理言，由行政機關就具體個案進行第一次判斷，行政機關之裁量僅單純不

合目的，或未作成其他更有意義甚至更理想之決定，其行為僅為「不當」，並不涉及合法

性之問題，依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得對之向上級機關提起訴願，而受理訴願之機

關為上級行政機關，依據行政機關上下隸屬指導關係，自得審查行政處分之「合法性」及

「合目的性」。至於行政法院基於權力分立之原則，僅能審查行政機關之決定是否合法，

而不能審查行政機關如何決定始更符合行政目的，否則無異於以行政法院取代行政機關行

使裁量權。此參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之規定，人民僅得對於違法行政處分提起行政訴

訟，即臻顯灼（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1426號判決參照）。 

基於憲法上權力分立原則，司法權之本質在於人民權利之救濟，以獨立、客觀、中立

為其核心；而行政權在於執行立法者之意志，重其專業性及靈活運作。行政訴訟係對行政

行為之監督機制，固應充分發揮司法權之功能，以保障人民之權利，惟司法審查非可無限

上綱，仍應遵循一定之界限，本於司法權與行政權之分立，就行政權行使與否，為行政機

關之第一次判斷權，司法機關應予尊重，凡未經行政機關處分者，除有法律明文規定外，

不得於行政訴訟上由司法機關逕行第一次判斷權之行使19。 

有關產業利用性、新穎性、進步性等專利要件，雖得由行政法院予以全面且實質之審

查，惟專利要件之審查應由專利專責機關行使第一次判斷權，就專利要件中未經專利專責

機關裁決之事項，行政法院即應尊重其第一次判斷權（即先行審定處分之權限），不得逕

自代替專利專責機關行使其第一次判斷權。惟如經專利專責機關原審定業已審酌之要件，

僅該審定理由有誤，行政法院始可因事證已臻明確，而依原告所為課予義務訴訟之請求為

原告勝訴之判決20。 

                                                                                                                                                                   
覽日：2011年2月18日。 

19 林紀東，行政法，1994年，544頁；翁岳生，行政法（上），2006年，10-17頁；李惠宗，行政法要

義，2008年，5-7、549-550、553-556、585頁。 
20 陳國成，註9文，188-1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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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行專訴字第86號新型專利舉發事件，舉發人原以證據8主張系

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4項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智慧財產局審查後認證據8可證明不具新

穎性，即未再審酌證據8能否證明第4項是否不具進步性之爭點。惟經法院審理後認定證據

8無法證明第4項不具新穎性，本件理應續為進步性之專利要件的判斷，惟智慧財產局所作

成之原處分並未針對此爭點予以審查，亦即此爭點並非原處分之範圍，致法院無從審究其

有無違法之處。倘法院就證據8是否得以證明第4項具備進步性之爭點予以審酌，不僅有逾

越原處分內容而為訴外裁判之虞，更為司法機關行使原處分機關（智慧財產局）之第一次

判斷權，有悖於行政爭訟救濟制度旨在糾正違法行政處分之目的。因此，第4項是否具進

步性部分，既尚未經智慧財產局作成第一次判斷，法院無從就此爭點為判斷。 

嗣於2010年4月14日，99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提案四係針對此法律問題21進

行討論，大會研討結果多數採甲說，即法院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理由有三：(1)原

處分及訴願決定均僅對舉發證據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加以審查而已，則法院

審理之範圍應僅限於此部分之適法性。茲原處分既有違誤，即應連同訴願決定併予撤銷；

(2)至於舉發證據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因原處分機關並未加以審查，法院

應無庸贅審。此部分應於撤銷原處分，發回原處分機關智慧財產局另為處分時，由智慧財

產局行使第一次判斷權；(3)依專利法第71條第1項規定，專利專責機關於舉發審查時，得

依申請或依職權通知專利權人限期為更正。茲原處分機關就系爭專利是否具進步性部分，

既未加以審查，如法院就此部分逕予審理，無異剝奪權利人依上開法條更正之程序利益，

故仍應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給予權利人更正之機會22。 

                                                        
21 法律問題：「甲對乙之專利提出舉發，舉發理由為舉發證據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及進步

性，請求撤銷系爭專利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審定結果，認舉發證據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

性，乃為舉發成立應撤銷系爭專利權之處分（對於系爭專利是否不具進步性部分，認無庸再予審

認），乙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法院審理後

認為舉發證據雖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但可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時，應如何判

決？」 
22 當時另有乙說：駁回原告之訴。(一)按產業利用性、新穎性、進步性，均為專利之要件，不符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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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系爭專利權，舉發理由有二，一為舉發證據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一為舉發證據足以證

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換言之，法院審理本件專利舉發案，訴訟標的為撤銷系爭專利權，至於系

爭專利是否不具新穎性或進步性，僅為撤銷之理由。茲舉發理由已提及舉發證據足以證明系爭專利

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法院即應就此兩部分理由予以審理，不因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未審查系爭專利

是否不具進步性而受影響。(二)法院審理結果，如認舉發證據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此時

系爭專利即有撤銷之原因，是原處分為舉發成立應撤銷系爭專利權之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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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於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行專訴字第94號發明專利舉發事件，經法院逐項審查後，認

定原處分認部分請求項不具有進步性，未敘明理由，且就舉發附件4之功效認定有誤，另

就部分請求項之附屬技術特徵是否僅為先前技術之簡易改變，法院本於對行政機關（智慧

財產局）第一次判斷權之尊重，且原告及參加人亦未就此陳述意見，是此部分尚待審查，

本件有待發回由智慧財產局依法院之法律見解再為審查裁量。從而，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

分。 

另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233號判決，認為舉發人係就所主張之系爭專利請求項

逐項敘明舉發理由，則依專利審查基準第5-1-27頁5.2.3.2準用第5-1-23頁5.2.3.1規定，即應

逐項審查。原判決既認為舉發人所提之引證無法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3、5、7至

9、11至13、15項不具新穎性，即應逐項審查上開申請專利範圍是否具有進步性，惟智慧

財產局於審定時，因認各該項不具新穎性，而敘明「自無再審究進步性之必要」等語，即

未審查各該項是否具有進步性，是否應由智慧財產局行使第一次判斷權，且專利權人是否

得依2003年專利法第71條第1項第3款、第108條及專利審查基準第5-1-45頁6.1規定，更正

說明書或圖式。從而，原判決（即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行專訴字第38號行政判決）未審酌

上開重要事項，即逕以智慧財產局無從逕為部分請求項撤銷專利權，部分請求項保有專利

權，智慧財產局所為「舉發成立，應撤銷專利權」之處分之理由雖與原判決理由不同，惟

結果並無二致等由，而駁回專利權人在第一審之訴，尚有未洽。 

伍、相關案例——各原理原則之交錯 

一、行政機關第一次判斷權與全案准駁原則 

於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行專訴字第86號新型專利舉發事件，經逐項審查系爭專利之申

請專利範圍，雖第4項具備新穎性，惟為尊重原處分機關（智慧財產局）之第一次判斷

權，法院無法審酌第4項是否具備進步性，已於前述。縱使證據8不足以證明第4項具備進

步性，然第1項（獨立項）及第2、3、6、7項（附屬項）不具新穎性，且第5、8項（附屬

項）不具進步性，因無從單獨將申請專利範圍第4項與其他不具專利要件之請求項（第1至

                                                                                                                                                                   
以維持，亦無不合，故應駁回原告之訴。(三)法院審理之結果，與原處分之審定結果比較，結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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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認為正當者，仍應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四)基於訴訟經濟目的及紛爭一次解決之原則，自以乙

說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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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至8項）分離，原告復未更正其專利說明書，減縮申請專利範圍，刪除不具可專利性

之請求項，則仍應併同與第4項以外之請求項，就系爭專利之全案，為舉發成立之審定。

因此，雖然智慧財產局先前所為「舉發成立，應撤銷專利權」之處分係認第4項不具新穎

性，理由雖有未洽，惟因系爭專利確有多項請求項不具可專利性，而應予全案撤銷，故仍

維持原處分，而駁回原告（即專利權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之請求駁回23。 

準此，於智慧財產局認定部分請求項不具新穎性之見解有誤時，法院於本案係恪遵

「行政機關第一次判斷權」之司法審查界限，同時考量現行專利審查實務所採之「全案准

駁原則」，而傾向以「全案准駁原則」為重。 

二、全案准駁原則與申請更正之程序上利益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290號判決認為智慧財產局之原處分既審定舉發所提出之

證據尚不足以否定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之新穎性與進步性，由於其他申請專利範

圍符合專利要件，則應審究本件有無2003年專利法第71條第1項第3款及專利審查基準第5-

1-23頁5.2.3.1、第5-1-45頁6.1關於更正規定之適用餘地？原判決（即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

行專訴字第60號行政判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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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將

原判決廢棄發回。 

準此，於舉發案，專利有部分請求項符合專利要件、部分請求項不符專利要件之情

形，專利專責機關應通知專利權人申復更正，不宜逕以全案准駁回原則而影響專利權人之

更正權益。 

三、行政機關第一次判斷權與申請更正之程序上利益 

如前所述，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233號判決，認為智慧財產局於審定時，因認

各該項不具新穎性，僅敘明「自無再審究進步性之必要」等語，即未審查各該項是否具有

進步性，即應由智慧財產局行使第一次判斷權，且應考量專利權人得依2003年專利法第71

條第1項第3款、第108條及專利審查基準第5-1-45頁6.1規定，更正說明書或圖式。 

                                                        
23 本案因原告逾期上訴，經智慧財產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99年度裁字第2196號裁定

駁回抗告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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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於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行專訴字第82號新型專利舉發事件，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

圍共3項，第1項為獨立項，其餘為附屬項。原處分認舉發證據無法證明第1項不具新穎性

及進步性，進而認舉發證據亦不足以證明附屬項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經法院審理後，認

為舉發證據得證明第1項不具進步性，然原處分並未審查第2、3項是否具有新穎性及進步

性，此部分即應由智慧財產局行使第一次判斷權，且專利權人得依2003年2月6日修正公布

之專利法第108條、第71條第1項第3款及專利審查基準之規定，更正說明書或圖式，故而

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 

從而，專利專責機關認定獨立項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之見解有誤時，對於未經專利專

責機關行使第一次判斷權之爭點，法院應予尊重，並兼顧申請人或專利權人之修正或更正

利益。 

四、各項原理原則之交錯適用 

於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行專訴字第71號發明專利舉發事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

7項，舉發人以證據2主張第1至7項不具新穎性，並以證據2、4之組合主張第1至7項不具進

步性，專利權人即申請更正（更正申請專利範圍第1、2項，並刪除第5、6項）。舉發人即

以證據2、4至8主張系爭專利更正本不具進步性。智慧財產局於舉發階段，僅進行一次面

詢，並無任何更正通知，即為舉發成立之審定如下：(1)申請專利範圍第1、2項之更正業

已實質變更申請專利範圍，故不准更正；(2)證據2可證明第1至7項不具新穎性；(3)證據2

可證明第1至7項不具新穎性，故證據2、4之組合亦可證明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7項不具進步

性。 

嗣後專利權人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而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

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而舉發人（即參加人）於審理中提出新證據即證據2、5之組合。經

法院審理後，認定如下： 

1.申請專利範圍第1、2項之更正業已實質變更申請專利範圍，故不准更正，而應就原

申請專利範圍為專利要件之判斷，相關引證為證據2、4之組合。 

2.原告（即專利權人）所提申請專利更正本中申請專利範圍第1、2項更正部分不可准

許，就第5、6項刪除部分可准許，被告（即智慧財產局）未依2004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2-

6-72頁第(5)點及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於作成本件舉發成立之處分前，敘明不符更正

規定之理由，通知原告重新提出更正本，未踐行通知程序，逕依系爭專利原申請專利範圍

之公告本予以審查，影響原告之程序上利益，程序上即有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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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證據2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3、7項不具新穎性，惟不足以證明第4至6

項不具新穎性，原處分此部分認定有誤。 

4.被告於審定時，因認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7項不具新穎性，而就進步性部分

僅概括敘明24，總括就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說明審查理由。且證據5至8乃舉發人主張系爭

專利更正本不具進步性之引證，原處分竟就原申請專利範圍，一併審認證據5至8，顯有違

誤。 

5.證據2無法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4至6項不具新穎性，原處分就此部分之認

定有誤，本件理應續為進步性之專利要件的判斷，即應逐項審查證據2、4之組合能否證明

第4至6項不具進步性。然被告僅總括就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說明審查理由，並未於審定書

記載其實質理由，難認業已審查第4至6項是否具有進步性之爭點。此部分雖經法院當庭整

理爭點，並命兩造及參加人陳述意見，惟倘法院就此部分進步性爭點予以審酌，不僅逾越

原處分內容，更為司法機關行使原處分機關（即被告）之第一次判斷權，有悖於行政爭訟

救濟制度旨在糾正違法行政處分之目的。且參加人於行政訴訟審理時就有關系爭專利不具

進步性之爭點，另提出新證據（即證據2、5之組合）。因此，證據2、4之組合、及證據

2、5之組合能否證明第4至6項有參加人所指不具進步性之情形，仍應由被告行使第一次判

斷權，且原告亦得依法更正說明書或圖式。 

6.為兼顧行政機關之第一次判斷權，以及原告對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仍有更正之利

益，被告所為系爭專利全部申請專利範圍為「舉發成立，應撤銷專利權」之審定，即有未

洽，爰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發回由智慧財產局再為審查裁量，另為適法之處分。 

綜上，法院於審理時，先依逐項審查原則，依序判斷各請求項之專利要件。而於專利

專責機關認定系爭案或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但為法院所不採時，關於進步性之爭點，因

斟酌第一次判斷權、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3條新證據之提出，以及申請人或專利權人因

專利專責機關就不具新穎性之認定有誤、以及部分更正申請可准許、部分更正申請不可准

許情形卻未踐行重新通知之程序瑕疵，致不及更正之程序上利益等因素，司法審查不宜逕

自准予專利或撤銷專利，而過度介入。 

                                                        
24 原處分此部分理由為：「……於舉發證據5至8所揭露之技術內容，可以得知於一印有複數條碼資料

的選擇單，以一條碼讀取器來讀取資料，已經為廣泛被應用在便利商店之『銷售業務』上，為既有

之習知技術，且係為顯而易見，為所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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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查，證據2足資證明系爭專利各項均不具新穎性已如前述，當然證據2組合證據4亦可證明系

爭專利各項均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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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行政訴訟理論與專利審查原則之整合——代結論 

專利行政訴訟之審理，必須同時適用行政訴訟理論之原理及專利法令（含專利審查基

準）。有論者以為立足於紛爭一次解決性及維護專利權人系爭專利價值時效性之觀點，傳

統理論（權力分立、尊重行政機關之「第一次判斷權」原則）有其實際上之問題25。然而

專利權固有其特殊性，惟其本質仍屬人民之一般財產權，專利權之授予或撤銷，在在影響

公眾得否利用發明與發展產業之利益。因此，為衡平申請人或專利權人與社會公眾之相衝

突利益，於個案審理時，必須審酌其具體案情，妥適地考量行政機關之第一次判斷權、逐

項審查原則、全案准駁原則、以及專利專責機關先行通知申復、修正、更正之程序。 

準此，就專利案（申請案及爭議案）之審查，所應注意之處： 

一、正當程序之保障 

就申請專利之複數請求項，首應依逐項審查原則，逐一審查各請求項之專利要件。如

有不合專利要件之情形，即應踐行相關通知程序，以維護行政程序法第102條所定人民陳

述意見之權益：(1)關於申請案，專利專責機關應依專利法第46條第1項規定，發出不予專

利之核駁理由先行通知，給予申請人修正之機會；(2)關於爭議案，專利專責機關依同法

第69條第1項通知專利權人答辯，無論審查結果為全部請求項不符專利要件，或是部分請

求項符合專利要件、部分請求項不符專利要件，均於審定前通知給予專利權人更正之機

會。而前述通知之內容，專利專責機關均應記載理由，且其理由應具體明確地教示。 

二、實體利益之保障 

就全案准駁原則，固為現行專利專責機關對於「部分請求項符合專利要件、部分請求

項不符專利要件」之審查原則，惟專利專責機關仍應先為逐項審查，審查各請求項之專利

要件，整體判斷發明之可專利性，並踐行相關先行通知程序，具體明確地教示不予專利或

撤銷專利權之理由，俾使申請人或專利權人充分理解，以保障其修正或更正之程序上利

益。當專利專責機關遵循正當行政程序後，由申請人或專利權人自行決定修正或更正與否

（亦得主張全案具有可專利性之程序選擇），再予審酌有無全案准駁原則之適用可言。倘

若申請人或專利權人無意修正或更正，專利專責機關自得就專利舉發為全案舉發成立或不

                                                        
25 蘇三榮，由專利行政訴訟看司法權與行政權之界限，http://203.73.253.1/news/shownewsb.asp? 

seq=442&stat=y，最後瀏覽日：2011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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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之審定（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1261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行專訴字第70

號判決參照）。由於全案准駁原則影響申請人或專利權人權益重大，宜審慎為之。 

此外，由於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3條規定，准許當事人就同一撤銷專利權理由提出

之新證據，雖智慧財產局未及審酌舉發人於行政訴訟階段所提之新引證，亦即行政機關尚

未行使其第一次判斷權，同時專利權人亦無法及時於舉發審查階段斟酌是否為申請專利範

圍之更正，法院宜審酌行政機關第一次判斷權及專利權人之更正利益（智慧財產法院99年

度行專訴字第71號判決參照）。惟如經逐項審查，系爭專利之全部申請專利範圍確均不符

專利要件，已無更正之可能，而專利權人已無更正之程序利益時，因事證明確，法院即判

命智慧財產局為撤銷系爭專利權之審定（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行專訴字第77號判決參

照）。 

另就第一次判斷權與司法審查之界限，立基於憲法之權力分立原則，以專利行政訴訟

所具有之覆審訴訟26性質，應先由專利專責機關為第一次判斷，再由法院就其第一次判斷

之違法性為司法審查，否則即以司法判決不當取代行政權；如此亦可避免將本應由專利專

責機關審查之職責不當地移轉至法院，加重法院之負擔，影響整體司法資源之有效配置。

然而，專利專責機關應實質載明其理由，以示其確實行使第一次判斷權，而非形式上泛稱

或總括陳述。 

例如專利專責機關審查後，認為證據A可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即未再論述進步

性部分，而為「舉發成立」之處分。倘法院認為專利專責機關有關證據A可證明系爭專利

不具新穎性之見解不可採，則由於專利專責機關並未審查證據A、B之組合可否證明系爭

專利不具進步性之爭點，則行政機關之第一次判斷權原則之考量，誠屬重要。 

再者，如專利專責機關審查後，認為證據A可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並於審定書

記載：「證據A、B之組合亦可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惟未再詳述相關技術比對及

不具進步性之具體理由，而為「舉發成立」之處分。倘法院認定原處分「證據A可證明系

爭專利不具新穎性」之見解為不可採，則專利專責機關原先所為「證據A、B之組合可證

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之推論基礎即發生動搖，且原處分亦未再詳述相關技術比對及不

具進步性之具體理由，即使其最後結論（即證據A、B之組合確可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

                                                        
26 行政訴訟，依其構造，可分為「始審（原始）訴訟」及「覆審（後置）訴訟」。前者係指行政訴訟

不以經行政第一次判斷為必要，而無須經訴願或類似之前置程序。後者則就人民與行政機關之法律

關係，先由行政機關為第一次判斷，如有不服，始於事後以行政訴訟請求權利保護，故為尊重行政

第一次判斷權，行政訴訟即須經訴願或類似之前置程序。翁岳生，行政法（下），2006年，3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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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正確，僅部分理由未洽，依目前法院實務見解，可能傾向尊重專利專責機關之第一次

判斷權，以維持司法審查之謙抑性。 

在專利專責機關有關可專利性之認定有誤時，尤應注意專利申請人或專利權人程序利

益之保障。然而，倘事證明確（例如已無更正之可能）時，即使原處分有程序瑕疵，即例

外地由法院命專利專責機關為准予專利或撤銷專利之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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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淺談以先前技術抗辯專利侵權 
——從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專上字第53號談起 

 

王瓊忠
* 

壹、前 言 

於專利侵權訴訟實務中，被告選擇提出先前技術為自己的侵權行為進行抗辯時，當是

堅信其產品（或方法）與某一先前技術所揭露內容是相同或極為近似的。惟，受到現行

「專利侵害鑑定要點」（下稱「鑑定要點」）所規範鑑定流程的影響，法官欲審理先前技

術阻卻侵權的時機通常是在均等侵害成立之後，爾後於判斷有阻卻成立時，復將廢棄前功

（即已完成均等侵害的判斷），前述情形將增加法官審理的困難與負擔，並且不符合訴訟

經濟原則。爰此，本文擬以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專上字第53號判決（下稱「題述判

決」）為楔子，再對先前技術的適格性、適用時機及比對判斷標準說明於後，復介紹先前

技術阻卻與其他專利制度的關係，最後再以判決簡評替代結論。合先敘明，以下關於先前

技術阻卻的相關敘述，或以「抗辯」代替「阻卻」，抑或二者交替使用。 

貳、案例介紹 

一、事實概要 

上訴人A（即原告）擁有新型公告第453151號「具有換氣系統之鞋子的氣閥結構」專

利（下稱系爭專利），係有關一種換氣系統鞋子的氣閥結構（請參圖1），該氣閥主要包

含有進氣閥（請參圖1A）及出氣閥（請參圖1B）。其中進氣閥(2)由鞋底空氣室(S1)側壁

                                                        
* 達穎專利師事務所經理、智慧財產培訓學院種籽師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本

文文責作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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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組合孔(21)中插設一具有活動膜片(224)的組合部(22)而形成；出氣閥(1)則由鞋底空氣室

(S1)與空氣道(S2)間之隔離部(A1)中設有一傾斜角的貫通孔(11)，且貫通孔(11)之上段部位

形成有擴大部(12)，並於擴大部(12)中放置有一膜片(13)而形成。 
 

 

 

 

 

 

 

     

 

上訴人A起訴主張被上訴人B（即被告）所生產之「DK呼吸空氣鞋」產品（下稱系爭

產品）落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1之均等範圍。被上訴人B於訴訟審理中抗辯系爭

                                                        
1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記載：「一種具有換氣系統之鞋子的氣閥結構，其主要包含有於鞋底

空氣室之側壁及隔離部區域設有單向形態之進氣閥及出氣閥，其結構特徵具備有：上述出氣閥結構

是於隔離部之肉厚處設有一貫通孔，該貫通孔是由空氣室之底部向空氣道之上部方向形成傾斜狀

態；及於該貫通孔中形成有錐狀擴大部；及於該擴大部中放置有一遮著貫通孔之膜片；上述進氣閥

圖1 系爭專利之氣閥結構 

圖1A 系爭專利之進氣閥 圖1B 系爭專利之出氣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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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係使用先前技術所製作，即實施公告第176259號專利（下稱259號專利）而得阻卻侵

權，以及有禁反言原則的適用。 

二、法院判決簡述 

案經智慧財產法院以98年度民專上字第53號判決，認為被上訴人B製造、販賣之系爭

產品並未落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權利範圍，故判決上訴駁回。茲摘錄判決主

要理由如下： 

(一)兩造均不爭執如附表2所示，系爭產品的技術內容編號1至3部分均可自系爭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中讀取，而編號4部分……不符文義侵害，應進一步為均等論之探

討……關於附表編號4部分……系爭產品之技術手段及效果，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並非實質相同……不適用均等論。 

(二)縱認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之均等範圍。而被上訴人抗辯系爭

產品係使用公告第176259號專利之先前技術所製作……是系爭產品有「先前技術阻卻」之

適用，可阻卻均等侵害，故系爭產品並未落入系爭專利之權利範圍。 

(三)原審3以……系爭專利……適用禁反言原則，認定被上訴人未侵害系爭專利。經

本院進行技術比對後，系爭產品之技術手段及功能，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並非

均等，縱有均等論之適用，被上訴人亦得為先前技術之抗辯，而此非禁反言之適用範疇，

故原判決就此部分論述容有未恰。 

三、小 結 

我國關於先前技術阻卻侵權（阻卻均等侵害）的規定，係在2004年修訂的「鑑定要

點」中始納入鑑定流程，該「鑑定要點」雖定位為參考性質，但不可諱言的是，其規範的

鑑定流程在鑑定實務或司法判決上仍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及影響，本文題述判決之理由即

是以該「鑑定要點」所規範逕為操作。 

                                                                                                                                                                   
包含有：於鞋底空氣室之側壁設有一橫向組合孔，及設有一為分離元件之組合部；上述組合部包含

有一可嵌合於上述組合孔中之嵌合管，及於該嵌合管之端部設有一平板狀之本體，及於該本體之前

側設有與上述本體共同形成U形狀之支持部，及該支持部與本體間插設有一膜片。」 
2 請參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專上字第53號判決之附圖、附表。 
3 即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專訴字第4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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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該「鑑定要點」對於先前技術阻卻侵權的判斷著墨不多的情況下，造成在實

務操作上不僅立論基礎薄弱，比對方式亦顯得流於表面。以題述判決為例，法官在判斷系

爭產品與先前技術（即259號專利）是否相同時，顯然是以「個別技術特徵」作為判斷基

礎，即，先將系爭產品文義侵害系爭專利的部分（指判決附表編號1至3內容）排除，再以

系爭產品具有爭議的部分（指判決附表編號4內容）直接與先前技術（即259號專利）的對

應技術特徵逕為比對，並推得「系爭產品有先前技術阻卻之適用，可阻卻均等侵害」的結

論。惟此捨「整體觀之」而就「個別技術特徵」比對的方式是否恰當，攸關侵權成立與

否，故值得探究。 

其次，原審及上訴審認定系爭產品不侵害系爭專利的理由不同，前者認定有禁反言原

則之適用，後者則認為有先前技術阻卻之適用，由此可見，法官在面對被告提出侵權抗辯

時的審理操作仍顯生疏。 

參、先前技術之於專利侵害 

先前技術於專利侵害訴訟中所扮演防禦角色主要有二：其一為用於主張系爭專利無

效；其二即為本文所欲探討之用於抗辯專利侵權。該二者雖同以先前技術作為抵禦侵權

用，但在本質的比對基礎上卻存有相異點，即，前者是以先前技術與系爭專利的申請專利

範圍所記載技術內容進行比對，其判斷方式依循現行專利審查基準（以下或簡稱「審查基

準」）的教示；後者則是以先前技術與系爭對象（即待鑑定對象）進行比對4，其判斷方

式在「鑑定要點」中並未有深入的介紹與論述。本文鑑於有關前者的論述已有許多，特以

後者——先前技術阻卻（抗辯）專利侵權為研究對象。 

一、先前技術之適格性 

一般而言，只要是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之前的技術，皆應視為可抗辯侵權的「先前技

術」，惟，在適用過程中，先前技術仍須受到一定程度的規範與限制，在規範與限制範圍

內的先前技術始能成為一個有效的先前技術（effective prior art），反之則為一個無效的

先前技術（ineffective prior art）。 

                                                        
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侵害鑑定要點，2005年，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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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時間限制方面 

我國「鑑定要點」對於「先前技術」的解釋，與現行「審查基準」所規範新穎性要件

中關於「先前技術」的解釋一致5，即，「先前技術」應涵蓋申請日（主張優先權者，則

為優先權日）之前（不包括申請當日）所有能為公眾得知（available to the public）之資

訊。又，在我國專利法採先申請主義（First-to-File）的基礎下，有效的先前技術是以「申

請日」（或優先權日）作為劃分，即（系爭專利）申請日之前已公開的技術方能成為抗辯

用的先前技術。至於先前技術為申請在先而公開（或公告）在後的專利案時，能否成為阻

卻侵權的先前技術，依現行「鑑定要點」的規範是未涵括此一態樣的。惟本文認為此部分

尚有再議空間，並將探討於後。 

(二)在內容限制方面 

在以先前技術抗辯侵權的實務上，主要仍是以刊物所公開的先前技術與系爭對象進行

比對。因此，對於刊物上公開的先前技術之內容要求，現行「審查基準」關於審查新穎性

所引用之引證文件的規範6雖可資參考，惟其對於引證文件中所公開之內容要求包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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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中「形式

上明確記載的內容」屬有效的先前技術；但「形式上雖然未記載但實質上隱含的內容」因

具有模糊解釋空間，本文認為，為免去比對的不易及減少爭議，應將之排除於先前技術範

圍之外。 

(三)在公開方式限制方面 

主要公開方式有刊物的公開及使用公開。前者依現行「審查基準」對於刊物的定義、

刊物的形式及刊物的公開方式已有明確的介紹8，惟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印有「內部刊

物」、「內部發行」等類似文字之刊物，因屬在特定範圍內發行，除非有明確證據顯示其

已對外公開散布，否則在侵害比對上應認定為無效的先前技術。後者依現行專利法第22條

第1項第1款所稱之「使用」，並不單指施於物或方法上而應用其技術功能之使用行為，尚

                                                        
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2009年，第2篇發明專利審查第3章第2節2.2.1，2-3-4頁。 
6 同前註，2-3-5頁。 
7 「實質上隱含的內容」：指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引證文件公開時的通常知

識，能直接且無歧異得知的內容……引證文件中包括圖式者，圖式僅屬示意圖，若無文字說明，僅

圖式明確揭露之技術特徵始屬於引證文件有揭露之內容。 
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5文，2-3-8至2-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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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及進口等行為。「公開使用」（public use），指透過前

述使用行為而揭露技術內容，使該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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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當然，訊息的傳達方式多樣，其中能清楚且具體呈現技術成果的方式，以上述之刊物

公開與使用公開方式最為常見，除此之外，透過口語或展示等行為使先前技術能為公眾得

知之情形亦當屬公開方式的一種。 

(四)在技術領域限制方面 

由於技術有各種不同領域之分，如機械、電子電機、光學、化學等領域，因此，於引

用先前技術以阻卻侵權時，被考慮的先前技術是否應有相關技術（pertinent art）領域的限

制，例如，必須是與系爭專利同屬相同或類似的技術領域始得作為先前技術，抑或是雖屬

不同技術領域但揭露有解決類似問題的技術亦得被引用作為先前技術，前述技術領域關聯

性之問題，攸關可作為阻卻侵權之先前技術來源的多寡。基此，本文以為可專利要件之新

穎性判斷，因要求申請專利範圍所載發明必須是未構成先前技術的一部分，亦即必須是在

已公開技術領域中未見的新技術始可，因此，於判斷新穎性時所得引證的先前技術並不限

於必須是相關技術，此與判斷進步性限於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之相關技術不同10。且由於我

國「審查基準」中有關新穎性判斷的規範，於「先前技術」解釋方面與「鑑定要點」是一

致的，因此，於引用先前技術以阻卻侵權時，該先前技術不應受到相關技術領域的限制，

亦即一切技術領域內的先前技術均可引用之。 

二、先前技術抗辯侵權之適用時機 

關於先前技術阻卻的適用時機，我國「鑑定要點」雖是將之規範於均等侵害成立之

後，惟國際間對於先前技術阻卻之適用是否涉及專利要件的判斷，因見解不同而有支持該

先前技術阻卻應適用文義侵害之後，亦有支持該先前技術阻卻應適用均等侵害之後，更有

支持先前技術阻卻可適用文義侵害或均等侵害之後11。其中，支持先前技術阻卻適用於文

義侵害之後者所持理由包括有：符合訴訟經濟原則、簡化侵權判斷流程、減輕法官審理負

                                                        
9 同前註，2-3-12頁。 
10 董安丹，美國專利法上之非顯著行性：歷史發展及GRAHAM原則（中），智慧財產權月刊，1999

年8月，8期，38頁。 
11 陳佳麟，習知技術元件組合專利之均等論主張與習知技術抗辯適用之研究，收錄於2003全國科技法

律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2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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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以及被告有權採用各種抗辯方式12；支持先前技術阻卻適用於均等侵害之後者所持理由

則包括有：確保行政權與司法權分立、避免被告逃避專利無效訴訟需負較重的舉發責任，

以及先前技術阻卻之目的在於限制均等擴張解釋13。 

上述支持理由各有立論基礎，本文不予贅述。然從先前技術抗辯侵權的基本內涵——

已存在於公眾領域且為公共財的知識（技術），是不得加以掠取的，此為賦予專利權的重

要基礎。因此，當一專利權被執行以排除他人侵權時，在訴訟過程中，被告若能證明其所

實施技術為系爭專利申請日之前已公開的技術，當可免除侵權之責。在此一基礎下，有關

先前技術抗辯侵權的判斷流程似乎應朝向更具效率的方向來制定才是。 

三、先前技術抗辯侵權之判斷 

有關以先前技術作為侵權抗辯的判斷方式，曾見於文獻者有相對接近比較法（或稱混

合比對法14）與假設性申請專利範圍分析法（hypothetical patent claim）15。前者是藉由比

較系爭專利、系爭對象與先前技術三者之間的近似程度而作為判定侵權與否的方法，但

「近似程度」本為不確定的概念，故該方法於實務中甚為少見；後者係自美國專利訴訟實

務中16所發展出來的方法，該方法是將系爭對象與先前技術的比對，轉化成符合專利法已

有明確規範的新穎性、進步性專利要件的判斷，惟其操作複雜且易生混淆而遭到批評17。 

上述比對判斷方法於我國訴訟實務中雖未見採用，然我國「鑑定要點」對於先前技術

阻卻的比對判斷方式亦未有更多的著墨，導致法官於個案審理時多為自行判斷。爰此，本

文擬就判斷的比對順序及比對標準進行探討並提出建議，祈有助於判決之公平。 

                                                        
12 許凱婷，中國專利法上現有技術抗辯之研究——兼論專利之相關修法，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8年，63-64頁；張仁平，由國際專利侵害規範與實務論我國專利侵害鑑定要點之修訂

與實務問題（下），智慧財產權月刊，2006年7月，91期，122頁。 
13 顏吉承，專利說明書撰寫實務，2009年，469-471頁；洪瑞章，專利侵害鑑定理論（智慧財產培訓

學院教材），2006年，52頁。 
14 劉繼祥，專利侵權判定實務，2002年，87-88頁；張鵬、崔國振，探析技術抗辯的對比方式和對比

標準，http://www.lunwenms.com/News_View.asp?NewsID=193，最後瀏覽日：2011年3月10日。 
15 又稱威爾森測試法（Wilson test）。 
16 Wilson Sporting Goods Co. v. David Geoffrey & Associates, 904 F.2d 677 (Fed. Cir. 1990). 
17 許凱婷，註12文，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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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對順序 

現行「鑑定要點」雖指出被告主張適用「先前技術阻卻」時，應進行系爭對象（即待

鑑定對象）與先前技術的比對18，然在鑑定流程中卻規範可提出「先前技術阻卻」的時機

是在均等侵害成立之後。換言之，法官在審理個案的前階段過程中，必須先對系爭專利與

系爭對象進行確認侵權之判斷，再於後階段的均等成立之後，且被告有主張適用先前技術

阻卻侵權時，始對系爭對象與先前技術進行比對，以確定被告所實施技術是否落入已公開

的先前技術範圍內。 

上述比對順序，對於欠缺技術背景的法官而言，要在審理的前階段中即對系爭對象與

系爭專利是否構成均等侵害作出結論，本已不易，更何況在後階段中尚須加入先前技術與

系爭對象的比對而增添審理之負擔。又，上述比對順序在後階段有認定先前技術阻卻適用

的情形時，將出現廢棄前階段的努力結果（即均等侵害判斷），該情況不啻浪費司法資

源，更增加了當事人的訴訟成本。究其原因，為遵循現行鑑定流程所致，雖說「鑑定要

點」並非法律文件，不具拘束力，但在未有更明確的比對判斷規範或教示的當下，該「鑑

定要點」仍是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題述判決即是一例。 

本文認為，基於賦予訴訟雙方當事人平等的法律地位，被告應享有提出先前技術以對

抗原告侵權主張的抗辯權，換言之，在被告主張適用先前技術阻卻時，即應進行系爭對象

與先前技術的比對，而非拘泥於現行鑑定流程，如此將可簡化訴訟程序，並減低法官之審

理負擔與做白工的情形發生。 

(二)比對標準 

即先前技術阻卻成立之要件。依照現行「鑑定要點」的規範可知，系爭對象必須與先

前技術「完全相同」19；或系爭對象為先前技術與通常知識的「簡單組合」始有阻卻成立

的判斷。對此，本文認為前述規定有過與不及的情形，理由為： 

要求先前技術與系爭對象「完全相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更多的情形是先前技術

與系爭對象「極為近似」，是以，阻卻成立的要件訂為「完全相同」時，將顯得過於嚴苛

且不利於被告的舉證抗辯，亦不符合實際情況。其次，「簡單組合」更是造成判斷不易的

                                                        
1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4文，44頁。 
19 現行「鑑定要點」對於「先前技術阻卻之成立要件」規定有二，其一即是待鑑定對象與某一先前技

術相同，或雖不完全相同……由後段可推知，前段之「待鑑定對象與某一先前技術『相同』」意指

「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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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凶，由於其概念猶如專利要件——進步性的判斷方式20，且隱含可組合二份以上的先前

技術，使得該方式不僅增加比對判斷的困難，更容易在判斷過程中加入判斷者的主觀意識

而影響公平判決，是以，「簡單組合」的判斷標準認定過寬將不利於專利權人的權益。前

述兩種極端情形，對於訴訟雙方而言，皆不是一個最佳的選擇。 

爰此，本文認為，「鑑定要點」對於「先前技術」的解釋既與「審查基準」所規範新

穎性要件中關於「先前技術」的解釋既是一致，則可援引判斷新穎性的概念作為比對標

準。更具體地說，當系爭對象與先前技術之間的關係為「完全相同」時，即應判斷為阻卻

成立；當系爭對象與先前技術之間的關係為不完全相同，但其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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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差異僅在於參酌引證文件即能直接置換的技術特徵」等「顯而易見」的情形

時，亦有阻卻成立的適用。另建議廢棄會徒增審理難度的「簡單組合」，改以上述「顯而

易見」的類型取代之，以利操作並便於標準統一化。 

肆、先前技術之於專利制度 

以下介紹先前技術阻卻與其他專利制度的關係，其中，在制度比對方面，包括與禁反

言原則及先使用權之關係探討；在證據援用方面，則對作為阻卻用的先前技術與先申請

案、被重複授權專利及再發明專利的關係說明於後。 

一、與禁反言原則的關係 

於專利侵權訴訟中，為求最有利且有效的抗辯，被告宜清楚認知先前技術阻卻與禁反

言原則在各方面的差異點，以便提出最適當的主張21： 

(一)抗辯手段 

先前技術阻卻的主張，須待被告提出，法官始予審理，被告未主張時，法官沒有責任

主動檢索先前技術並援引之，就被告而言，先前技術阻卻是一種消極性的抗辯手段；相對

禁反言原則的適用雖也是一種抗辯手段，但本文認為不應是消極性的，因系爭專利內容的

                                                        
20 林博智，專利說明書之可實施性要件，收錄於2009年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論文集，2009年，192

頁。 
21 林洲富，專利法——案例式，2008年，273-2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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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將導致權利發生變化是一事實，且涉及公眾利益22，基於公平性之維護，法官應依職

權調查事實，並主動進行禁反言原則的判斷23。 

(二)舉證責任 

因先前技術阻卻與禁反言原則的適用皆為有利被告，因此其等舉證責任應由被告負責24。

不同的是，被告主張先前技術阻卻並提出證據後，專利權人應負說服責任；而被告主張適用禁

反言原則時，專利權人必須說明的是其修正申請專利範圍的理由，若無法確知修正理由，則推

定係為克服先前技術之核駁，惟專利權人得提出反證予以推翻。 

(三)證據來源 

先前技術阻卻是以屬於外部證據的先前技術以進行抗辯；禁反言原則是以屬於內部證

據的申請歷史檔案作為抗辯用。二者之舉證來源不同25。 

二、與先使用權的關係 

先使用權（prior use right）的主張與先前技術阻卻的主張，是最容易被混淆誤用的，

該二者雖同屬防禦方法的一種，但其等仍有以下的差異： 

(一)抗辯目的不同 

先使用權制度的設計係為彌補專利授予採先申請主義而生之不足面，在一定程度上具

有保護先發明人的利益及促進發明技術實用化的作用；而先前技術阻卻的適用目的則在於

保護社會公眾的利益，維持專利權人與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平衡。 

(二)技術公開程度不同 

被告依專利法規定主張先使用權26時，只要證明自己是在系爭專利申請日之前已開始

                                                        
22 顏吉承，淺談發明及新型專利權範圍侵害判斷（下）——以外國專利侵權訴訟判決為他山之石，智

慧財產權月刊，2006年5月，89期，51-52頁。 
23 簡正芳，均等論在醫藥品發明侵權訴訟上的否定例與啟思——論日本緩釋性雙氯芬酸鈉

（Diclofenac sodium）製劑事件，智慧財產權月刊，2007年8月，104期，20頁。 
2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4文，43-44頁。 
25 林洲富，註21書，274頁。 
26 請參我國現行專利法第57條。 



32  

專利師︱第五期︱2011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使用相同技術，或已完成必要之準備時，即可免去侵權之責。前述「已完成必要之準備」

意味可作為主張先使用權抗辯依據的技術可能是未公開的先前技術；至於適用先前技術阻

卻的技術，則必須是在系爭專利申請日之前已公開的先前技術。 

(三)抗辯成立之證據作用不同 

被告主張先使用權抗辯成立時，系爭專利不受抗辯成立之證據影響而失其有效性；以

先前技術阻卻侵權成立時，其證據雖同樣不影響系爭專利的有效性，但不可否認的是，任

何人再以該先前技術作為主張專利無效的證據時，相信其對專利的有效性威脅程度大於用

在主張先使用權的證據。 

(四)依據不同 

主張先使用權以抗辯侵權，乃依據我國專利法第57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而主張適用

先前技術阻卻侵權者，則是依據現行「鑑定要點」的規範。 

三、與在前專利的關係 

援引他人申請在先的專利（下稱「在前專利」）作為先前技術，對申請在後的系爭專

利進行侵權抗辯時，若在前專利與系爭專利相同或近似時，可否作為先前技術以抗辯侵

權。關於此點，本文擬從被告實施技術是否取得在前專利權人同意，及在前專利的獲准公

告時點，以探討該在前專利與先前技術阻卻的關係。 

(一)被告實施技術是否取得在前專利權人同意 

此議題有正反意見之爭，所爭者在於應否以在前專利權人同意被告實施與否，據以認

定其可否作為阻卻侵權使用的先前技術，其中： 

認為被告未經在前專利權人同意而實施其技術時，該在前專利即不得作為先前技術阻

卻侵權的證據。其所持理由為：先前技術阻卻的適用，是謀求實現公平而允許採用的一種

抗辯手段，如果同意被告可據作抗辯證據，無疑是認可被告可在未經同意許可的情形下實

施他人的在前專利技術，如此將對在前專利權人不公平，亦不符合公正要求27。 

                                                        
27 周根才、高毅龍，自由公知技術抗辯原則若干問題探討，中國法律信息網，http://law.law-

star.com/txtcac/lwk/024/lwk024s839.txt.htm，最後瀏覽日：2011年3月11日；劉繼祥，註14書，79-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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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被告縱使未經在前專利權人同意而實施其技術時，該在前專利仍得作為先前技術

阻卻侵權的證據。其所持理由有： 

1.不論在前專利權人是否知悉被告援引其（在前）專利作為侵權抗辯用，基於民事訴

訟採不告不理原則，只要在前專利權人未採取侵權救濟，法院不應審理另一侵權事

件，且法院是基於在前專利存在的事實，而同意被告以之作為抗辯證據，並不代表

法院同意被告可以侵害在前專利28。 

2.被告援引在前專利作為侵權抗辯的先前技術時，無異等於間接承認自己亦侵害在前

專利，此情形得作為在前專利權人日後對之提出控告的證明證據29。 

3.被告未來有可能獲得該在前專利權人的授權或雙方共同合作。 

基於上述說明，本文贊成在前專利可作為先前技術阻卻的證據，理由是：經公告的在

前專利技術在未被授權的情形下，雖不得被「自由實施使用」，但仍為他人得「自由參考

使用」，於侵權訴訟中，被告所援引的在前專利是作為證據參考使用，至於其實施行為與

在前專利權人之間的問題，應屬另一訴訟戰場。 

(二)在前專利的獲准公告時點 

所述在前專利，依其獲准公告日相對系爭專利的申請日將有先獲准與後獲准之分，茲

分述如下： 

1.在前專利的獲准公告日在系爭專利申請日之前 

此情形下的在前專利業經公諸於世，本就構成可用以對抗侵權主張的先前技術，且其

可用資訊不以申請專利範圍所載內容為限，包括專利說明書及圖式所揭露者皆可。惟值得

注意的是，若在前專利是系爭專利申請審查過程中的參考文獻30，且經專利專責機關審查

認定不影響系爭專利的可專利要件，卻於司法審判中，經被告提出作為阻卻侵權的證據，

並為判決阻卻成立時，勢將產生行政審定與司法審判的衝突。對此，本文認為法院於審理

時，應尊重職司該項業務的專利專責機關的專業審查結果才是，如仍有疑義，當可命專利

專責機關參加訴訟並表達意見31。 

                                                        
28 陳佳麟，註11文，261-262頁。 
29 尹新天，專利權的保護，2008年，487-488頁。 
30 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為提升服務品質，自2008年1月1日發行之專利公報第35卷第1期起，增列參

考文獻欄位，俾利檢索效能。 
31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7條第1項規定：「法院為判斷當事人依前條第一項所為之主張或抗辯，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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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前專利的獲准公告日在系爭專利申請日之後32 

該情形所衍生問題在於：該在前專利未經公開在先的程序，是否可作為阻卻侵權用的

先前技術。依目前的司法判決認為33，系爭專利申請日之前未為公開或公告，屬於申請階

段而未為公眾所能得知狀態的在前專利，為不適格的先前技術。 

對此，本文認為，我國專利法既明訂申請在先而公開或公告在後的專利申請案能使後

申請案喪失新穎性34（即擬制新穎性），為何在先前技術抗辯侵權的過程中卻被排除，令

人不解。有鑑於此，本文支持在此情形下的在前專利是可以作為先前技術並阻卻侵權的證

據，理由是：在前專利有確切的專利申請日以茲證明其技術產出日早於系爭專利的申請

日，前述情形是不可抹滅的事實，為免徒增爭議，實宜將擬制新穎性的概念納入「鑑定要

點」，以彌補現行「鑑定要點」制定之不足。 

四、與被重複授權專利的關係 

所謂「被重複授權專利」，係指申請在後且申請專利範圍所載技術相同，因重複提出

申請且被授予專利權者。於侵權訴訟中，若以申請日為劃分，則先申請者（即前述定義之

在前專利）相對後申請者（即被重複授權的專利）而言將構成先前技術。若原告專利是被

重複授權專利，則被告提出在前專利作為先前技術抗辯時將不構成侵權；反之，若原告專

利是在前專利，而被告係依重複授權專利的技術而實施時，法院將判定被告侵權，且不允

許被告以自己亦擁有專利權來進行抗辯。 

較特別的是，若在前專利是被告自己的專利，且係申請在先而於原告專利申請後始公

開時，此情形不僅與原告之專利權範圍形成牴觸，更衍生可否以自己的（在前）專利進行

抗辯之問題35。本文認為，侵權的判斷，不該因專利權人有別而有不同的處理方式，且若

                                                                                                                                                                   
必要時，得以裁定命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參加訴訟。」 

32 符合申請在先而公告在後的在前專利之情形有二：其一是在前專利之獲准公告日早於系爭專利之獲

准公告日；其二是在前專利之獲准公告日晚於系爭專利之獲准公告日，前述其二情形之發生，蓋因

系爭專利為經形式審查而快速獲證的新型專利，而在前專利卻為審查時間長的發明專利。 
33 請參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專訴字第136號判決。 
34 我國現行專利法第23條規定：「申請專利之發明，與申請在先而在其申請後始公開或公告之發明或

新型專利申請案所附說明書或圖式載明之內容相同者，不得取得發明專利。」 
35 中國大陸2003年修正之《關於審理專利侵權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44條第1款有關自己專利

抗辯的規定：「專利侵權訴訟中，被控侵權人以實施自己的專利進行不侵權抗辯，被控侵權人自己

專利的申請日在原告專利申請日之前的，人民法院應當對被控侵權物是否係實施被控侵權人自己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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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國目前的處理方式必須透過舉發程序以釐清雙方專利權的有效性或申請專利範圍時，

將有違訴訟經濟原則，因此，被告是可以逕為主張其實施技術為自己的在前專利以抗辯不

侵權，無須待舉發程序以解決問題。 

五、與再發明專利的關係 

原告所擁有的專利係基於他人已取得專利之技術再予改進，且包括他人專利的主要技

術內容時，即構成我國現行專利法第78條所規定之「再發明專利」36，他人專利稱為「原

專利」（或稱基礎專利）。在此情形下，當被告以所實施技術是原專利而作為抗辯時，若

經審查屬實，應認定被告主張之先前技術阻卻成立37。惟，前述阻卻成立的前提是：實施

再發明專利技術時將侵害原專利38，然而，依我國專利法第78條第1項所定義的「再發

明」，只須達到利用他人發明或新型的「主要」技術即可，非「全部」技術內容，而在

「鑑定要點」規範侵權之前提必須符合全要件原則的情形下，擬於判定實施再發明專利技

術者侵權，似將產生矛盾，對此，有學者建議專利法第78條第1項有關再發明的定義宜修

正為利用他人發明或新型之「全部」技術內容者39，藉以符合全要件原則之要求。 

伍、判決簡評——代結論 

上述對於先前技術與專利侵害，及先前技術與專利制度之間的關係說明與介紹，相信

對於先前技術阻卻侵權的適用已提供有明確的輪廓可資參考，以下復對題述判決提出本文

意見。 

法官在題述判決得心證的理由中，是先行排除系爭產品文義侵害系爭專利的部分，再

逕以系爭產品未文義侵害系爭專利的部分直接與先前技術的對應技術特徵進行比對。簡言

之，系爭專利的構成是包括A+B+C+D（即對應判決附表編號1至4的內容），系爭產品的

                                                                                                                                                                   
利的事實進行審查。被控侵權人確係實施自己專利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被控侵權人不構成專利侵

權；被控侵權人並非實施自己專利的，應當繼續就被控侵權物與原告專利進行對比判定。」 
36 我國現行專利法第78條第1項規定：「再發明，指利用他人發明或新型之主要技術內容所完成之發

明。」 
37 周根才、高毅龍，註27文。 
38 我國現行專利法第78條第2項規定：「再發明專利權人未經原專利權人同意，不得實施其發明。」 
39 張仁平，由國際專利侵害規範與實務論我國專利侵害鑑定要點之修訂與實務問題（上），智慧財產

權月刊，2006年6月，90期，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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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包括有A+B+C+D’，而先前技術（即該259號專利）所揭露構成要件是A+B+C’+D’。

法官先是刪去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重疊的A+B+C部分，再經比對系爭產品的D’與先前技

術的D’是相同的，據以認定有先前技術阻卻的適用。 

針對上述判決理由，本文認為法官未就系爭產品與先前技術進行「整體比對」，有違

先前技術阻卻侵權的基本內涵40及「鑑定要點」的教示41，且法官只對抽離後剩餘技術

（即D’）進行「個別比對」的操作方式，顯然過於簡化而不利於專利權人。縱使法官是

以「簡單組合」的方式推得系爭產品有先前技術阻卻的適用，但，在判決文中未見法官說

明捨棄系爭專利的D及先前技術的C’之心證，亦未見說明如何將系爭專利的C與先前技術

的D’予以組合而推得系爭產品的C+D’。是以，「簡單組合」的操作不易，且其判斷方式

容易因潛藏個人主觀意識在內，使得認定標準不一而有損及專利權人權益之虞。 

爰此，本文提出以類似新穎性判斷的標準取代既有過與不及的規範，即，限定「單

一」先前技術與系爭對象進行比對，且判斷標準容許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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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差異僅在於參酌引證文件即能直接置換的技術特徵」，藉此以使訴訟雙方能平衡地站在

天秤的兩端，即在判斷要求上不偏頗任何一方。依此建議，則題述判決中的系爭產品再與

先前技術重新比對後，或將獲得不同的比對結果42，甚至有改變判決的可能。故，如何賦

予先前技術阻卻一個更具公平性的比對判斷方式，實屬重要的課題，尤其是在被告可用以

對抗侵權主張的先前技術已越來越多的當下。 

其次，題述判決對於先前技術阻卻的適用時機，仍在均等侵害成立之後。惟此比對順

序在有阻卻成立的情況下，將出現廢棄有關均等侵害的一切論述，而此一前功盡棄的情形

即是造成法官審理負擔加重的原因之一。爰此，本文認為可主張先前技術阻卻的時機不應

                                                        
40 即：被告只要能證明其實施技術為系爭專利申請日之前已公開且屬公共財的技術，即可免除侵權之

責。 
4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4文，44頁。 
42 系爭產品與先前技術（259號專利）的差異僅在於C是否「相同」或「顯而易見」於C’。其中，系

爭產品的C是出氣閥結構，是於隔離部的肉厚處設有一貫通孔，該貫通孔是由空氣室之底部向空氣道

之上部方向形成傾斜狀態，及於該貫通孔中形成有錐狀擴大部，以及於該擴大部中放置有一遮著貫通

孔之膜片；然而，先前技術的C’雖也是出氣閥結構，但其出氣孔（對應系爭產品的貫通孔）是等徑

的水平向穿孔，且出氣孔內並未設置有膜片，先前技術的膜片是被插放在一個間隙中，該間隙是由一

體成型於出氣孔外側的擋片與肋條之間的間距所形成。於進一步分析比對系爭產品與先前技術後將

發現，其等對於膜片的限位手段並不相同，基此，本文認為系爭產品的C與先前技術的C’並不相

同，且非屬於顯而易見的關係，此比對結果與題述判決之心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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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限制於均等侵害成立之後。或有論者將謂：棄守現行鑑定流程，將與適用先前技術阻卻

之目的在於限制專利權均等範圍擴張的精神相違背。對此，本文的意見是何必先設前提再

自我設限，本文所持理由為：先前技術阻卻的目的在於透過比對系爭對象與先前技術之間

的關係，進而抵禦系爭專利權的行使而已，其比對結果不應受到系爭對象與系爭專利的關

係究為文義侵害或是均等侵害所影響；又，原告基於專利權的存在而享有請求排除、防止

侵害及賠償損害等權利43，於同一訴訟程序中，若排除被告可依專利法基本法理44所提出抗

辯的權利，將使得訴訟雙方在訴訟地位上產生不平等，故基於訴訟公平性，被告應享有不

受任何前提限制的抗辯權。 

再者，就禁反言原則與先前技術阻卻適用的問題而言，原審將系爭專利說明書中本有

記載申請案號第79204185號專利（即題述判決中的先前技術——公告第176259號專利）認

定為原告已排除事項，並以系爭產品適用禁反言原則而宣判不侵權的情形，顯然有誤解禁

反言原則的立意，因該第79204185號專利技術並非系爭專利在申請過程中因補充、修正或

更正等情形所排除的事項45，亦非專利權人欲復奪的權利，其僅是一個有關先前技術的說

明而已，故，原審前述判決理由誠如上訴審所指出有不當。 

                                                        
43 請參酌我國專利法第84條。 
44 包括專利制度的本質與公共財產（利益）論。前者指不應准予取得專利的規定包括已見於刊物、已

公開使用或已為公眾知悉的先前技術（即專利法第22條有關新穎性要件的規定）；後者對應「鑑定

要點」所教示「先前技術屬於公共財，任何人均可使用」，且此一規範與民法第148條：「權利之

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相呼應。 
4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4文，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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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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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素華
* 

壹、前 言 

「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person having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以

下以PHOSITA稱之）為專利制度中之重要觀念。觀諸我國專利法之規定，關於進步性之

判斷（第22條第4項參照）、專利申請之發明說明是否符合充分揭露而可據以實施之要求

（第26條第2項參照）、生物材料相關發明之專利申請是否需踐行寄存程序（第30條第1項

但書），均以PHOSITA之標準來判斷；同樣的，專利權行使過程發生權利侵害情事時，

關於申請專利範圍之界定及專利侵權與否之認定，亦採納PHOSITA之觀點。易言之，解

釋發明說明書文義而得之專利權範圍，不能大於或超過PHOSITA在專利申請日當時之技

術基礎上，從專利說明之內容所能合理期待的範圍1，參酌我國專利審查基準之規定2，亦

明確揭示申請專利範圍之認定，應以PHOSITA角度來解讀說明書之文義及其內涵。其

                                                        
* 國立台北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本文關於德國立法例之論述內容，乃司法院委託之司法智識庫智慧

財產案件總計畫——專利專題研究分項之部分成果。 
1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2008年，302頁。 
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2004年，2-1-44頁：申請專利範圍之認定應以申請專利範圍中

所載之文字為基礎，並得審酌發明說明、圖式及申請時的通常知識。認定申請專利範圍時，原則上

應以每一請求項中所記載之文字意義及該文字在相關技術中通常所總括的範圍，予以認定。對於申

請專利範圍中之用語，若發明說明中另有明確揭露之定義或說明時，應考量該定義或說明；對於申請

專利範圍中之記載有疑義而需要解釋時，則應一併考量發明說明、圖式及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之通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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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適用均等論（Doctrine of Equivalents）判斷專利權範圍及有無專利權侵害事實時，非

所有與發明具替代性關係之實施手段均可為專利請求項所涵蓋，限於PHOSITA依其專業

知識，自專利請求項並參酌說明及圖示所能得知之具有相同作用的實施方法，始為專利權

效力所及3，因此，唯有PHOSITA認為替代性實施手段與發明為實質相同者4，始會因均等

論適用而構成專利權侵害。 

據此，不論是從專利申請之初到專利權侵害之權利界定與侵權認定，PHOSITA之觀

點均扮演重要角色。惟專利法所稱之PHOSITA，其所屬技術領域為何、應有之技術水

準、學歷或工作經驗為何、是否需具備專業證照或特定論文著作，我國學理及實務探究較

少。參酌國內文獻著作，雖不乏碩士論文係以進步性為題及兼而論及PHOSITA5，然專利

法學者之學理論著，甚少述及PHOSITA之意義與內涵6。即便是專利申請案之行政處分及

涉及權利有效性之司法實務判決，幾無詳盡闡述個案發明之PHOSITA具體標準，原被告

往往亦未爭執系爭案件PHOSITA標準之妥適性。 

有鑑於此，本文以進步性判斷之PHOSITA為例，就國內專利實務較為陌生及較少為

國內文獻所援用之德國立法例，介紹德國學理及實務如何界定PHOSITA；由於專利審查

基準及我國學者就PHOSITA之闡釋甚為有限，本文於最後一部分僅簡要臚列及歸納我國

文獻關於此一問題之論述。本文認為，不論是美國、德國或任何國外立法例之內涵與實務

作法，均不宜全盤移植或直接應用於我國，蓋法律制度及實務發展之社會環境、法制基礎

                                                        
3 謝銘洋，註1書，304頁。 
4 司法院秘台廳民1字第0930024793號函，專利侵害鑑定要點，2004年11月2日，41頁：若待鑑定對象

之對應元件、成分、步驟或其結合關係與申請專利範圍之技術特徵係以實質相同的技術手段

（way），達成實質相同的功能（function），而產生實質相同的結果（result）時，應判斷待鑑定

對象之對應元件、成分、步驟或其結合關係與申請專利範圍之技術特徵無實質差異，適用「均等

論」。「實質相同」係指兩者之差異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完成者。 
5 例如：袁承賢，發明專利進步性之實證研究——以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9年；楊啟元，專利法上進步性要件之研究，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年；吳宏亮，發明專利進步性決定及其司法審查，東海大學法律系碩士論文，2005年；張啟

聰，發明專利要件「進步性」之研究，東吳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專業碩士班碩士論文，2002年。 
6 國內學者論述中與PHOSITA較有關者僅有：謝祖松，美國專利法上「具有通常技術者」之探討，

台北大學法學論叢，2010年12月，76期，43-94頁；林昱梅，行政法院對於專利進步性之審查，東

吳法律學報，2005年4月，16卷3期，297-366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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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度判字第1277號判決談起，月旦法學雜誌，2011年4月，191
期，129-144頁；宋皇志，論進步性審理之進步空間——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行專訴字第19號行政

判決評析，月旦法學雜誌，2011年4月，191期，145-1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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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行政司法實務運作截然不同，然觀察國外理論實務之內容及問題思考方式，或有助於我

國未來就此等問題之理論發展與制度建立。 

貳、進步性之立法目的及沿革 

從研究活動之進行來看，所屬技術領域之人在例行性實務操作過程及既有技術基礎上

從事改良，始有發明之產生。惟非所有異於以往之新成果均應准予專利權，蓋依循專利制

度之目的7，所屬技術領域之人若認為申請專利保護之發明內容無特殊之處，其乃對於先

前技術無實質貢獻之發明，諸如其乃該行業之人於例行性活動過程自然而然會產生的改良

成果或衍生成果，當無授予專利權之必要，否則專利排他權之行使不僅會阻礙所屬技術領

域之人在原有技術基礎下實施發明或改良既有技術，亦不利於其他人從事創新研發，有違

專利制度之本旨8。據此，進步性之立法目的，係在避免第三人原已享有之技術實施自由受

限。 

發明必須到達一定的技術水準始能享有排他權，早已見諸專利制度建立之初9。以美

國為例，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於1850年的Hotechkiss v. Greenwood案10即已承

認，除了產業利用性及新穎性外，發明尚須具備一定的技術水準或創新程度，始能准予專

利權。惟觀諸我國及各國專利法制發展，晚近始有進步性之明文規定，例如：美國11及德

國12專利法分別於1952年及1978年新增進步性之條文，我國於1979年4月16日公布修正之

專利法第2條第5款始明定進步性之要件：「本法所稱新發明，謂無左列情事之一者：……

五、運用申請前之習用技術、知識顯而易知未能增進功效者。」 

同於新穎性之判斷，申請專利保護之發明是否符合進步性要件，各國專利法係採「推

定」之立法方式，亦即發明原則上被推定是符合進步性要件，欲否定進步性之專利專責機

關、主張專利權有無效事由之舉發人或訴訟上抗辯專利權無效之被告，負有舉證責任，由

                                                        
7 專利法第1條：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與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特制定本法。 
8 Rudolf Kraβer, Patentrecht, 6. Aufl., S. 301 f.; Benkard/Asendorf/Schmidt, PatG, 10. Aufl., 2006, § 4 

Rdnr. 1. 
9 F. SCHOTT KIEFF, PAULINE NEWMAN, HERBERT F. SCHWARTZ & HENRY E. SMITH, PRINCIPLES OF PATENT 

LAW 532 (4th ed. 2008). 
10 52 U.S. (11. How.) 248 (1850). 
11 KIEFF, NEWMAN, SCHWARTZ & SMITH, supra note 9, at 532. 
12 Benkard/Asendorf/Schmidt, a.a.O. (Fn. 8), § 4 Rdnr. 2, 5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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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引據證明發明為何不應享有排他權13。新穎性及進步性之判斷雖同樣以申請日之前（不

包括申請當日）的技術水準（先前技術）為基礎，惟相較於新穎性之認定，進步性要件實

為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其主要原因即在於PHOSITA之難以理解14。德國立法例係透過專利

審查與司法實務之大量案件累積，始逐步建立進步性要件之判斷程序，亦使PHOSITA之

內涵更加明確。德國聯邦最高法院（Bundesgerichtshof, BGH）曾明確揭示，發明之進步

性事宜乃法律問題，由專利專責機關或法院依客觀事實為價值判斷後決定之15。 

參、德國立法例 

同於我國法，在德國專利法（Patentgesetz, PatG）第4條16規定下，PHOSITA攸關進步

性之認定。PHOSITA非泛指社會上之任一成員，而是具一定專業知識之專業人士；

PHOSITA之具體界定，包括「所屬技術領域」及「具有通常知識者」兩個重要內容。 

一、所屬技術領域 

所屬技術領域係指該發明所欲解決技術課題之領域，非指該發明日後欲使用或實施

之領域，亦非以實施該發明之人的技術領域來認定17。例如：發明之內容為填補蛀牙的

填充材料或燙頭髮的冷燙劑（Dauerwellenmittel），實務上使用該發明之人雖為牙醫或

理髮師，但非以牙醫或理容業為PHOSITA之所屬技術領域，化學領域始為進步性判斷之

所屬技術領域18。同樣的，發明若為用於生物晶片之電腦軟體，與進步性認定有關者乃

電腦軟體領域，而非生物技術領域。某些發明可能難以被直接歸類於某一具體的學門或

技術別，此時所屬技術領域之認定可能涵蓋不同的技術別，例如：發明若為化妝用之防

                                                        
13 EPA GRUR 1990, 142, 143 - Photographische Kuppler/KODAK; BPatG GRUR 1997, 523, 524 - 

Faksimile-Vorrichtung. 
14 德國有稱進步性之判斷如同「拼花磁磚」（mosaic; Mosaik），亦即其乃PHOSITA參酌通常知識，

依據一份或多份引證文件中揭露之先前技術，判斷發明是否為輕易所能完成之技術內容，此等過程

如同拼花磁磚係由不同顏色的小磁磚所形成般。Benkard/Asendorf/Schmidt, a.a.O. (Fn. 8), § 4 Rdnr. 
10. 

15 BGH GRUR 2006, 663 - Vorausbezahlte Telefongespräche. 
16 該條條文規定：發明若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先前技術無法輕易完成者，視為符合進

步性要件。第3條第2項所定之先前技術，於判斷進步性時不納入考量。 
17 Kraβer, a.a.O. (Fn. 8), S. 313; Benkard/Asendorf/Schmidt, a.a.O. (Fn. 8), § 4 Rdnr. 36. 
18 Kraβer, a.a.O. (Fn. 8), S.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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曬乳液，所屬技術領域包括藥學、生物學及化學領域，只要是受有前述任一領域教育訓

練及從事與防曬乳液研發有關之實務工作者，即該當發明之PHOSITA及以其標準來判斷

發明之進步性19。另外，發明若為特定用途之機械裝置，諸如皮革壓平機，不能泛泛的

以任何機械領域之通常知識者作為PHOSITA，而應以該特定用途之機械領域為準，亦即

以皮革壓平機為所屬技術領域，由該領域專業人士之觀點來審視發明是否符合進步性要

件20。 

再者，依據發明之內容，所屬技術領域可能會同時涵蓋不同的領域別，例如：發明若

為塑膠加工機器之設計或改良，僅通曉機械領域之專業知識仍有不足，尚須瞭解塑料及其

混合加工有關之物理或化學基本原理，從而能擔任進步性判斷之PHOSITA，係指同時通

曉機械及塑料專業知識之人，不單以機械領域當作該發明之所屬技術領域。又如，發明之

內容是關於機械之電子操作，此時非以機械工程領域之機械工程師來審視發明之進步性，

而應以兼具機械知識及電磁原理知識者之角度來判斷21。據此，PHOSITA之認定可能不限

於一人，甚而是以一組人或一個團隊之觀點為內涵（後述之）。 

二、具有通常知識者 

(一)以中等標準判斷 

攸關進步性認定之PHOSITA，非指某一特定或具體存在之專業人士，其乃虛擬之人

（Kunstfigur），於該技術領域具有中等或平均標準（durchschnittlicher Maβstab）之專業

知識，以其觀點及角度來審視發明之創新高度（Erfindungshöhe）22。據此，發明是否符

合進步性要件，係由專利專責機關在客觀的事實基礎上（先前技術），以假設性的事實狀

況（PHOSITA）判斷之23。若從PHOSITA之角度來看，於既有的技術基礎上無法預期到

會有此發明之產生，則該發明能通過可專利性之創新高度門檻；反之，PHOSITA於例行

性的研發或實務工作執行過程即可能產生此等改良成果者，尚不值得獲准專利及享有排他

權。至若所謂中等或平均標準之專業知識，係指從事與發明有關實務工作者之普通的或一

                                                        
19 BGH GRUR 2003, 317, 319 - kosmetisches Sonnenschutzmittel. 
20 BGH GRUR 1978, 37, 38 - Börsenbügel. 
21 Kraβer, a.a.O. (Fn. 8), S. 314. 
22 Kraβer, a.a.O. (Fn. 8), S. 310. 
23 Kraβer, a.a.O. (Fn. 8), S.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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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知識水準（das gewöhnliche Können des Fachmanns）24，而非頂尖的、績優的之意，

因此，兼具學術地位之技術專業人士、諾貝爾獎得主或頂尖技術專業人士，均非專利法所

稱之PHOSITA25。專利制度不以較高或優異的標準來判斷發明之進步性，其理由在於：若

使獲准專利權之門檻過高，超過該行業之人的合理期待者，反而減損發明人投入研發之動

力，無法達到賦予專利排他權而使發明人有研發誘因之目的26。 

PHOSITA所應掌握的中等或平均標準之專業知識，在內涵上應包括專業能力

（Fähigkeiten）與實務經驗（Erfahrungen）兩部分。前者係由教育或實務工作中所獲得；

後者則是藉由實務工作過程所累積，二者在概念上略有不同。惟能成為進步性判斷之

PHOSITA，必須在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兼具專業能力與實務經驗 27。因此，所謂的

PHOSITA，應指該虛擬之人掌握所屬技術領域之技術原理與方法、能操作一般性及例行

性的試驗工作，亦有能力利用所掌握的專業能力與實務經驗，於既有的技術基礎（先前技

術）上改良現有發明，以消彌技術缺陷、降低實施現有發明所需之空間或成本28。 

值得注意的是，判斷進步性的虛擬之人——PHOSITA，以從事發明相關實務工作為

必要，甚而以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之業界研發工作者為主 29，學者或學術研究者

（Wissenschaftler）通常不該當PHOSITA角色。蓋專利制度所欲保護之發明，乃具有應用

可能性 之 研究成 果 ，尚未 有 一定程 度 實用價 值 之科學 知 識（ Wissen ）、理解

（Erkenntnis）或科學上的發現，無准予專利之可能。因此，所謂的PHOSITA，必須是在

相關技術領域從事實務工作或技術操作之人30；於大學或研究機構為純理論性或學術性之

研究工作者，不足以作為審視發明是否符合進步性要件之PHOSITA。 

(二)教育程度之要求 

PHOSITA所稱之專業人士，必須在所屬技術領域受過專業訓練，亦即具備一定的教

育程度。然PHOSITA是否符合專業訓練之要求，在判斷上不以大學學歷為限，於某些技

術領域，專科技術學院之學歷即足；甚者，就某些發明而言，只要在所屬技術領域中有相

                                                        
24 Benkard/Asendorf/Schmidt, a.a.O. (Fn. 8), § 4 Rdnr. 1. 
25 Benkard/Asendorf/Schmidt, a.a.O. (Fn. 8), § 4 Rdnr. 36. 
26 Kraβer, a.a.O. (Fn. 8), S. 302. 
27 Benkard/Asendorf/Schmidt, a.a.O. (Fn. 8), § 4 Rdnr. 35, 37. 
28 Benkard/Asendorf/Schmidt, a.a.O. (Fn. 8), § 4 Rdnr. 40. 
29 Benkard/Asendorf/Schmidt, a.a.O. (Fn. 8), § 4 Rdnr. 18, 35. 
30 Benkard/Asendorf/Schmidt, a.a.O. (Fn. 8), § 4 Rdnr.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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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限之實務工作及技術操作經驗，即該當專利法所稱之PHOSITA31，其所擁有之教育程

度為何，並非所問。 

從德國的教育制度來看，在學制上從事理論研究之大學（Universität）與進行技術實

務操作之專科技術學院（Hochschule），乃截然不同的教育體系與專業訓練過程。屬於技

藝訓練或實務操作之學門，例如：水電、木工或建築學門，於傳統學制上隸屬於專科技術

學院體系，有別於追求學術及理論研究之大學學制，從而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等性質

上乃學術及理論性之學門，僅能在大學體制下修習。據此，隨著發明所欲解決技術課題之

不同，對PHOSITA所需之教育要求或專業訓練不一，其可能為受有專科技術學院專業訓

練之人，抑或是必須具備大學或碩、博士學歷者。 

以發明為填補蛀牙的填充材料或燙頭髮的冷燙劑為例，PHOSITA係指受過專業訓練

而任職於企業之化學工程師（ein akademisch ausgebildeter Industriechemiker），非指任職

於大學化學系之教授。又如，發明之內容乃關於汽車引擎之改良，PHOSITA應具有機械

工程或汽車工程科系畢業之教育程度，且在汽車工業有若干年之工作經驗。前揭性質上屬

於機械領域或其他具體應用性質之發明，PHOSITA之教育程度要求並不會太高，是否具

備實務工作經驗始為重點。但發明之產生與學理基礎有較大關聯性者，PHOSITA往往應

具備高等教育程度，例如：發明為基因工程之研究成果，PHOSITA不僅需在基因工程相

關研究機構或產業界有若干年之工作經驗，甚而對其教育程度之要求，至少應為生命科學

或生物相關科系之學士或碩士學歷32。反之，在某些技術領域，不具備高等教育學歷之工

匠或木匠師傅，亦可能被認為乃進步性判斷之PHOSITA，例如：發明之內容為釣魚之誘

餌，此時不問其學歷為何，能否嫻熟技術操作及是否有實務操作之工作經驗，始為界定

PHOSITA之重點。 

(三)專利審查官或技術法官非「具有通常知識者」 

值得注意的是，德國立法例認為，專利專責機關的專利審查官、專利法院

（Bundespatentgericht, BPatG）的技術法官（technische Richter）33或受理專利有效性終審之

                                                        
31 Kraβer, a.a.O. (Fn. 8), S. 315. 
32 Claus Dietrich Asendorf, Zu den Aufgaben des gerichtlichen Sachverständigen in Patentnichtigkeitsverfahren, 

GRUR 2009, 209, 210. 
33 關於德國專利法院之技術法官設置及其功能、資格與選任方式，參見李素華，技術專家在專利訴訟

程序之角色與功能——以德國之技術法官及專利律師為例，收錄於智慧財產訴訟制度相關論文彙編

第1輯，2010年，51-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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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最高法院法官均非適格之PHOSITA，亦即其非進步性判斷之「具有通常知識者」34。 

首先，專利法所稱之PHOSITA，係指在該技術領域之中等標準的虛擬之人，專利審

查官及技術法官雖然具有技術專業，但能被選任及擔任該等重要職務者，必然是其在原有

技術領域擁有較高的專業知識，從而不符合PHOSITA所謂之「中等標準」判斷基準。以

德國聯邦專利商標局（Deutsches Patent- und Markenamt, DPMA）之專利審查官選任與培

訓過程來看，具有專科技術學院畢業學歷及5年工作經驗者，始能滿足被選任為專利審查

官之資格；成為專利審查官後之18個月乃職業訓練階段，由DPMA指派之資深專利審查官

引領其學習審查業務，DPMA亦會安排專利法相關課程；除了由資深專利審查官講授申請

案審查方式與技巧外，尚有法律專家講授與專利爭訟有關之民法及民事訴訟法議題。完成

前述一年半的職業訓練後，始准予獨當一面審查案件，唯有證明其就案件之審查符合

DPMA質與量的要求後，始能正式在DPMA擔任專利審查官職務。專利審查官執行業務過

程如遇有任何技術或法律疑義，不僅可直接詢問DPMA內部之資深專利審查官，BPatG的

技術法官亦為其諮詢對象35。經由前述嚴格過程所選任之技術審查官，必然是該技術領域

中之佼佼者，而非PHOSITA之「具有通常知識者」。 

再以技術法官選任之專業要求為例，1998年德國專利法修正時明確規定，技術法官候

選 人 必 須 在 學 術 機 構 （ wissenschaftliche Institute ） 、 研 究 機 構 （ Forschungsein-

richtungen）、企業（gewerbliche Unternehmen）或DPMA有5年以上之工作經驗；此等年

資係從具備技術專業之學歷後開始起算，就學前或就學期間從事該專業領域之技術實務工

作，抑或實習生（Volontär）身分之工作年資，均不得計入36。與此等工作經驗有關者，

乃技術法官所應擁有之技術專業程度，理論上技術法官在專業領域之知識水準應高於

PHOSITA；不僅如此，技術法官亦應充分掌握及瞭解實務界之技術發展，始能在案件審

理過程，演繹出PHOSITA角度所審視之技術水準為何，並以該標準來判斷發明是否符合

可專利性要件或應否准予專利37。因此，司法實務上能被選任為技術法官者，通常乃任職

於政府機關、業界專利部門或從事其他專利實務工作之技術專家，諸如長期以專利律師

（Patentanwalt）身分執業、擔任DPMA專利審查官或歐洲專利局（EPO）技術上訴委員會

                                                        
34 Kraβer, a.a.O. (Fn. 8), S. 311. 
35 李素華，註33文，68-69頁。 
36 Benkard/Schäfers, PatG, 10. Aufl., 2006, § 26 Rdnr. 8a. 
37 Antje Sedemunde-Treiber, Braucht ein europäishces Patentgericht den technischen Richter?, GRUR 2001, 

1004,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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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Board of Appeal）之委員38。觀諸德國專利審查官及技術法官之選任過程，必

須符合法律之嚴格規定及資格要求，其技術專業自然高於PHOSITA。 

專利審查官或技術法官不適宜作為PHOSITA之另一原因在於：其於專利專責機關或

法院擔任公職後，已不再從事技術性之實務工作，可能已經無法掌握所屬技術領域之技術

發展狀況，亦難以瞭解研發實務所遭遇之技術瓶頸，因此，若由專利審查官或技術法官在

先前技術之基礎上判斷發明之創新高度，可能會發生誤判之結果，諸如忽略技術的困難

度，抑或高估發明之技術性39。 

三、PHOSITA可能不以一人為限 

前已述及，所屬技術之認定可能不以單一技術領域為限，因發明涉及之技術內容及其

複雜程度，甚而是以「不同技術領域之一組人或一個團隊」為標準。易言之，某一技術領

域之發明在研發過程可能會涉及其他領域之技術課題，此時研發人員往往會尋求其他技術

領域之專業人士協助，從而在判斷該發明之創新高度時，不能僅以單一技術領域為準，而

應以實務上可能組成之研發團隊作為PHOSITA，以其觀點來審視發明是否滿足進步性要

件40。例如：發明為醫學用之血液檢測試劑，不論是臨床化學、血液學或任一醫學領域，

均不該當進步性判斷之所屬技術領域，此時應以血液檢驗試劑開發過程所涉及之技術領域

及研發團隊作為PHOSITA 41。又如：申請專利保護之標的若是雷射掃描器之發明，

PHOSITA必須涵蓋物理學家、雷射製程專家、通曉訊號接收知識之電子學專家、通曉雷

射光源材質知識之化學家，於此情況，實難要求單一專業人士能掌握前述所有的專業知

識，因而必須以包含前述技術專業之一組人或一個團隊為標準，由其判斷系爭專利是否屬

於顯而易見之發明。 

適用一個團隊來判斷進步性之情況，較常出現在尖端技術領域之發明，諸如電腦、通

訊領域，抑或屬於高度專業化領域之發明，例如積體電路或化學物質領域42。此時所謂的

PHOSITA，係指在各該不同技術領域中具有中等知識水準之專業人士43。 

                                                        
38 李素華，註33文，67-68頁。 
39 Kraβer, a.a.O. (Fn. 8), S. 311. 
40 Asendorf, a.a.O. (Fn. 32), 210 f.; BGH GRUR 1983, 64 - Liegemöbel. 
41 BGH GRUR 1986, 372 ff. - Thrombozyten-Zählung. 
42 劉國讚，專利實務論，2009年，169頁。 
43 Benkard/Asendorf/Schmidt, a.a.O. (Fn. 8), § 4 Rdnr.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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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HOSITA之具體認定 

觀察德國專利法院及聯邦最高法院之諸多判決，於界定系爭案件PHOSITA之通常知

識時，往往是從如下角度思考：產業實務界欲進行系爭發明之研發工作時，會從哪一技術

領域選擇研發人員或實務工作者、其應具備何種專業能力、實務經驗及教育程度。 

以特定技術領域之研發人員資格為PHOSITA之例，包括：發明內容乃暖氣機之油燃

燒控制器，應以具有大專畢業學歷之電子學工程師為PHOSITA，蓋大型企業之研發部

門，通常會以具備此等學歷與技術專業資格之人擔任該發明之研發人員44。同樣的，針對

施肥控制裝置之發明，應以從事人工施肥裝置研發工作之人為PHOSITA45。 

德國司法實務上亦不乏以特定技術領域之實務操作者角度來判斷進步性，例如：關於

運輸工程之鑄模發明，所屬技術領域為一般的鑄模結構工程領域，並以該行業中具大專畢

業學歷之工程師為具有通常知識者46；申請專利保護之發明為磨牙機，應以大專畢業學歷

且於任一工業用機械領域有實務經驗之工程師為PHOSITA47；同樣的，發明內容為辦公用

品或裝置者，諸如打孔機或檔案夾，只要是在機械領域受有專業教育訓練之工程師，即可

視為PHOSITA48。發明為游泳池蓋板者，在流體氣學領域具備專業知識之研發人員並非適

格的PHOSITA，於游泳池蓋板工程領域從事實務工作之人，始足以擔任進步性判斷之虛

擬之人49。關於製造模型或容器之塑料發明，PHOSITA應為從事模型或容器製造工作之

人，而非膠體化學領域之工程師50。聯邦最高法院亦曾就獸醫用醫療裝置製造方法之發

明，認定獸醫乃中等標準之專業人士51；烘焙領域之食品技師，亦曾被法院認為該當發酵

麵團機發明之PHOSITA52；關於升降機之發明，應可合理期待從事電動馬達結構工作之

人，擁有審視進步性之中等標準專業知識53。 

 

                                                        
44 Benkard/Asendorf/Schmidt, a.a.O. (Fn. 8), § 4 Rdnr. 41. 
45 Benkard/Asendorf/Schmidt, a.a.O. (Fn. 8), § 4 Rdnr. 41. 
46 BGH GRUR 1981, 42 - Pfannendrehturm. 
47 BGH GRUR 1997, 757, 759 - Zahnkranzfräser. 
48 BGH GRUR 2001, 232, 234 - Brieflocher; BGH GRUR 2003, 232, 235 - Kupplungsvorrichtung II. 
49 Benkard/Asendorf/Schmidt, a.a.O. (Fn. 8), § 4 Rdnr. 41. 
50 Benkard/Asendorf/Schmidt, a.a.O. (Fn. 8), § 4 Rdnr. 41. 
51 Benkard/Asendorf/Schmidt, a.a.O. (Fn. 8), § 4 Rdnr. 41. 
52 BGH GRUR 1989, 899, 902 - Sauerteig. 
53 BGH GRUR 1978, 98, 99 - Schaltungsanordn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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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之內容若較複雜或技術性較高者，實務上往往是以跨領域之專業團隊作為

PHOSITA。例如：申請專利保護之發明為暖氣幫浦之控制裝置，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該發

明之技術性較高，因而對PHOSITA之學歷及專業知識有較高的要求，其應具備工業設計

領域之碩士學歷，且由幫浦技術士、馬達技術士及電子學工程師所組成團隊之專業角度，

始能判斷發明是否符合進步性要件54。發明之技術性雖不高，仍可能因發明內容跨不同技

術領域，因而仍以不同技術領域之團隊來審視進步性，例如：地球儀圖面之發明，應以地

圖繪製員及印刷業者為PHOSITA55；供水裝置之防腐蝕發明，應由水電及暖氣機械領域之

工程師角度來決定發明是否應准予專利權56。 

肆、我國法之規範與具體適用 

PHOSITA雖為專利法中之重要概念，惟不論是我國學理文獻、專利審查基準規定，

抑或是專利審查、司法實務，就其內容之闡釋均甚為有限。 

一、學者見解 

觀諸國內文獻，往往僅簡要述及進步性判斷之PHOSITA。學者謝銘洋教授57認為，所

謂的PHOSITA，係指所涉及之技術領域中具有平均水準之人，因此，其非該技術領域中

之佼佼者或特別專精之人，但仍應為該技術領域之專家。我國現行法條文規定「通常知

識」，不免使人誤解為只要具有此等技術之通常知識即可，然就其內涵而言，仍應為該技

術領域之專家，始得以此為出發點，判斷系爭發明是否屬於其所能輕易完成者。 

前揭見解亦為國內其他學者所採，認為進步性係以虛擬在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一般水

準或平均水準的人來判斷58。所謂通常知識之人，在概念上相近於民法善良管理人之名

詞，乃抽象之標準，現實上並無此種人存在，只是觀念上或想像上被假定之人，此人被認

為接觸到或知悉一切成為公有（public domain）先前技術之通常知識之技術者59。 

                                                        
54 Benkard/Asendorf/Schmidt, a.a.O. (Fn. 8), § 4 Rdnr. 41. 
55 Benkard/Asendorf/Schmidt, a.a.O. (Fn. 8), § 4 Rdnr. 41. 
56 Benkard/Asendorf/Schmidt, a.a.O. (Fn. 8), § 4 Rdnr. 41. 
57 謝銘洋，註1書，124頁。 
58 劉國讚，註42書，167頁。 
59 楊崇森，專利法理論與應用，2007年，1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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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利審查基準及實務作法 

我國專利審查基準於進步性判斷之內容中，亦僅簡要闡釋PHOSITA60：該發明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係一虛擬之人，具有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之通常知識及執行

例行工作、實驗的普通能力，而能理解、利用申請日（主張優先權者為優先權日）之前的

先前技術。若所欲解決之問題能促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在其他技術領

域中尋求解決問題的技術手段，則其亦具有該其他技術領域中之通常知識及執行例行工

作、實驗的普通能力。至若「通常知識」（general knowledge）之意義，參照專利審查基

準中「並可據以實施」之內容，所指者乃61：該發明所屬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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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SITA之具體判斷步驟及重點為何，前述之專利審查基準無可供依循之細部內

容。惟即便是專利申請案之行政處分及司法實務判決，亦幾無闡述個案發明之PHOSITA

具體標準，原被告往往亦未爭執何謂系爭案件之PHOSITA。觀諸司法判決之當事人主張

內容，認為發明不應准予專利權之當事人通常僅提出一項或數項引證證據，繼而直接主

張，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第X項為PHOSITA從引證證據之先前技術或組合引證證據所

能輕易完成者，且其並未產生無法預期的功效，因而不應准予專利或應撤銷所核發之專利

權。反之，支持發明應受到專利權保護之當事人，在專利審查或訴訟過程，通常亦僅一再

述及系爭發明有功效上之增進，符合可專利性要件。至若受理專利有效性爭議之行政機關

或法院，亦僅於處分書或判決中揭示，系爭發明有（無）產生無法預期的功效、系爭發明

為PHOSITA依引證證據或組合引證證據之先前技術所能（無法）輕易完成，進而直接論

斷發明該當（不該當）專利權之保護。據此，迄今為止，我國尚未如德國專利審查或司法

實務般，於個案中明確指出PHOSITA之所屬技術領域、應具備之教育程度及實務工作經

驗為何。 

三、本文見解及結語 

誠如國內學者所述62，專利法之PHOSITA乃抽象之法律概念，可與民法之善良管理人

                                                        
60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2009年，2-3-18及2-3-19頁。 
6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2文，2-1-4及2-1-5頁。 
62 楊崇森，註59書，1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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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擬，與專利法關於PHOSITA規定相同，民法亦有諸多條文乃關於善良管理人之內

容，諸如民法第535條。以民法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決定個案當事人之行為是否構成過

失為例，係由主張權利一方及法院參酌個案事實、當事人身分、所涉及法律問題之輕重程

度認定之；被認定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者若認為法院所持標準過於嚴格，自得於訴訟

程序中爭執，並主張及提出較妥適之判斷標準。專利審查及司法實務界定PHOSITA之標

準，實與民法善良管理人標準建立及判斷有無過失之過程並無不同。 

易言之，專利制度建立了PHOSITA之概念，係為發明之進步性審查提供一個客觀的

判斷標準；既為客觀標準，專利專責機關與法院在審酌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時，自應先行

確定此客觀標準，繼而以此作為審酌之依據63。惟PHOSITA之角色乃虛擬之人，專利審查

官或法官在審理個案時，不應逕以自己所擁有的專業知識來判斷系爭發明之進步性，而應

以既有及客觀的技術水準為基礎來設想：該發明若由此一技術領域之專業人士於既有技術

基礎來審視時，此等發明之產生究為預期中之結果抑或屬於無法輕易完成之結果。因此，

依據專利制度所建立之理想狀態，專利審查官或法官掌握的專業知識應高於PHOSITA，

其審查進步性時，係先檢索及確定系爭發明之先前技術，繼而將自己抽離所擁有的專業知

識，試著將自己虛擬為PHOSITA之角色，以該標準比較系爭發明與先前技術間之差異，

若二者之差異大於客觀上可合理期待之標準，則該發明具有進步性；反之，二者之差異若

小於合理期待之標準，發明尚無享有專利排他權之必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德國立法

例認為，純學術研究工作者無法作為PHOSITA，而應以在該技術領域從事實務工作之人

或研發人員角度為準，觀諸我國司法實務及個案當事人，慣常由大學或學術機構鑑定發明

之進步性，以認定是否構成文義或均等論之專利權侵害，其作法或宜更細緻或考量專利制

度建立進步性要件之目的。 

誠然在我國行政處分與司法實務運作下，個案中如何判斷發明之進步性屬行政機關裁

量及法院心證範疇，專利專責機關或法院於處分書或判決中未明確揭示其所採納虛擬之人

的技術領域、學歷要求或工作經驗年限等具體內容，似無違反法律規定之疑慮。惟

PHOSITA採寬鬆或嚴格之判斷標準，攸關當事人就其發明能否獲准專利、第三人能否自

由實施該發明之相關技術，因此，專利專責機關及法院或宜揭示該發明涉及之技術領域為

何、技術複雜程度及創新程度、與發明相關技術領域實務從事者之通常教育水準，其他有

助於界定PHOSITA之客觀事實，亦宜於處分書或判決中闡釋。同樣的，在行政救濟或訴

訟程序中爭執專利有效性之當事人，於論述發明之進步性及PHOSITA時，宜試著提出更

                                                        
63 宋皇志，註6文，147-1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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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明確之標準。 

觀諸德國專利審查及司法實務，對於個案涉及之PHOSITA已有一定的判斷程序，透

過此等方式，不僅使當事人及第三人易於知悉虛擬之人的認定基礎，隨著案件與時間累

積，亦有助於建立不同技術領域及不同發明PHOSITA之具體內涵。我國專利法制發展與

運作迄今，如何使「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概念更清楚，應為學術與產

業實務各界未來另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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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評析美國Egyptian Goddess
設計專利侵權訴訟案（下） 

 

陳鵬仁*、顏吉承** 

伍、新式樣專利侵害鑑定要點及基準 

一、專利侵害鑑定要點 

(一)鑑定流程 

專利侵害之鑑定流程分為兩階段：解釋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範圍，及比對解釋後申請專

利之新式樣範圍與待鑑定物品。 

比對解釋後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範圍與待鑑定物品包括下列步驟： 

1.解析待鑑定物品之技藝內容。 

2.判斷待鑑定物品與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物品是否相同或近似。 

3.判斷待鑑定物品與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的視覺性設計整體是否相同或近似（以下簡稱

「近似設計判斷」）。 

4.若待鑑定物品與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的視覺性設計整體相同或近似，判斷使其相同或

近 似 之 部 位 是 否 包 含 申 請 專 利 之 新 式 樣 的 新 穎 特 徵 （ 以 下 簡 稱 「 新 穎 特 徵 判

斷」）。 

5.若待鑑定物品包含新穎特徵，且被告主張適用「禁反言」或「先前技藝阻卻」時，

應再判斷待鑑定物品是否適用「禁反言」或適用「先前技藝阻卻」。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講師。 
**

 智慧財產法院技術審查官（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借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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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釋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範圍 

解釋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範圍之目的在確認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範圍及其新穎特徵，以合

理界定專利權範圍。 

新穎特徵，指申請專利之新式樣對照申請前之先前技藝，客觀上使其具有新穎性、創

作性等專利要件之創新內容，其必須是透過視覺訴求之視覺性設計，不得為功能性設計。

解釋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範圍（scope）應限制在申請時（filing），以申請前之先前技藝為

基礎確認新穎特徵（不包含功能性設計）。新式樣專利圖說之圖面中呈現的內容包含視覺

性（亦稱裝飾性）設計及功能性（functional）設計兩部分，功能性設計並非透過視覺訴

求之創作，非屬專利權範圍。 

解釋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範圍，必須以該新式樣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為解釋

之主體，其係一虛擬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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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能理解、利用申請時（申請日之前，主張優先權者為優先權日之前，不包括申請日或優先

權日）之先前技藝。 

(三)有關設計之鑑定步驟 

有關設計之鑑定步驟，係指前述新式樣專利侵害鑑定流程中第三步驟之「近似設計判

斷」及第四步驟「新穎特徵判斷」，分述如下。 

1.近似設計判斷 

新式樣專利侵害鑑定流程中第三步驟，係以普通消費者之水準，判斷解析後待鑑定物

品與解釋後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的視覺性設計整體是否相同或近似。如是，則進入步驟四之

判斷；如否，則未落入專利權範圍。 

鑑定時，應模擬普通消費者選購商品之觀點，比對、判斷專利權範圍中之視覺性設計

整體與待鑑定物品是否相同或近似。若待鑑定物品所產生的視覺印象會使普通消費者將該

視覺性設計誤認為待鑑定物品，即產生混淆之視覺印象者，應判斷該視覺性設計與待鑑定

物品相同或近似。視覺性設計相同或近似之判斷，應以普通消費者於侵權行為發生時之觀

點作考量。比對、判斷之原則：(1)比對整體設計；(2)綜合判斷；(3)以主要部位為判斷重

點；(4)肉眼直觀、同時同地及異時異地比對、判斷。 

2.新穎特徵判斷 

新式樣專利侵害鑑定流程中第四步驟，係以該新式樣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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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水準，判斷待鑑定物品是否包含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的新穎特徵。如是，則進入步驟五之

判斷；如否，則未落入專利權範圍。 

待鑑定物品與解釋後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範圍中之視覺性設計整體相同或近似，仍不足

以認定其落入專利權範圍，尚須判斷待鑑定物品是否利用該新式樣之新穎特徵，若待鑑定

物品包含該新穎特徵，待鑑定物品始有落入專利權範圍之可能。 

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範圍中的新穎特徵已於解釋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範圍時予以確認，在

步驟四中，僅須判斷待鑑定物品是否包含該新穎特徵。若待鑑定物品未包含該新穎特徵，

應判斷其未落入專利權範圍。 

二、專利侵害鑑定基準 

「專利侵害鑑定基準」係「專利侵害鑑定要點」修正前之版本，由中央標準局（改制

為智慧財產局）於1996年元月所發布，目前已廢止不用。該基準第十章第四節之六（第68

頁）記載：「鑑定比對時，應以專利權之造形為中心，參酌公知習用造形而以其為外圍分

佈於專利權四周，藉由其間相互比對關係，界定專利範圍。以下圖為例，甲例：圖A為專利

權，圖B、C為系爭物，其他圖示為公知習用造形，則圖B、C牴觸圖A專利範圍。乙例：圖

A為專利權，圖B為系爭物，圖C及其他圖示為公知習用造形，則圖B與圖A並不牴觸。」 

註：本圖經變造，文中所指之「圖×」以實心圓代之。 

前述文字所要傳達之意義以簡單的公式代表之：「S（專利－先前技藝）＜S（專利

－被控設計）＝未侵權；S（專利－先前技藝）＞S（專利－被控設計）＝侵權。」亦即

當「專利與先前技藝」的近似程度比「專利與被控設計」更接近時，則應認定未侵權；反

之，當「專利與先前技藝」的近似程度比「專利與被控設計」更不接近時，則應認定侵

甲例 A

D

E 

F 

B C

乙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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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其立論基礎或許可推測來自於：專利權之近似範圍（類似發明專利均等論之均等範

圍）不得擴張及於屬公共財產之先前技藝。 

由前述鑑定基準中所載之內容及其中所舉之乙例，可知其一如CAFC所主張新的普通

觀察者法則「系爭專利之設計先與先前技藝比對，再與被控設計比對」，亦即「參酌先前

技藝，比對系爭專利之設計與被控設計」，據以客觀的確認設計專利權範圍。鑑定基準與

CAFC所主張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兩者異曲同工，均有限縮設計專利權近似範圍之目的，

且兩者之觀點頗為類似。 

陸、評析及建議 

一、Egyptian Goddess案之評析 

CAFC全院聯席會認為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應為認定設計專利是否被侵害之唯一法

則，任何新穎特徵之審理，應作為普通觀察者法則之一部分為之，而非作為獨立之法則僅

著重於爭訟過程中所聲稱之新穎特徵。使用普通觀察者法則，應參酌先前技藝，比對系爭

專利之設計與被控設計，亦即系爭專利之設計先與先前技藝比對，再與被控設計比對。

CAFC全院聯席會強調以普通觀察者法則證明侵權之責任通常在於專利權人，專利權人負

有以優勢證據舉證說明侵權的責任；惟若被控侵權人選擇依賴先前技藝之比對作為未侵害

專利權抗辯的一部分，先前技藝的舉證責任在於被控侵權人。這種舉證責任之分配不同於

新穎特徵法則——先前技藝的舉證責任在於專利權人。 

(一)新穎特徵法則之缺失 

Litton案法院確立「被控設計必須竊用設計專利之新穎特徵」始構成侵害之新穎特徵

法則，將該法則作為「專利侵害鑑定要點」中一判斷步驟有以下幾點缺失值得探討。 

1.「竊用」的定義不明確 

由於以新穎特徵法則判斷的前一步驟為以普通觀察者法則進行「近似設計判斷」，

「竊用」的定義，若包含新穎特徵之近似範圍，後者之「新穎特徵判斷」似重複以普通觀

察者法則所進行「近似設計判斷」之比對步驟，且新穎特徵法則幾乎無法達到限縮專利權

之近似範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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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創性設計之保護力度不及改良設計 

開創性發明之物品設計及開創設計潮流之設計中大部分設計特徵係屬新穎，相對於僅

有少部分設計特徵係屬新穎之改良設計，其近似範圍原本應比既有物品之改良設計更為寬

廣。但若適用新穎特徵法則，「被控設計必須竊用設計專利之新穎特徵」始構成侵害，只

要未利用其中一部分新穎特徵則不構成侵害，將導致侵害開創性設計的門檻較高，其保護

力度反而不及改良設計的結果。例如開創性設計之新穎特徵有10個，改良設計僅有1個，

仿冒者抄襲前者9個新穎特徵不構成侵害，但抄襲後者1個新穎特徵即構成侵害，則必然減

損業者開創全新設計之意願，而阻礙國家產業發展。 

3.近似範圍不及於部分抄襲之新興設計 

新穎特徵，係設計專利異於先前技藝的裝飾性設計。若申請後始開發之設計僅利用系

爭專利之一部分新穎特徵，或利用所有新穎特徵但加以修飾而使其與原新穎特徵不同，即

使被控設計之視覺性設計整體與系爭專利構成近似，因未完全竊用設計專利之新穎特徵，

則不構成侵害。 

新穎特徵作為設計專利權範圍之核心，係決定該專利之價值的主要部分。新興的流行

設計是均等論（即「近似設計判斷」步驟）衡平考量的重點之一，由於「被控設計必須竊

用設計專利之新穎特徵」始構成侵害，致專利權保護範圍不及於僅為近似但不完全相同的

新興流行設計，結果勢必影響專利之價值，變相鼓勵他人仿冒抄襲。 

4.幾乎沒有適用先前技藝阻卻之可能 

由於系爭專利係對照申請前之先前技藝具有創作性等專利要件之設計，且「被控設計

必須竊用設計專利之新穎特徵」始構成侵害，在被控設計＝系爭專利之設計（兩者新穎特

徵完全相同），系爭專利之設計≠先前技藝（新穎特徵未見於先前技藝），則被控設計≠

先前技藝（被控設計竊用新穎特徵之部分未見於先前技藝）的邏輯下，在認定被控設計與

系爭專利之設計構成近似之後，幾乎沒有適用先前技藝阻卻之可能。 

再者，若被控設計與系爭專利近似並利用其新穎特徵，且被控設計與先前技藝相同

者，即得透過舉發程序撤銷系爭專利30，或在專利民事訴訟程序中提起專利權無效抗辯31

                                                        
30 專利法第67條第1項。 
31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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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專利權效力不及之抗辯32，根本無須主張先前技術阻卻。因此，「專利侵害鑑定要點」

中設定「先前技藝阻卻」步驟，似乎多此一舉。 

5.新穎特徵法則難以操作 

新穎特徵法則作為侵權鑑定的第二法則，專利權人必須主張並舉證證明被控設計適用

普通觀察者法則且適用新穎特徵法則，始構成侵權。由於通過兩門檻的困難度必然高於僅

須通過一門檻者，而且新穎特徵法則之規定無異是要專利權人主動限縮自己的專利權利，

在實際操作上，必然使專利權人所做之鑑定報告中有關新穎特徵法則之內容陷於虛應故

事，而無實際效用。換句話說，新穎特徵法則之規定不切實際，實務上難以操作，而有改

弦更張之必要。 

即使新穎特徵法則有前述之缺失，普通觀察者法則仍有賴新穎特徵法則之限制，因為

「近似設計判斷」的標準「視覺效果混淆」難免流於主觀，為避免基於普通觀察者法則所

認定之近似範圍過於廣泛，有必要以新穎特徵法則具體限制之。換句話說，普通觀察者法

則併入新穎特徵法則，以先前技藝客觀的限縮設計專利權之近似範圍，將使系爭專利之設

計與被控設計的「近似設計判斷」取決於以新穎特徵為重點所產生之視覺效果，而非其他

習知設計所產生之視覺效果。具體而言，若被控設計包括了每一個新穎特徵，或其所包括

之特徵與新穎特徵構成近似，則可以認定「近似設計判斷」係導因於新穎特徵而非習知設

計。因此，普通觀察者法則尚須搭配新穎特徵法則，以先前技藝客觀的限縮設計專利權之

近似範圍，問題在於如何搭配，請參酌以下之分析。 

(二)普通觀察者法則之比較分析 

CAFC所主張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係結合Gorham法則及Litton法則33，借用美國法

院對於兩法則之判決，可歸納為：應以普通觀察者的觀點，對於被控設計及系爭專利之設

計施予購買時之一般注意力，若兩者之近似欺騙了觀察者，而誘使其購買被誤認之產品，

則認為兩者實質相同，被控設計侵害該設計專利權；但在近似之比對上，應參酌先前技

藝，比對系爭專利之設計與被控設計，亦即系爭專利之設計先與先前技藝比對，再與被控

                                                        
32 專利法第125條第1項第2款或第3款。 
33 Egyptian Goddess, Inc. et al. v. Swisa, Inc. et al., Case No. 2006-1562 (Fed. Cir., September 22, 2008) 

(Bryson, J.) (en banc): But the comparison of the designs, including the examination of any novel features, 
must be conducted as part of the ordinary observer test, not as part of a separate test focusing on particular 
points of novelty that are designated only in the course of 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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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比對，據以確定系爭專利權之近似範圍。 

對於CAFC所主張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可以想像成是將先前的Gorham法則與Litton

法則合而為一，將原本流於主觀之近似判斷，藉先前技藝之參酌，建立客觀之參考點或參

考座標系統，從系爭專利之設計、被控設計與先前技藝之間相對的近似程度，檢測系爭專

利是否被誤准，或檢測系爭專利之近似範圍是否被專利權人過度擴張而有失公平。從這個

角度來看，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具有以客觀證據限縮設計專利權近似範圍之目的，而此目

的與當初美國Litton案創設新穎特徵法則之目的可謂類似。 

從比較法的觀點，日本意匠之「要部說34」及中國大陸外觀設計之「重點比較要部35」

與新穎特徵法則的目的不謀而合，均係作為普通觀察者法則之限制，而有限縮設計專利權

近似範圍之目的效果，主要差異在於美國的普通觀察者法則與新穎特徵法則之操作係以兩

步驟完成，日本或中國大陸係以一步驟完成判斷，而以「要部」作為步驟中之判斷原則及

限制。原因在於普通觀察者法則係源於美國Gorham案，新穎特徵法則係源於美國Litton案，

美國在專利侵權訴訟程序中須區別事實或法律問題，而大陸法系國家並無陪審團制度，以

一步驟完成判斷並以「要部」作為步驟中之判斷原則及限制，反而顯得乾淨俐落。 

從實務操作之觀點，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係參酌先前技藝，系爭專利之設計先與先前

技藝比對後，再與被控設計比對，若前者之差異小於後者之差異，則限縮其專利權近似範

圍（可能因而判決未侵權）。以簡單的公式代表之：「S（專利－先前技藝）＜S（專利

－被控設計）＝未侵權；S（專利－先前技藝）＞S（專利－被控設計）＝侵權。」這個

公式已見於「專利侵害鑑定基準」中所傳達之意義，但此公式僅能代表某種特殊狀況下之

操作，並不適用於所有可能的狀況。 

一如前述，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係結合Gorham法則及Litton法則，因此，在實務操作

上，係在參酌先前技藝後，認定被控設計與系爭專利之設計構成近似，被控設計始落入系

爭專利權範圍。具體而言，除了被控設計與系爭專利之設計兩者產生視覺混淆之外，兩者

                                                        
34 齋藤暸二，意匠法，1986年，153-170頁。意匠的本質價值在於擴大市場之需求，意匠的本質特徵

為該意匠之要部，以吸引需要者的注意。要部之確定，係依該意匠所屬領域中形態趨勢之經驗法則

予以考察判斷，性質上，意匠之要部係客觀上會引起需要者注意之部分。意匠之近似判斷應以一般

需要者為判斷主體，以意匠本身是否具有足以吸引需要者注意之特異性為依歸，而以比對對象之要

部是否具有共通性作為判斷標準。 
35 中國北京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關於審理專利侵權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2003.10.27-29，第

24條第2項：判斷近似外觀設計，應當採取……重點比較要部……的方法。第4項：……所稱要部，

是指產品外觀上容易引起一般消費者注意的部位。可以結合產品的通常使用狀態、外觀設計的設計

要素、美感等因素，綜合確定外觀設計的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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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尚須具備共同之新穎特徵，始有侵權之可能；兩者之間僅近似或僅具備共同之新穎特

徵，均無侵權之可能。通常最可能發生的情況有下列四種： 

(1)近似且有共同之新穎特徵，有侵權之可能； 

(2)近似但無共同之新穎特徵，無侵權之可能； 

(3)不近似但有共同之新穎特徵，無侵權之可能； 

(4)不近似且無共同之新穎特徵，無侵權之可能。 

以集合圖形表示如下： 

(1) (2) (3) 

 

 

(4)-1 (4)-2 

 

 

註：小圓表示新穎特徵；實心大圓表示系爭專利；空心大圓表示被控設計。 

就美國法院先前之判例而言，普通觀察者法則之判斷如同發明專利權侵害判斷中之文

義讀取或均等論之適用，均屬事實問題；而新穎特徵法則之判斷，則為法律問題36。如

今，將兩法則合而為一，究屬事實問題或法律問題，留待未來觀察法院之發展。惟就

CAFC對於普通觀察者法則之見解，判斷主體之標準應為普通觀察者之觀點，故可以想見

該法則應為事實問題。相對地，大陸法系國家不生事實或法律之問題，只有判斷主體之標

準的問題，亦即究竟應以普通消費者（即美國的普通觀察者）之觀點或該設計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之觀點的問題。惟此點之結論，似不辯自明，應以普通消費者觀點為標準。 

至於舉證責任方面，雖然日本或中國大陸係以單一步驟完成設計之近似判斷，若專利

權人主張對造侵害其專利權，無可避免的專利權人自然應負舉證責任，但限縮專利權近似

範圍之舉證責任似不可能由專利權人負擔，故提示先前技藝主張限縮專利權近似範圍之舉

證責任勢必屬於被告一方。 

                                                        
36 In re Plastics Research Corp. Litigation, 63 USPQ2d, at 1924, 1925, U.S. Eastern District of Michigan 

decided Jan. 04, 2002 (treating point of novelty as a question of law that did not warrant “exercise of the 
fact-finding function”). 



60  

專利師︱第五期︱2011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二、專利侵害鑑定要點之分析及建議 

以下從目的、實務操作、性質及判斷主體等面向，就我國「專利侵害鑑定要點」及其

前身之「專利侵害鑑定基準」分別與CAFC全院聯席會所主張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作比較

說明，再從可能的途徑提出筆者對「專利侵害鑑定要點」之建議。 

(一)專利侵害鑑定基準之比較分析 

我國「專利侵害鑑定要點」之前身「專利侵害鑑定基準」中所載：「鑑定比對時，應

以專利權之造形為中心，參酌公知習用造形而以其為外圍分佈於專利權四周，藉由其間相

互比對關係，界定專利範圍。」及其中所舉之乙例，僅為案例說明，並無堅實的理論基

礎。雖然該基準所傳達之觀點與CAFC所主張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參酌先前技藝，比對

系爭專利之設計與被控設計」之觀點頗為類似，但未清楚交待是否為「系爭專利之設計先

與先前技藝比對，再與被控設計比對」之操作方式。惟從「……藉由其間相互比對關係，

界定專利範圍。」之記載及一般之論理法則，似可推知其具有客觀的確認或限縮設計專利

權近似範圍之目的效果。 

此外，由該基準第三節「判斷近似性之原則」之記載「物品近似判斷應模擬消費者選

購商品之情境……足以使一般消費者誤認混淆之物品……」與普通觀察者法則一致，似亦

可推知其判斷主體係以普通消費者（即美國的普通觀察者）觀點為標準。 

至於舉證責任方面，基準毫未提及，惟若專利權人主張對造侵害其專利權，其自然應

負舉證責任，但限縮專利權近似範圍對專利權人不利，舉證責任勢必屬於被告一方。 

(二)專利侵害鑑定要點之比較分析 

我國「專利侵害鑑定要點」所規定新式樣專利鑑定之步驟：解釋系爭專利權範圍、

「近似設計判斷」、「新穎特徵判斷」、先前技藝阻卻等。其中，解釋系爭專利權範

圍，係確認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範圍及其新穎特徵，僅在專利權範圍內為之；被控設計與

系爭專利之「近似設計判斷」，即類似美國的普通觀察者法則；「新穎特徵判斷」，即

類似美國的新穎特徵法則，有限縮系爭專利權近似範圍之目的效果；先前技藝阻卻，亦

有限縮系爭專利權近似範圍之目的效果。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目的在於客觀限縮系爭專

利權近似範圍，而非確認專利權範圍，故解釋專利權範圍之步驟難以達成該目的；就前

述各步驟觀之，僅有先前技藝阻卻有可能與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相互搭配，限縮系爭專

利權之近似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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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操作上，CAFC所主張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可以簡單的公式理解之：「S（專

利－先前技藝）＜S（專利－被控設計）＝未侵權；S（專利－先前技藝）＞S（專利－被

控設計）＝侵權。」已詳述如前。這個公式與先前技藝阻卻之操作方式頗為類似。例如在

先前技藝為單一技藝時，先前技藝阻卻之操作方式可以被控設計為中心（普通觀察者法則

係以系爭專利為中心），若被控設計與系爭專利之設計的近似程度小於被控設計與先前技

藝之近似程度，則認定侵權；反之，則認定不侵權。參照前述公式表示先前技藝阻卻的操

作方式為：「被控設計－先前技藝＜被控設計－專利，則認定未侵權；被控設計－先前技

藝＞被控設計－專利，則認定侵權。」 

在僅有一個先前技藝的情況，前述公式或許尚可謂適用，惟實務上，先前技藝常常並

非只有一個，涉及多對一之比對關係，例如Egyptian Goddess案，就涉及兩個前案，這種

類似創作性比對關係就難以適用前述公式，而且專利權有近似之保護範圍，被控設計及先

前技藝均無近似之保護範圍（即使先前技藝為專利，作為他案之先前技藝，則無專利權範

圍可言），在這種情況下，筆者認為可以參酌「假設性申請專利範圍」（hypothetical 

patent claim）分析法37，將被控設計假設為一具專利權之設計，以其為中心而與複數個先

前技藝比對，判斷該假設性專利是否具創作性，以輔助判斷被控設計是否落入系爭專利權

範圍。若其不具創作性，則表示兩者相當接近，先前技藝抗辯成立，應認定不侵權；反

之，則先前技藝抗辯不成立，應認定侵權。這個結果可以理解為：雖然被控設計近似於系

爭專利之設計，但被控設計係簡單組合公眾可自由利用之先前技藝的設計特徵，而為易於

思及之作，若被控設計落入系爭專利權範圍，應視為專利權之近似範圍過度擴張，為衡平

起見，有限縮該近似範圍至被控設計不侵權之程度的必要。 

再詳加檢討前述參酌「假設性申請專利範圍」之分析法。當系爭專利係開創性設計

時，若被控設計係系爭專利申請前之先前技藝的簡單組合，根本未利用到系爭專利之新穎

特徵，則認定其不侵權並不為過。當系爭專利係改良設計時，被控設計、系爭專利與眾多

先前技藝同屬擁擠之設計領域，彼此之間的差異甚微，只要有稍多一點點之差異，就能取

得專利權。既然系爭專利對照該先前技藝仍具專利要件，而無法撤銷其專利權或使其專利

權無效抗辯成立，但該先前技藝卻能使被控設計不具創作性，兩相對照，似可推論被控設

計並未利用到系爭專利之新穎特徵，認定其不侵權亦不為過。總結以上實務操作方面之分

析，先前技藝抗辯之操作方式與普通觀察者法則之操作方式雷同，且均能達成限縮專利權

近似範圍之目的效果。換句話說，經過「專利侵害鑑定要點」中「近似設計判斷」及「先

                                                        
37 Wilson Sporting Goods Co. v. David Geoffrey & Associates, 904 F.2d 677 (Fed. Ci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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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技藝阻卻」兩步驟所操作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就等同於CAFC所主張新的普通觀察者

法則的結果。 

再就判斷主體、性質及方面探討。依「專利侵害鑑定要點」，先前技藝阻卻之主張及

舉證必須由被告提起，而以該新式樣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作為判斷主體之標

準，故其性質上屬於法律問題。舉證責任方面，CAFC強調被控侵權人選擇依賴先前技藝

之比對作為未侵害專利權抗辯的一部分，先前技藝的舉證責任在於被控侵權人，這點與先

前技藝阻卻判斷步驟並無不同。然而，在美國，普通觀察者法則向來係以普通觀察者為判

斷主體之標準，性質上屬於事實問題，先前技藝阻卻之判斷與普通觀察者法則在性質及判

斷主體兩方面並不一致。因此，在法理上，「近似設計判斷」搭配「先前技藝阻卻」仍不

等同於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 

然而，筆者認為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也有這個問題，因為Litton新穎特徵法則必須以

具有通常知識者作為判斷主體，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併入新穎特徵法則之後，將其劃歸由

陪審團操作，而以普通觀察者為判斷主體，新舊之間亦有判斷主體及性質不合之扞格，且

無論是將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認定為法律問題或認定為事實問題，恐怕均不合宜。幸而

CAFC已指出，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之操作細節，尚待日後由法院發展；有關判斷主體及

性質方面的疑慮，就留待觀察後續判例。 

(三)對於專利侵害鑑定要點及實務操作之建議 

美國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可謂係將Gorham法則及Litton法則結合，操作時，須參酌先

前技藝，據以限縮專利權之近似範圍。就其內容觀之，涉及到我國「專利侵害鑑定要點」

所規定解釋系爭專利權範圍、「近似設計判斷」、「新穎特徵判斷」及先前技藝阻卻等四

個步驟，所涉及之部分請參閱前述說明。 

若依Egyptian Goddess案中CAFC之見解，進行普通觀察者法則比對判斷，要限縮專利

權之近似範圍時必須參酌先前技藝，則後續之步驟似無「是否適用先前技藝阻卻」之必

要，事實上亦無適用先前技藝阻卻之可能。因此，從Egyptian Goddess案判例來看我國的

「專利侵害鑑定要點」，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係將前述四個步驟中後三個步驟合而為一，

而非僅合併「近似設計判斷」及「新穎特徵判斷」。 

現階段，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只是CAFC聯席會一個判例，未來恐怕還會發生更多問

題，例如該法則究屬事實問題或法律問題、判斷主體之標準或判斷之性質等，誠如CAFC

之聲明，這些問題適用之標準留待未來案件發展之，致「專利侵害鑑定要點」有關普通觀

察者法則之事項是否應馬上改弦更張，廢棄「新穎特徵判斷」並修改「近似設計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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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宜將眼光放遠，三思而後行。 

實務上，新穎特徵法則確有若干缺失之處，操作上亦有些窒礙難行，例如「新穎特徵

判斷」舉證責任在於專利權人，故專利權人會先比對系爭專利之設計與被控設計，就兩者

之相同點，僅舉出一、兩個毫不相干之先前技藝證明該相同點為系爭專利之新穎特徵，據

以證明被控設計包含新穎特徵而構成侵權；又如，「新穎特徵判斷」係判斷被控設計是否

包含系爭專利之新穎特徵，但在「包含」之定義不明或在新穎特徵眾多的情況下，難以判

斷被控設計是否落入系爭專利權範圍。由於「近似設計判斷」配合先前技藝阻卻之適用在

某種程度上可以取代美國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因此，就近程而言，筆者以為可以寬鬆的

態度處理「專利侵害鑑定要點」中有關「新穎特徵判斷」之內容，例如解釋申請專利之新

式樣範圍時僅確認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範圍，無須確認其新穎特徵38；至於舉證責任之分

配，基於專利權人不可能主動限縮專利權近似範圍之考量，若被告主張限縮專利權近似範

圍，似可由法官命被告提示先前技藝並作先前技藝限縮設計專利權範圍之比對說明，以便

後續之操作。 

具體而言，筆者建議：實務上之操作，專利權人起訴，在進行「近似設計判斷」步驟

時，須舉證證明待鑑定物品與系爭專利之物品相同或近似，且設計亦相同或近似；若被告

抗辯待鑑定物品與系爭專利之設計不相同亦不近似，在進行「新穎特徵判斷」步驟時，須

提示先前技藝並證明系爭專利之設計的新穎特徵之所在，主張待鑑定物品因未包含該新穎

特徵而未近似系爭專利之設計，據以限縮系爭專利之設計的近似範圍；若被告未進行「新

穎特徵判斷」步驟，而在進行「先前技藝阻卻」步驟主張系爭專利之設計的近似範圍過度

擴張而與先前技藝重疊者，則須提示先前技藝並證明系爭爭專利之設計的近似範圍已擴及

先前技藝，據以主張待鑑定物品未落入系爭專利權範圍。 

此外，在Egyptian Goddess案，CAFC認為無考量「非微小之進步」法則之必要；並認

為不要試圖以詳細文字描述「解釋」設計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對於「非微小之進步」法

則，「專利侵害鑑定要點」中毫無相關規定；至於設計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除「確

認新穎特徵」外，CAFC的見解與我國專利侵害鑑定實務現階段之操作雷同，故除前述

「無須確認其新穎特徵」之建議外，無其他建議。 

 

                                                        
3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侵害鑑定要點（草案），2005年，50頁：二、解釋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範圍

之目的：解釋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範圍之目的在確認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範圍及其新穎特徵，以合理界

定專利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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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第16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

慧財產權有應撤銷、廢止之原因者，法院應就其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自為判斷，不適用

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商標法、專利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或其他法律有關停止訴

訟程序之規定。前項情形，法院認有撤銷、廢止之原因時，智慧財產權人於該民事訴訟

中不得對於他造主張權利。」在專利侵權訴訟案件中，專利權人起訴被告侵害其專利

權，被告得依前開審理法第16條第1項抗辯系爭專利權無效。被告主張系爭專利權無

效，應負舉證責任。 

就如同向智慧財產局提起舉發一樣，被告向法院主張系爭新式樣專利權無效，必須舉

證證明該專利權違反專利法第120條中所列之要件。當被告提示先前技藝主張系爭新式樣

專利權違反新穎性或創作性規定，必須敘明理由說明該專利權申請前有相同或近似之新式

樣已見於刊物、已公開使用或已為公眾所知悉，不具新穎性；或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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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創作性。易言之，被告必須證明系爭專利權

之設計已為先前技藝所揭露而無新穎特徵，而專利權人為維護專利權之有效性，必然主張

系爭專利權之設計具有尚未被揭露之新穎特徵。相對地，在專利侵權判斷過程中，為證明

被控設計侵害系爭專利權，依「專利侵害鑑定要點」或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專利權人必

須主張被控設計包含系爭專利權之新穎特徵，而被告為證明未侵害該專利權，必然主張被

控設計未包含系爭專利權之新穎特徵。 

對於專利權人而言，在無效抗辯，會希望系爭專利權的新穎特徵越多越好，以提高被

先前技藝揭露之門檻；但在侵權判斷，會希望系爭專利權的新穎特徵越少越好，以降低被

認定侵權的門檻。對於被告而言，在無效抗辯，會希望系爭專利權的新穎特徵越少越好，

以降低被先前技藝揭露之門檻；但在侵權判斷，會希望系爭專利權的新穎特徵越多越好，

以提高被認定侵權的門檻。 

柒、結 論 

新式樣專利係保護物品外觀視覺訴求之創作，其與發明、新型專利係保護利用自然法

則之技術創作不同，無論是專利審查中之新穎性、創作性或專利侵權訴訟中之「近似設計

判斷」，均難免流於主觀。為避免主觀判斷之不可預測性，必須創設不同於傳統手法的判

斷法則，美國Litton案所創設的新穎特徵法則即為其一。無論是新穎特徵法則或Egyptian 

Goddess案之新的普通觀察者法則，都是試圖藉先前技藝建構參考座標系統，據以客觀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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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系爭專利之設計與被控設計是否構成近似。由於新穎特徵法則在實務操作上產生問題或

困難，CAFC將其結合普通觀察者法則，而賦予普通觀察者法則新的內容，使其更合理、

更容易操作，至於其他尚待深究的問題，例如判斷主體之標準及判斷之性質等，則有賴後

續判例的發展，值得各界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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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合理權利金估算及美國聯邦

巡迴上訴法院之判決分析 
 

劉尚志
*
、陳瑋明

**
、賴婷婷

*** 

壹、合理權利金介紹 

當行為人未獲專利權人同意即逕自實施專利權時，構成專利侵權。美國專利法第284

條規定，於專利權受到侵害時，專利權人有權自侵權行為人獲得適當的賠償以填補其金錢

上之損失，即損害賠償之完全補償原則（full compensation）1。美國法院於計算此一損害

賠償數額時，發展出所失利益（lost profit）與合理權利金（reasonable royalty）兩種計算

方式2。過去，專利權人於專利訴訟中多主張以「所失利益」計算其損害賠償數額，但此

一計算方式要求專利權人需證明「預期銷售利益」存在之可能，且因侵權行為人系爭侵害

行為之發生，導致專利權人無法獲得預期之銷售利益而受有損害。近年來隨著非專利實施

機構（Non-Practicing Entity，可譯為「專利事業體」，後簡稱為NPE）組織形態的湧現，

身為專利權人之原告通常握有專利權但本身並未製造銷售產品，因此於專利訴訟中無法舉

證其存有任何「預期銷售利益」之損失，而無法使用所失利益法以計算其損害賠償。加上

專利權擁有別於一般財產權之無體特性，專利權人於起訴時通常需耗費龐大之精力以證明

                                                        
*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台灣科技法學會理事長。 
**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研究生。 
***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研究生，已獲得高考律師資格。 
1 35 U.S.C. § 284(a), “Upon finding for the claimant the court shall award the claimant damages adequat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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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美國法的lost profit一詞與我國法的「所受損害，所失利益」等同的範圍尚有討論空間，不過本文以

為直譯為「所失利益」並無不妥，蓋專利權受侵害時，對於權利人的權能主張並無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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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之「預期銷售利益」數額，以及系爭侵權行為與所失利益間之因果關係，實質上課予

專利權人相當高程度之舉證責任，故近年來所失利益計算法已逐漸被專利權人所揚棄，採

取合理權利金計算方法主張損害賠償之判決有日漸增多之趨勢。 

一、合理權利金之目的 

美國專利法第284條規定，專利權人有獲得完全損害賠償之權利，該損害賠償數額不

得少於使用該發明之合理權利金3。依據本規定，專利權人得以「所失利益法」計算其損

害賠償數額，惟所失利益法存有舉證困難、非專利實施機構無法據以請求之缺點，因此為

保障專利權人享有最低限度之損害賠償權利，避免專利權確受侵害卻因損害（damages）

舉證困難而無法獲得填補之權利真空狀態存在，美國於專利法中明定以「合理權利金」作

為損害賠償數額之底線，使任何專利權確實受到侵害之人得獲取最低限度之損害賠償。 

合理權利金計算方法之概念，係假設於專利侵害開始時，當事人雙方於存有專利授權

意願、磋商地位平等且資訊對等的情況下，被授權人為合法換取專利實施權所應給付給專

利權人之相當補償金額。法院於評估專利確係有效性且侵權行為存在之後，考量合理權利

金額度時，應注意其計算之時間，因損害賠償的目的在於估量「侵害發生時」的損害狀

況，而非侵害已發生的事後評估4，因此計算合理權利金數額之時點應回溯至「專利侵害

開始時」5，以判斷侵害發生之初專利權人應可獲得之合理權利金數額。此外，依照聯邦

巡迴上訴法之見解，合理權利金僅係一種衡量損害賠償最低限度之計算方法，並不限制單

一案件中於合理權利金以外獲得其他之損害賠償，因此法院得指示陪審團於決定合理權利

金數額外，考量其他因素，以增加額外之損害賠償額度6。 

二、兩大計算方式 

如前所述，合理權利金僅係損害賠償數額之下限，而非損害賠償之唯一計算方法。因

此於使用合理權利金計算損害賠償時，其重點不在於權利金的計算是否精確，而是該權利

                                                        
3 35 U.S.C. § 284(a). 
4 Unisplay, S.A. v. American Electronic Sign Co., Inc., 69 F.3d 512, 518, 36 U.S.P.Q.2d (BNA) 1540, 1545 

(Fed. Cir. 1995); See also Panduit Corp. v. Stahlin Bros. Fibre Works, Inc., 575 F.2d 1152, 1158, 197 
U.S.P.Q. (BNA) 726, 731 (6th Cir. 1978). 

5 Panduit Corp. v. Stahlin Bros. Fibre Works, Inc., 575 F.2d 1152, 1157, 197 U.S.P.Q. (BNA) 726 (6th Cir. 
1978). 

6 Maxwell v. J. Baker, Inc., 86 F.3d 1098, 1110, 39 U.S.P.Q.2d (BNA) 1001, 1008-09 (Fed. Ci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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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是否足以彌補專利權人所受之損害7。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目前所發展之合理權利金計算方式，可大分為「解

析法」（analytical approach）與假設協商法（hypothetical willing-licensor-willing licensee 

approach）兩大類別8。 

(一)解析法 

解析法的計算方式，係將侵權產品之預期銷售毛利（預期銷貨收入減除成本），減去

該產業之通常利潤，其間之差額視為侵權人應支付給權利人之合理權利金。使用本法之計

算，必須具備兩項推定之前提，即：(1)以被告預期之利潤率作為實際的利潤率；以及(2)

假設被告滿足同業之利潤標準。 

於專利侵權行為發生時，如果侵權行為人內部文件記錄有系爭侵權物品可獲得之預期

毛利（projected gross profit），且該等文件中也註明有侵權行為人認定之產業利潤標準，

則法院可將銷貨收入扣除侵權人生產間接費用（overhead expenses）與該產業之通常利潤

標準，作為侵權人應支付專利權人的權利金。1986年著名的TWM Mfg. Co. v. Dura Corp.

一案中9，法院即認定被告Dura公司之經營高層備忘錄中記載有預期銷貨毛利率52.7%，扣

除間接成本後系爭產品淨利率約為37%至42%，再扣除同業通常利潤標準6.56%到12.5%

後，計算合理權利金之比率約為30%。相較於假設協商法以Georgia Pacific案所建構之15

項因素（以下將討論之）來推導授權金數額，此一解析法較為具體、明確與直接，但專利

權人需負擔較高之舉證責任以證明被告之獲利狀況。 

(二)假設協商法 

假設協商法假設於專利侵害之初始，雙方當事人在有意願、立場對等及資訊對稱之前

提下，進行專利授權協商所得之結果。在此等假設性前提下，提供一個機制以推估權利金

的合理數額，並以該數額作為一適當的專利實施對價，補償權利人原藉專利授權應可獲得

權利金之損失。假設協商法存有先決假設條件，假定當事人雙方係基於「立場對等」且

「資訊對稱」的情況下進行權利金磋商，然而實際上的狀況多非如此平等，因此法院依假

                                                        
7 J. SKENYON ET AL., PATENT DAMAGES LAW & PRACTICE § 3:2, at 3-3 (1999). 
8 王俊凱、李友根、陳群顯、陳建宏、王文杰、劉尚志，美國、台灣與中國大陸之專利侵權民事損害

賠償實證研究，科技法學評論，2009年4月，6卷1期，19-20頁。 
9 TWM Mfg. Co. v. Dura Corp., 789 F.2d 895 (Fed. Cir.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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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協商法所判定之金額，往往可能較權利侵害未發生前之實際協商所得金額為高10。 

1.假設協商法之適用時點與前提 

權利金談判主觀能力與客觀條件通常隨著時間的演變而有所不同，因此運用假設協商

法判斷合理權利金時，應注意其判斷假設時點需依照個別侵權行為時點而作不同之假設。

以每一次侵權行為發生時點，個別判斷當時雙方當事人所擁有的談判條件；而對於同一專

利，侵權行為發生在不同時期時，應以不同的時點來評估、適用假設協商法。 

假設協商法之適用有以下之前提：(1)系爭專利是被推定為有效、可實施且被侵害；

(2)推定雙方當事人相互知悉對方握有之事實11，包括技術價值及替代產品的取得性；(3)

在侵權發生之時點12，以迄於判決之前發生的事件亦可被列入考量13；以及(4)雙方當事人

均有意願達成協議。 

實務上適用假設協商法時，認為地方法院之陪審團具有權限，以侵權行為發生作為起

算時點，決定有授權與被授權意願之當事人雙方，在進行授權協議磋商時，所可能同意之

權利金金額14。陪審團關於該金額之判定，除非有明顯過鉅、出於純粹推測或無證據支持

之情事，否則皆應被維持15。由於陪審團具有權限依據審判所揭露之銷售數字等證據決定

合理之權利金基礎以及範圍16，當系爭案件中原、被告均提出相關權利金數額時，陪審團

自有權從兩證據中選取其認為較合理者認定權利金數額，而不落入不合理、純粹推測或者

數額過鉅範圍之列17。 

 

                                                        
10 See, e.g., Deere & Co. v.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 710 F.2d 1551, 1554, 1558 (Fed. Cir. 1983). 
11 Karen Vogel Weil & Brian C. Horne, Establishing Reasonable Royalty Damages, 910 PLI/PAT 1347, 

1355-56 (2007). 
12 Id. at 1356-57. 
13 Id. at 1355-56; See Fromson v. Western Litho Plate & Supply Co., 853 F.2d 1568, 1575 (Fed. Cir. 1988), 

“The methodology ... speaks of negotiations as of the time infringement began, yet permits and often 
requires a court to look to events and facts that occurred thereafter and that could not have been known to 
or predicted by the hypothesized negotiators.” 

14 Rite-Hite Corp. v. Kelley Co., 56 F.3d 1538, 1554 (Fed. Cir. 1995) (en banc). 
15 Oiness v. Walgreen Co., 88 F.3d 1025, 1031 (Fed. Cir. 1996). 
16 Deere & Co. v. Int’l Harvester Co., 710 F.2d 1551, 1559 (Fed. Cir. 1983). 
17 Catalina Lighting, Inc. v. Lamps Plus, Inc., 295 F.3d 1277, 1290 (Fed. Ci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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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eorgia Pacific之15項因素 

以假設協商法判斷合理權利金數額時，法院需衡量當事人雙方之商業磋商能力、系爭

專利之市場價值與產業慣例等眾多因素以綜合考量。該等判斷因素因專利法未有明文規

定，早期均由法院依個別案件之情況各自發展，然而自Georgia-Pacific Corp. v. United 

States Plywood Corp.一案18建立判斷之15項因素以降，法院即經常引用該等因素判斷合理

權利金之數額，於後該等因素更成為陪審團法律適用指南（jury instruction）19。茲將該15

項因素羅列於下20： 

(1)權利人事實上有無授權，可否提出有關權利金存在之證明（既有權利金）。 

(2)被授權人已支付之其他可以類比系爭專利之權利金比例（類似之授權）。 

(3)授權的性質或範圍，例如專屬授權抑或非專屬授權、授權區域範圍等（授權限

制）。 

(4)專利權人之企業政策和行銷計畫，以保留該技術獨占之地位（保有獨占地位）。 

(5)專利權人與被授權者之間的商業關係，係合作或競爭21（兩造商業關係）。 

(6)專利對被授權人其他產品銷售上的貢獻，以及對專利權人相關非專利商品銷售上

之幫助（附隨銷售）。 

(7)專利所餘之有效期間和授權期限（專利與授權期限）。 

(8)專利產品已獲之利益、商業成功性和銷售狀況（專利產品收益）。 

(9)專利技術對於原產品所增進之功效或市場優勢22（附加價值）。 

(10)發明本質及該專利技術商品化利用之程度（發明本質與商品化程度）。 

                                                        
18 Georgia-Pacific Corp. v. United States Plywood Corp., 318 F. Supp. 1116, 1120 (S.D.N.Y), mod. and 

aff’d, 446 F.2d 295 (2d Cir. 1971), cert. denied, 404 U.S. 870 (1971). 
19 所謂「陪審團法律適用指南」，指針對每一個別案件，依據其特定之事實與所得適用之法律，由兩

造律師共同提供給陪審團判斷之參考文件。 
20 劉尚志、王思穎、王俊凱，智慧財產權損害賠償額計算之研究（從美國法之比較觀察）：美國專利

損害賠償之計算方法，智慧財產法院委託研究計畫，2009年，31-32頁。 
21 專利權人與侵權人若是互為競爭對手，在侵權發生時，專利權人通常有較大的議價能力

（bargaining power）以取得較高的權利金。 
22 CAFC在Minco, Inc. v. Combustion Engineering Inc., 95 F.3d 1109 (Fed. Cir. 1996)案中，同意地方法院

判命被告須給予原告之權利金為銷售額的20%，其理由包含：(1)被告與原告競爭（市場尚無其他供

應者）；(2)專利侵害發生時，被告有次級產品；(3)市場上並無可代替之非侵權物品；(4)被告本身

認為原告的發明與現有產品相比是重大進步；(5)該產業具有很高的利潤；(6)被告使用了原告的發

明之後，收入增加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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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侵權人對於專利技術利用的程度及其使用的價值（侵權利益）。 

(12)在特定或近似商業經營中，使用該專利或類似專利在產品利潤或售價上，通常所

占之比重（產業慣例）。 

(13)侵權人在其他方面對侵權物品價值所為之貢獻，例如來自於非專利元件、製造程

序、商業風險、或侵權人所增加之重要特徵元件或所改進的部分（侵權人貢

獻）。 

(14)專家證人的意見（專家意見）。 

(15)授權人與被授權人對於該授權可能達成之合理價位（合理價位）。 

3.Georgia Pacific各項因素之分析 

若將以上所述Georgia Pacific之15項因素，依其屬性及作用歸類，可分為五大類型，

以下於分類的同時簡述各因素對權利金額度判斷之影響23： 

(1)權利金額度直接相關或重要參考：包括因素1（既有權利金）與因素2（類似之授

權） 

在15項Georgia Pacific判斷因素中，法院通常以因素1（既有權利金）為最重要的參考

因素24。然而，必須於已存在相當數量之授權契約，該等既有權利金數額方得被認定為可接

受之參考標準；僅有一次授權的前例，基本上尚不足以成為法院判定合理權利金之關鍵依

據25。同時，法院亦認為「既有權利金」僅是合理權利金的底限之一26，如果專利權人得證

                                                        
23 劉尚志等，註20文，33-48頁。 
24 SKENYON ET AL., supra note 7, § 3:10, at 3-22, 3-23. 
25 See Deere & Co. v.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 710 F.2d 1551, 1557 (Fed. Cir. 1983), “In support of its 

conclusion on the weight to be given the White license, the district court cited …, apparently for the 
proposition that a single license, paid or secured by one, relatively minor competitor after the onset of the 
complained infringement, may be rejected as a measure of damages against an infringer. We have no 
doubt that this is an accurate statement of the relevant law, nor can we find error in its application by the 
district court to the White license, to the extent that the court considered the probative value of the White 
license to be vanishingly small. In the absence of any evidence indicating a general acceptance within the 
farm equipment industry of a particular market value for the Schreiner patent, we cannot say that the 
district court’s conclusion of no established royalty in this case is erroneous”. See also Hanson v. Alpine 
Valley Ski Area, Inc., 718 F.2d 1075, 1078 (Fed. Cir. 1983), “…as the magistrate stated, ‘a single 
licensing agreement does not generally demonstrate uniformity nor acquiescence in the reasonableness of 
the royalty rate.’ For a royalty to be ‘established,’ it ‘must be paid by such a number of persons as to 
indicate a general acquiescence in its reasonableness by those who have occasion to use the invention.’”; 



72  

專利師︱第五期︱2011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明侵害範圍相當廣泛，即使存在「既有權利金」之證據，法院亦得於該基礎上提高合理權

利金之數額27。 

至於因素2（類似之授權）若作為計算系爭專利之權利金依據，必須是其他專利產品

與系爭專利產品極為類似，且被授權之人數相當眾多，足以成為產業通常之計價依據時始

符合此一要件28。 

(2)專利本質與利用：因素10（發明本質與商品化程度），可選擇如收入法、市場

法、成本節省、利潤分攤法等計算方式 

因素10（發明本質與商品化程度）通常用來觀察專利的性質，例如專利之類型為發

明、新型、新式樣或設計專利；以及專利技術屬於產品的一部分或專利本身即為產品的主

要構成技術等。對於專利在產品甚至銷售上的貢獻，例如是否使產品製造成本降低或使該

技術成為產品的主要技術等，都會影響專利價值的評估。此外，專利是否為立即可使用之

技術，抑或處於必須繼續開發的階段，也會影響專利的價值。因此本因素一則可成為選擇

評價方法（計算權利金基準）的依據，同時也得作為調整專利價值之參考。 

(3)權利金計算基準：包含因素8（專利產品收益）、因素9（附加價值）、因素11

（侵權利益）、因素12（產業慣例）以及因素13（侵權人貢獻） 

因素8（專利產品收益）與專利獲利能力有關，此為專利市場價值的核心，牽涉專利

權人與侵權人雙方產品銷售額（sales）及利潤（profits），需特別注意的是作為合理權利

金計算基礎之利潤，必須係該獲利可歸因於系爭專利技術者始得成為支持證據29，與系爭

專利無關之獲利，專利權人並無權據此取得權利金。此證據方法包含專利產品已建立的獲

利能力（established profitability）、商業上成功（commercial success），以及目前的受歡

迎程度（current popularity）。 

                                                                                                                                                                   
Trell v. Marlee Electronics Corp., 912 F.2d 1443, 1446 (Fed. Cir. 1990), “As we noted in Hanson v. Alpine 
Valley Ski Area, Inc., for a royalty to be established, it must be paid by such a number of persons as to 
indicate a general acquiescence in its reasonableness by those who have occasion to use the invention.” 

26 SKENYON ET AL., supra note 7, § 3:11, at 3-28. 
27 See Nickson Industries, Inc. v. Rol Mfg. Co., 847 F.2d 795, 798 (Fed. Cir. 1988), “Nickson (patentee) 

correctly states that a royalty ‘reasonable’ under 35 U.S.C. § 284 may be greater than an established 
royalty. For example, a higher figure may be awarded when the evidence clearly shows that widespread 
infringement made the established royalty artificially low.” 

28 SKENYON ET AL., supra note 7, § 3:12, at 3-33. 
29 GORDON V. SMITH & RUSSELL L. PARR, INTELLECTUAL PROPERTY: VALUATION, EXPLOITATION, AND 

INFRINGEMENT DAMAGES 648-54, 713-1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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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獲利能力」主要在判斷假設協商時點的專利價值，法院採納雙方對專利產

品的預估收益（estimated sales and profits），並使用折現現金流量（discounted cash 

flow, DCF）以計算出假設協商時點的專利價值。在判斷合理權利金時通常會參考以往的

資料與經驗作為估算之基礎，也就是依循書中的知識（book of wisdom）以為判斷。目

前法院以預估利潤（estimated profits）為主要證據，侵權後所發生的實際利潤（actual 

profits）為輔，客觀評估當時的專利價值30，至於利潤的採用，以該專利產品的邊際利

潤（incremental profit）估算專利價值是較為準確的。然而，此等資料屬於多商業機密而

不易取得，有時只能以毛利（gross profit）或營業淨利（net operating profit）來加以推

算31。 

因素9（附加價值）用以比較專利技術與先前技術的差異，本因素有基準與調整因素

兩種性質。當其為基準因素時，必須注意的是加以比較的先前技術，是侵權當時的技術，

而非專利申請時的先前技術，亦即比較侵權當時專利與最佳替代方案（ next-best 

alternatives）的差異 32。雖然Georgia Pacific因素中並無明文規定「非侵權替代產品」

（non-infringing alternatives）這項因素，但可視為隱含在因素9中33。其證據可包含使用系

爭專利技術與非侵權替代產品的利潤差額（differential profit）34，及研發非侵權替代產品

                                                        
30 Id. at 713-15, “One jury was instructed that it could consider evidence of the defendant’s actual profits as 

part of its hypothetical negotiation, but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evidence was probative of the 
expectations for the future that the negotiators would have had as of the time of negotiation. (Alex v. 
Nintendo, 1994 U.S. Dist. Lexis 17515, 17648 (S.D.N.Y. 1994)) .” 

31 DANIEL JONATHAN SLOTTJE, ECONOMIC DAMAGE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 HANDS-ON GUIDE TO 

LITIGATION 87 (2006),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sing gross, operating, and incremental profit can be 
broken down this way: Gross profit will likely exclude certain costs that vary as a foundation of product 
sales but are not captured as costs of goods sold. For example, 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 expended in 
launching a new product line is not likely to be captured in the cost of goods sold, but would not have been 
expended unless the product was launched. Operating profit will generally include certain costs that would 
have been expended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accused product sales occurred. An example of such 
operating costs is the salaries paid to company executives already in place. Incremental profit will include 
the costs of goods sold and any additional costs that would have been incurred by the infringed company to 
obtain the accused lost sales. In other words, incremental profit is the profit from the additional units of 
output that would have presumed to have been sold, absent the infringement.” 

32 See Columbia Wire Co. v. Kokomo Steel & Wire Co., 194 F. 108 (7th Cir. 1911). 
33 ROMAN L. WEIL ET AL., LITIGATION SERVICES HANDBOOK: THE ROLE OF THE FINANCIAL EXPERT 56-57 

(2008). 
34 SMITH & PARR, supra note 29, at 6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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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cost of developing a non-infringing alternatives），以上均為合理權利金的重要判

斷指標。 

利潤通常直接和是否存在非侵權的替代產品相關，非侵權的替代產品存在，會構成減

低合理權利金的理由。每一產品都會有替代品，但並非有替代品就構成減損權利金之理

由，亦不能主張合理權利金要與轉換至替代品的成本相當。專利之附加價值作為調整因素

時，由於系爭專利特性較先前技術的優點多，專利的價值高，合理權利金也會較高。專利

權人在訴訟上可有如以下之主張，使系爭專利更具價值： 

因素11（侵權利益）之因素同時具有基準與調整兩種性質。這個方法論可以作為計算

合理權利金之基準35，也可在其他因素中作為計算基準時的調整之用。當其為基準因素

時，「使用侵權產品所節省下來的成本」（cost savings approach）是本因素作為推估合理

權利金的指標之一。 

因素11使用之證據方法多與因素9（專利附加價值）及因素10（發明本質與商品化程

度）相同，但主要是以侵權者角度衡量專利價值，與侵權者使用專利的程度有關，亦可能

與因素8（專利產品收益）的證據相重疊，因此討論這項因素時，也必須同時考慮其他因

素可能涉及的部分，也可以將這些因素統合一起討論36。有時侵權人會主張使用系爭專利

並未帶來任何好處，或是實施該專利技術反而造成虧損，因此主張不需支付權利金，然而

該抗辯理由從未被美國法院採認37。 

因素12（產業慣例）主要包含產業慣例的權利金（customary royalty）及經驗法則

（rule-of-thumb，即25%法則）以作為權利金計算之基準。產業慣例的權利金與類似之授

權契約有關（即因素2），同一產業類似的授權契約可以提供參考，透過產業中通常的利

潤比或銷售價格比（the portion of the profit or of the selling price that may be customary in 

the particular business or in comparable businesses）38，計算產業慣例的權利金；至於25%

法則是將侵權人期待之邊際利潤（expected profit margin）的25%作為專利貢獻的比例，剩

                                                        
35 In Standard Mailing Machines Co. v. Postage Meter Co., 31 F.2d 459 (D.C. 1929), the court awarded 

damages to the holder of a patent for a mechanical envelope sealer calculated on the basis of a reasonable 
royalty which the court held was equivalent to the expense of converting the infringing device into an 
equally efficacious, noninfringing device. This, the court said, would be the amount saved by the infringer 
by his use of the invention. 

36 See Procter & Gamble, 989 F.Supp. at 611; Dow Chemical Co. v. U.S., 36 Fed.Cl. 15, 22 (Fed.Cl. 1996). 
37 SKENYON ET AL., supra note 7, § 3:15, at 3-37. 
38 Id. at 828, “Factor 12-There are no other known patent licenses in the nipple drinker industry. Therefore, 

factor 12 is of no assistance in this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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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75%利潤則歸屬於侵權人，以反映侵權人的投資及負擔進入市場風險的報酬39。雖然

這個法則遭受不少批評，認為如此適用過於空泛，但若該案沒有其他可依循之評估方法

時，法院仍願意採納此一法則；然而基於每個案子的特殊性，如果有其他資料可供參酌

時，經驗法則較少直接適用於個案40。 

因素13（侵權人貢獻）則通常直接作為調整侵權利益之用，其主要強調侵權人對於產

品與銷售之貢獻，侵權人所得之利益並非全部來自系爭專利，某部分之利潤應歸功於其侵

權人之努力而減少權利金之數額。侵權人貢獻為一調整因素，將利潤中可歸因於專利與非

專利的部分分開計算。非專利部分包含侵權人之製造（manufacturing process）、企業風

險（business risks），或侵權人加以改良的部分。如果專利的貢獻在技術上或經濟上只占

產品的一小部分，則侵權人自然無須支付高額的權利金41。 

(4)專利權人之競爭策略：包含因素3（授權限制）、因素4（保有獨占地位）、因素5

（兩造商業關係）、因素6（附隨銷售）以及因素7（專利與授權期限），這些因

素主要是考量市場競爭的情形以調整權利金，亦可反映當事人雙方的議價能力 

因素3（授權限制）與假設協商契約是否為專屬授權，以及授權地域範圍有關。原則

上，專屬授權（exclusive license）較非專屬授權契約（non-exclusive license）的權利金為

高。如果專利權人亦生產相關產品，而無意單獨授權予侵權人時，通常為非專屬授權契

約42。此外，即使專利權人未曾授權製造該專利產品，法院亦會參考專利權人對其他專

利之授權態度加以判斷。並非所有非專屬授權契約皆較無價值，若侵權人是專利產品的

唯一製造商或販賣商時，依據雙方的商業關係（即因素5），即使是非專屬授權契約，該

權利金也會被提升。 

因素4（保有獨占地位）因素之意義在於，若專利權人欲維持獨占地位，則無意願授

權他人，故法院考量此因素時得調整為較高額之權利金43。例外情形則是專利權人經由市

場區隔（market segmentation）的授權行為維持獨占時，因為並無受到價格競爭，故對權

                                                        
39 In this method, the parties would expect to split the expected profit margin including operating profit 

margin or gross profit margin according to their royalty base. See Procter & Gamble, 989 F.Supp. at 612; 
Novozymes A/S v. Genencor Intern., Inc., 474 F.Supp.2d 592, 606 (D.Del. 2007); Cohesive Technologies, 
Inc. v. Waters Corp., 526 F.Supp.2d 84, 123 (D.Mass. 2007); Uniloc USA, Inc. v. Microsoft Corp. Slip 
Copy, 2009 WL 691204 at 2 (D.R.I. 2009). 

40 DONALD S. CHISUM, CHISUM ON PATENTS § 20.03 [3][b][ix], at 20-184 (1993 & Supp. 1997). 
41 SMITH & PARR, supra note 29, at 713-15. 
42 Id. at 648-54. 
4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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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金並無影響44。另外，此因素仍須檢視專利權人規劃專利的行銷策略，例如授權合約之

特性及範圍，就地域性及產品銷售對象而言，進行獨家授權或非專屬授權，或有限制的授

權、無限制的授權，以及整體市場環境等諸多因素進行通盤考量。 

因素5（兩造商業關係）之適用原則為，若雙方競爭越激烈，所需彌補的可能損失越

高，合理權利金之數額亦應隨之提升45，故專利權人在訴訟上可主張主要競爭關係的存

在，有利於界定較高額的權利金。如果權利人和侵權人雙方在相同的區域就相同產品互相

競爭，且權利人有能力生產侵權人生產之數量時，權利人通常處於較佳談判地位。 

因素6（附隨銷售）與專利特性對非專利產品之銷售（convoyed sales）及衍生產品的影響

有關，為一調整因素；亦即系爭專利若促進其他產品的銷售，則會影響專利價值的評估46，被

授權人將願意負擔更高額的權利金47。在適用上其亦與「整體市場價值原則」（entire market 

value rule）相關，依據美國專利法第284(a)(3)條之規定，若侵權產品之市場需求主要係由系爭

專利所貢獻，則計算損害賠償時有整體市場價值原則的適用48，亦即當專利特性與整個侵權產

品無法分離或難以分離，甚至已擴張至包含可分離之產品49，則法院可藉由增加權利金比例或

增加權利金計算基礎，將整體市場價值列為計算之考量50。 

因素7（專利與授權期限）中關於專利有效年限對於授權金的影響，目前尚無一致的

見解。一般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專利期間越長或契約期間越長時，通常被授權人願

意支付較高的權利金。但，專利有效期限越短並不意謂著合理權利金即一定越低，被授權

                                                        
44 See Pentech Intern., Inc. v. Hayduchok, 931 F.Supp. 1167, 1175 (S.D.N.Y. 1996). 
45 See Telemac v. US/Intellicom, 185 F.Supp.2d 1084, 1101-02 (N.D.Ca. 2001), “It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to 

the GP analysis that Telemac would not have willingly licensed a direct competitor such as USI and, if 
forced to do so, would only have licensed USI at the highest possible royalty rate it could obtain.” 

46 In awarding damages to the holder of a patent for ventilator devices, the court in Jenn-Air Corp. v. Penn 
Ventilator Co., 394 F.Supp 665 (E.D. 1975) noted that the expectation of such secondarily generated sales 
would have entered into the hypothetical negotiations. 

47 In Georgia-Pacific case, the Court held that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collateral or accompanying sales was 
significant not only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patent holder’s bargaining position, but also in terms of the 
infringer’s own expectations of an economic advantage which was obvious to both the infringer and the 
patentee. The court went on to say that the infringer’s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collateral profits from 
accompanying sales of products sold along with its paneling is a factor in the hypothetical negotiations by 
which the court determines a reasonable royalty. 

48 35 U.S.C. § 284(a)(3): Entire market value. 
49 SLOTTJE, supra note 31, at 86. 
5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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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能預期專利年限即將經過，其後即不必持續支付授權金，反而提高支付授權金的意

願。此外，若有其他商業考量因素，例如該專利發明滿足了長久的需求，可以立即獲得商

業上的成功，即使專利侵害開始發生時，專利壽命僅餘幾年，該項不利因素之影響也會被

降低51。由於並無一致性，因此專利有效年限必須依據個案再加以判斷，通常因素通常對

於權利金計算之影響也較小。 

(5)綜合考量：包含因素15（合理價位）以及因素14（專家意見） 

因素14（專家意見）為一外部證據，由於專家證人通常為會計或經濟學者，因此可能

提出不同的權利金計算方式，包括解析法（analytical approach）、假設協商法中之25%法

則、成本節省法（cost savings）等。一個具良好資格與被信賴的專家證人，其意見對法院

與陪審團判斷合理權利金數額上有相當之影響。 

因素15（合理價位）統合前述14項因素，並考量原被告雙方當事人之意願，為重要的

考量因素之一。Georgia Pacific因素係法院評量個案所有相關資訊及雙方談判議價能力後

綜合考量之方法，原則上維持原、被告雙方均得之適當利益，僅於例外情形下始剝奪被告

侵權產品獲取利潤的權利（例如侵權人為了維持其他產品市占率而侵害系爭專利）52，某

些情況下亦可能給予免權利金之處分53。若當事人雙方為理性之人，則專利授權人不會接

受小於其授權機會成本的權利金（例如：自己生產產品、自行販賣、或授權給其他的

人），而侵權人也將不願付出超過授權所得利益之權利金，兩者間將存有重疊空間，即所

謂之「共同可接受範圍」（mutually acceptable range）54。 

貳、2010年案例 

以下選取2010年前後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所作之專利侵權判決，針對合理權利金運

用於損害賠償金額計算之議題，節錄原、被告雙方於上訴中之攻防理由，並介紹法院於實

務上操作該等15項因素之現況。 

                                                        
51 SKENYON ET AL., supra note 7, § 3:18 at 3-40, 3-41. 
52 See Andrew Corporation v. Gabriel Electronics, Inc., 785 F.Supp. 1041, 1053 (D. Maine 1992); 3M v. 

Johnson & Johnson, 1991 U.S. DIST. LEXIS 11451, 11603 (D. Minn. 1991). 
53 Kevin Huntt, When the FTC Thinks Like an IP Economist: In the Matter of Rambus, INC., available at 

http://www.econone.com/resource/sections/11/FTC_thinks_like_IP.pdf (last visited Feb. 10, 2011). 
54 MARK A. GLICK ET 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MAGES 156-58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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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Lucent v. Microsoft Corp.案55 

本案涉及Georgia Pacific因素2（類似之授權）、因素10（發明本質與商品化程度）、 

因素11（侵權利益）、因素13（侵權人貢獻）之探討。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本案中解決諸

多合理權利金之重要爭議，包括Georgia Pacific各項要素之原則性判斷，因此成為2010年

後法院處理合理權利金計算爭議時經常引用之經典案例。 

本案原告Lucent公司擁有系爭日曆計時功能（calendar-date picker）之專利，於訴訟中

主張被告微軟之Microsoft Money、Microsoft Outlook及Windows Mobile三項產品間接侵害

其系爭專利，並據此主張損害賠償。證據顯示，被告於市場上銷售含有系爭專利之產品共

約110,000,000件，總銷貨收入約800億美元，原告主張被告應依全體產品銷貨毛利8%比率

計算，總額為561,900,000美元；被告微軟公司則主張其僅需支付6,500,000美元之總額權

利金（ lump-sum royalty）。最後陪審團認定原告專利有效、被告系爭產品侵害原告專

利，並於未區分三項侵權產品及教唆、幫助等間接侵權形態下，決定被告微軟應給付原告

約357,000,000美元之總額權利金，被告微軟不服地院判決提起上訴。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認為，地方法院對專利有效性及侵權與否兩點認定並無違誤，就損害賠償數額一點則認為

陪審團總額權利金給付之決定並無實質證據加以支持，因此撤銷陪審團之認定，並發回地

方法院就損害賠償之數額重為審理。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Georgia Pacific因素分析上，首先就因素2（類似授權）之部分加

以探討，強調類似授權權利金比率成為合理權利金計算比率之先決條件，係該類似授權契

約與系爭假設授權狀況具有「可比較性」。於證據開示程序，當事人通常會要求對方揭露

相關之授權契約內容，相對人亦會提出授權契約據以回應，但該等契約可能係包含眾多專

利之授權包裹契約或交互授權契約，而參雜過多與系爭專利無關聯性之技術，使得該等契

約無參考可能性。本案法院認為，若原告欲以此一類似授權契約權利金之比率作為合理權

利金計算之標準，則專利權人需舉證證明該類似契約與假設協商契約具比較可能性。本案

當中，上訴法院認為原告所舉出之八個既有的權利金前案均無法支持陪審團所作之「總額

權利金」給付決定，因其中四個前案為「浮動金額授權協議」，與陪審團所為之決定形態

不同；其餘四個總額性授權協議，則係包括Dell與 IBM、Microsoft與Hewlett-Packard、

Microsoft與Apple Computer，以及Microsoft與Inprise之間的龐大權利金協議，皆與本案專

利之情況不同，不具類似授權契約「可比較性」而無法支持陪審團之決定，因此撤銷陪審

                                                        
55 Lucent v. Gateway & Microsoft, 580 F.3d 1301 (Fed. Ci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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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之認定，發回地方法院就合理權利金部分重為審理。 

Georgia Pacific判斷因素11（侵權利益）則強調侵權行為人對系爭專利之「利用程度

高低」，若系爭專利係一經常且頻繁被使用之專利，則可推定其具有較高之經濟價值，侵

權行為人需給付較高之權利金；反之，若系爭專利僅占侵權產品功能的一小部分，則可推

定若無該技術可能也不至重大影響系爭產品之銷售，其經濟價值較低，侵權行為人所應給

付之授權金亦隨之降低56。「利用程度高低」此一衡量因素於方法專利中較難證明，以本

案之軟體為例，系爭日曆計時功能專利僅係Outlook眾多功能當中的一小部分，若欲證明

使用Outlook之人對系爭日曆計時功能亦有高度之依賴，則需仰賴廣泛之市場調查。本案

法院認為，原告Lucent公司之系爭專利並非驅動Microsoft消費者購買其Outlook軟體的主

要原因，且實際上該專利僅占Outlook軟體功能中非常小的比例，市場對於Outlook軟體的

需求產生並非完全或僅僅基於系爭日曆計時功能，故陪審團以「完整市場價值」所計算之

合理權利金並無實質之證據加以支持，上訴法院撤銷陪審團之決定。 

因素10（發明本質與商品化程度）與因素13（侵權人貢獻）皆係法院用來評估專利價

值的特徵57。惟，上訴法院認為自本案現存證據尚無法觀察發明本質與商品化之程度，與

因素13部分更難謂有相關連結，故判定此兩項因素不影響本案合理權利金之認定。 

二、Finjan Inc. v. Secure Computing Corp., Cyberguard Corp. & 
Webwasher AG案 

本案原告Finjan公司擁有系爭可主動掃描之電腦防護專利，起訴主張被告生產之電腦

保護軟硬體產品侵害系爭專利，第一審陪審團認為原告專利有效且被告惡意侵害原告專

利，因此法院判命被告應給付9,180,000美元之合理權利金與50%之懲罰性賠償，並對被告

核發永久禁制令。被告就侵權與損害賠償數額認定不服上訴，原告就法院駁回判決至永久

禁制令間損害賠償部分不服上訴。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就確有侵權情事部分，同意地方法院

對損害賠償數額之認定，但就原審駁回判決至永久禁制令核發期間之損害賠償數額部分，

發回地方法院酌定損害賠償數額。 

於計算合理權利金數額部分，原告專家證人指出Finjan公司應可獲得10,100,000美元

之賠償，包括被告Webwashers應給付之軟體銷售利益18%、硬體銷售利益8%及Cyberguard

應給付之硬體銷售利益8%；但被告專家證人指出原告僅可獲得系爭侵權產品利潤4%之權

                                                        
56 Id. at 1334. 
57 Id. at 1332. 



80  

專利師︱第五期︱2011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利金。陪審團最後判命被告應給付之9,180,000美元合理權利金，包括Webwashers之軟體

銷售利益16%、硬體銷售利益8%及Cyberguard之硬體銷售利益8%，被告不服此一合理權

利金比率而上訴聯邦巡迴法院。 

聯邦巡迴法院分析Georgia Pacific因素8（專利產品收益），指出侵權產品之獲利程度

若越高侵權行為人即應給付越高之授權金。於授權金比例方面，原告專家證人檢視被告

2004年至2007年的財務資料，分析系爭專利技術之實施利益後，認為雙方若事前協商，應

可同意對邊際利潤採取1/3比2/3之分散法（one-third/two-third split），故計算出被告關於

硬體產品之25%邊際收益比率、軟體產品之55%邊際收益後，分別導出8%與16%的合理權

利金比率。被告不服，主張原告 Finjan的專家證人錯誤引用資料，以被告全公司

（company-wide）總利潤計算，而非僅包含系爭侵權產品之利潤；且該證人對預期利潤之

估計方法並不實際，忽略邊際效益總額報告（gross margin report）中關於特定產品利潤之

著墨；並且質疑Parr所預估的利潤分割過於恣意58。原告證人針對此一質疑表示，被告全

公司總利潤比率與硬體產品之總邊際收益比率相似均為70%，而為被告專家證人所肯認。

至於1/3比2/3之分散法部分，法院則認定係根據工業上慣例、過去授權歷史、雙方競爭力

以及該專利技術的重要性而定，並無錯誤，因此尊重地院陪審團之獨立判斷。 

因素11（侵權利益）部分，法院應衡量「系爭專利被利用之程度高低」，被告主張系

爭產品需額外購買金鑰始得實施系爭專利，因此並非所有顧客皆啟動系爭侵權模組，若無

模組實際被啟動，則被告並未因系爭專利而獲有任何利益。法院參考Lucent前案，指出因

素11所強調之重點為「侵權者」利用系爭專利的程度，而非顧客利用之程度，當被告們將

侵害專利部分應用於產品時，即已「使用」系爭專利，而不論購買之消費者是否啟動該等

裝置。 

因素10（發明本質與商品化程度）與因素13（侵權人貢獻）部分，法院再度援引

Lucent案之見解，闡明若所涉專利發明本質上僅係元件中之微小特徵（tiny feature），則

無法證明因素13之市場；若所涉專利發明若如本案，本質上對於產品之貢獻遠大於微小特

徵，則可增加合理權利金之比率，因此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認定陪審團之決定有實質之證據

加以支持，而維持地方法院之見解。 

三、i4i Limited Partnership v. Microsoft Corp.案 

本案原告i4i公司擁有系爭延伸標記語言之專利，起訴控告微軟公司之Word產品侵害

                                                        
58 Finjan, Inc. v. Secure Computing Corp. et al., 626 F.3d 1197 (Fed. Ci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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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專利。陪審團根據原告方專家證人Dr. Wagner之估計，以單項產品98美元乘以Word實

際販賣數量2,100,000組，判決被告應給付200,000,000美元之損害賠償與400,000,000美元

的加重損害賠償，併同核發永久禁制令。被告不服，認為以單項產品98美元計算權利金數

額過高，因而提出上訴。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維持原判決，其理由如下： 

本案陪審團以單項侵權產品之98元作為合理權利金之基準，有實質之

證據加以支持，原地院判決無裁量濫用。蓋，原告專家證人提出其實質計

算合理權利金之證據，專家證人以同為被告產品之XMetal為標準，將其售

價499元與微軟公司毛利率之76.6%相乘，再援用25%法則59，即得出假設協

商法下的權利金數額96元。其後援引Georgia Pacific因素將權利金數字加以

調整，最後得出應以單項產品98元作為合理權利金之數額60。 
專家證人於使用Georgia Pacific因素調整授權金數額時，考量因素3（授權限制）、因

素5（兩造商業關係）、因素6（附隨銷售）、因素9（附加價值）以及因素11（侵權利

益）。在其所假設之磋商情形中，該授權並不給予微軟任何know-how、附加合作或交易秘

密等部分，而僅為美國地區中之非專屬授權61，故基於因素3（授權限制），非專屬授權者

將降低合理權利金之比率。其他關於Georgia Pacific因素5（兩造商業關係）、因素6（附隨

銷售）、因素9（附加價值）、因素11（侵權利益）之操作部分，專家證人認為被告微軟係

原告之直接競爭對手，系爭專利編輯器對微軟之銷售成績有顯著提升，又依據微軟內部文

件之顯示，市場上並無i4i專利以外之替代方案可供銷售，且系爭專利技術為微軟產品所使

用之重要部分，均吻合Georgia Pacific因素中提高權利金比率之要件，因而合理提高本案中

合理權利金之計算比率62。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以程序規定處理系爭爭議，因本案被告微軟並未在地院之審前程序

的依法逕為判決聲請（Judgement as a matter of law, JMOL）中爭執損害賠償之額度，故被

告雖於上訴理由中表示異議，基於上訴法院對陪審團裁決審查之有限性，除非有證據顯示

損害賠償額度有明確逾越才量之情事，否則仍應尊重地院陪審團之裁決，而維持原地院判

決。 

                                                        
59 然而，過去存在於實務中之25%法則，在2011年之聯邦法院判決中，已遭認定為忽略個案關聯性之

恣意（arbitrary）標準，於適用上應注意其相關之限制。See Uniloc USA, Inc. v. Microsoft Corp., 
2011 U.S. APP. LEXUS 11 (Fed. Cir. Jan. 4, 2011). 

60 i4i Ltd. v. Microsoft Corp., 589 F.3d 831, 853 (Fed. Cir. 2010). 
61 Id. at 854. 
62 Id. at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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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Fujifilm Corp. v. Jack C. Benun案 

本案原告Fujifilm公司擁有系爭即可拍拋棄式相機專利，起訴主張被告侵害原告系爭

專利。紐澤西州地方法院判決被告應以每一可拋棄式相機2美元之流動性損害數額，給付

原告總計16,191,406美元之合理權利金，加上額外2,500,000美元之總額性損害賠償金。 

被告抗辯地方法院認定之合理權利金並無實質證據予以支持，但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支

持原告專家證人之證詞，認為：(1)被告之產品高度依賴原告系爭專利，且(2)系爭專利與侵

權產品無法分離，依據Georgia Pacific之因素6（附隨銷售），專利權人擁有相當高的議價

能力，將與系爭專利之侵權與非侵權產品銷售皆列入授權金之考量，兩造若進行協商可達

成40%授權金之合意，每一產品即應支付約2美元之授權金，並據此作為流動性損害賠償金

之基準數字63。就附隨銷售之部分，陪審團本即具有權限依據附隨侵權產品之銷售業績作為

證據64，決定合理權利金之數額，故上訴審仍維持地方法院之見解。 

五、ResQnet.com, Inc. v. Lansa, Inc.案65 

本案原告ResQnet公司擁有系爭可與遠程端終機進行資訊交換的螢幕識別軟體專利，

於南紐約州地方法院起訴被告之NewLook軟體產品侵害其專利權，地方法院依據12.5%之

合理權利金比率計算後，判命被告應給付506,305美元之合理權利金。被告不服系爭合理

權利金之計算比率，因而提起上訴。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同意被告之見解，將本案合理權利

金部分撤銷，發回地方法院重新審理。 

本案最主要之爭點為Georgia Pacific因素中關於因素1（既有權利金）之判斷標準，原

告ResQnet之專家證人提出7項ResQnet過去的專利授權契約作為證據，其中5項契約與系爭

專利無關。而這5項契約包含軟體產品、原始碼以及教育訓練與維護、行銷、更新等內

容，因此法院認為其所提出者並非典型之「專利授權」，而其實是一種軟體售後之包裹服

務，實際上與本案之系爭專利無關，因此判定地方法院採納ResQnet過去授權之情形時，

未考量該等授權與本案系爭專利間事實上有不同技術與經濟上之差異，其決定確為裁量濫

用。即使ResQnet將其所請求之權利金比率由其所主張之「既有權利金」之25%減半降至

12.5%，卻仍未給予任何關於25%或12.5%適用之說明，因此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地方法

                                                        
63 Fujifilm Corp. v. Benun, 605 F.3d 1366, 1372 (Fed. Cir. 2010). 
64 Deere & Co. v. Int’l Harvester Co., 710 F.2d 1551, 1559 (Fed. Cir. 1983). 
65 ResQnet.com, Inc. v. Lansa, Inc, 594 F.3d 860 (Fed. Ci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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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作出之合理權利金計算基礎乃本於推測性之證據，並不符合合理權利金之證明責任。 

六、Wordtech Systems, Inc. v. Integrated Networks Solutions, Inc.案66 

本案原告Wordtech公司擁有系爭自動化複製CD之專利，起訴主張被告Integrated公司

之Robocopiers產品侵害其專利權，地方法院認定被告構成直接與教唆之間接侵權行為，

依照26.3%之合理權利金比率計算，判命被告應給付250,000美元之總額性合理權利金

（lump-sum royalty）。被告主張原告所提之證據不足以支持假設協商下之合理權利金比

率，認為本案之賠償金額過大，因而提起上訴。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支持被告之見解，將合

理權利金之計算部分撤銷，發回地方法院重新審理。 

本案審理中，原告並未提供任何專家意見以證明其損害數額，僅依照其公司負責人介

紹先前13個系爭專利或包括系爭專利授權契約之證言，即請求至少12%之授權金比率。就

Georgia Pacific判斷之因素1（既有權利金）部分，法院明白表示原告需證明該等既存授權

契約與假設協商之狀況具可比較性，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為本案中原告所提出67之13項過

去授權協議裡，僅有2項屬於總額權利金之方式，而該兩者均未針對該總額數字如何計

算、授權人所欲期待生產之產品數字加以解釋，前審陪審團之數額認定似乎直接取此2項

權利金數字（175,000美元、350,000美元）之中間值，而未進行本案情況之實際關聯性之

比較；就因素13（侵權人貢獻）之部分，法院認定原告所列舉之數據皆係出於純粹推測

（speculation）缺乏實質關聯之證據，故認為均不應予採納，陪審團之決定並無實質上之

證據加以支持，因此撤銷合理權利金之計算，發回地方法院重新審理。 

參、結 論 

提起專利訴訟以獲得損害賠償係現代企業間常見之訴訟型態，美國判例法中發展出

「所失利益」與「合理權利金」兩種常見的損害賠償計算方式，而以「合理權利金」計算

法為目前訴訟策略之主流。為決定合理權利金之數額，美國法院通常引用Georgia Pacific

一案所發展出的15項因素加以判斷，然而該等因素因個案事實不同仍常有迥然不同之結

論，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為增加合理權利金計算之可預測性，避免損害賠償數額之計算

                                                        
66 Wordtech Systems, Inc. v. Integrated Networks Solutions, Inc., 609 F.3d 1308 (Fed. Cir. 2010). 
67 該案一項特別之處在於，原告Wordtech並未提出任何專家證人之證詞，而係以其總裁直接提出13項

授權協議作為既有權利金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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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於恣意，於近年的專利訴訟案件中開始強調「損害賠償數額之證據性要求」，並於個案

中逐漸發展相關準則。本文藉由介紹美國上述最新指標性案例，描繪美國合理權利金計算

之最新動態，並希冀為我國專利訴訟損害賠償數額之認定提供相關之準則。 

自結論上而言，Lucent v. Microsoft Corp.一案中，就Georgia Pacific因素2（類似授

權）之適用課予專利權人較高之舉證責任。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該案中要求專利權人若欲

使用「類似授權契約」之權利金比率作為系爭訴訟合理權利金之計算標準時，需證明該類

似授權契約與本案假設協商狀況具「可比較性」，始盡其舉證責任。若類似授權契約之技

術內容與本案專利毫無關聯性，則不得以該授權金比率作為損害賠償數額之認定標準；若

類似授權契約為一包含系爭專利之龐大包裹授權契約，則專利權人需說明系爭專利與此一

類似授權契約權利金比率之關係，並自該類似授權契約中分析系爭專利所應分配之合理權

利金比率為何，而不得逕以該類似授權契約權利金比率作為系爭案件計算合理權利金之依

據。此一見解出爐後，合理權利金之計算將更加依賴專家證人之專業，當事人需藉由技術

專家之知識以證明系爭專利與類似授權契約專利之包含關係，或藉由財務或會計專家為經

濟之分析，以證明類似授權契約與損害數額之關係，結果上大幅增加專利權人之舉證責

任。 

於Lucent v. Microsoft Corp.案後，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ResQnet及Wordtech案中均再度

重申證明損害賠償數額證據之重要性。在Georgia Pacific判斷因素1（既有權利金）一點判

斷上，亦要求法院需依個案重新檢視舊有授權契約權利金比率與本案系爭專利之關係，當

舊有契約唯一之包裹型授權契約時，即便該契約含有系爭專利，亦不得逕自將該授權比率

作為合理權利金之判斷標準；當舊有之既存授權契約為浮動權利金計算方式時，即無法據

此逕為總額權利金合理權利金之計算方式，與Lucent一案相似，判斷因素1仍要求專利權

人欲使用計有權利金比率作為合理權利金計算標準時，需證明該授權契約與系爭假設協商

情狀具「可比較性」時，始符合其舉證責任。 

就Georgia Pacific判斷因素11（侵權利益）部分，Lucent v. Microsoft Corp.一案表示專

利權人若欲提高權利金之比率，則需提出有利之證據證明「系爭專利於侵權產品中具有高

度被利用性」。為達此一舉證程度，專利權人或可藉廣泛之市場調查以證明消費者對系爭

專利之依存度，並據此提高合理權利金之比率。Finjan Inc.案針對此一因素則似乎採取較

寬鬆之認定標準，該法院認定只要侵權行為人將系爭專利置入侵權產品中即構成專利之

「使用」，而不論消費者是否確實於實際上利用該技術。 

訴訟案件上，若遇有既有權利金（因素1）時，法院將優先考慮，並且由於因素1乃直

接與系爭專利標的相同之其他授權，故不需再比較該授權專利與系爭專利之關聯性，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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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較為便利。然而於實際情況中，通常單一專利權人或公司本身並不會握有太多專利權，

故仍以類似授權（因素2）之引用與討論居多。簡言之，以假設性磋商判定合理權利金，

如遇有因素1或因素2得用作請求主張時，法院皆會優先將前例列為考慮。然而此一結論亦

不可漫無目的擴張而認為所有技術類似或原告公司曾經與他人達成之授權協議皆可使用，

而仍然要考量類似契約與系爭專利是否具有相同經濟、技術上條件之「可比較性」。尤其

在近年美國法上關於專利侵權案件，賠償金額動輒甚鉅，立法與司法上皆欲極力避免此一

問題之擴大，故針對此部分之判斷與衡量標準漸趨嚴格，要求損害賠償之原告在舉證上關

聯性之比較應予高度注意；至於其他對於專利發明本質、利用該專利可獲得之利益，與應

扣除之侵權人貢獻成本等部分，亦皆應以具體證據作為主張依據，不可純粹就推測或不相

關之數據作為立論基礎。 

專利訴訟案件涉及技術、科技、數理等各高度複雜之專業領域，以專家證人意見作為

專利案件中技術認定、損害數額或其他爭點有力之舉證乃成為不可或缺之部分，而此一專

家證言亦須奠基於可接受之科學上方法或經濟上理論68，否則即使出自專家證詞，亦會因

缺乏信用性而不受法院之採納。對於法院之審判上，專家證人意見之重要性，相較於律師

之見解，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經本文觀察，即使幾乎每件判決皆將雙方提出之專家

證人證詞（expert testimony）列為合理權利金額之判斷依據，但其似乎通常僅出現於原被

告意見陳述之行文中，而非將專家證人意見列為主要爭點加以討論。 

                                                        
68 Cornell University v. Hewlett-Packard Co., 609 F.Supp.2d 279 (N.D.N.Y 2009) (R. Rader pres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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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專利侵權判定的 
新發展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及2009年專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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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娣

*** 

壹、立法背景 

專利侵權判定向來是專利保護中的難點問題，考慮到專利侵權案件的特殊性和難度，

最高人民法院自1985年建立專利制度以來，就規定只有中級以上人民法院才有專利侵權案

件的管轄權，並於1992年1和2001年2針對專利侵權判定中的法律適用問題以司法解釋的形

式給出了指導意見，尤其是2001年6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

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在明確專利侵權案件判定標準，配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進一步研究專利審判實踐中的突出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曾於2003年3月啓動關於

「專利侵權判定基準」的調研工作，後因專利法的第三次修改，2003年司法解釋稿的起

草工作暫時停止。2008年12月27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

審議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的決定》，修改後的專利法於2009年

10月1日起施行（以下稱新專利法）。而2003年司法解釋草案的部分內容也被新修改的

                                                        
* 本研究受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基金項目批準號：71072033；本研究同時受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業務費資助，HUST：編號2010MS136。 
** 華中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德知識產權研究所所長、德國洪堡獎學金獲得者、歐

洲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院院士（Member of the Europe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 
*** 華中科技大學管理學院中德知識產權研究所2009級博士研究生。 
1 1992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 
2 2001年6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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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法吸收。 

根據專利保護的新形勢和實際情況，最高人民法院於2009年1月恢復了專利法司法解

釋的起草工作。經反覆討論修改，該司法解釋最終由最高人民法院於2009年12月28日發

布，並於2010年1月1日起實施。最終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

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稱新司法解釋）共20條，涉及專利侵權認定的若干核心

問題。 

貳、核心問題 

一、專利權利要求的解釋原則 

確定專利權保護範圍是專利侵權判定的第一步，而權利要求的解釋過程，就是專利權

保護範圍的確定過程，權利要求解釋尺度的寬嚴直接決定專利權保護範圍的大小。 

考察各國專利法的實施，在對權利要求的解釋方面有兩種較為典型的作法。一種是較

為寬鬆的「中心限定」原則，是指在解釋權利要求時，以權利要求所陳述的內容為中心，

向外作適當的擴大解釋。另一種是要求嚴格按照權利要求書的字面含義確定保護範圍的

「周邊限定」原則，任何擴大解釋都是不允許，說明書及附圖只能用來澄清權利要求中含

糊不清的地方。前者有利於專利權人的充分保護，卻導致公眾對保護範圍理解的模糊不

清；後者則便利公眾瞭解權利保護範圍，卻無助於專利權人因權利要求書撰寫缺陷得不到

充分保護的情形。 

為尋求專利權人和社會公眾間的利益平衡，中國大陸在權利要求的解釋上一直採取的

是「折衷主義」，該原則貫穿中國大陸專利法相關規定，也體現在其二十餘年來的司法實

踐中。 

新專利法第59條第1款規定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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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權利要求的解釋方法與規則對

確立權利要求保護範圍的重要性，新司法解釋專門於開篇用4個法條明確了折衷原則，並

進而闡明瞭具體實現折衷解釋的規則。 

新司法解釋第1條首先肯定了專利權人選擇行使其權利要求的權利。即如果被提出無

效，專利權人可以將有可能被無效的權利要求主張換成維持希望較大的其他未主張權利要

                                                        
3 中華人民共和國舊專利法（2000年修訂）第5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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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但同時，該法條第2款也將其變更權利主張的時間限定在「一審法庭辯論終結」之

前。由於中國大陸《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及《最高

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對訴訟請求變更時間界限的規定並不一致，前

者規定為「法庭辯論結束前」，而後者則認為應當在「舉證期限屆滿前」，此法條有助於

釐清專利訴訟領域原適用法律間的衝突。另外，本條第3款還規定了專利權人主張從屬權

利要求的，應當以該從屬權利要求記載的附加技術特徵及其引用的權利要求記載的技術特

徵來確定專利權保護範圍。 

根據新司法解釋第2條的規定，權利要求內容解釋應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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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司法解釋第3條則規定了折衷原則的具體實現手

段，即明確了內部證據和外部證據在解釋權利要求書的主次順序關係，規定只有無法根據

說明書及附圖、權利要求書中的相關權利要求、專利審查檔案等內部證據理解權利要求內

容時，才採用如工具書、教科書等公知文獻以及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的通常理解等外部證

據解釋權利要求。該規定是考慮到外部證據的不穩定性，比如不同的工具書或技術人員對

相同概念可能存在不同的見解。 

新司法解釋第4條是關於功能性限定技術特徵的解釋，規定要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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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條可以

說是對司法實踐中已存在作法的立法肯定。在曾展翅訴河北珍譽工貿有限公司等侵犯專利

權案中4，根據說明書中記載的具體實施例，二審法官將功能性技術特徵「單項滲透層」

限定解釋為「一種具有漏斗狀孔隙的布面」，而涉案被控侵權產品單向滲透層採用的是非

織造布，並非是與具有漏斗狀孔隙的布面相同或相等同的技術特徵，因此，二審法院認定

被控侵權產品沒有落入涉案專利權的保護範圍，駁回了一審侵權成立的判決。 

二、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權的侵權判定原則 

新司法解釋第7條第1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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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條體現了專利侵權

判定的基本方法，即專利法理論上的「全面覆蓋原則」，規定只要被訴侵權技術方案的技

術特徵包含了專利權保護範圍的技術特徵，即認定其落入了專利權的保護範圍，而被訴侵

權技術方案是否包括其他增加的技術特徵，在所不問。但如果被控侵權物（產品或方法）

缺少原告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權利要求中記載的必要技術特徵，或者有一項或者一項

                                                        
4 見（2006）高民終字第367號民事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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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技術特徵有了本質區別，不構成侵犯專利權。 

2001年7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

定》首次確立了專利侵權判定中的等同原則5。並表明，所謂等同特徵（又稱等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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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恩菲通

用設備科技有限公司等訴北京礦迪科技有限公司涉及「濕式三效除塵器」實用新型專利權

糾紛一案中6，原告認為被告公司生產製造和銷售的產品「濕式高效除塵機組」侵犯了其

專利權，法院在一審中認定被控侵權產品的e特徵與涉案專利的E特徵不等同，駁回了原

告的訴訟請求。但是北京高院在二審中撤銷了一審判決，並改判侵權成立，理由是：無論

是專利的兩根軸，還是被控侵權產品的一根軸，其功能和效果都是通過電動機的運轉帶動

濕式風機的運轉，使電動機和濕式風機正常發揮其功能。雖然專利僅表明軸承座內的軸與

濕式風機的軸相互連接，並未說明其連接方式，但從本專利技術方案的工作原理來看，其

連接方式至少應包括固定連接方式。當二者為固定連接方式時，本領域的技術人員很容易

想到通過一根軸來取代採用固定連接的兩根軸，故相對於本專利的E特徵，被控侵權產品

的e特徵係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實現基本相同的功能，達到基本相同的效果，並且屬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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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構成等同技術特徵。 

新司法解釋的第5條和第6條分別規定了貢獻原則和禁止反悔原則，從不同角度構成了

對等同原則的限制。 

貢獻原則是參考了美國相關案例，如Susan M. Maxwell v. J. Baker, Inc.7和Johnson & 

Johnston Associates, Inc. v. R. E. Service Co., Inc.8，在這次的新司法解釋中首次提出。貢獻

                                                        
5 見第17條。 
6 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08）高民終字第1號民事判決書和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7）二

中民初字第6753號民事判決書。 
7 在Susan M. Maxwell v. J. Baker, Inc.案中，涉案專利的說明書中批露了兩種將兩只鞋子連在一起的

方案，一種是將短片固定在內、外鞋底之間，一種是將短片縫合在鞋子側部和後部的鞋幫襯裏夾層

之間，而權利要求書只要求對第一方案進行專利保護。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CAFC）指出：製

鞋領域中的技術人員在閱讀了本專利說明書之後，就會得出結論，認爲專利權人已經將短片縫合在

鞋幫襯裏夾層之間的實施方案貢獻給社會。從法律上來說，任何人採用這種捐獻的技術方案都不應

承擔侵犯專利權的責任。 
8 在Johnson & Johnston一案中，專利權人Johnson & Johnston公司擁有涉及製造印刷電路板的專利，

其說明書中描述了電路板的硬基片最好是鋁片，但也可以是不鏽鋼、聚丙烯等。然而其權利要求中

硬基片被限定爲鋁片。而被控侵權人R. E. Service Co., Inc.公司的産品就是使用不鏽鋼基片。CA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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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是指說明書中公開但沒有在權利要求書中提出的技術方案，將被視為貢獻給公眾。該

原則旨在防止專利申請人有時為了容易獲得授權，權利要求採用比較下位的概念，而說明

書及附圖又對其擴張解釋。另外，在被指控構成等同侵權的情況下，被控侵權人可能主張

貢獻原則進行抗辯，聲明其被控的等同方案因被記載於說明書中，而視為貢獻給公眾，從

而構成對等同原則的限制。 

禁止反悔原則是指專利權人對其在申請核准或無效宣告程式中已放棄的內容，不能再

通過等同原則的適用納入專利權的保護範圍內。在「用於汽車之浮突型發光體構造」案

中9，實用新型專利「用於汽車之浮突型發光體構造」的專利權人楊長安向法院提起訴

訟，指控宜蘭公司製造、銷售系爭冷光踏板侵犯其專利權。在一審的專項技術鑑定中，

科學技術部知識產權事務中心出具了「技術鑑定報告書」，認為「系爭冷光踏板技術方案

覆蓋了楊長安涉案實用新型專利權利要求1記載的全部必要技術特徵」，一審法院據此認

定侵權成立。二審審理期間，宜蘭公司向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複審委員會申請宣告涉案專

利權無效。在專利無效審查程式中，楊長安提交的「意見陳述書」記載「專利的透光體

(2)上的浮突體 (20)穿入表板 (l)上的孔槽後呈凸起狀態。本專利這種結構的優點在於防

滑。」專利複審委員會基於此點維持該專利有效。而上訴法院審理時注意到，系爭冷光踏

板上，字型浮突體與表板表面基本平齊。故二審法院認為，即使技術方案中技術特徵E與

技術特徵E1在其他方面的技術效果相同，但由於存在是否具有由凸起結構所產生的防滑

效果的區別，技術特徵E的技術效果就不可能與技術特徵E1的技術效果基本相同，故技術

特徵E也不可能與技術特徵E1等同。二審法院判決撤銷原審判決，駁回楊長安的訴訟請

求。 

除了確認全面覆蓋原則和等同原則，從新司法解釋第7條第1款的規定來看，爭議頗多

的「多餘指定原則」也已被明確廢棄。多餘指定原則，即法院可以忽略非必要技術特徵

（多餘特徵），僅以權利要求中的必要技術特徵來確定專利保護範圍，判定被控侵權客體

是否落入權利要求保護範圍。但權利要求書的作用是確定專利權的保護範圍，即通過向公

                                                                                                                                                                   
在判決中認爲，當申請人在說明書中公開了一個主題，但在權利要求書中卻沒有請求保護時，就意

味著申請人將這個主題捐獻給了公衆。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仍然認定構成等同侵權，將導致與權利要

求的界定保護範圍的功能的嚴重衝突。該法院還指出，申請人在專利申請階段提交保護範圍窄的權

利要求，從而容易地通過了專利局的審查，而在獲得專利權之後，又基於說明書中公開的等同特徵

主張構成等同侵權，這是不能允許的。最終判定侵權不成立。 
9 見國家知識産權局專利複審委員會第6694號無效宣告請求審查決定書，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2004）滬高民三（知）終字第4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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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表明構成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的技術方案所包括的全部技術特徵，使公眾能夠清楚地知道

實施何種行為不會侵犯專利權。權利要求內容不可預見的變動會導致公眾的無所適從，而

不利於法律權利的確定性。所以，早在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審大連新益建材有限公司侵

犯專利權糾紛案時，就表示該原則不能「輕率的適用」。 

大連仁達廠訴大連新益公司專利侵權糾紛提審案10，一審法院認定構成等同侵權，並

被二審法院維持。最高法院提審中認為，專利權利要求書在敘述玻璃纖維布層數時，明確

使用了「至少兩層以上」這種界線非常清楚的限定詞，說明書亦明確記載玻璃纖維布筒的

套疊層「可以少到僅兩層」，故在解釋權利要求時，不應突破這一明確的限定條件。被控

侵權產品筒管部分在水泥無機膠凝材料中夾有一層玻璃纖維布，不屬於與專利相應技術特

徵的等同特徵，更不是相同特徵。因此，被控侵權產品沒有落入專利權的保護範圍，最高

法院撤銷了原審判決，並聲明「凡是專利權人寫入獨立權利要求的技術特徵，都是必要技

術特徵，都不應當被忽略，而均應納入技術特徵對比之列。」 

三、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侵權判定原則 

有關外觀設計專利權的判定方法，新司法解釋主要從以下幾方面予以明確：(1)判斷

保護範圍必須以產品為載體，結合外觀設計本身，而只有相同或者相近種類的產品可能構

成外觀設計專利侵權；(2)可以根據外觀設計產品的用途判定產品種類，而認定產品用途

時可以參考外觀設計的簡要說明、國際外觀設計分類表、產品的功能以及產品銷售、實際

使用的情況等因素；(3)針對原司法實踐中對判斷主體存在的以「一般消費者」和「本領

域普通設計人員」兩種主張，新司法解釋明確規定以「一般消費者」為判斷主體；(4)外

觀設計專利侵權判定的方法應該是「整體觀察」和「綜合判斷」，而取消原先存在的「要

部比較」方法。首先，整體觀察應考慮外觀設計的全部設計特徵，但因外觀設計專利保護

的是外觀，故將功能性特徵以及視覺無法直接觀察到的非外觀特徵排除在外。其次，「綜

合判斷」的考慮因素，應包括A.產品正常使用時容易被直接觀察到的部位相對於其他部

位；B.授權外觀設計區別於現有設計的設計特徵相對於授權外觀設計的其他設計特徵。而

綜合判斷的標準則是被控侵權物和授權外觀設計之間是否存在實質性差異。 

                                                        
10 見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三提字第1號民事判決書和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2004）遼民四知終字

第67號民事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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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車輛座位製造工業公司訴金龍聯合汽車工業（蘇州）有限公司一案中11，原

告西班牙車輛座位製造工業公司於2005年3月經國家知識產權局獲得「交通工具的座椅」

外觀設計專利權。2007年車輛座位公司發現金龍聯合汽車工業（蘇州）有限公司製造銷

售，北京金通寶龍汽車銷售有限公司銷售的海格客車內座椅與原告專利設計極其近似，侵

犯了原告專利權的產品，遂將兩公司訴至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本案審理中，車輛座

位公司主張其外觀設計專利有三個設計部分：扶手部分、外側扶手殼部分、座椅靠背部

分。法院經比對，認定蘇州金龍公司生產的海格客車內座椅的外觀與車輛作為公司的專利

設計存在相同或相似之處。但除了單個座位的設計外，兩個座位之間的連接方式對整個設

計的美感起到重要作用，使二者不相近似。法院經審理認為，被控侵權座椅並非是侵犯車

輛座位公司專利權的產品，該判決也獲得了二審法院的支援。本案審判中，正應用了整體

觀察和綜合判斷的方法，沒有僅僅以三個設計要部的相同和類似決定被控侵權物和外觀設

計專利的相同或者近似。 

四、專利侵權的抗辯理由 

新司法解釋還詳細闡明瞭現有技術（設計）抗辯和先用權抗辯的適用條件。 

結合新專利法第62條規定的現有技術（設計）抗辯，新司法解釋第14條規定，被訴落入專

利權保護範圍的全部技術特徵，與一項現有技術方案中的相應技術特徵相同或者無實質性差異

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被訴侵權人實施的技術屬於專利法規定的現有技術。被訴侵權設計與一

個現有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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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屬於專利法第

62條規定的現有設計。「防僞鉚釘」案中被告可以說很好的應用了現有技術抗辯12。 

原告汪瑞明於2000年10月10日就「防僞鉚釘」申請實用新型專利，2001年11月28日被

國家知識產權局授予專利權（專利號為：ZL00249571.6）。汪瑞明指控靖江市翔宇五金製

造有限公司生產銷售的字樣為「金泉」（橫排字樣）的淡黃色鉚釘侵犯其專利權，向法院

提起訴訟。而翔宇公司提供了「西部人家」酒瓶照片主張現有技術抗辯。（包裝盒盒蓋背

面列印的文字為「2000年6月16日」，盒蓋上使用的鉚釘由鉚沿和鉚體構成，其鉚沿上壓

制有兩個凸起的環，同涉案專利相同）。法院認為，可以認定被控侵權鉚釘落入了涉案專

利的保護範圍，但是西部人家酒包裝盒盒蓋背面列印有「2000年6月16日」字樣，該列印

                                                        
11 見周曉冰，外觀設計專利侵權判斷標准問題，中國專利與商標，2008年，4期，36-39頁。 
12 見張曉都，現有技術抗辯的認定——以「防僞鉚釘」實用新型專利侵權糾紛案爲例，中國專利與商

標，2007年，2期，38-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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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期應當是酒瓶包裝盒封時列印，在這之前和同時，盒蓋上應已裝上所要使用的鉚釘。

這使得該鉚釘所使用的技術方案已經因銷售而向社會公開。由於涉案專利的申請日是2000

年10月10日，故「西部人家」酒包裝盒盒蓋上所使用的鉚釘的技術方案構成涉案專利的現

有技術，因此，被控侵權鉚釘實施的是現有技術，翔宇公司關於現有技術抗辯的抗辯主張

能夠成立。 

新專利法第69條第2款規定的「先用權」抗辯，是指在專利申請日前已經製造相同產

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經做好製造、使用的必要準備，並且僅在原有範圍內繼續製造、

使用的。新司法解釋進一步細化其適用準則：(1)以非法獲得的技術或者設計主張先用權

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援；(2)所謂「已經作好製造、使用的必要準備」，是指A.已經

完成實施發明創造所必需的主要技術圖紙或者工藝文件；B.已經製造或者購買實施發明創

造所必需的主要設備或者原材料；(3)所謂「原有範圍」，包括專利申請日前已有的生產

規模以及利用已有的生產設備或者根據已有的生產準備可以達到的生產規模。先用權人在

專利申請日後將其已經實施或做好實施必要準備的技術或設計轉讓或者許可他人實施，被

訴侵權人主張該實施行為屬於在原有範圍內繼續實施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援，但該技術或

設計與原有企業一併轉讓或者承繼的除外。 

2003年4月10日，廣西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的（2002）桂民三終字第3號二審判決 ，是

國內為數不多的涉及先用權的案例。此案一審法院經審理查明：原告王孝忠於2000年12月

6日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申請名稱為「直冷式壓蔗機軸瓦」實用新興專利，於2001年12月19

日獲得了專利權，專利號為ZL00232522.5。法院到隆安南圩糖廠調查，在2000年11月，被

告中高公司就已生產出了被控產品並交付給糖廠，結合中高公司提供其在2000年10月8日

與海南洋浦龍力商貿有限公司工程師的陳述，法院認為被告中高公司在原告專利申請日前

已經做好了生產準備，設計好了產品圖紙，並生產出被控產品。原告也並未提出中高公司

的生產產量超過了原有範圍。因此，被告可以被認為享有該專利技術的先用權。 

王效忠不服一審判決上訴，提出一審法院應依法確定中高公司享有的先用權的範圍，

但原審法院沒有做出確認。因此，二審法院應該限定中高公司侵權產品的生產銷售範圍，

並判其對超範圍銷售專利產品的侵權行為承擔賠償責任。上訴人認為，先用權範圍應該以

其在專利申請日前的年（或月）產量及其銷售範圍來認定。而被上訴人認為，原有範圍應

是生產能力或是設備的設計生產能力。最後，二審法院支援了被上訴人中高公司的「應以

實際的生產能力」作為「原有範圍」的觀點。可見，對「在原有範圍內繼續製造、使用」

的理解上，當時法院的判決和新司法解釋的規定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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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侵權損害賠償的計算方法 

新專利法第65條規定，侵犯專利權的賠償數額按照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

確定；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可以按照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權利人的損失或

者侵權人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的，參照該專利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賠償數額還應

當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權利人的損失、侵權人獲得的利益和專

利許可使用費均難以確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專利權的類型、侵權行為的性質和情節等

因素，確定給予1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的賠償。 

與之前的專利法和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相比，2008年的新專利法不止提高了侵權損害

賠償的數額，還明確了損害賠償的計算步驟。而新司法解釋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將損害賠

償的計算方法科學化，在損害賠償額的計算上借鑑了美國司法實踐中判定侵權損害賠償數

額的「整體市場價值法」13。據悉，該新規定的產生源自頗受各界人士關注的正泰訴施耐

德案的啓發。 

2007年，正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溫州中院訴施耐德電氣低壓（天津）有限公司等專

利侵權糾紛案，要求賠償額高達3.3億元。法院根據正泰公司的申請，委託會計事務所對

施耐德公司進行審計。由於施耐德沒有提供成本帳，無法直接確定銷售侵權產品的營業利

潤率，因此法院將審計報告所揭示的施耐德公司銷售的全部產品的平均營業利潤率認定為

侵權產品的營業利潤率，然後乘以侵權產品的銷售額，確定侵權產品的營業利潤為3.56億

元。該數額大於正泰公司的損害賠償請求數額3.35億元，溫州中院全額支援了正泰對施耐

德的賠償請求。最終，這起引發全球關注的案件以施耐德向正泰支付1.5億元為條件達成

和解。 

沒有考慮「產品的利潤」是否完全源於「侵權」，是否存在其他影響價格和利潤的因

素，只以產品的利潤來計算損害賠償的方法是不科學的，新司法解釋在此點上作了明顯改

善。新司法解釋第16條規定，法院在確定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時，應當限於侵權人

因侵犯專利權行為所獲得的利益；因其他權利所產生的利益，應當合理扣除。侵犯發明、

實用新型專利權的產品係另一產品的零部件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該零部件本身的價值及

其在實現成品利潤中的作用等因素合理確定賠償數額。侵犯外觀設計專利權的產品為包裝

物的，人民法院應當按照包裝物本身的價值及其在實現被包裝產品利潤中的作用等因素合

                                                        
13 所謂整體市場價值法，是指只有該專利爲所構成産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者其為所構成産品被

消費者需求的基礎時，才能適用整個産品的市場價值來計算損失，否則，應該根據其價值和在所構

成産品中利潤中的作用合理確定賠償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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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確定賠償數額。 

六、其他重要問題 

另外，新司法解釋還就零部件侵權、確認不侵權訴訟、新產品的界定等在專利侵權判

定領域非常重要的問題進行了規定。 

新司法解釋第12條規定，將侵犯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權的產品作為零部件，製造、

銷售該另一產品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屬於專利法第11條規定的使用、銷售行為。將侵犯

外觀設計專利權的產品作為零部件，製造另一產品並銷售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屬於專利

法第11條規定的銷售行為，但侵犯外觀設計專利權的產品在該另一產品中僅具有技術功能

的除外。 

根據新專利法第61條第1款的規定，專利侵權糾紛涉及新產品製造方法的發明專利

的，製造同樣產品的單位或者個人應當提供其產品製造方法不同於專利方法的證明。而

「新產品」如何界定，直接影響新產品方法專利侵權訴訟中舉證責任倒置規則的適用。所

以，新的司法解釋規定產品或者製造產品的技術方案在專利申請日以前為國內外公眾所知

的，法院應當認定該產品不屬於新產品。 

警告函是實踐中越來越常用的專利保護手段，但也有很多企業受其濫用之侵擾。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增加了確認不侵權糾紛這一新的案由，而新

司法解釋第18條更是從防止警告函濫用角度對提起確認不侵權訴訟的前提進行了規定。即

權利人向他人發出侵犯專利權的警告，被警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經書面催告權利人行使訴

權，自權利人收到該書面催告之日起一個月內或者自書面催告發出之日起二個月內，權利

人不撤回警告也不提起訴訟，被警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請求確認其行為不

侵犯專利權的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 

參、評論與意見 

新頒布的司法解釋結合新專利法的實施，總結了多年來成熟的專利侵權案件審判經驗

並予以明確，為審判實踐提供了統一而且更科學的裁判依據。 

首先，新司法解釋改善了在專利侵權判定領域已有司法解釋不明晰、不完善的問

題，把最高人民法院於2001年發布《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

中的專利侵權判定原則進一步明確、完善，針對專利侵權判定的若干核心問題進行了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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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緻的規定。 

其次，它改變了一些在專利侵權判定領域中確立了先進方法和原則的地方性司法文件

適用範圍和效力都很有限的狀況。最典型的此類地方性司法文件是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2001發布的《專利侵權判定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最高法院的新司法解釋將該類文

件中具有科學性和先進性的專利侵權判定規則提升到國家法律效力高度，並適用於全國範

圍，用以指導全國專利審判實踐。 

但是，新專利法和新司法解釋還存在繼續完善的空間。一個典型表現是，新專利法和

新司法解釋都對專利間接侵權的問題進行了迴避處理，儘管在專利法第三次修訂時如火如

荼的討論過，在新司法解釋公布的徵求意見稿中也曾出現過，有關專利間接侵權的條款還

是缺位於最終公布的新司法解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另外一個遺憾是，原本草案中

曾經出現過的用來規制專利權人因專利被納入標準後可能產生的濫用行為的條款，也由於

質疑聲眾而最終被刪掉。但可以預見，隨著越來越突出的專利保護需要，以及司法實踐中

越來越多相關案例的產生，這些被迴避的問題最終需要得到法律的明確規定，而如何合理

制定相關法律是值得繼續探討和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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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專利權買賣之初探 
 

陳志清* 

壹、前 言 

在現今國際經貿頻繁交流之情況下，智慧財產權的買賣，尤其是專利權買賣（Patent 

Transaction），已經變成一項重要的經貿交易態樣，尤其是近幾年，在美國源起一些新興

的專利權交易公司，更是如雨後春筍一般的出現，而這股旋風更是已經吹到了亞洲地區。

再加上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的影響，更使得國內外企業莫不以將支出減為最小、將手上的

資產價值最大化為目標，在積極地「開源節流」之情況下，使得整個專利權交易市場開始

蓬勃發展。作者因為對這個議題甚感興趣，且有幸躬逢其盛，故進行了初步的資料蒐集與

研究；而所服務的公司剛好也有專利權交易的需求，因此有機會接觸了一些專利權買賣交

易活動，無論每次的交易結果是否成功，但作者從中所獲取的經驗都是值得參考的，也藉

此機會分享給大家。 

本文章首先透過分析一般常見的專利權買賣目的，瞭解通常專利權買方及賣方的需求

面，再透過作者實務上所遭遇或是所瞭解的一些專利權買賣模式之種類，將其整理後分成

五種類型來作介紹。由於各個專利權交易的商業模式、交易的主、客體及標的等都具有特

殊性，且有些交易進行時買賣雙方對於交易內容甚至交易模式都必須恪遵保密義務的規

定，因此，本文章將針對可揭露的專利權交易內容進行介紹。作者希望能藉由此介紹提供

給業界參考，冀使業界於進行專利權交易時能夠更順利，並達成每次交易所希望完成的目

的。 

                                                        
* 明基電通股份有限公司（BenQ Corp.）專利經理。作者為第一屆（97年）國考專利師及格、國立台

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研究所碩士。本文章內容不代表作者任職公司的立場、或提供任何法律意見、或

商業談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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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利權買賣目的之探討 

首先，要詳細探討專利權買賣之前，我們應當先瞭解為什麼需要進行專利權的買賣

呢？在對於基本的買賣需求有所認知後，比較能夠對專利權買賣的內容有所掌握。細究專

利權買賣背後的原因可能有非常多種，依作者的看法，應該將專利權買賣的目的按照兩部

分來探討：(1)「專利權賣方」的需求，以及(2)「專利權買方」的需求，而這兩方的需求

有著些許差異，茲嘗試將其作一整理並詳細分述如下。 

一、依專利權賣方的需求 

「專利權賣方」通常即是所謂專利權的擁有者，如企業或是個人發明家，透過賣出其

所擁有的專利權進而取得的是相對的價金、或等值的物品等。首先我們要先探討為何身為

一位權利擁有者會想要將其權利出售呢？按照專利權賣方的需求來看，依作者的實務經驗

與觀察，以及與一些專利仲介公司的訪談結果，可以將其需求歸類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於專利權賣方最常見的情形，也是大家直覺認為最有可能發生的原因，就是因為

「經濟因素」的考量，由於近來的金融海嘯使得企業的經濟狀況趨於拮据，對於智慧財產

權的投資與維護更為甚者，因此，目前有許多企業考慮要進行所謂的「成長——修整——

出售金三角」的經營策略1，積極地要將專利權「資產化」（Monetization）而考慮出售其

本身所擁有的專利權。 

由於專利權的申請、取得及維護都是極為昂貴的一筆投資，由申請到取得專利權，單

單幾個國家很可能就需要花費新台幣五十萬元至一百萬元，而取得專利權之後的每年維護

成本也是非常可觀，因此，現今的專利權人在取得專利權後，大多於每年維護時，都會再

進行是否繼續維護該專利權的評估，可從三方面來作考慮：1.經濟面——考慮成本、需要

樽節開支等；2.技術面——考慮將企業內不再發展的某些技術領域之專利權不再繼續維

護；3.策略面——評估對企業本身的加乘價值不高之專利權積極對外進行處分。一方面除

了可以節省專利權的定期維護費用之外，另一方面也可以將其所不需要的專利權換取為一

些經濟上的收入效益。舉例來說，如英國電信公司（British Telecom, BT）曾經於2003年

將其專利權成功地出售給韓國的LGE公司；而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與沙諾夫公司

（Sarnoff Corporation）曾經於2009年分別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幫其出售一批專利權，推

估可能也是基於類似的因素而出售專利權。 

                                                        
1 凱文‧瑞維特、大衛‧克萊，閣樓上的林布蘭（Rembrandts in the Attic），2000年，94-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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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前所述，專利權是一種可以交易、有價值的財產權，因此，同樣單純基於經濟

因素的考量下，有企業會考慮積極地將專利權「資產化」，以收取實質的現金收入。舉例

來說，企業想要「美化財務報表」，可能係當企業準備要上市之前，或是於當年度的本業

獲利情況不佳時，希望於年終前達成專利權買賣，而將特定的專利權出售給「特定的企

業」當成武器，例如：排除交易的相對人為所謂的未實施專利實體、或是排除與現有或潛

在的競爭企業交易之情況，以利該企業正在進行的專利訴訟或是對抗潛在的競爭者來使

用，藉此進一步換取可觀的現金收入，對於財務狀況較為艱鉅的企業，這也不失成為專利

權買賣的原因之一。 

另外，工業技術研究院於2007年時，曾經將所擁有的專利權賣給宏碁公司，以利其作

為反訴（Countersue）惠普公司在美國所提起的專利訴訟之用2，工業技術研究院就是秉持

著盡量要將所擁有的專利權授權或出售給國內廠商而非外國廠商，藉此，一方面協助國內

廠商進行專利訴訟，另一方面也可藉由專利權資產化而從中得到現金收入。 

(三)透過作者與一些專利仲介公司訪談得知，由於專利權為具有價值的財產權，因

此，於國際間有一些企業也考慮將企業本身所擁有的專利權當成和解金或是和解條件的一

部分，轉讓給談判中或是訴訟中的對造指控侵權的專利權人，用專利權的交易達成和解來

減輕企業財務上的負擔。 

(四)獨立發明人（Independent Inventor）、育成中心（Incubator Center）內的研發團

隊、政府或是私人研究機構、或是學術單位等，若是想要將其辛苦所研發出的專利權「商

品化」或是進行「技術移轉」給企業時，會希望將專利權以賣斷、或是部分賣斷的方式給

企業，以收取一筆價金、依收入收取權利金、或是換取等值的股票等不同方式，一方面專

利權人可取得經濟上的實質收入，另一方面還有機會可以看到其專利權商品化的成就感。 

(五)另一種情況，係出現於越來越常見的企業併購案時，併購方對於被併購方某一企

業、或是企業內的某一事業部門欲進行併購時，細究其可能的原因有：1.就是希望買下被

併購方的智慧財產權，如專利權等，若此時該被併購方又不願意單獨出售其專利權，則可

以考慮透過企業併購的方式以取得該專利權；2.由於併購方希望擁有被併購方的特定技術

及／或其他連帶擁有的智慧財產權，則被併購方於被併購時，會順帶賣出該專利權等資產

或是成為併購的必要條件之一；3.併購方對於被併購方所擁有的特定技術感受到相當大的

威脅時，則一些大型公司也會考慮利用企業併購的方式買下小型公司或是一些新創公司

                                                        
2 科技產業資訊室，宏碁以戰逼和策略奏效，工研院專利記上一筆，http://cdnet.stpi.org.tw/techroom/ 

pclass/2008/pclass_08_A043.htm，最後瀏覽日：2008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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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up Company），因此順帶發生專利權交易或是成為併購的必要條件之一的情形。 

(六)企業分割出某特定事業部門而成立為一新設公司（Spin-off Company）時，則此

時原為母公司所擁有的專利權將有可能會隨同分割出去的新設公司一起移轉出去，而形成

專利權的移轉。另一種情形，當關係企業於特定的技術領域有專利權需要時，但由於考量

可能會形成所謂的「關係人交易」（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而無法無償將專利權贈與

給關係企業，故該擁有專利權的企業就需要透過賣出專利權的方式給所需要的關係企業，

以達成活化集團內關係企業的專利權佈局之目的。 

(七)此處作者要探討幾種其他文章中較少有人探討到的專利權買賣目的，係為與「未

實施專利實體」相關的專利權買賣。所謂「未實施專利實體」，通常稱為Non-Practicing 

Entity（NPE），又有人稱為專利巨怪、專利蟑螂、專利流氓、專利地痞、專利釣魚、專

利無賴、專利威脅、專利巨魔（Patent Troll）等不同名稱，係指擁有專利權但不實際從事

生產、製造等實施該專利權技術內容的企業體。某些未實施專利實體的行為有助於專利權

的交易、散播與應用，對市場活動與產業發展具有積極的正面意義；但某些未實施專利實

體的行為則反而有礙專利權的交易、散播與應用，對市場活動與產業發展產生相當的負面

影響3。 

未實施專利實體可以區分為數種類型，其中有些類型則是特別與專利權的買賣直接相

關，例如：1.一種類型為「專利仲介公司」，這類型公司係本身並不擁有專利權，而是透

過購買的方式來取得，之後再將這些專利歸類、整理、建構成更完整、以技術領域來分類

的專利組合（Patent Portfolio），進行加值後再整批對外販賣，並以專利權的買賣為其基

本營業模式；2.另一種類型為「防禦性專利收購公司」（Defensive Patent Aggregators, 

DPA或Defensive Patent Pools, DPP）4，這類型公司係專門收購些將來可能會產生爭議問

題的專利權，用以防止其不被一些其他的未實施專利實體所買走，透過授權或再授權

（Sub-license）的方式用來保護該會員的企業不受該些專利權所攻擊，之後再將那些專利

權對外賣出給其他人自由運用。關於這一部分，本文章後續還會針對與未實施專利實體的

專利權買賣，有更進一步地探討。 

 

                                                        
3 吳俊彥、陳志清、楊文嘉、王蕙瑜、張永明，以侵權訴訟為主的未實施專利實體的探討，中律會訊

雜誌雙月刊，2009年11月，12卷3期，33-53頁。 
4 Mark Weinstein, Defensive Patent Pools and Other Tools for Managing NPE Threats, Cooley Godward 

Kronish LLP，「2010台灣高科技公司對美國智慧財產權的策略運用研討會」簡報，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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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列舉的這兩種未實施專利實體，都是為了其特殊的營業目的而購買專利權，之

後還會進一步將其專利權對外進行處分以達到預定的使用目的，成為出售專利權的另一種

特殊形態。 

(八)其他可能出售專利權的因素，例如企業可能想要測試其本身所擁有的專利權之強

度或是其價值等，而嘗試將專利權對外進行處分。或是如企業想要嘗試參與、或學習專利

權買賣的流程、合約、及瞭解需注意事項等時，也會考慮拿出一些所擁有的專利權來參與

專利權買賣交易，藉此多獲取一些經驗以利日後更大專利權標的交易時的順利進行。 

綜上所述，由於出售專利權的賣方，所得到的回饋很直接地就是經濟上的報酬，因

此，專利權賣方的需求大部分都與經濟因素有關，而也有少部分其他因素係與企業的策略

考量相關。 

二、依專利權買方的需求 

若是站在交易相對人「專利權買方」的需求面來看，依據作者的實務經驗以及觀察，

除了一些與專利權賣方的相對可能原因之外，專利權買方相較於專利權賣方則有著其他更

多的需求可能性，除了以下作者整理後所舉例的幾種類型之外，相信企業都很具有創造

力，可以想出更多運用購買專利權的方式為自己爭取優勢地位。 

(一)以前一般人關於購買專利權原因的第一印象，大都是認為由於企業正在研發相關

的產品或是技術領域，且正缺乏關鍵性技術或是基礎專利的情況下，亟需要購入具有關鍵

性技術的專利權，透過取得該專利權後，可使得企業進入此新產品事業時得到一定程度排

除競爭對手進入市場的障礙。由於過去企業大都是透過內部的研發團隊來進行技術研發、

並透過申請專利權以取得保護的方式來進入新產品事業，但現在企業大都能夠接受利用專

利權交易搭配技術移轉等方式來取得專利權以及關鍵性技術，也是能夠成為有效提升企業

內部研發能量的一種辦法。例如，當年LGE公司購入增你智公司（Zenith）成為子公司並

取得其與數位電視技術相關的專利權，以方便LGE公司日後進入該市場，就是屬於類似

的狀況。 

(二)而現今談到購買專利權的原因，有很大部分的人將轉向為由於企業對專利談判或

是專利訴訟時需求的考量，由於企業內部的專利權數量或品質的不足，故為了增加其專利

組合的攻擊強度，或是作為對競爭對手提出專利侵權訴訟的攻擊性武器，為了要與對方專

利權人取得較為對等的談判或訴訟地位時，企業也有可能需要透過購買專利權的方式，來

達成此目的。此種購買專利權的方式，除了所添購的武器為企業本身產品線相關技術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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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權之外，也可以考慮購買企業自己所不涉足的技術領域、但是可用以對付有可能興訟的

競爭對手之專利權，藉此達到均衡態勢的專利佈局。 

(三)相對於專利權賣方的需求，同樣地專利權買方於常見的企業併購時，併購方可能

基於前節第(五)所述企業併購產生的三種不同策略原因，而透過併購的方式取得被併購方

的智慧財產權，如專利權等，因此而產生專利權購買的情況發生。 

(四)相對於專利權賣方的需求，同樣地專利權買方於關係企業內的運用上，也有可以

操作的空間，例如分割出新設公司時，或是當某一關係企業需要特定技術領域之專利權

時，該企業就有可能需要透過購買的方式向集團內擁有該專利權的企業進行購買，進一步

達成集團內關係企業的專利權佈局。 

(五)由於經過評估後，認為某一特定專利權具有價值，故擔心專利權會被第三人所擁

有，企業因而決定購買專利權。可能的情況包括該第三人為：1.商場上的競爭對手，若是

被其購入將導致企業日後商業優勢喪失，或是該競爭對手轉而主張該專利權或是提起專利

訴訟，對該企業相對不利；2.另一種為未實施專利實體所購入，若是積極提起專利訴訟或

以威脅提起專利訴訟為其主要營業活動者，那該專利權落入其手上將對該企業造成巨大影

響，因此，也有可能搶先購買該專利權以避免不必要的爭議發生。然而，企業若要擔心有

價值的專利權被未實施專利實體買走而大量地購買專利權，企圖買下所有構成威脅的高風

險專利，卻似乎有些不切實際、也不太可能達成，因此有所謂「防禦性專利收購公司」的

出現。 

(六)相對於專利權賣方的需求，於專利權買方同樣也有與「未實施專利實體」相關的

專利權買賣，如前述的兩種未實施專利實體：1.「專利仲介公司」本身就是要透過不斷地

購買專利權的方式，來得到更完整的專利組合以進行對外的販賣，故購買專利權為其基本

營業活動項目之一。2.至於「防禦性專利收購公司」就是透過吸收會員的方式，將有這類

需求的企業集合起來，一起解決有價值的專利權被未實施專利實體所買走的問題，再將專

利權對外賣出給其他人自由運用，以維持現金流量，如此的運作方式看來似乎較前項所述

一一購買專利權的方式較為可行。以上所述的這兩種未實施專利實體，都是為了其特殊營

業目的而購買專利權，成為業界專利權交易的另一種形態。 

(七)另外一種未實施專利實體，係以專利授權或專利訴訟為其唯一的商業行為，當其

所擁有的這一組專利組合，1.對現有市場上可能授權對象都已經主張（Enforcement）得差

不多完畢後；或是2.專利權即將過期失效，例如：號稱JPEG、CD-R、MP3等相關基礎專

利其失效年限，原則上都不會超過相關標準草稿公開後20年；或是3.產品技術日新月異，

取代性新技術出現時，原專利的價值將大幅減損或被公眾棄之如敝屣，例如：CRT映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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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現已全面轉換為LCD面板技術，故未實施專利實體為了自身的永續經營，就需要時時

評估買進下一個專利組合，方能使其活動永遠不會停歇，故其需要時常購買新的專利組合

以利其唯一的商業活動繼續進行。例如St. Cla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sultants, Inc.，剛開

始是針對數位相機的專利技術來主張專利權，後來則是新增添了與筆記型電腦相關的專利

權，並且已經對廠商提起了相關專利的訴訟5。 

(八)企業也可能基於純粹經濟上的考量，如看準機會購買入有價值的專利權，再等候

較佳時機，如對應專利技術的市場規模變大、相關產業趨於成熟等，之後再轉售給有需求

的第三人，藉以從中賺取差價6。此種原因所達成的交易應該為數不多，由於專利權的不

確定性、市場發展也具有不確定性，因此透過這種方式來獲利較為冒險，但也不失為一種

促成專利權交易的可能性。 

(九)其他可能購買專利權的因素，例如當企業滿足一些特定條件時7，與專利權相關

的部分，例如自身所擁有的核心自主知識產權的數量，如核准的專利權數量等，將可以在

大陸爭取得到「中國高新技術企業認證」（Chinese High-Tech Enterprise Certification）8。

若是可符合高新技術企業的定義，則對於企業在大陸用以減低稅賦有很大的幫助，這也是

活用購買所得專利權的一種可能性。 

另外，在大陸為了爭取某特定產業的投標案、或是爭取進入某特定產業所設定的行業

標準（Industry Standard）時，就也有可能需要擁有一定數量的相關技術之專利權才能得

標、或是進入產業標準設定組織（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 SSO）內，此時，也是一

種透過專利權而影響企業商業活動的狀態，也可能需要購買專利權。 

綜上所述，專利權買方的需求比起專利權賣方的需求似乎較為多樣化，無法一概而論

其詳細原因，但是透過購買獲取專利權，似乎能夠成為一種活化專利權運用方式的思考方

向。 

                                                        
5 St. Cla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sultants Inc. v. Hewlett-Packard Company, 1:10-cv-00425, filed on 

2010/05/20. 
6 林姿伶、林原毅、蔡宇泰、吳琇雲、林文彬，專利收購之策略與執行，跨領域研發成果產業化國際

高階人才培訓計畫（後續擴充第一期）——98年海外培訓成果發表會，2009年，4-8頁。 
7 請參考中國大陸所頒布的「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工作指引」。 
8 請參見中國大陸「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工作網」網站：http://www.inno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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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專利權買賣模式介紹 

宏碁公司董事長王振堂曾經於研討會上指出，專利訴訟就是商戰的一環，而專利戰爭的秘

訣之一就是要拆解對方及己方的專利，還要清楚知道自己需要購買什麼專利武器以攻擊對方，

且平時就要瞭解要去哪裡才能購買到所需要的專利武器9。因此，事先熟悉專利權買賣模式以

及維持專利權交易管道，也成為企業在這場競爭激烈的商戰中所必需要瞭解的課題之一。 

作者透過實務運作上的觀察以及與業界實際接觸的經驗，把實務操作上的專利權買賣

形態大致分為以下的五種類型：(1)直接進行專利權買賣；(2)透過專利仲介公司交易；(3)

透過拍賣、公開招標等機制進行交易；(4)與未實施專利實體進行交易；以及(5)由企業併

購取得專利權。希望能夠藉由簡單的介紹讓大家對於專利權交易模式有初步的認識。 

一、直接進行專利權買賣 

直接進行專利權買賣是最原始、也最直接的一種專利權買賣方式，例如透過一對一的

方式直接接觸賣方或買方，透過雙方協商專利權標的、價金、與合約條款等的結果，進而

成功地達到專利權交易的目的。 

(一)個人發明家與企業協商進行交易 

這是企業常見的一種狀況，如前所述，個人發明家或是一些學術研究單位等可能除了

想獲取經濟上的利益之外，還會想將其辛苦所研發出的專利權「商品化」或是進行「技術

移轉」給企業時，就會積極主動地找上特定企業來進行協商，看看企業是否能夠提供他所

想要的條件而完成專利權交易。現實上，此種直接進行的專利權交易活動成功機率並不

高，一來是由於個人發明家所提供的專利權並不容易就正好是企業所欲購買技術或其研發

方向的專利權，二來是由於個人發明家的財力、專業知識也較有限，提供的僅是單一技術

的專利權，並非有特定的專利佈局，且也無法提供更專業的分析來說服企業購買其專利

權，故此種交易模式有其困難度需要克服。 

(二)企業與特定企業協商進行交易 

另一種直接進行專利權交易的模式，係由企業本身發起去尋找其所需要的特定技術，

                                                        
9 台灣玉山科技協會、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合辦，全球專利訴訟贏家策略（Winning Global Strategies 

for Patent Enforcement）研討會，2010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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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該特定技術後直接與該專利權的擁有者進行協商、促進交易，這種方式是由專利權買

方主動提起需求，與前述由專利權賣方主動提起的方式並不相同，成交的機會就要視擁有

專利權一方的態度而定，有時專利權擁有者會藉此獅子大開口地岀價，而使該項交易難以

達成。 

當然，若是擁有專利權的企業想要賣出一些專利權時，也可以透過一些管道來直接與

特定企業兜售，最好的買主標的就是當這些特定企業正需要擴展該技術領域的專利深度或

廣度時、正面臨專利談判甚或是專利訴訟的需求時、或是對專利權的數量及運用有其他需

求時，若是看準這個時機進行接洽且條件於可接受的範圍，相信雙方成交的機會就會相對

地提高。 

二、透過專利仲介公司交易 

透過「專利仲介模式」（Patent Brokerage Model）來達成專利交易的目的是最近在專

利權交易市場上的大宗，透過所謂的「專利仲介公司」當中間媒介，居中於專利權賣方與

專利權買方之間，藉此完成專利權交易所需的資訊溝通、交易條件協商、確保付款方式

等，這也是目前專利權交易成交率比較高的方式之一。 

(一)與專利仲介公司進行買賣 

透過專利仲介公司進行交易的其中一種模式，就如前所述係由專利仲介公司直接進行

專利權的買賣行為，這類型的公司係透過一些特定的價額向不同的企業購買入專利權的方

式，並持續進行專利權的維護與答辯等，再將這些專利權依據技術領域不同而歸類、整理

成一些較完整且不同的專利組合，之後再一一地整批對外出售以獲取利潤，作者認為代表

公司有台灣業界較為熟悉的宇東科技（Transpacific IP, Ltd., TIP）10等。由於這類型的交

易係由專利仲介公司直接進行購買專利權，故只要該公司有興趣購買、現金流量沒有太大

問題時，一般來說成交的機會非常地大，但是由於最近於市場上流通的可供販賣專利權大

增，故除非專利權具有一定價值，否則近來成交的機會也相對地變小。 

另外一種情況，係專利權的買方基於某種理由不願意曝光真實身分時，故會利用1.僅

僅委託專利仲介公司，或是2.自己成立專利仲介公司的方式來代為與專利權擁有者進行談

判、甚至後段的專利權交易與移轉等事項，都是先由專利仲介公司代為購買與取得專利所

有權，真正的專利權買方從頭到尾都沒有出面，而是在日後有需要時，才由專利仲介公司

                                                        
10 請參見TIP網站：http://www.tpac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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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購得的專利權移轉給該真正的專利權買方，這不失為一種策略上的考量。 

(二)經由專利仲介公司撮合 

一般來說，透過專利仲介公司進行交易的另一種情況，係由專業的專利仲介公司、或是一

些法律事務所也有提供類似的服務，透過該公司或該事務所在業界所建立起的人脈，藉以找到

所需求的專利權買方或賣方等以撮合雙方完成交易，再從中抽取一定比率的佣金。由於專利權

的買賣性質就跟房屋的買賣性質類似，也具有其獨特性，故可分為以下幾種情形來探討。 

1.由專利權買方主動去找專利仲介公司協助：由於專利權買方基於某種需求需要購買

特定技術領域的專利權時，專利仲介公司可找到一些可能的專利權賣方與其接觸，並說服

這些可能的賣方出售其專利權；或是專利權買方想要購買特定的專利權時，專利仲介公司

也可當成橋樑，設法促成該筆交易。2.由專利權賣方主動去找專利仲介公司協助：當專利

權賣方手上有些專利權想要出售時，專利仲介公司就會去找到一些可能的專利權買方與其

接觸，有時專利仲介公司會希望賣方準備或是自己會進行準備一些相關的產品侵權對照表

（Claim Charts），將欲出售的專利權之申請專利範圍與市面上的產品進行比對、或與產

業標準進行比對、或是列出相關引證專利案的所屬公司等方式，來增加該專利權標的的吸

引力，設法促成該項交易。3.還有一種可能係專利仲介公司自己進行尋找適合的專利權標

的，先接觸並說服專利權擁有者是否有意願出售，得到同意後再積極去尋找可能的專利權

買方，並從中斡旋以達成該些專利權的交易，並從中依據交易完成金額的百分比作為收取

的仲介費用為其營業手法。 

通常這種經由專利仲介公司所撮合的專利權買賣雙方，很可能從頭到尾整個過程都是

透過專利仲介公司轉達意見，所以並沒有見過面、也沒有聯繫過，而僅僅是最後要簽專利

權買賣合約時，才會有機會見面或聯繫、並安排付款事宜及專利權移轉所需的必要動作。 

(三)透過專利仲介公司介紹 

然而由於專利權的買賣，一般所涉及的對價金額都相對龐大，再加上專利權買賣合約

的複雜度，雙方都希望能夠仔細地探討合約的各項條款後才會簽約，而成交後的動作還包

含專利權轉讓、登記等事項要處理，或是有時專利權的買方或賣方對交易相對人的形象或

知名度等也會有所影響，例如不希望交易的相對人為未實施專利實體等。因此，部分買方

或賣方會希望透過專利仲介公司的介紹之下，能在早期就由買賣雙方進入實體接觸階段，

以審慎評估該項專利權交易案的可行性，以加快該項交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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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拍賣、公開招標等機制進行交易 

曾經有研究論文指出，「標價交易制度」雖然較省時但卻沒有彈性，而「議價交易制

度」雖然較費時但卻有彈性，而「拍賣制度」則介於兩者之間，因此，正確的利用拍賣制

度將能讓拍賣品的成交價格合理，讓買賣雙方獲益11。因此，專利權透過拍賣、或是公開

招標等機制來進行交易的方式，在近幾年也是一直盛行著。這類型執行專利權拍賣活動的

「專利拍賣公司」，如早期的美國公司yet2.com12進行線上交易、patentauction.com公司13

等，在大陸則有2000年就成立的上海技術交易市場14等，而台灣則有例如民間拍賣聯

盟——企業智慧財產交易中心（EIPMart）、台灣技術交易整合服務中心（TWTM）15、

經濟部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的專利交易平台16等。 

(一)透過專利拍賣公司進行交易 

近期比較有名的專利拍賣公司，則是例如成立於2003年、總部位於芝加哥的Ocean 

Tomo, LLC17，而現在其專利權拍賣業務已經於2009年6月被ICAP公司所併購成為ICAP 

Ocean Tomo, LLC18並持續進行專利權拍賣活動。關於此公司所舉行專利權拍賣活動的過

程，則是藉由舉辦「現場智慧財產權拍賣會」（Live IP Auctions）的方式，於拍賣會前先

向各方企業徵求專利權等欲拍賣物件，並進行公司內部評估，之後再提供拍賣物之目錄手

冊，於其上印有不同組（Lots）的專利權拍賣物件明細，讓可能的專利權買方參考是否要

參加拍賣會進行購買，而對於投標者也附有保密機制盡量不使購買者曝光。至於所收取的

服務費用，則是除了向專利權賣方先收取列於拍賣目錄的費用（Listing Fees）之外，還包

括分別從該筆專利權交易成交金額的一定比例，分別向買方及賣方收取仲介費用。其他詳

細流程請參考相關文章19以及ICAP Ocean Tomo, LLC網站內容。 

 

                                                        
11 鮑曄亭，專利拍賣可行性研究，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所論文，論文摘要，2002年。 
12 請參見yet2.com網站：http://www.yet2.com/app/about/home。 
13 請參見patentauction.com網站：http://www.patentauction.com/。 
14 請參見上海技術交易網網站：http://www.stte.sh.cn/web/。 
15 請參見TWTM網站：http://www.twtm.com.tw/index.aspx。 
16 請參見工業技術研究院專利交易平台網站：http://patentauction.itri.org.tw/。 
17 請參見Ocean Tomo, LLC網站：http://www.oceantomo.com/。 
18 請參見ICAP Ocean Tomo, LLC網站：http://icapoceantomo.com/。 
19 林姿伶等人，註6文，4-32至4-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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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作者參與由Ocean Tomo所舉辦的2009年秋季專利拍賣會的情況來看，由於適逢

全球性金融海嘯，各個專利權的買家莫不精打細算，希望將少數的購買預算用在刀口上，

故實際的專利權拍賣成交件數並不多；再者，金融風暴下各企業將不欲維護的專利權進行

拍賣或出售的數量大增，因而造成近年來整個專利權交易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

場」，成交件數就大幅下滑。故日後若有意參與此專利權拍賣的賣方或買方，都亟需要將

專利權的實際價值內涵先進行評估，而確實有價值的專利權透過此專利權拍賣方式將較有

可成功賣出的機會。 

(二)專利權擁有者進行拍賣 

另一種類似拍賣的方式則是由專利權的擁有者，亦即專利權的賣方透過招標的方式，

來進行拍賣作業，而這種招標方式又可大致分為二種：1.公開招標方式、或2.私下招標方

式。 

1.以公開招標方式而言，例如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會定期檢討內部所申請或核准

的專利權是否要繼續維護，若是決定不繼續進行維護時，則會以公開招標的方式，

將這些欲拍賣的專利權進行公開，並告知拍賣的專利內容、國別、開價、符合投標

廠商的資格、期間、以及投標方式等，或是也會親自進行專利權內容的說明及問題

釐清，並加以推廣其欲出售的專利組合。 

2.以私下招標方式而言，例如一些大型的研發型企業也會定期評估內部所擁有的專利

權是否需要整頓，若一旦認為有可出售的專利權時，則會進行可出售專利權表列的

整理，並加以分類並附上說明內容，之後再利用私下招標的方式，私底下接觸一些

其認為有可能購買這些專利權的企業、或具有相關技術領域的企業，以吸引這些買

方來投標購買。利用這種私下個別寄信通知特定企業的招標方式，可以達到先過濾

掉一些企業，使其專利權不會落入這些企業手裡的目的，例如像一些名聲並不好的

未實施專利實體、或其他不知名的小企業等，避免徒增困擾。 

四、與未實施專利實體進行交易 

與未實施專利實體進行專利權的交易，也是企業與未實施專利實體間互動關係之一種

可能性20，由於這部分比較少有文章探討，故作者在此加以多做說明。 

                                                        
20 陳志清，企業與未實施專利實體之互動關係及因應策略（上），專利師，2010年7月，2期，43-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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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未實施專利實體包含很多種類型，其中有一種為本身並不從事研發，而是

透過購買專利權或是其他方式取得專利權來積極實施者，又有人稱為「專利授權及主張公

司」（Patent Licensing and Enforcement Companies, PLECs），其型態還可分為兩種：(1)

進行「專利授權」為主要營業活動者，作者認為代表公司有：「防禦性專利收購公司」的

Intellectual Ventures（IV）21、Allied Security Trust（AST）22、RPX Corp.23等；以及(2)透

過提起「專利訴訟」或威脅提起專利訴訟為手段，而積極捍衛自身權益為主要營業活動

者，這類型的代表公司有：Acacia Research Corporation與其旗下集團的各公司24分別擁有

許多不同的專利組合，以及Alliacense公司25等。 

(一)與防禦性專利收購公司進行交易 

「防禦性專利收購公司」起源於一些大型企業因為不堪許多未實施專利實體的騷擾，

為了避免一再地付出高額的專利訴訟費用、或為數不少的小額和解金額，進而聯合成立一

間新的公司，如Allied Security Trust或是RPX Corp.等公司。其營業模式係在某些特定技術

領域中，藉由直接收購或是拍賣等途徑來取得有價值的、且將來可能會產生問題的專利之

所有權，防止其被未實施專利實體所買走，以保護該組成會員不被該些專利所攻擊，之後

以授權或再授權方式給各個會員公司，然後再對外賣出給任何其他人供自由運用，以保持

該公司的現金流量，這就是所謂的「收購、授權、賣出策略」（Catch and Release）。 

故無論是專利權的賣方或是買方，都可能與這類型的防禦性專利收購公司進行交易以

賣出或是買入專利權，都有成交的可能性。而順帶一提的是，企業若是想參加這類型的防

禦性專利收購公司時，有些必須注意的事項及優、缺點需要考慮26，但是由於這部分不在

本文章所欲探討的範圍內，故省略這部分的詳細介紹。 

(二)與積極主張專利權的未實施專利實體進行交易 

與這類型積極捍衛自身權利的未實施專利實體交易，可分成向其購買或是賣出專利權

兩個面向來探討。 

                                                        
21 請參見IV網站：http://www.intellectualventures.com/。 
22 請參見AST網站：http://www.alliedsecuritytrust.com/。 
23 請參見PRX網站：http://www.rpxcorp.com/。 
24 請參見Acacia公司的相關網站：http://www.acaciaresearch.com/及http://www.acaciatechnologies.com/。 
25 請參見Alliacense網站：http://www.alliacense.com/。 
26 陳志清，企業與未實施專利實體之互動關係及因應策略（下），專利師，2010年10月，3期，4-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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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未實施專利實體購買專利：若是企業本身對於專利權有購買的需求時，可以考慮

向未實施專利實體購買些符合使用目的的專利，如當成抵擋武器以防禦競爭對手的攻擊，

或是主動出擊來攻擊競爭對手等。例如船井公司（Funai）向Thomson Licensing公司購買

數篇專利權並積極提起訴訟27；或是如宏達電公司拿出幾篇專利來反控蘋果電腦公司

（Apple Computer, Inc.）侵權28，以盡量平衡與蘋果電腦公司之間的專利訴訟態勢，業界

推測係宏達電公司之前被未實施專利實體Saxon Innovations LLC提起訴訟後，宏達電公司

最後與其和解、撤回訴訟，並於和解同時一併向Saxon所購買的專利權。 

2.將專利權賣給未實施專利實體29：當企業將專利權賣給如前所述積極主張專利權的

未實施專利實體時，有可能會產生：(1)讓人疑慮為供給未實施專利實體攻擊武器以到處

主張的情況發生，雖然可能僅僅是單純的專利權買賣行為而已，亦有可能會給予人：(2)

企業所成立、或是在背後暗中資助未實施專利實體的印象；或是(3)原本只需要支付單一

授權金，卻因為企業把專利權分散到不同的公司進行授權，而變相收取更高額的權利金等

印象。舉例來說：Nokia公司與Sony公司把專利權移轉給Mobile Media Ideas LLC；或是日

立公司（Hitachi）把專利權移轉給Mondis Technology Ltd.等。隨著部分專利權從歐美日大

廠移轉到未實施專利實體手中，台灣廠商需要面臨更多的已知或是未知的專利權人，同時

也失去了交互授權的談判籌碼。而另外一種情形，則是如先前所述當與未實施專利實體於

專利訴訟或專利談判進行時，將所擁有的專利權拿來當作抵減和解金之用，也是造成與未

實施專利實體進行交易的原因之一。 

五、由併購進行專利權交易 

透過企業併購（M&A）的方式，也是一種可以取得或賣出專利權的交易模式，此處

可以略分為兩種類型：(1)由一般的企業併購所產生的專利權交易；以及(2)藉由購買或投

資未實施專利實體，進而產生的專利權交易。 

                                                        
27 美國ITC Inv. No. 337-TA-617調查，“In the Matter of Certain Digital Televisions and Certain Products 

Containing Same and Methods of Using Same”。 
28 宏 達 電 反 擊 控 告 蘋 果 侵 權 ， 聲 請 禁 止 其 iPhone 、 iPod 與 iPad 進 口 至 美 國 ，

http://cdnet.stpi.org.tw/techroom/pclass/2010/pclass_10_A080.htm，最後瀏覽日：2010年5月13日。 
29 James Brogan, IP Monetization, Cooley Godward Kronish LLP，「2010台灣高科技公司對美國智慧財

產權的策略運用研討會」簡報，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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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一般的企業併購進行專利權交易 

一般企業併購會產生專利權交易的可能原因有三種，已經如本文章第貳章第一節第5.

點所述，故在本節中不再贅述。 

(二)購買或投資未實施專利實體 

某些大型企業，例如Microsoft、Google等常常併購公司的企業，若本身的經濟狀況許

可時，且評估一未實施專利實體及其擁有的專利權後也覺得有一定價值時，可以考慮參與

該未實施專利實體，在合理的價格下利用投資入股或是直接購買整個未實施專利實體的方

式30進行。如此的好處除了可消弭企業所遭遇到的此次專利爭議外，也可以積極地活用與

該未實施專利實體間的關係，例如當成自己防禦性的武器或更甚者可成為攻擊性的武器

等，藉此增加自己的經濟利益，也不失為一種專利權交易的型態31。 

肆、小 結 

由於專利權買賣所牽涉的層面很廣，且必須考慮的事項很多，在此作者僅先從專利權

買賣雙方的目的與需求開始分析，當企業身為專利權買方或賣方時先瞭解本身的需求後，

再開始對實務上不同種類的專利權買賣模式類型加以探討，以選擇適合本身的交易類型。

由於作者於此領域的經驗尚淺，故陳述難免會有疏漏，且此專利權買賣活動尚為一個新興

課題，故希望透過作者野人獻曝地對此議題作一簡單初探後，能對有此需求的業界有所幫

助，順利地達成進行專利權買賣時所希望完成的目的。而實務上，針對每一種不同的專利

權買賣模式，其模式本身以及合約當中都會有一些重要的條款及可能相伴隨的問題產生，

例如專利權權利本身的不確定性、所牽涉到技術的複雜性、專利權價值的鑑價困難度、以

及買賣雙方的權利義務等問題；再者，依據各國不同的專利法規與實務，也會有不同的實

務上操作所需注意事項，這些都是值得吾人再詳加探討的議題，作者日後將再針對這些議

題進行探討。 

                                                        
30 Ya-Chiao Chang，Patent Trolls：因應專利授權公司之對策，「金融海嘯下，養精蓄銳您的獲利金

鑰！聰明的專利投資研討會」簡報，2009年2月。 
31 陳志清，註20文，43-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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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從請求項之書寫問題 
談專利從業人員的專業素養 

 

何美瑩
* 

壹、前 言 

一個國家的專利案件品質與數量是其經濟發展與產業實力最直接的體現。依據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2009年年報的統計資料顯示，目前我國專利申請案件已從1985年每年23,870件

且約七成係由外國人提申的情況，逐步攀升至目前每年約78,425件，且近五成是由國人自

行提出，其中在國人自行提申的案件數量上，又以發明申請案的件數增加最多，從2000年

的6,830件大幅提升至2010年的22,712件1。此數據除了代表我國產業技術進步外，也顯示

國內整體環境對智慧財產權保護重視的程度。 

過去二十年，隨著新竹科學園區的設立，創造出我國半導體代工產業的龍頭地位外，

也開啟我國對智慧財產權保護的觀念。因此，主管機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除了多次

修法使我國專利法能與國際接軌外，也自2005年起委託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科際整合法

律學研究所執行「智慧財產專業人員培訓計畫」，並成立「智慧財產培訓學院」（Taiw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ining Academy, TIPA），培育相關人才。而另一方面，與培育專業

人才息息相關的專利師法在延宕多年後，終於在2007年7月11日由總統頒布後開始施行，

並於隔年正式舉行第一屆專利師國家考試，從此我國專利從業人員正式走上專業證照制

度，朝向能配合產業發展需求提供高階知識性服務人才的方向發展。 

 

                                                        
*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助理教授。 
1 參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09年年報之統計資料，http://www.tipo.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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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委託TIPA學院執行的「智慧財產專業人員培訓計畫」，自2005

年成立起已培訓將近5,000人次2。儘管已累積出如此龐大的培訓人次，加上目前約251人

擁有專利師證照3，此領域從業人員理當具備一定的專業素養，然而從近期核准的專利請

求範圍品質來看，我國專利從業人員的專業能力仍有大幅提升的空間。 

本文將以近來核准的一件台灣發明專利（以下簡稱「A專利」）4作為實例，探討常

被忽略的請求項書寫問題。希望藉此凸顯目前專利從業人員素養良莠不齊的問題，也呼籲

專利界人士正視此一現狀，思考因應之道，以保障申請人或是專利權人應有的權利。 

常見的書寫問題包括將工件（workpiece）當成元件（element）、缺乏前置基礎、元

件關係敘述不清（inferential claiming5）、元件間缺乏連結關係（aggregation）、以步驟

方式書寫結構、未提供不同範圍之保護等等，不一而足。小部分書寫問題本身雖會造成請

求範圍出現瑕疵，然不致損及權利人權利，例如元件缺乏前置基礎或關係不清；但其他書

寫問題，例如將工件當成元件、元件關係敘述不清、元件間缺乏連結關係、以步驟方式書

寫結構等問題，則會使請求範圍不明確，無法判讀，或是出現迴避空間，嚴重損及權利人

權利。 

礙於篇幅，本文將僅討論不當地「將工件當成元件寫入請求項範圍內」，導致權利範

圍出現迴避設計空間，此最嚴重戕害專利權人應有權利之書寫問題上。 

貳、台灣發明專利（「A專利」）及其範圍解析 

一、A專利內容簡介 

A專利是一種利用光學方式來感應螢幕上一觸控位置的方法與裝置。有別於習知壓電

感測方式，A專利是以平行且位於掃描螢幕上方之雷射光源(10)所產生的雷射光束(20)來

掃描螢幕(30)上一感測區域，當手指或光筆(40)碰觸該感測區域時，就會造成掃描的雷射

光線改變方向或是產生反射，此反射光可再被設在掃描螢幕兩側上的偵測器(50)所偵知，

                                                        
2 參見智慧財產培訓學院網頁資料，http://www.tipa.org.tw/。 
3 參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頁資料，http://www.tipo.gov.tw/，此一人數包括舊制專利代理人透過智慧

局培訓課程取得專利師證照者，以及目前第一、二屆通過專利師國家考試及格者。 
4 為免造成專利權人困擾，本文特意隱去此件專利的公告號碼，僅稱其為「A專利」。 
5 「Inferential claiming」是指在撰寫請求內容時，於說明一新元件時，同時又敘及另一新元件，致使

元件之間的關係變得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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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雷射光的入射方位與反射方位均為已知，因此可利用幾何原理6，由感測電路(70)計

算出手指或光筆碰觸該感測區域時的位置，發明相關內容也可參見A專利之第一圖。 

公告核准之A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有5項，包括2項獨立項，分別為第1及4項；以及3

項附屬項。獨立項第1項是關於一種光學式定位輸入裝置，第4項則是關於一種光學式定位

輸入方法。 

A專利請求項內容摘錄如下： 

1.一種光學式定位輸入裝置，係包括有： 

一雷射二極體光源，設置於一顯示幕表面之一側； 

一散光元件，相對該雷射二極體光源設置於顯示幕表面之一側，俾以於顯示幕表面

形成線性光束； 

一指向件； 

至少兩位置感測器，以感測方向交錯之態樣設置於該顯示幕表面之側邊，用以感測

出指向件至少兩方向之相對位置；以及 

一處理電路，與該位置感測器構成訊號連接關係，而計算出指向件之絕對位置者。 

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光學式定位輸入裝置，其中，該位置感測器於感測路

徑加設有成像元件。 

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或2項所述之光學式定位輸入裝置，其中，該指向件包括觸控筆

或手指。 

4.一種光學式定位輸入方法，其步驟係包括有：(a)利用雷射二極體光源及散光元件產

生線性光束；(b)線性光束以平行於顯示幕表面之方向照射，照射到指向件而反射；

(c)以至少兩感測方向交錯之位置感測器，接收照射到指向件之反射光，得知指向件

至少兩方向之相對位置；以及(d)依據至少兩位置感測器對指向件之感測結果，由處

理電路計算出指向件之絕對位置者。 

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項所述之光學式定位輸入方法，其中，該位置感測器透過成像

元件接收照射到指向件之反射光。 

                                                        
6 依推測應為三角定位原理，但A專利說明書中其實並未提供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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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台灣發明專利A專利之第一圖圖示 

二、解析A專利之第1項請求項範圍 

依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制定之「專利侵害鑑定基準7」，在判斷一產物（product）是

否侵害一專利請求項時，必須依序以「全要件原則」、「均等論」、「消極均等論8」及

「禁反言原則」作為判斷原則，進行鑑定。 

鑑定的第一步驟即為確認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與其基本構成元件。因此，必須先

分解待鑑定物及專利請求標的之構成元件，此一分解工作必須考量各元件本身之「機

能」，再輔以申請專利範圍所選定之元件名稱及文辭解釋（參考專利說明書及圖示）。分

解構成元件後，接著分析待鑑定物之實質基本要件與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是否符合

「全要件原則」（all elements rule）。只有完全實施申請專利範圍中所描述的全部元件，

才會構成侵害。若待鑑定物之技術特徵比對結果在字面上完全符合，則待鑑定物即被判定

字義侵害系爭專利；反之，若不構成字義侵害，則須進一步考量是否有均等侵害之問題。 

依此，拆解上述A專利之第1項「光學式定位輸入裝置」內容後，可發現其構成元件

包含：雷射二極體光源、散光元件、指向件、至少兩個位置感測器以及感應電路。依照

「全要件原則」，必須完全實施申請專利範圍中所描述的全部元件，方構成字義侵害。由

                                                        
7 詳見智慧財產局網站資料，http://www.tipo.gov.tw/ch/AllInOne_Show.aspx?path=820&guid= 

8e90de93-deb1-4050-96c3-8d116f5c6115&lang=zh-tw。 
8 消極均等論是在成立字義侵害時，才會做的分析，若待鑑物不對A專利構成字義侵害，就沒有消極

均等論適用的空間，故本文中略去此一分析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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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拆解出來的第1項專利範圍可知，其已不當地將本屬於「工件」範疇的「指向件」，

當成「元件」納入專利範圍內。因此，未來的侵權行為必須在製造、使用或販售包括有

「指向件」在內的光學式定位輸入裝置之情況下，才會成立字義侵害。指向件可以是如A

專利說明書內容所界定的觸控筆，或是其等效物件，例如使用者的手指，或是任何可以使

入射光反射的物件。 

再依「專利侵害鑑定基準」所述，若不成立字義侵害，仍需考量是否有「均等侵害」

的情況。其目的在於比對專利技術特徵與待鑑定物技術間之差異是否實質相同，或是專利

技術特徵與待鑑定物技術間是否具有實質差異（substantial difference）。有無均等侵害通

常是藉由三部測試（tripartite test）來檢驗，亦即檢驗專利請求標的與待鑑定物的對應構

成元件是否係以實質上相同方法（way），發揮實質上相同機能（function），以產生實

質上相同之結果（results）。 

據此，若侵權者在製造、使用或販售「光學式定位輸入裝置」時略去了其中的指向

件，亦即，在不提供指向件的情況下，是否仍然可以實質相同的方法、發揮實質上相同的

機能，進而產生與A專利實質相同的結果？依照目前A專利請求項的撰寫方式，沒有指向

件，無法產生反射光，位置感測器也就無法偵測到被指向件所反射的雷射光訊號，連帶

的，感應電路也無法計算出指向件碰觸螢幕感測區時的位置。因此，製造、使用或販售沒

有指向件的「光學式定位輸入裝置」，將不會均等侵害A專利。 

再者，法院在判定是否給予一權利範圍較廣之均等侵害保護時的考量因素，是有無

「禁反言原則」（prosecution history estoppel）之適用。亦即，在專利申請過程中，專利

權人是否做過任何修正或提出答辯說明，進而構成「禁反言」事實，以致無法適用較廣的

均等空間。依據目前由智慧局取得之A專利的申請歷史檔案紀錄來看，申請人（即A專利

權人）最初呈送的請求項範圍即已包含有「指向件」，也就是說此一「指向件」內容，並

非申請人於答辯過程中為了克服審查意見而加入的請求內容，而是原始提出申請時即已存

在的請求內容。依此，雖然A專利沒有「禁反言」的事實，理論上可適用的均等範圍不受

「禁反言」的限制；然而如前述分析，任何製造、使用或販售不包括指向件在內的「光學

式定位輸入裝置」並無法構成均等侵權，縱使沒有「禁反言」的事實，也很難想像將來任

何一位法官會將包含指向件在內之較狹窄的下位請求範圍，均等擴及到不包含指向件在內

之較廣的上位請求範圍。 

依上述分析，可以確信未來若A專利受到任何侵害，其直接侵權人士將是末端使用

者，而非製造或販售不包含指向件在內之「光學式定位輸入裝置」的製造商或通路店家。

在無法對製造商或通路店家成立直接侵權指控的情況下，那麼專利權人是否可主張該些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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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商或通路店家之製造、使用或販售行為，構成教唆或輔助末端使用者侵害專利權人之權

利的事實？我國專利法目前尚未有任何關於教唆侵權或輔助侵權之規範，縱使專利權人可

引用民法第185條9主張其權利受到共同侵害，然此共同侵害必須在直接侵權行為成立，且

因此行為導致他人發生損害結果時，造意人或是幫助人才須負擔連帶賠償責任。由於未來

最可能成立直接侵權行為的人是最末端的消費者或使用者，專利權人應該不會對其直接用

戶提出侵權控訴，而在無法成立直接侵權的狀況下，對於製造、使用或販售不包含指向件

在內之「光學式定位輸入裝置」的製造商或通路店家來說，也就沒有可適用民法第185條

的空間。 

類似分析也可同樣適用在A專利之獨立請求項第4項及其附屬項上。 

下表1簡單總結A專利請求項第1及4項之請求範圍的分析結果。 

表1 A專利請求項第1及4項請求範圍之侵害分析結果 

 字義侵害 均等侵害 教唆／輔助侵害 

請求項1 
只有當所製造、使用或販售

的「光學式定位輸入裝置」

包含「指向件」時才成立 

只有當所製造、使用或販售

的「光學式定位輸入裝置」

包含「指向件」時才成立 

只有當「直接侵權行為」成

立時才成立 

請求項4 

只有當所製造或、使用的

「光學式定位輸入方法」包

含使用「指向件」之步驟時

才成立 

只有當所製造或、使用的

「光學式定位輸入方法」包

含使用「指向件」之步驟時

才成立 

只有當「直接侵權行為」成

立時才成立 

除了上述指出的主要缺失外，A專利的請求項中還包括有其他小瑕疵：例如，第1項

內容述及之「一散光元件，相對該雷射二極體光源設置於顯示幕表面之一側，俾以於顯示

幕表面形成線性光束」，讀者其實無法從這樣的文字內容知道散光元件如何從其設置位置

而於顯示幕表面形成線性光束？雖然，可從第一圖中看出，散光元件必須放置在雷射光源

前方，或是雷射光必須通過散光元件，才能形成可用來掃描顯示幕感測區的平面光束，但

請求項中相關文字並未能精準地傳達此一發明概念。另外，例如請求項第5項「該位置感

測器於感測路徑加設有成像元件」，除了其中所引述之「感測路徑」欠缺前置基礎外，其

所引述之「成像元件」，明顯是另一新元件，則其引入至附屬請求項內容的方式，正確的

寫作方式是透過使用附屬項應有的連接詞「更包含」（further comprising）來引入此一新

                                                        
9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

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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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而非以目前的撰寫方式引入。在A專利中，這些小瑕疵可透過說明書或圖示來彌

補，不必然會影響權利範圍的解讀。 

參、討 論 

依據A專利的發明說明書內容來看，指向件只是在實施此一「光學式定位輸入方法或

裝置」時，與發明裝置或方法產生互動的一個工件，亦即實施此發明時所會涉及的物品，

其並非發明的主體，更非發明之主要構成元件。因此，當撰稿者不當地將此一與發明互動

的工件當成元件而納入請求範圍時，就會產生可供有心人士操作的迴避設計空間，讓可能

的侵權人士得以迴避發明專利範圍，也讓專利權人花費無數金錢與人力所取得的研發成

果，無法獲得應有的保護，而就一發明內容為發明人或申請人撰寫恰當的保護範圍，乃是

專利從業人員應具備的專業素養。 

要避開上述將與發明互動之工件當成元件這樣的書寫錯誤，撰稿者在一開始就必須能

判別「工件」與「元件」的差異，其次則是要學習如何將「工件」寫在請求項的前言

（preamble）中，而非請求項的內容（claim body）中。在解析權利範圍時，除了特殊情

況，一般並不會將前言部分讀入請求範圍內，因此不會將「工件」變成「元件」，而不當

地限縮權利人之權利。 

類似這種不當地將工件當成元件的實例，在公告的專利說明書中不勝枚舉10，當然其

情節各異，損及專利權人權利的情況也不盡然相同。筆者所要指出的是，雖然目前執業中

                                                        
10 筆者手邊另一個實例是台灣新型專利B專利，在此同樣隱去其專利號碼，發明名稱「具雷射指向功

能的微型觸控筆」，其第1項部分內容摘述如下： 
「一種具雷射指向功能的微型觸控筆，包含： 
一筆身，其外徑小於5mm，且內部具有容置空間，並於其中一端形成一觸控端，而相反端則具

有一投射孔； 
至少一個細長型電池，置於該筆身之容置空間內；以及 
一小型雷射模組……」 

與前述A專利狀況類似，此新型專利之第1項也將使用此觸控筆時必須使用到的工件，即「電

池」，變成元件而寫入請求範圍內。將來，可確信任何製造、使用或販賣不包括電池的「具雷射指

向功能的微型觸控筆」將不會對B專利構成字義侵害，均等侵害則或許仍有空間。當然，也有同業

認為電池是實施此一觸控筆必須要有的元件，不屬於工件。但筆者個人並不同意此一觀點，如果

這樣的觀點可以成立，所有需用電力的機構裝置或設備都必須包括「電池或發電機」作為其必要

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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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利師或代理人有數百人，且由TIPA學院培訓的人員也高達5,000人次11，但是很遺憾

的，從業人員的專業水準仍然差異極大，更有極高比例的人從未曾真正執筆寫過專利申請

文件，或是受過嚴謹的專利申請文件的書寫訓練，其很難理解或想像撰寫請求項時應考慮

或注意的問題；即便從業多年，由於缺乏實際撰稿經驗，或未經嚴謹訓練，很可能無法點

出專利文件中的缺失，也因此才會出現前述第’832號專利這樣的缺失，而該公告專利之權

利人何其無辜，花費時間金錢所取得的專利證書，不僅沒有維護的價值，更遑論能為權利

人提供任何保護。雖然智慧局允許專利權人在專利核准後仍可更正其所請求範圍，但主管

機關應該無法允許將下位請求範圍變更為上位請求範圍12這樣的更正事項，即便這樣的錯

誤並非由申請人或權利人造成，而是其代理人所造成。 

基於專利文件的撰寫與申請乃是一項專門技藝，否則也不會有專利師國家考試的設

置，然而除了配置有專職專利工程師或專利師的公、私立單位或企業外，大部分的申請人

或權利人對專利相關事務並不瞭解，也缺乏捍衛其應有權利的知識。正因為專利從業人員

與申請人間彼此相對知識不對等，申請人一般只能被動地接受或相信專利從業人員所提供

的文件或意見，也凸顯素質不佳的專利從業人員，對申請人或權利人權利所可能產生之影

響，不可謂不巨。 

由於專利申請文件的撰寫，目前仍停留在各憑本事，且缺乏客觀一致性標準的時代，

隨著專利師法制化，開設合適的專業課程，建立進修制度，甚至淘汰不適任的從業人員，

進而建立起應有之專業素養是專利界人士應共同努力的目標，唯有如此方能保障我國申請

人或專利權人應有的權利。 

                                                        
11 同註2。 
12 取消請求項中不當引入的工件，將實質擴大原已核准的權利範圍，此種實質擴大請求範圍的變更，

並非現行專利法可允許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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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99年判字第180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判字第1324號判決 

裁判要旨 

 
 

【商標法】 
【裁判日期】99年2月25日 

【裁判要旨】 

按商標乃整體不可分之識別標識，則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

之注意，對商標寓目印象係整體文字圖樣，而非商標各別割裂部分，是以判斷商標近似，

應以整（通）體觀察為原則（本院61年判字第292號判例參照）。惟因商標構成之文字、

圖形、記號等標識之中，有較易引起消費者注意特別顯目部分，亦有不易引起注意部分，

該較易引起消費者注意部分，即為主要部分，較易影響商標給予消費者之整體印象，此即

本院判例所揭示之商標是否近似，應就構成各商標之主要部分觀察之意旨所在（本院55年

判字第262、265號，56年判字第277號等判例參照），所以主要部分觀察方法是整體觀察

原則在判斷商標近似與否相輔相成具體觀察方法之一。惟商標圖樣中必須有一定部分特別

引人注意，且此部分而商標之識別功能特別顯著者，始可就此部分加以比較觀察，以判斷

兩商標是否近似；雖係組合商標，基於商標構成之一體性，由該商標全體所構成「外

觀」、「觀念」、「讀音」觀察，已足以作為交易上識別標識，若一部分離抽出，依據交

易經驗或消費者觀察反係生硬不自然者，殊不容許藉主要部分觀察原則為詞，割裂商標整

體性錯誤地判斷商標近似。蓋若誤解主要部分觀察原則，只要是組合文字或圖樣，即特意

硬將商標割裂分別比較，自與商標識別性係以商標整體為消費者寓目印象之本質有違。 

 

 

【商標法】 
【裁判日期】99年12月16日 

【裁判要旨】 

對於商標保護在立法上有不同對策，而分別在商標法第23條第1項各款規定不同構成

要件及規範目的。商標法第23條第1項第11款所規範對象在於商標本身與所指定商品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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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67號判決 

務之聯結，致使消費者誤認商標所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地。其規範目的在於

制止商標構成要素之圖樣文字等，與其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之不實關係，防止消費者因商

標表徵之外形、讀音或觀念等與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不相符合，以致於消費者誤認誤信

而予以購入商品或服務，受不測損害之公益目的，與同條項第13款及第12款前段之混淆誤

認之虞之保護，係在於防止衝突商標間之混淆誤認之虞，二者應加以區辨，不可混同。則

性質、品質或產地誤認誤信之虞有無之判斷，應從商標本身圖樣文字整體的外形、觀念或

讀音等觀察，就商標給予消費者的印象，加上與商標指定之商品或服務之聯結，考量指定

商品或服務在市場交易之實際情事，以指定商品或服務消費者之認識、感知為基準，從商

標自體構成直接客觀判斷，是否消費者所認識商品之產地、販售地，或服務之提供地，在

實際使用上有異於其所認識之性質、品質或產地等，致消費者有誤認誤信之虞，始有本款

之適用。又商標圖樣文字與其指定商品或服務之關聯性雖屬判斷是否該當本款之因素之

一，但應以消費者地位判斷，以構成商標之圖樣文字等係直接表示商品或服務之特性，直

接判斷其關聯是否致生誤認誤信之虞，而非經比較而得出混淆誤認之虞。所以該商標與商

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地，自無適用經濟部頒「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所列各要

素，以相互比較混淆誤認之虞可言。 

 
 

【專利法】 
【裁判日期】99年4月29日 

【裁判要旨】 

關於專利權範圍之解釋，除須考量對專利權人給予適當之保護外，另應考慮維持法律

安定性以保護第三人。故關於專利權範圍之認定宜採取折衷於「周邊限定主義」與「中心

限定主義」之折衷方式，亦即對於專利權範圍，原則上以申請專利範圍之文字為準，再參

考引用說明書及圖示。76年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0條之1第1項雖未有如83年10月3日修正公

布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6條第3項及現行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8條第3項之規定，在解釋上仍

應認附屬項應包含所依附請求項之所有技術特徵，83年10月3日修正公布之專利法施行細

則第16條第3項，及現行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8條第3項，僅係將附屬項之記載本應敘明所引

用請求項之全部技術內容予以明確規定，以免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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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日  期 內  容 

1月13日 召開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第一屆第二任第一次臨時會議。 

1月17日 
理事長蔡坤財率同吳冠賜副理事長、宿希成常務理事、洪武雄常務理事、

李世章秘書長、廖文慈副秘書長、林景郁專利師等，就專利師考試改革方

案乙事赴考選部拜會賴峰偉部長。 

1月25日 發行公會專利師季刊第四期。 

1月28日 召開國際事務委員會第一屆第二任第一次會議。 

2月11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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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召開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第一屆第二任第一次會議。 

2月16日 
1.召開專利師在職進修委員會第一屆第二任第一次會議。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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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3日 召開編輯委員會第一屆第二任第一次會議。 

2月24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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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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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日 
1.召開第一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召開專利師法修法小組第二次會議。 

 

會務動態與紀要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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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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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拜會，本會理事長蔡坤財、國際事務委員會主任

委員林宗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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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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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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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1日 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第一屆第二任第二次會議。 

3月16日 召開發明實務委員會《智慧局組》第一屆第二任第一次會議。 

3月17日 召開100年度「專利師法修正專案相關議題之研究」計畫小組第一次工作分

配會議。 

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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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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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第一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0年2月11日下午15時 

地    點：天母國際聯誼會（Landmark） 
宴會廳（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88號B1） 

主    席：理事長蔡坤財 

記    錄：鄭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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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監事：王仁君、黃瑞賢、邵瓊慧、黃章典、秦建譜 

請    假：王至勤 

列    席：李世章、廖文慈、陳彩琪、林景郁 

應    到：20位 實    到：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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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人。 

(二)99.11.10蔡坤財理事長率同吳冠賜副理事長、宿希成常務理事、李世章秘書長、

廖文慈副秘書長於下午5時至智慧局拜會王美花局長，希望向王局長爭取每年4.26

智權日之活動經費及其他計畫預算，以利公會相關業務之推展。 

(三)99.12.10上午9時於台大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聯合研討會。聯合研討會共有124位報名（本會會員100位、非會員14位、貴賓

10位），當日參與踴躍，實際出席者共有104位（本會會員87位、非會員11位、

貴賓6位），近9成報名者出席聯合研討會；本會特邀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謝銘洋

教授、Michael A. Shimokaji, Shimokaji & Associates, P. C.、Glenn W. Rhodes, 

Howrey LLP共三位的貴賓擔任研討會專題演講人。 

(四)99.12.10下午4時於台大國際會議中心召開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中特邀請智

慧財產局二位貴賓擔任專題演講人，第一場次由王美花局長致詞暨進行專題演

講，題目：反仿冒貿易協定（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簡介，第二場

次由林清結主任進行專題演講，題目：專利師訓練之回顧，當日共有108位會員

出席（親自出席會員96位、委託出席會員12位），會議至下午6時結束，6時30分

並於同地點舉辦晚宴。 

(五)99.12.17下午3時理事長蔡坤財邀集吳冠賜副理事長、陳和貴常務理事、洪武雄常

務理事、宿希成常務理事於會館討論專利師考試改革方案。 

(六)100.1.17上午10時30分理事長蔡坤財率同吳冠賜副理事長、洪武雄常務理事、宿

希成常務理事、李世章秘書長、廖文慈副秘書長、林景郁專利師等，就專利師考

試改革方案乙事赴考選部拜會賴峰偉部長。 

(七)各委員會暨小組會議： 

1. 99.12.1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第一屆第二任第一次會議（附件1）。 

2. 99.12.1召開編輯委員會第一屆第一任第四次會議（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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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0.1.13召開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第一屆第二任第一次（附件3）。 

4. 100.1.25召開發明實務委員會第一屆第二任第一次會議（附件4）。 

5. 100.1.28召開國際事務委員會第一屆第二任第一次會議（附件5）。 

乙、討論事項 

一、新申請入會案 

專利師羅行、陳天賜、吳洲平、王仲、陳豫宛、王信、洪堯順、林更祐等8人申請入

會，請審核案。 

決議：通過。 

二、申請退會案 

專利師王偉霖、邱青松等2人申請退會，請審核案。 

決議：通過；另因王偉霖專利師遺失會員證書，故請其出具「聲明書」。會員退會時

須同時將會員證及會員證書繳還本會，若因遺失等原因無法繳還本會時，需出

具「聲明書」。 

三、秘書長李世章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來函，惠請本會協助

推薦國內輔導實績優良之創業顧問人選（請參閱附件6），經發文全體會員報名，計

有廖鉦達理事向本會申請推薦，是否准予推薦，請討論。 

決議：通過，准予推薦。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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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將100.1.17拜會

考選部之會商意見及各界反映意見彙整成甲、乙二版本，並草擬考選部意見調查回函

初稿（附件7），請討論。 

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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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率取率，改成今年度採行乙案，

明年度開始採行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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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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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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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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秘書長李世章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台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與本會合作

交流事宜，請討論。 

說明：台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向本會提議合作計畫，包含今（100）年年底

合辦兩岸專利論壇、共同進行專利師法修法之研究工作、合作辦理專利工程

師、專利行政程序人員、商標助理等教育培訓與認證課程、由本會協助洽詢各

會員事務所提供學生實習機會之意願、邀請本會相關人員擔任相關講座以及專

題演講講者。台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並提出合作意向書及備忘錄草

稿，詳見附件8。 

決議：通過；先簽署「合作意向書」，並將「合作意向書」第2條第7點文字修改為：

「建議會員進用……」，「備忘錄」則暫緩簽署。 

六、秘書長李世章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專利師法修法研究計畫案（附件9），請討

論。 

決議：智慧局日後若有專利師法相關修法研究計畫案，本會不參與投標，但爭取擔任

研究計畫案之諮詢顧問，以表達本會意見。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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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於3月底開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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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並與全國工業總會共同為認證單位，處理發證事宜（附件10）。 

決議：通過本會作為協辦單位；惟囿於經費因素，本會暫不接辦認證考試及處理發證

事宜。 

八、理事、編輯委員會主委祁明輝、理事、編輯委員會副主委周良吉、監事、編輯委員會

副主委邵瓊慧提議：有關專利師季刊之數位化案，請討論。 

說明：(一)先前遠流／智慧藏公司曾主動與本公會接洽，詢問本公會是否願意就

「專利師季刊」之數位化授權給他們，經過編輯委員會考察的結果，

認為元照公司比遠流／智慧藏公司更有經驗，且能夠提供的服務範圍

更廣，因此，目前已放棄與遠流／智慧藏合作。 

(二)元照公司除了提供專利師季刊的「數位化」服務之外，尚能提供「代

編印」及「總經銷」的服務。 

(三)有關委託元照進行「數位化」、「代編印」、「總經銷」等項目之契

約的主要內容（請參閱附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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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採行附件11中之「乙案」，並由編輯委員會進一步研議「著作物經銷契

約」之內容。 

九、理事、權利維護委員會主委何秋遠、副主委白大尹提議：智慧財產權應用與服務計畫

講習會案（附件12），請討論。 

說明：緣99年12月22日拜會智慧財產局朱副局長興華，朱副局長在工業局服務16年

餘，專責（新）產業育成，在朱副局長之引介暨中國生產力中心陳經理淑琴說

明下，暸解到目前政府有許多協助產業進行技術研發的補助計畫，如：經濟部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與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CITD）等，獲准

後其補助金額從200萬到1,000萬不等，申請時需備妥計畫書並經一定之評審程

序，計畫書內容多處涉及智慧財產權評價與相關資訊揭露，目前申請人多委託

如企管顧問公司之流等為其代理所有申請程序，包括計畫書撰寫與評審程序代

理，朱副局長認為整個申請程序應該由更具備相關專業能力的專利師來代理。 

經陳經理簡報後，提案人亦認為科專計畫之代理，屬性相當適合由專利師來辦

理，還能兼收協助專利師拓展新業務領域，實質擴大專利師業務領域，並擴充

專利師之專業職能之效，頗值得由專利師公會協助導入並推介給專利師參與，

故擬在今年度舉辦講習會，向會員介紹科專計畫代理。 

決議：通過，並於2萬元以內之預算額度授權權利維護委員會洽辦。 

十、理事、發明實務委員會主委洪澄文提議：增聘林景郁專利師、李貞儀專利師、蔡爾修

專利師、張哲倫專利師、游象敏專利師、陳豫宛專利師為第一屆第二任發明實務委員

會委員，請討論。 

決議：通過。 

十一、在職進修委員會主委李文賢提議：增聘歐姿漣專利師為第一屆第二任在職進修委員

會委員，請討論。 

決議：通過。 

十二、下次會議時間，請討論。 

決議：4月29日（五）中午12時。 

丙、臨時動議 

一、理事洪澄文提議：建議本會核發之會員證書增訂期限，請討論。 

決議：通過，期限遵照每屆理監事任期，並於下屆理監事任期開始時重新換發。 

二、理事、權利維護委員會主委何秋遠提議：製作公會徽章案，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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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授權權利維護委員會研擬徽章之樣式及提出相關費用預算，提交下次理監事會

議討論。 

三、理事、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委林宗宏提議：本公會將於2011年6月與英國專利律師協會

（CIPA）進行會談及舉辦聯合研討會案及相關事宜，請討論。 

說明： 

(一)目前已與英國專利律師協會（CIPA）Dr. Bob Ackroyd初步約定於2011年6月2日，

本公會及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台灣總會（APAA）將與CIPA於英國倫敦舉辦聯合

研討會。 

(二)CIPA並回覆初步行程如下：6月2日上午與本公會及APAA成員進行簡單會談，下

午則舉辦聯合研討會，6月3日則可安排參訪英國智慧財產局（UKIPO）或專利法

院。 

(三)林宗宏主任委員已於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理監事會議中提案由本公會及APAA共

同與CIPA舉辦聯合研討會，並已獲APAA理監事會通過。 

決議：通過；惟就兩會行政費用分攤之細節委由王仁君常務監事（APAA秘書長）於

APAA理監事會中提案討論。 

丁、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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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第一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0年3月2日上午11時 

地    點：中華民國職業訓練研究發展中心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90號11樓1108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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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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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假：宿希成、蔣大中、王仁君、秦建譜、黃章典 

列    席：李世章、廖文慈、陳彩琪、林景郁 

應    到：20位 實    到：1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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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討論事項 

一、秘書長李世章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智慧局於2月24日公告「專利師法修正專案

相關議題之研究案」（附件1），本會應否投標（附件2），請討論。 
說明：本會第一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討論事項六曾做出：「智慧局日後若有專

利師法相關修法研究計畫案，本會不參與投標，但爭取擔任研究計畫案之諮

詢顧問，以表達本會意見。」之決議。惟智慧局於2月24日公告100年度「專

利師法修正專案相關議題之研究案」之公開招標公告，擬就專利師法相關議

題進行各國法制之比較研究，預算金額新台幣50萬元。鑑此，有部分理監事

認為本會就此具體研究計劃案應否投標乙事，似應重新加以討論。 
決議：通過，進行投標。 

二、秘書長李世章提議、理事長蔡坤財交議：本會電腦系統爲配合網頁更新及業務需求，

擬購置「SQL Server 2008軟體」以建置後端資料庫（附件3），請討論。 
決議：通過。 

乙、臨時動議 

一、理事吳俊彥提議：本會是否同意智慧局目前報行政院欲修正之經濟智慧財產局組織條

例第17條（該修正案已送立法院），請討論。 
說明： 
(一)智慧局欲將目前限制外審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其編制總人數的10%加以刪除，因

此可以擴大聘請外審委員。 
(二)智慧局謂增加的外審委員不做實審工作而是做檢索與分類工作。 
(三)目前行政院已經同意成立財團法人來做專利前案檢索與分類的工作。 
決議：外審制度非長治久安之道，有諸多弊端，惟爲顧及智慧局人力不足且須清除積

案之現實，亦有其存在之必要，故由林宗宏理事擬稿，以本會名義行文智慧

局，建議其應於3年後回復10%之限制。 
二、秘書長李世章提議：考選部於3月3日檢送100年2月14日專案會議結論，並檢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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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針對智慧局建議廢考工

程力學或生物技術或電子學或物理化學或基本設計或計算機結構之六選一科目部

份），請本會於3月10日前回覆本會整合意見，請討論。 
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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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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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註以必要為限，引註應是已發表之文獻，引註未發表文獻應徵得相關著作權人之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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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如其間隔有其他引註時，則以「作者名，註X書（文），XX頁」方式呈現。 

三、來稿文章字數以5,000字至20,000字為宜（不含註解），引註總字數請勿超過全文四

分之一。 

四、大法官解釋、法條條文及行政函釋無需註明日期及出處，若非必要，請勿全文摘錄。 

五、引註格式說明如下： 

(一)中、日文文獻 

1.專書 

作者名，書名，出版年，頁數。 

例如：顏吉承，專利說明書撰寫實務，2009年，117-118頁。 

 



 

 

2.專書論文 

作者名，篇名，收錄於書名，出版年，頁數。 

例如：陳佳麟，習知技術元件組合專利之均等論主張與習知技術抗辯適用之研究，

收錄於2003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257頁。 

3.譯著 

原著，譯者，書名，出版年，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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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期刊論文 

作者名，篇名，期刊名，年月，卷期，頁數。 

例如：陳志清，企業與未實施專利實體之互動關係及因應策略（上），專利師，

2010年7月，2期，43-51頁。 

5.大法官解釋、法條 

例如：大法官釋字第645號解釋、專利法第44條。 

6.行政函釋 

例如：內政部(87)年台內地字第8673631號函。 

7.法院判決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552號判決。 

8.法院決議 

例如：最高法院91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二)其他外文文獻 

1.英文引註：請參The Bluebook引註格式。 

2.引用其他外文文獻，請依各國習慣，註明作者、論文或專書題目、論文出處

（如：期刊名、卷期數）、頁碼或邊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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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師》徵稿簡則 

一、本刊各專欄均歡迎投稿及提供資料。來稿請以中文撰稿，由左而右橫式打字，篇幅請

勿過長，專業論著每篇以5,000至20,000字為宜。請將稿件email至：mail@twpaa.org.tw。 

二、稿件初審： 

1.稿件請附摘要（A4一頁為限），註明論文題目，300字左右，A4紙張由左至右繕打，

以word軟體製作（字體為標楷體14級），並附上任職單位、職稱、通訊地址、白天

聯絡電話、手機、傳真、email。 

2.來稿一經採用，請於接獲接受刊登信後三日內將定稿電子檔傳至上述電子郵件信

箱，以便排版作業。排版後之校對，由作者負責。 

三、稿件如全部或主要部分已在其他刊物或將在其他刊物發表者，請勿投稿本刊。一稿數

投經查證屬實者，本刊得於二年內暫停接受該作者之投稿。 

四、來稿一經刊登，專利師公會（下稱本會）得多次利用。本會之編輯委員會得就其著作

重新編製紀念文集或彙集成冊及刊載於電子媒體；並得授權第三人使用或授權予資料

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為，並得為符

合各資料庫之需求，為格式之修改。 

五、投稿者欲撤回投稿時，若已完成編排作業者，需賠償本會損失，並經編輯委員會同意

後始得撤回。 

六、來稿發表後由本刊贈送當期刊物1本；稿酬12,000字內1字1元，超過12,000字部分每字

0.5元，上限15,000元。 

七、本刊每年出版4期，分別在1月、4月、7月、10月出刊，請踴躍投稿。 

八、聯絡資訊： 

1.洽詢：本會幹事鄭小姐 02-2701-1990 

2.傳真：02-2701-0799 E-mail：mail@twpaa.org.tw 



 

 

《專利師》審稿辦法 

一、為建立本刊審稿制度，促進本刊文稿品質，特定本辦法。 

二、本刊採用雙向匿名審稿制，來稿由編輯委員會依稿件性質商請二名編輯委員或相關領

域專家負責審稿，並於收到稿件後三週內審畢。 

三、編輯委員會綜合編輯委員與審稿意見後，決定是否刊登、修改後刊登、修改後再送審、

或不予刊登。 

四、編輯委員會得視需要，就各期刊物設定主題，由各編輯委員選定各期主題，並擔任當

期主編。當期主編所邀稿件，得獨立審稿後逕為刊登。 

五、本辦法經編輯委員會通過後，自中華民國99年2月1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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