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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序 

歷經19年的延宕，立法院終於在2007年6月14日三讀通過「專利師法」，並
於2008年1月11日開始施行，這是十年前智慧財產局前局長蔡練生（現任工總秘
書長）多方奔走與努力協調所完成的不可能任務。記得專利師法通過的當天，

接到蔡前局長的電話很冷靜的告知專利師法通過了，反而是我覺得難以置信

以為是在做夢。值此專利師節與專利師法施行十周年慶祝大會，要特別的感謝

蔡前局長長期以來為專利制度所做出的努力與完成的具體貢獻。 

專利師公會成立至今只有短短八年，這段期間，要感謝智慧財產局前局長

王美花（現任經濟部常務次長）與現任智慧財產局局長洪淑敏協助，讓專利師

公會有非常寬廣的自主管理空間。也要感謝長期從事智慧財產工作之資深道

長，特別是P100長青菁英成員（年齡加上IP服務年資合計超過100之專利師），
P100長青菁英成員們在本身的事業上堅守崗位，在公會的公益上無私的貢獻時
間與經驗，是全體專利師的楷模與榜樣，也期待每一位專利師日後都能成為

P100長青菁英成員。 

專利師公會除了會員大會、理監事聯席會與秘書處之外，依照本身之任務

需要與智慧財產時代趨勢，分別成立了發明實務、商標實務、設計實務、專利

師倫理紀律、專利師權益維護、專利師在職進修、編輯、兩岸事務、國際事

務、企業智權管理實務、智慧財產法院實務、日本事務、職前訓練、與無形資

產評價等十四個委員會，藉由這些執行委員會，讓專利師公會提供更多元的舞

台並且得以順利展開業務，凝聚專利師向心力與爆發力，隨著專利師國家考試

的舉辦，相信今後會有更多熱情年輕的專利師加入專利師公會的陣營，專利師

公會快速茁壯的時代已經來臨。 

為了因應新技術領域與新興商業模式，例如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

無人交通工具、區塊鏈、金融科技、生物科技、綠能科技等科技新技術之創新

與智慧財產之產出服務，專利師公會透過各種教育訓練、產業研討會與國際會

議交流，培養專利師適應快速變遷之新技術應用，以利完全掌握全球智慧財產



 

 

環境，能為客戶提供妥適之國際智慧財產戰略，並為國家智慧財產制度之推展

盡一份心力。 

專利師除了在專利的專業之外，也需要具有商標、著作權與營業秘密等全

方位之智慧財產專業知識，在這智慧財產運營蓬勃發展來臨的時代，我們期待

專利師能為整個專利生命週期提供完整服務，我們鼓勵專利師投入產官學研之

研發創新行列，能夠在研發端先期的協助做好專利檢索、專利地圖與專利指

導，避免重複研發而能有效產出優質創新技術，以利專利申請形成優質專利組

合。我們也期待有更多的專利師投入專利生命週期後端之專利運營，提升並活

化專利價值，進而協助建立無形資產鑑價、投融資、證券化交易等等金融配套

措施或制度，讓智慧財產制度產生良性循環。 

毫無疑問的，專利師制度與專利師公會提供了一個理想的舞台，讓志同道

合的專利師們一起為理想而奮鬥。未來專利師，特別是年輕專利師必須牢牢抓

緊服務機會，互相勉勵、互相提攜，為提升專利師的社會形象而努力，堅持專

業、熱心公益、追求卓越，立志為智慧財產事業與國家競爭力做出具體貢獻。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理事長 

  吳冠賜 

2018年4月26日 

 



 

 

 

本期《專利師》季刊適逢「專利師節暨專利師法施行十週年慶祝大會」，

特以【2018專利師節特刊】發行，以茲慶祝。於此特刊中，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特別邀請日本東京大學大渕哲也教授為本刊【智慧財產案件審理制度研討專欄】

撰寫關於對審結構之論文，並委請具備多年智財法律專業及日文專業的羅秀培

律師翻譯本論文。主編在此要特別感謝羅秀培律師居中協助本刊與大渕哲也教

授的溝通，讓本專欄能夠順利呈現給讀者。 

另外，本期更於【專題研究】收錄徐銘夆高級審查官、林育輝經理、劉國讚

所長／教授、陳奕之專利師等4篇論文，先進們不吝分享研究心得，在此發表精
湛的論文，讀者一定能夠深刻感受到作者們所投注的努力與心血。感謝先進們

總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回覆專業的資訊，深藏於文章中的寶藏絕對值得讀者細

細體會。 

第33期專利師季刊之各篇論文的摘要如下，提供讀者參考： 

關於大渕哲也教授原著暨羅秀培律師譯著的「日本發明專利舉發程序及撤

銷訴訟之對審結構與撤銷訴訟解決紛爭之實效性（撤銷判決之拘束力等）」乙

文，其摘要為「本文將討論日本之發明專利舉發程序及撤銷訴訟之對審結構，

一併論及相關重要論點即撤銷訴訟解決紛爭之實效性。本文所稱之對審結構，

指針對私權（發明專利權），以私人（舉發人）與私人（被舉發人即發明專利

權人）作為程序當事人之制度。在此意義下，日本之發明專利舉發程序、及其

嗣後之撤銷訴訟，皆採對審結構，惟課予義務訴訟則非對審制。課予義務訴訟

需以行政機關作為被告，而撤銷訴訟則在立法政策上可選擇以私人作為被告。

基此，對審結構在撤銷訴訟雖屬可行，然在需以行政機關作為被告的課予義務

訴訟，則有其窒礙難行之處。依據上述說明，為使對審結構具有可操作性，其

行政訴訟之種類必須限於撤銷訴訟，而為使撤銷訴訟成為可行之法律制度，其

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厥為，撤銷訴訟需具有充分解決紛爭之實效性。至於如何評



 

 

價撤銷訴訟解決紛爭之實效性，其關鍵要素為，撤銷判決需有拘束行政機關之

效力等。」。 

關於徐銘夆高級審查官的「解析部分設計專利近似判斷原則——以日本
『包裝盒』部分意匠侵權事件為中心」乙文，其摘要為「本文以平成28年『包
裝盒』部分意匠侵權事件為中心，對日本法院在部分意匠的近似判斷實務進行

探討。分析結果顯示，日本部分意匠的虛線除了可用於解釋『欲取得意匠登錄

之部分』所應用之物品及位置、大小、範圍外，尚可用來解釋『欲取得意匠登

錄之部分』的用途與功能。此種耽溺於虛線的牢結意識，將不可避免地弱化實

線在近似判斷的權重，從而導致部分意匠保護範圍面臨實質窄化的後果。為落

實設計專利之周延保障，筆者依據自身審查經驗，並借鑑日本部分意匠學說，

從物品範圍以及虛線對於確定專利權範圍等差異，將部分設計專利歸納成以下

五種類型，最後提出近似判斷的論述。(1)組件型、(2)整體型、(3)具功能之特徵
型、(4)不具功能之特徵型、(5)花紋型」。 

關於林育輝經理的「談民事專利侵權訴訟中之專利更正權」乙文，探討專

利法第67條所賦予專利權人對於已經公告之專利權進行更正的權利，此一更正
權在民事專利侵權訴訟中所現存或可能的爭議問題，諸如：民事法院是否必須

對更正之合法性做出裁判？專利權人有無利用更正申請而有意圖延滯訴訟？專

利權人對於系爭專利請求項之更正是否涉及訴之變更？經由整理現有文獻以及

智慧財產法院審判實務的案例來尋求解決爭議問題的答案或提出建議的方案，

值得各界在未來研議智慧財產案件審理制度時的另一種參考觀點。 

關於劉國讚所長／教授的「自動且一致的專利權國際耗盡原則——論美國
最高法院Impression v. Lexmark判決」乙文，其摘要為「權利耗盡原則是從專利
制度的基本精神而來，並未明確規範於專利法中。實務上若專利權人於首次銷

售時做出限制，例如限制購買人不得再度銷售、或對於某些消耗性器材限制僅

能使用一次，則購買人再度將該物品重製並銷售時，專利權人可否對其主張專

利權？亦即是否可讓專利權人保留專利權而無耗盡？又專利商品在國際間流通

時有應採國際耗盡（foreign exhaustion）或國內耗盡（domestic exhaustion）原則
的問題？美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簡稱最高法



 

 

院）於2017年作成的Impression Products, Inc. v. Lexmark Intern., Inc.事件（以下
簡稱本件訴訟）中，對於權利耗盡原則有明確的闡釋，也對於美國係採國際耗

盡或國內耗盡做出明確的宣示。本文將從本件訴訟的判決歷程與案例法，探討

有關專利權耗盡在實務上所爭議的問題」。 

關於陳奕之專利師的「《智財策略管理與企業經營整合》二部曲——忽略
智財策略管理的問題與風險及失敗企業之警惕」乙文，其摘要為「企業一旦將

企業經營策略與智財管理分離，將導致各部門雖貌似『各司其職』，但不論由

內而外或由外而內，卻皆可能『多管齊下』，而鮮有成果。在多種智財策略管

理的作法與實踐中，本文認為個別優劣不一而足，端視企業於面對不同情境

時，基於當下自身的資源考量，加以評估並應用最為適當的對策。除此之外，

本文亦將藉由說明柯達與Xerox係如何從崛起到殞落，及此過程與智財管理之關
聯，凸顯柯達和Xerox不僅忽略競爭者的技術進步和市場的客觀需求，又未妥善
保護產出，且未察覺研發成果存在之商業價值，更未能將智財管理和企業經營

同步規劃，最終招致衰敗。然而，吾人更應了解的是柯達和Xerox並非企業智財
策略管理整合失敗之特例，若身為企業經營管理階層或內部智財團隊，應以柯

達和Xerox的失敗為警惕，妥善的將智財管理與其他商業策略細節整合至企業經
營，而作為企業的外部智財顧問，亦應進一步整合相關知識，藉由自身經驗，

提供企業適當之協助與資源，以期幫助企業能夠在智財策略管理層面上，更上

一層，進而爬上另一個高峰！」。 

本期《專利師》季刊【2018專利師節特刊】內容特別的豐富，衷心希望讀
者與我們一樣可以從中獲益良多，並能繼續支持我們，讓我們能夠推出各界先

進發表的精湛論文，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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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案件審理制度研討專欄  

日本の特許審判・審決取消訴訟の対審構造性と    

審決取消訴訟の紛争解決実効性          

（取消判決の拘束力等） 

大渕哲也* 

Ⅰ はじめに 

本稿においては、日本の特許審判・審決取消訴訟の対審構造性について論ず

るが、重要関連論点である審決取消訴訟の紛争解決実効性についても併せて論ず

る。本稿においては、私権（特許権）をめぐる私人（無効審判請求人）と私人

（無効審判被請求人＝特許権者）が手続当事者とされている手続構造をもって対

審構造ということとする。したがって、この意味では、日本の無効審判も、無効

審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も対審構造であるが、義務付け訴訟は対審構造ではない。義

務付け訴訟では被告が行政庁が属する権利主体となるが、取消訴訟では、被告が

私人となることも立法政策としてあり得る。この関係では、取消訴訟では対審構

造が可能となるが、義務付け訴訟では対審構造は困難である。このように対審構

造が可能となるためには、取消訴訟とならなければならず、また、取消訴訟とい

う法制度が法制度として成り立つためには、取消訴訟が十分な紛争解決実効性を

有することが不可欠の大前提となる。取消訴訟の紛争解決実効性については、審

                                                        
DOI：10.3966/221845622018040033001 
收稿日：2018年2月1日 
* 東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法学部教授。 
* 本稿は、講演レジュメ（「日本の特許審判及び特許審決取消訴訟の対審構造に関する理論

的研究——無効審判を中心として——」）に付加説明等の加筆等をしたものである。な

お、タイトルについては、内容をより反映するものに改め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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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取消判決の拘束力等の点が鍵となる。 

そこで、本稿では、大前提となる理論的背景ないし前提（Ⅱ）を論じた上

で、まず、（無効）審判及び審決取消訴訟の対審構造性（Ⅲ）につき論ずる。そ

の上で、重要関連論点である審決取消訴訟の紛争解決実効性についても審決取消

判決の拘束力等（Ⅳ）を中心として論ずる。なお、本稿では、無効審判と無効審

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を中心に論じる。 

Ⅱ 理論的背景ないし前提 

１ 「法政」理論及び特許権の私権性 

⑴「法政」理論 

特許関係処分については、美濃部達吉博士の「法政」理論1が も的確に本質

を突いているものと思われる2。特許は「法政」であり、実質は民事裁判ないし民

事司法（非訟・訴訟）だが、法形式としては、これを裁判の法形式で行うこと

も、行政行為の法形式で行うことも可能となる。「法政」理論では、日独の現行

法制につき以下のような説明が可能となる。美濃部達吉博士の上記論考は戦前の

ものなので、ドイツ旧法と日本旧法しか対象として考察していないが、基礎理論

を当てはめると以下のようになると解される。審査も審判も特許訴訟（審決取消

                                                        
1  美濃部達吉『行政法撮要下巻〔改訂第3版〕』（有斐閣・1932年）513頁、519-521頁参

照。 
2  美濃部達吉 『行政法撮要下巻〔改訂第3版〕』（有斐閣・1932年）520頁。「就中、工

業所有権、著作権、鉱業権及漁業権ニ付テハ権利ノ形成保護及監督ニ付キ一般ニ之ヲ裁判

所ノ権限ニ属セシメズシテ行政機関ノ処理スル所タラシメ、工業所有権及鉱業権ハ商工

省、著作権ハ内務省、漁業権ハ農林省ノ所管ニ属セシム。即チ此等ノ作用ハ形式ノ意義ニ

於テハ行政権ニ属スルモノナリ。従来ノ行政法教科書ハ此等ヲモ内務行政ニ属スルモノト

シテ論ズルヲ普通ト為スト雖モ工業所有権、著作権、鉱業権及漁業権ハ何レモ一般私人ニ

対抗スベキ効力ヲ有スル私法上ノ財産権ニシテ、其ノ形成ニ関与シ又ハ之ヲ保護シ監督ス

ルガ為ニスル国家ノ作用ハ其ノ性質ニ於テ他ノ私法上ノ財産権ニ関スル民事司法権ノ作用

ト異ナルコトナク、警察又ハ保育トハ明ニ其ノ法律上ノ性質ヲ異ニス、之ヲ内務行政ノ一

部トシテ論ズルコトハ其ノ作用ノ法律上ノ性質ヲ正当ニ認識セザル誤アルモノナ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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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も、すべて実質は民事裁判（非訟・訴訟）だが、日本現行特許法は、審査

と審判は、行政処分の法形式で行い3、審決取消訴訟は、行政処分取消訴訟（行政

訴訟）の法形式で行っている。ドイツ現行特許法は、審査は行政行為の法形式で

行っているが、無効手続（Nichtigkeitsverfahren）は、一審が連邦特許裁判所

（Bundespatentgericht）における無効訴訟第一審、二審が連邦通常 高裁判所

（Bundesgerichtshof）における無効訴訟控訴審という民事訴訟（全くの裁判）の

法形式で行っている。 

⑵特許権の私権性 

特許権は私権である（特許権私権原型論4）。特許処分という行政処分から特

許権という私権が生まれるという点が特許の眼目である。すなわち、特許権も、

所有権や著作権等と同様に私権であるが、その発生・消滅・変更に行政処分（特

許処分、無効審決、訂正審決）が直接に関与する。一般の行政処分の場合には、

処分と処分の結果生じた法的効果（公法上の地位等）が分かち難く結び付いてい

るが、特許処分と特許権の場合は、全くそうではない。一般の行政処分とは異な

り、私権の発生に直接かかわる行政処分という意味で特殊な行政処分である特許

処分の場合には、特許処分によって特許権が発生すると、特許権は、特許処分と

は別個独立の存在として観念される。そのため、後述のとおり、特許処分（親）

                                                        
3  いずれも、行政処分の法形式であるが、査定系（審査での査定、特許異議での決定、審

判での審決）は非訟の実質であり、当事者系（審決）は訴訟の実質であるといえる。ちな

みに、侵害訴訟（民事訴訟）、審決取消訴訟（行政事件訴訟）は、名実（法形式及び実質

ともに）ともに訴訟である。 
4  「特許権私権原型論」とは、特許権の私権性を前提とすると、行政手続というものも、

権利の特殊性からくる行政手続介在の必要性ゆえに、特別に肯定されているものであっ

て、特許権であれば行政手続の介在が当然であるといったアプリオリな議論は適切ではな

く、あくまで、行政手続の介在の要否ないしその程度等につき個別に吟味していく必要が

あるとする立場といえる。大渕哲也「知的財産保護のための法システムに関する横断的分

析──体系的分析のための基礎的枠組の提示を中心として」ジュリ1237号（2003年）196-
197頁、209頁、212頁、同「特許処分・特許権と特許無効の本質に関する基礎理論」日本

工業所有権法学会年報（以下「大渕・工所法34号」という）34号（2011年）66頁（注5）
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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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の無効と特許権（子）自体の無効とは、別個独立のものとして観念できるこ

とになる5。 

民事訴訟法には、特許権等に関する訴えについての管轄規定が置かれている

が（民事訴訟法6条）、これは、特許権侵害訴訟を典型例とする「特許権等に関

する訴え」が、行政事件訴訟ではなく、民事訴訟であることが前提であることを

明確に立法上示すものといえる。仮に、特許権が公権であれば、特許権等に関す

る訴えについての管轄規定も、公法上の当事者訴訟（実質的当事者訴訟。「公法

上の法律関係に関する確認の訴えその他の公法上の法律関係に関する訴訟」。行

政事件訴訟法（以下「行訴法」という）4条後段6）に係るものとなって、当然の

ことながら、行訴法に置かれるべきものであろうが、そうではなく、民事訴訟法

に置かれていることからしても、法が特許権を私権と考えていることは明らかで

あると解される。 

２ ドイツ及び日本の法制度の歴史的変遷7 

⑴ドイツ法制度の歴史的変遷 

ドイツでは、無効手続については、戦前から特許局無効部が第一審として取

扱い、政府の見解によると、特許局無効部は特別裁判所として扱われてきた。な

                                                        
5  以上、大渕・工所法34号65-68頁。特許処分の具体的内容としては、特許査定（又は特

許審決）であるが、それによる特許権の発生時期が、設定登録という別の行政処分時とな

っているにすぎない。 
6  行政事件訴訟法4条 
 「第四条 この法律において「当事者訴訟」とは、当事者間の法律関係を確認し又は形成

する処分又は裁決に関する訴訟で法令の規定によりその法律関係の当事者の一方を被告と

するもの及び公法上の法律関係に関する確認の訴えその他の公法上の法律関係に関する訴

訟をいう。」 
7  ドイツの法制度については、大渕哲也『特許審決取消訴訟基本構造論』（有斐閣・2003

年）（以下「大渕・基本構造論」という）17頁以下、大渕哲也「ドイツ法及び欧州法（条

約等）における特許侵害訴訟と特許無効等の関係」『知的財産訴訟制度の国際比較』（別

冊NBL 81号）（商事法務・2003年）204頁以下、日本の法制度については、大渕・基本構

造論131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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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無効手続の控訴（Berufung）審（第二審）は、戦前はライヒ 高裁判所

（Reichsgericht）、戦後は連邦通常 高裁判所であり、控訴審では、事実審とし

て続審的に審理されていた。 

ドイツにおいては、戦前から、1961年の大制度改正前は、我が国の審判に対

応する作用について、裁判か行政かという争いがあった。ただ、実質が裁判作用

であることについては特に争いはなく、法形式が裁判（特許局に置かれた特別裁

判所による裁判）か行政行為かの点での争いにすぎなかった。1959年6月13日の

連邦行政 高裁判所判決（BVerwGE 8, 350）により、国家に対して利害関係を有

しない第三者による裁判が実現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ためには、裁判所が執行機関か

ら分離された特別の機関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が、特許局抗告部にはそのような執

行機関との分離が存在しないから、特許局抗告部につき、憲法（ボン基本法）の

意味における裁判所（特許局に置かれた特別裁判所）とみ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とさ

れた（同判決では、実質が裁判作用であることが否定されたわけではない）。

1959年6月13日の連邦行政 高裁判所判決は、特許局抗告部についてのものであ

るが、判示の結論部分や理由付けからして、特許局無効部について別異に解する

ことは困難であった。したがって、特許局抗告部も、特許局無効部も、ドイツ憲

法上の特別裁判所としてみ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そこで、1961年の大制度改正により、連邦特許裁判所（高等裁判所レベル）

が新設され、従前の特許局無効部（無効手続第一審）・抗告部（拒絶査定等に対

する抗告手続（Beschwerdeverfahren））が連邦特許裁判所に移管されたため、現

在では、名実ともに、明らかに裁判所である。 

なお、連邦特許裁判所は、法律系裁判官と技術系裁判官の双方からなる合議

体によって審理判断される。連邦通常 高裁判所[BGH]は、法律系裁判官のみか

らなる合議体によって審理判断される。これに対して、侵害訴訟を審理判断する

裁判所は、法律系裁判官のみによって構成される。 

⑵日本の法制度における歴史的変遷 

戦前の日本では、特許局の無効審判（及び抗告審判）で無効が扱われたが、

これらの審決に対して大審院への上告（Revision）が認められていた。ドイツ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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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訴（Berufung）であるのとは異なり、日本では上告であるため、審理判断対象

は法律問題に限定されていた。行政裁判所ではなく、大審院に対する上告である

ことが極めて注目され、ドイツの法制度の強い影響が見て取れる。美濃部達吉説8

・清瀬一郎説9という有力説は、ドイツと同様に、無効審判を民事裁判と考えてい

たが、これらの見解では、上告裁判所が大審院であるというのはごく自然である

こととなる。これに対して、日本政府は、無効審判につき行政であると解してい

たとされ、上告がなされるのが行政裁判所でなく大審院であるのは立法上の例外

とされていたようである。このように戦前は、無効審判が裁判か行政かで争いが

あったが、戦後の昭和23年（1948年）改正による審決取消訴訟（審決に対する訴

え）制度の導入により、法形式につき行政処分（審決）取消訴訟であることが明

示されたのであって、反面、無効審判等の審決につき法形式につき行政処分であ

ることが明示されたといえる。ただ、実質が民事裁判（民事訴訟）であることは

不変であると解されるのであって、実質と法形式を峻別することが肝要である。 

                                                        
8  美濃部達吉『日本行政法（下）』（有斐閣・1940年）381頁。「特許権に関する審判及

び抗告審判は、争訟の手続を以つて私権を形成し又は確認する行為であつて、其の形成訴

訟たると確認訴訟たるとを問はず、共に性質上は一種の民事訴訟であり、審判官及び抗告

審判官は憲法（60条）の所謂特別裁判所に相当する。唯特許権の特殊の性質に基づき、他

の工業所有権と共に、第一審及び第二審はこれを通常裁判所の権限より除き、行政機関を

以つて其の裁判機関たらしめて居るのである。併し、特許権に関し斯かる特別の裁判機関

が設けられて居ることは、敢て特許権に関する争に付き全然民事訴訟を許さないものとす

る趣意ではない。」 
9  清瀬一郎『特許法原理』（嚴松堂書店・1922年）447頁。「要スルニ発明権ノ不存在ヲ

確定スル確認訴訟ニシテ裁判所構成法ニ謂フ『民事』ノ訴訟事件ナリ。唯玆ニ一言附加ス

ヘキハ特許ノ無効ハ、然ラハ、通常裁判所ニ於テモ之ヲ判定シ得ヘキヤ否ヤ是レナリ。特

許権カ私権ナル以上ハ通常裁判所ハ原則トシテ其存否ニ付キ判定権ヲ有スヘキナリ。故ニ

例ヘハ特許権ハ抛棄ニ依リ消滅シテ存在セス、若クハ特許付与手続ニ重大ナル欠陥アリテ

特許権ハ成立セストノ理由ニ依ル特許権無効ノ訴訟ハ民事裁判所ノ管轄ニ属スヘキヤ疑ナ

シ。唯第五十七条ノ原因アル場合ニハ特ニ『審判ニ依リ之ヲ無効トスヘシ』ト在リ、審判

ハ特許局ニ於テ行フモノナル以上ハ、特許法第五十七条、第八十四条ハ裁判所構成法第二

条ノ例外ヲ定メタル法律ニシテ、同条ニ『但シ法律ヲ以テ特別裁判所ノ管轄ニ属セシメタ

ルモノ』ニ相当シ、通常裁判所ハ第五十七条ノ原因ニ依ル特許無効確認ノ訴訟ヲ受理スル

コトヲ得サルモノト解セサルヘカラ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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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ドイツでは、旧法時代から、無効手続の申立てが訴え（Klage）と呼ばれ、

当事者も原告・被告と呼ばれるなど非常に裁判的・訴訟的であったが、現行法で

は、その上、無効理由の法条ごとに画される訴訟物（Streitgegestand）（①特許性

の欠如（fehlende Patentfähigkeit）（ドイツ特許法22条1項、21条1項1号）、②開示

不十分（unzureichende Offenbarung）（同法22条1項、21条1項2号）、③冒認

（widerrechtliche Entnahme）（同法22条1項、21条1項3号）、④特許対象の不適法

な拡張（unzulässige Erweiterung des Gegenstands des Patents）（同法22条1項、21条

1項4号）、⑤特許保護範囲の拡張（Erweiterung des Schutzbereichs des Patents）

（同法22条1項））を前提として同訴訟物の範囲に既判力が及ぶというように、

極めて高度に民事訴訟（形成訴訟）となっている。また、訴えの変更も可能であ

る。第一審、第二審ともに通常裁判権（民刑事裁判権）に属するものであって、

行政裁判権には決して属していない。技術系裁判官を裁判官として認める特殊な

ドイツ法とは大きく異なり、日本法では、技術系裁判官を裁判官として認めるの

は無理であると解される。よって、日本で無効手続を採用するためには、ドイツ

型の無効訴訟のままではなく、法形式としては、「無効審判＋審決取消訴訟」の

現行制度が現実的な唯一の解と解される。 

なお、審決取消訴訟の機能不全解消なくしては、無効審判制度の維持自体は

困難と解される。無効手続の機能不全のための深刻な弊害を無効抗弁が吸収して

いるといえる。ただ、侵害訴訟からみ型（侵害訴訟提起済みの事案）は、（同侵

害訴訟における）無効抗弁でよいが、これとは異なる無効手続が求められるの

は、侵害訴訟提起前の予防型である。侵害訴訟提起前の予防型であれば、無効手

続の弊害の無効抗弁による吸収が期待できないため、後記Ⅳのとおり、審決取消

訴訟の審理範囲制限の論法等を否定することにより実効的な紛争解決を図る必要

がある。 

３ その他の前提 

①ドイツ法と同様に、日本法でも、無効審判の審決等の特許関係処分は裁量

処分ではなく、羈束処分（gebundener Verwaltungsakt）（非裁量処分）と解され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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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る10。 

②日本法では、行政処分取消訴訟の訴訟物は、「当該行政処分の違法性一

般」と解されており、全くの定説である11。審決取消訴訟の訴訟物についても例

外ではなく、訴訟物は、当該審決（行政処分）の違法性一般である。当該審決の

違法性一般とは、具体的には、無効審決取消訴訟においては、（主張された）無

効理由が一つも成立しないことであり、無効不成立審決取消訴訟においては、

（主張された）無効理由が少なくとも一つは成立することである。 

③（当事者系の）無効審判12の審決取消訴訟については、立法政策上の特則

として、被告が特許庁長官ではなく私人（審判請求人又は被請求人）となってい

る。 

④特許無効とは、特許権の無効であって、特許処分の無効ではない。つま

り、特許無効とは、重大かつ明白な瑕疵による特許処分の当然無効ではない。ま

た、侵害訴訟における（無効理由が存在することが明らかであることを理由とす

る）権利濫用によるキルビー抗弁（ 判平成12年4月11日民集54巻4号1368頁〔キ

ルビー事件〕（以下「キルビー 判」という））は、あくまで権利濫用の形をと

っていたが、平成16年（2004年）改正後の法104条の3の抗弁は、この特許無効の

抗弁であると解される（キルビー抗弁とは異なり、明白性要件は一切要求してい

ない）。ドイツでは、侵害訴訟における特許無効の抗弁は否定されているが、そ

れは、行政行為有効性原則（日本の公定力論に対応するもの）ゆえではなく、特

                                                        
10  大渕・基本構造論307-311頁参照。 
11  大渕・基本構造論153頁以下参照。行政処分は、①処分主体、②処分名宛人、③処分日

時及び④処分内容（主文等）により、範囲・同一性が画されると解するのが通説的見解で

ある。 
  したがって、ある行政処分についての取消訴訟の判決の既判力は、後の別の行政処分に

ついての取消訴訟には及ばないが、取消判決の場合には、前訴判決の理由中において処分

の違法事由とされた具体的な事由については、後述のとおり、処分又は裁決をした行政庁

その他の関係行政庁に対する拘束力（行訴法33条）が及ぶことになる。 
12  無効審判には、特許無効審判（特許法123条）と延長登録無効審判（同法125条の2）の

双方があるが、本稿では、議論の錯綜を避けるため、特許無効審判に絞って議論の対象と

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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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付与（特許処分）の構成要件的効力（Tatbestandswirkung）ゆえのものである。

特許無効は特許権を無効とするものにすぎず、特許処分自体を無効とするもので

はない。特許権（子）を生むことによって特許処分（親）は目的を達するのであ

って、特許権を生んだ後の特許処分（親）を無効としても法的には無意味であ

る。発生した特許権（子）は、特許処分（親）とは別個独立の存在（臍の緒は切

れている別人である）となるため、特許権の有効無効も、特許処分自体の有効無

効とは別個独立に観念できることになる。行政処分たる特許処分を無効とするの

であれば、それを巡る行政訴訟につき、特許庁を被告とすることとなろうが、私

権たる特許権の無効にすぎないので、特許権の無効を巡る行政訴訟につき、私人

被告も立法政策的に十分にあり得るのである13。 

⑤日本法では、行政処分取消訴訟などの抗告訴訟については、職権証拠調べ

（行訴法24条）は可能であるが、職権探知主義ではないと解されている（したが

って、裁判所は、当事者の主張がない主要事実については顧慮することができな

いと解されている）。しかし、審判については、職権探知主義が採用されている

（特許法153条）。これに対して、ドイツの無効訴訟については、職権探知主義

（Untersuchungsmaxime）である。 

Ⅲ 無効審判及び審決取消訴訟の対審構造性 

１ 前提としての原告適格・被告適格の一般論 

⑴原告適格の一般則は、行訴法9条1項14のとおり（「当該処分又は裁決の取

消しを求めるにつき法律上の利益を有する者」）であるが、特許審決等取消訴訟

（審決取消訴訟及び特許取消決定取消訴訟）の原告適格については、特許法178

                                                        
13  以上につき、大渕・工所法34号75頁以下参照。 
14  行政事件訴訟法9条（原告適格） 
 「第九条 処分の取消しの訴え及び裁決の取消しの訴え（以下「取消訴訟」という。）

は、当該処分又は裁決の取消しを求めるにつき法律上の利益を有する者（中略）に限り、

提起することができる。（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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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2項15に特則（「当事者、参加人」等に限定）が置かれている。特許権が対世的

な権利であるため、利害関係がある第三者の範囲が著しく広汎になり、そのすべ

てに原告適格を認めると「裁判渋滞」のおそれがあるためと説明されている16。

ちなみに、日本法では、「当事者」という語は参加人を含まない狭義で用いられ

るのが通常なので注意されたい（特許法178条2項の「当事者、参加人」と規定さ

れているのもその一例である）。 

⑵被告適格の一般則は、行訴法11条17のとおりであるが、特許法179条18には

特則が置かれている。審決取消訴訟の被告適格は、査定系（ex parte）（無効審判

以外）では、特許庁長官であり（同条本文）、当事者系（inter partes）（無効審

判）では、私人（審判請求人又は被請求人）である（同条但書）。平成16年

（2004年）行訴法改正前でも、二重の例外であったが、同平成16年改正により更

に例外が加わって三重の例外となっている。すなわち、①特許法179条本文です

                                                        
15  特許法178条（審決等に対する訴え） 
 「第百七十八条 取消決定又は審決に対する訴え及び特許異議申立書、審判若しくは再審

の請求書又は第百二十条の五第二項若しくは第百三十四条の二第一項の訂正の請求書の却

下の決定に対する訴えは、東京高等裁判所の専属管轄とする。 
２ 前項の訴えは、当事者、参加人又は当該特許異議の申立てについての審理、審判若し

くは再審に参加を申請してその申請を拒否された者に限り、提起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以下略）」 
16  特許庁編『工業所有権法（産業財産権法）逐条解説〔第20版〕』（発明協会・2017年）

538頁参照。 
17  行政事件訴訟法11条（被告適格等） 
 「第十一条 処分又は裁決をした行政庁（中略）が国又は公共団体に所属する場合には、

取消訴訟は、次の各号に掲げる訴えの区分に応じてそれぞれ当該各号に定める者を被告と

して提起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一 処分の取消しの訴え 当該処分をした行政庁の所属する国又は公共団体 
二 裁決の取消しの訴え 当該裁決をした行政庁の所属する国又は公共団体（以下

略）。」 
18  特許法179条（被告適格） 
 「第百七十九条 前条第一項の訴えにおいては、特許庁長官を被告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

い。ただし、特許無効審判若しくは延長登録無効審判又はこれらの審判の確定審決に対す

る第百七十一条第一項の再審の審決に対するものにあつては、その審判又は再審の請求人

又は被請求人を被告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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ら例外となる。処分行政庁は審判官合議体であるのに特許庁長官が被告適格を有

する19。②特許法179条但書は、私人たる審判請求人又は被請求人が被告適格を有

するため全くの例外である。③同平成16年改正によって、行政庁の所属権利主体

たる国又は公共団体が被告となるが、特許法では、処分行政庁（厳密には①のと

おり特許庁長官）自身が被告である。 

２ 無効審判の対審構造及び無効審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の対審構造 

［前提］日本法では、被告（受動的当事者）については、審判での対審構造性

と審決取消訴訟での対審構造性が連動している。査定系（＝無効審判以外）の審

決取消訴訟では、被告が特許庁長官となり、当事者系（＝無効審判）の審決取消

訴訟では、被告が私人（審判請求人又は被請求人）となる（特許法179条本文・

但書）。 

⑴原型たるドイツの無効訴訟の実質を行政処分（無効審判の審決）・

行政処分取消訴訟（無効審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という法形式により

実現する現行日本法 

原型たるドイツの無効訴訟（Nichitigkeitsverfahren）（第一審・第二審）は、

当然のことながら対審構造であり、特許権者と無効審判請求人が当事者（原告・

被告／被告・原告）である。当然のことながら、第二審では第一審裁判所は当事

者にはなっていない（裁判型の本質を示す）。 

原型たるドイツの無効訴訟の実質は日本法でも変わらない。ただ、日本法で

は、無効訴訟の実質を有するが、民事訴訟（第一審・第二審とも裁判所）という

法形式（ドイツ型）ではなく、行政処分（無効審判の審決）・行政処分取消訴訟

（無効審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という法形式（現行日本法型無効手続・昭和23年

（1948年）改正以降）により実現する。実質が無効訴訟で変わらないので、法形

                                                        
19  特許庁編『工業所有権法（産業財産権法）逐条解説〔第20版〕』541頁は、「特許庁に

おいて現実に審決を行うのは審判官であり、しかも審判官は独立の官庁であると解されて

いるから、行政事件訴訟法の一般原則からすれば被告は審判官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説

明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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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が行政処分・行政処分取消訴訟と変わっても、無効訴訟の対審構造の本質は変

わるはずもない。よって、日本の無効手続においては、無効手続第一審の無効審

判も、無効手続第二審の審決取消訴訟も、無効審判請求人と特許権者という私人

間の対審構造となる。 

⑵ 公益的・行政的な特許異議と紛争処理的・民事的な無効審判という

対比における無効審判の特殊性 

上記両者については、公益的・行政的な特許異議と紛争処理的・民事的な無

効審判として対比される。民事紛争処理的本質からしても、無効審判請求人対被

請求人（特許権者）となるのはむしろ当然である。この本質をそのまま手続形式

にストレートに反映するのがドイツの無効訴訟であり、日本における無効手続第

一審の無効審判も無効手続請求人対被請求人（特許権者）となるのは当然であ

る。 

ちなみに、公益的・行政的な特許異議20でさえも、（申立ては異議申立人に

よるが、その後の手続は）原則として、特許庁（審判官合議体）対特許権者とい

う、対審構造に近い手続構造である。特許異議の申立ての認容決定である特許取

消決定の取消訴訟では、原告特許権者対被告特許庁長官であって、異議申立人は

当事者（原告・被告）とはならないものの21、特許権者は原告（当事者）となっ

                                                        
20  平成15年（2003年）特許法改正により、付与後の特許異議申立制度は一旦廃止された

が、平成26年（2014年）特許法改正により、旧制度の問題を改善しつつ、付与後の特許異

議申立制度が新設（実質復活）された。 
  特許異議申立制度は、当事者間の具体的紛争の解決を主たる目的とするものではなく、

特許付与後の一定期間に限り、広く第三者に特許の見直しを求める機会を付与するもので

あって、申立てがあったときは、特許庁自らが特許処分の適否を審理し、瑕疵ある場合に

はその是正を図ることにより、特許に対する信頼を高めるという公益的な目的を達成する

ことを主眼とした制度である。特許庁編『工業所有権法（産業財産権法）逐条解説〔第20
版〕』378頁参照。 

21  異議申立人は、（無効審判請求人とは異なり）取消訴訟の当事者とはならず、被告特許

庁長官への参加をするしかない。補助参加（民事訴訟法42条、行訴法7条で準用）の例は

19件あるようであるが、行訴法22条参加の例はないようである（裁判所Webでの検索結果

等）。補助参加は「訴訟の結果について利害関係を有する第三者」であれば、要件を満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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ている。 

⑶ 利害関係の強い者が当事者となるべきこととの関係 

無効審判において も利害関係の強い者は特許権者（無効審判被請求人）で

ある。無効審判において二番目に利害関係の強い者は無効審判請求人（特許法

123条2項の「利害関係人」。平成26年（2014年）特許法改正により無効審判の請

求人適格は利害関係人に限定されている）である。これを反映して、無効審判で

も、無効審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でも、特許権者と無効審判請求人の双方が当事者と

なっている。 

ちなみに、特許異議でも、原則として、特許権者と特許庁（審判官合議体）

の双方が当事者となり、特許取消決定取消訴訟では、原告は特許権者だが、被告

は特許庁長官であって、異議申立人は当事者にはならない。ただ、元々、異議申

                                                                                                                                                        
すが（民事訴訟法42条。ただし、当事者が異議を述べないときは、要件を満たさなくても

補助参加人として訴訟行為ができる）、行訴法22条参加は、「訴訟の結果により権利を害

される第三者」でないと要件を満たさない（行訴法22条1項）。何人も特許異議を申し立

てることができ（特許法113条）、かつ、前記のように手続追行権も強くないことからし

て、「訴訟の結果により権利を害される第三者」とまでいうのは困難であり、「訴訟の結

果について利害関係を有する第三者」という程度にとどまるもののように思われる。 
  民事訴訟法42条（補助参加） 
 「第四十二条 訴訟の結果について利害関係を有する第三者は、当事者の一方を補助する

ため、その訴訟に参加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行政事件訴訟法22条（第三者の訴訟参加） 
 「第二十二条 裁判所は、訴訟の結果により権利を害される第三者があるときは、当事者

若しくはその第三者の申立てにより又は職権で、決定をもつて、その第三者を訴訟に参加

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 
２ 裁判所は、前項の決定をするには、あらかじめ、当事者及び第三者の意見をきかなけ

ればならない。 
３ 第一項の申立てをした第三者は、その申立てを却下する決定に対して即時抗告をする

ことができる。 
４ 第一項の規定により訴訟に参加した第三者については、民事訴訟法第四十条第一項か

ら第三項までの規定を準用する。 
５ 第一項の規定により第三者が参加の申立てをした場合には、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五条第

三項及び第四項の規定を準用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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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は、無効審判請求人と異なり、原告になれないという、訴訟での当事者性の

弱い立場ではある。なお、（特許異議申立てに対する）特許維持決定に対しては

出訴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日本法では、審判（無効審判、拒絶査定不服審判、訂正審判）・異議・審査

を通じて、権利者たる特許権者や出願人は常に当事者となっている。異議申立人

は上記のように弱い面はあるが、無効審判請求人でさえも、常に当事者である。

それ以上に、特許権者は常に当事者である。権利者としての格別の利害関係の強

さが反映されているものと解される。 

⑷ 特許庁の利害関係は（査定系と異なり）強くないこととの関係 

査定系（拒絶審決（拒絶査定不服審判請求不成立審決）取消訴訟、訂正不成

立審決取消訴訟（訂正審決取消訴訟は実際上考え難い。後記参照）、（特許異議

における）特許取消決定取消訴訟）では、特許庁長官が被告となり、査定系につ

いては、特許庁が強い利害関係を有することを反映するものといえる。他方で、

当事者系（無効審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では、特許庁は当事者（被告）とはならな

い（もとより原告ともならない）。 

特許庁長官は、無効審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において、行訴法23条22による参加

                                                        
22  行政事件訴訟法23条（行政庁の訴訟参加） 
 「第二十三条 裁判所は、処分又は裁決をした行政庁以外の行政庁を訴訟に参加させるこ

とが必要であると認めるときは、当事者若しくはその行政庁の申立てにより又は職権で、

決定をもつて、その行政庁を訴訟に参加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 
２ 裁判所は、前項の決定をするには、あらかじめ、当事者及び当該行政庁の意見をきか

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３ 第一項の規定により訴訟に参加した行政庁については、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項

及び第二項の規定を準用する。」 
 民事訴訟法45条（補助参加人の訴訟行為） 
 「第四十五条 補助参加人は、訴訟について、攻撃又は防御の方法の提出、異議の申立

て、上訴の提起、再審の訴えの提起その他一切の訴訟行為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ただし、

補助参加の時における訴訟の程度に従い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もの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２ 補助参加人の訴訟行為は、被参加人の訴訟行為と抵触するときは、その効力を有しな

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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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可能であるが、参加の実例は皆無のようである（裁判所Webでの検索結果

等）。 

また、特許庁長官は、無効審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において、特許法180条の223

の意見を述べる機会が法律上付与されているが、これさえも2件しか実例はな

い。 

こうしてみると、無効審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についての特許庁の利害関係は査

定系と異なり強くないことが判明する。ただ、それでも、特許庁（長官）には、

行訴法23条参加の機会が与えられ、特許法180条の2の意見を述べる機会も与えら

れているのであって、手続保障（due process of law）につき手厚いといえる。 

査定系では特許庁は行政庁的（出願人・特許権者を相手方とする他方当事者

たる査定官庁的）であるが、当事者系では特許庁は裁判所的（当事者対立の対審

構造における中立的受動的判断者的）であるといえる。この点を強く反映して、

査定系では、特許庁長官は当事者（被告）となるが、当事者系では、特許庁長官

は当事者とならないものと思われる。特許庁長官は、無効審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に

おいて、参加人とはなり得るが、実際参加人とはなっていない程度の利害関係し

かないといえる。 

特許法180条の2と異なり、行訴法23条は、行政訴訟一般についての規定であ

って、特許法に特化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むしろ、行訴法23条による参加も、審決

取消訴訟でも否定する理由がないという程度のものにすぎないように思われる。

また、特許法180条の2の特許庁長官の意見も、個別の事件について意見を述べる

というよりも、法令解釈や審査基準解釈といった特許法所管官庁としての一般的

                                                        
23  特許法180の2（審決取消訴訟における特許庁長官の意見） 
 「第百八十条の二 裁判所は、第百七十九条ただし書に規定する訴えの提起があつたとき

は、特許庁長官に対し、当該事件に関するこの法律の適用その他の必要な事項について、

意見を求めることができる。 
２ 特許庁長官は、第百七十九条ただし書に規定する訴えの提起があつたときは、裁判所

の許可を得て、裁判所に対し、当該事件に関するこの法律の適用その他の必要な事項

について、意見を述べることができる。 
３ 特許庁長官は、特許庁の職員でその指定する者に前二項の意見を述べさせることがで

き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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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であって、査定した官庁や審決した審判体としての個別事件についての意見

とは異なるもののように思われる。 

⑸ 私人原告、私人被告ゆえの弊害の可能性 

［前提］無効審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も抗告訴訟（行訴法3条1項24）であると解

される25（抗告訴訟説）。反対説たる形式的当事者訴訟説（行訴法4条前段）も有

力ではあるが、形式的当事者訴訟説も、実質は抗告訴訟とするので、本論点に関

する限り結論は変わらない。 

抗告訴訟については、少なくとも行政主体による請求の認諾（民事訴訟法

                                                        
24  行政事件訴訟法3条（抗告訴訟） 
 「第三条 この法律において「抗告訴訟」とは、行政庁の公権力の行使に関する不服の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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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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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う。）の取消しを求める訴訟をいう。 
３ この法律において「裁決の取消しの訴え」とは、審査請求その他の不服申立て（以下

単に「審査請求」という。）に対する行政庁の裁決、決定その他の行為（以下単に

「裁決」という。）の取消しを求める訴訟をいう。 
４ この法律において「無効等確認の訴え」とは、処分若しくは裁決の存否又はその効力

の有無の確認を求める訴訟をいう。 
５ この法律において「不作為の違法確認の訴え」とは、行政庁が法令に基づく申請に対

し、相当の期間内に何らかの処分又は裁決をすべきであるにかかわらず、これをしな

いことについての違法の確認を求める訴訟をいう。 
６ この法律において「義務付けの訴え」とは、次に掲げる場合において、行政庁がそ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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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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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れた場合において、当該行政庁がその処分又は裁決をすべきであるにかかわらずこ

れがされないとき。 
７ この法律において「差止めの訴え」とは、行政庁が一定の処分又は裁決をすべきでな

いにかかわらずこれがされようとしている場合において、行政庁がその処分又は裁決

をしてはならない旨を命ずることを求める訴訟をいう。」 
25  大渕・基本構造論238-2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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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条）26はできないというのが通説であるため、請求の認諾による弊害というの

も関係ない。 

抗告訴訟において、私人による請求の認諾は可能であると解されるとして

も27、①無効審決取消訴訟の無効審判請求人（被告）による認諾は、無効審決の

取消しを認めるものであり、同人の無効審判請求の放棄という実質にすぎない。

特許が有効であることが確定するわけではなく、他の無効審判請求人による無効

審判請求は何ら封じられない。また、②無効不成立審決取消訴訟の特許権者（被

告）による認諾は、無効不成立審決が取消しとなるだけであって、再開後に無効

審決がなされる可能性が生ずるが、特許権者（被告）は私権たる特許権自体を放

棄することも可能であって、同人が納得の上で行うのであれば、問題もないとい

える28。 

私人による請求の放棄は、抗告訴訟でも可能とするのが通説である。原告

                                                        
26  請求の認諾とは、原告の請求の全部または一部がそのとおり正当である、との被告の訴

訟上の陳述をいう。 
27  審決取消訴訟実務においては、無効審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を除外することなく、審決取消

訴訟では、請求の認諾はできないと解されているようである。「審決取消訴訟と和解」大

渕哲也ほか編『専門訴訟講座6特許訴訟（下）』（民事法研究会・2012年）1425頁〔柴田

義明〕、室井力ほか編著『コンメンタール行政法Ⅱ行政事件訴訟法・国家賠償法』（日本

評論社・2006年）106頁〔曽和俊文〕参照。抗告訴訟の実体に合致する手堅い解釈論とい

える。ただ、南博方原編著、高橋滋ほか編『条解行政事件訴訟法〔第4版〕』（弘文堂・

2014年）210頁〔村上裕章〕は、訴訟当事者が私人である場合は、請求の放棄・認諾は可

能と解されるとするが、無効審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という高度に特殊な取消訴訟をどこまで

念頭に置いた上での立論かは必ずしも判然とはしない。 
28  抗告訴訟についての請求の認諾の点は、訴訟上の自白の拘束力（行訴法33条の拘束力と

は全く別物である）についても同様といえる（原告の主張全部ないし請求原因事実全部に

つき被告が自白し、同自白に拘束力があれば、請求の認諾を被告がするのと同様の帰結と

なる）。すなわち、①（私人被告についても）抗告訴訟において、訴訟上の自白の拘束力

が否定されるのであれば、そもそも問題が生じない。また、②（私人被告について）抗告

訴訟において、訴訟上の自白の拘束力が肯定されるとしても、本文上記と同様に問題とは

ならない。よって、いずれにせよ、私人被告であることによる問題は生じない。ちなみ

に、自白の法的拘束力と、自白の事実をもって弁論の全趣旨として事実認定に用いること

とは法的には全く別次元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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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が請求の放棄をしても、当該行政処分が当該原告によって取消しになら

ないという現状維持の状態となるにすぎず、他の原告による当該行政処分取消し

の可能性は左右されないため、請求の放棄を認めても問題もない。この点で、審

決取消訴訟も例外ではない。私権ゆえ請求の放棄がよりいいやすいともいえる。 

⑹ 一部無効（成立）、一部無効不成立のケースでは、被告特許庁長官

では対処困難 

一部請求項につき無効、一部請求項につき無効不成立という場合には、特許

庁長官が、特許権者、無効審判請求人のいずれか一方につくのは困難である。よ

って、特許庁長官が、特許権者、無効審判請求人のいずれか一方に参加すること

すら困難であり、ましてや当事者（原告あるいは被告）の一方となるのは困難で

ある。 

ちなみに、拒絶審決では、請求項ごとに、一部成立、一部不成立ということ

はあり得ない（一部の請求項に拒絶理由がある場合でも全部についての拒絶審決

となる）。また、平成23年（2011年）特許法改正後（特許法126条3項参照）は、

訂正審判でも、請求項ごとに、一部訂正成立、一部訂正不成立ということもあり

得るが、訂正成立については、不服申立てが考え難い（特許権者は申立てどおり

なので不服申立てが考え難いし、訂正成立はクレーム減縮なので、第三者の利益

であって第三者による不服申立ても考え難い）ので、不服申立ては一部訂正不成

立に限られる。これらのように、査定系の審決では、無効審判の審決とは異な

り、請求項ごとに、一部成立、一部不成立となり、かつ、双方が不服申立ての対

象となること（よって、前記の問題を生ずること）は考え難い。 

Ⅳ  日本の特許審決取消訴訟の紛争解決実効性について―審決取消判決

の拘束力の点を中心として、義務付け訴訟との対比を含めて― 

１ はじめに 

⑴台湾では、無効審決については、取消訴訟であるが、無効不成立審決につ

いては、義務付け訴訟であるとのことである。義務付け訴訟ならば、被告は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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庁（の属する権利主体）しか考え難いであろうが、取消訴訟ならば、私人を被告

とすることも立法政策としては十分あり得る。このように、取消訴訟と義務付け

訴訟との差異は、対審構造性と連動しているといえる。この関係で、取消訴訟と

義務付け訴訟の紛争解決力が問題となる。すなわち、取消訴訟では紛争解決実効

性が乏しく、義務付け訴訟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なると、対審構造はそもそも困

難となるのである。取消訴訟でも、本来的審決取消訴訟（つまり、行政処分取消

訴訟の一般理論に従うとともに、 大判昭和51年（1976年）3月10日民集30巻2号

79頁〔メリヤス編機事件〕（以下「昭和51年 大判」という）の審理範囲制限に

よらず、かつ、 判平成11年（1999年）3月9日民集53巻3号303頁〔大径角形鋼管

事件〕（以下「平成11年 判」という）の無効審決取消判決係属中のクレーム減

縮目的の訂正審決確定による無効審決の当然取消説によらない、法が本来あるべ

き内容として予定している審決取消訴訟）であれば、取消判決の拘束力（行訴法

33条）等を通じて高い紛争解決力があることを以下論証する。昭和51年 大判の

審理範囲制限に基づき、審決で審理判断された無効理由以外の無効理由によれ

ば、審決が維持される可能性が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審決取消訴訟で当該無効理

由を判断できないためになされる審決取消判決を第一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とい

う。平成11年 判により、無効審決取消判決係属中にクレーム減縮目的の訂正審

決が確定したという一事をもって当然なされる無効審決取消判決を第二種非本来

的取消判決という。さらに、審決の違法性一般（訴訟物）の存否の判断をするこ

となく、前提問題の誤りのみを理由としてなされる審決取消判決を第三種非本来

的取消判決という。上記三種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取消理由がない（取消理由が

あるとの認定をしていない）にもかかわらず、審決取消判決をして、事件の差戻

しの結果を招来する判決）については、後掲注47も参照。 

他方、義務付け訴訟の判決では、主文で一定の行政処分をすべき旨が命じら

れるので、当該主文の判断が大前提となり、無効成立・不成立の 終的判断が不

可欠となる。よって、必然的に、紛争非分断的となり、後記のような非本来的取

消訴訟における差戻しの結果の招来とは無縁となる。この点は紛争解決の本義に

沿うものであって、大いに学ぶべきものがある。本来的審決取消訴訟は、これに

沿うものであるが、これとは異なる非本来的審決取消訴訟は、これに背馳する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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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である。 

後述のとおり、本来的審決取消訴訟は極めて妥当なものであるが、非本来的

審決取消訴訟ゆえの紛争解決先送りによる機能不全のため、無効審判と審決取消

訴訟の双方が、放棄（廃止又は実質的に廃止）され、別の法制度に代替されざる

を得なくなることが懸念され、そうなれば、裁判所（裁判官）の審理判断負担が

問題となり得る。無効審判は、無効手続の第一審で技術専門家の知見が判断者と

して活用できる点で、大きなメリットを有し得る。審決取消訴訟の機能不全ゆえ

に、それと一体となる無効審判が放棄のやむなきに至れば、侵害訴訟以前の段階

での無効判断は、特許権無効確認訴訟等に専ら委ねられることとなろう。ただ、

その場合には、第一審段階から、裁判所（裁判官）の担当となって、裁判所（裁

判官）の審理判断負担は、現行の審決取消訴訟よりもはるかに重いものとな

ろう29。 

⑵審決取消訴訟（審決に対する不服申立てであるが、審決の取消か維持かの

みを主文で判示する）では、無効判決や無効不成立判決の自判はできず、無効審

決取消判決か無効審決維持判決、無効不成立審決取消判決か無効不成立審決維持

判決しかできない。しかし、①無効審決維持判決は無効判決と同等といえる。②

無効審決取消判決は原則として（＝新無効理由がない限り）実質的に無効不成立

判決と同様の効果といえる。③無効不成立審決維持判決は無効不成立判決と同等

といえる。④無効不成立審決取消判決は原則的に実質的に無効判決と同様の効果

といえる。 

⑶ちなみに、ドイツは無効訴訟であって（前記Ⅱ参照）、取消訴訟でも義務

付け訴訟でもない。通常裁判権に属する民事訴訟（ただし、前述のとおり、職権

探知主義（Untersuchungsmaxime）である）であって、行政裁判権に属する行政訴

訟ではない。 

                                                        
29  他方で、拒絶審決取消訴訟については、特許権無効確認訴訟等のような代替的法的手続

も考え難いので、放棄されて他の法制度に代替される可能性も考え難く、必ず残ることと

な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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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審決確定の帰結（前提） 

⑴無効審決確定（特許権者の不出訴等における）の場合の帰結 

当該特許権が遡及的（ex tunc）に消滅し（特許法125条）30、この遡及的消滅

には、絶対効＝対世効（erga omnes）がある。 

⑵無効不成立審決確定（無効審判請求人の不出訴等における）の場合の帰結 

無効不成立というだけであって、現状維持されるにすぎないが、特許法167

条31の一事不再理効がある。 

３ 審決取消訴訟の判決の帰結 

⑴ 事例分析 

(i) 無効審決取消訴訟の帰結 

［設例］無効審判請求人甲が無効理由Aのみを無効審判で主張し、無効審判に

おいて審判官合議体が同無効理由Aが成立すると考えて無効審決をしたというシ

ンプルな例を考える。これに対して、特許権者乙（原告）が無効審決取消訴訟を

提起したが、被告無効審判請求人甲は、無効審判で主張した上記無効理由A以外

に新たな無効理由Bも審決取消訴訟で主張した。そして、裁判所（知財高裁）

が、（特許庁と異なり）無効理由Aは不成立と考えたとする。 

［前提としての各無効理由の範囲の画定］ 

昭和51年 大判は、審判で審理判断された特定の無効理由（昭和51年 大判

は拒絶理由についても同様に解するが、ここでは無効理由についてのみ論ずる）

に関するもののみが審決取消訴訟の審理範囲となるものであり、それ以外の無効

                                                        
30  特許法125条 
 「第百二十五条 特許を無効にすべき旨の審決が確定したときは、特許権は、初めから存

在しなかつたものとみなす。（以下略）」 
31  特許法167条（審決の効力） 
 「第百六十七条 特許無効審判又は延長登録無効審判の審決が確定したときは、当事者及

び参加人は、同一の事実及び同一の証拠に基づいてその審判を請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な

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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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に関するものについての審決取消訴訟での主張は許さないとする32。そし

て、この審理範囲を決する単位となる無効理由は、根拠法条ごとに画され、かつ

（公知事実が問題となる根拠法条については更に）公知事実（公知技術＝引用

例）ごとに画される。つまり、昭和51年 大判によれば、審判で審理判断された

無効理由以外の無効理由については、審決取消訴訟での審理範囲外となり、その

主張が許されないことになる。また、昭和51年 大判がいう「審理判断された」

無効理由とは、その無効理由が、審判で提出されただけでなく、審決中で判断さ

れる必要があることに注意が必要である。 

法条はどの単位でとらえるのかが難しいが（昭和51年 大判は旧特許法（大

正10年（1921年）法）事案ゆえ旧特許法の法条が前提となっており、現行法（昭

和34年（1959年）法）の参考となりにくい）、現行法では、例えば、特許法29条

1項（新規性）、29条2項（進歩性）、29条の2（準公知）、36条4項1号（実施可

能要件）、36条6項1号（サポート要件）、36条6項2号（明確性要件）、39条（先

願）等といった単位となると思われるが、必ずしも明確となっているわけではな

い。昭和51年 大判では、各無効理由の範囲の画定に係る不明確性・不安定性も

内包することとなる。また、以下の事例において、無効理由A、B……は、根拠法

条は同一であるが、公知事実が異なる場合も含まれる。 

 

(a) 昭和51年 大判による審理範囲制限法理を肯定する場合 

昭和51年 大判によると、新たな無効理由Bは審理範囲外となるので、新た

な無効理由Bは無効審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では主張できず、主張できるのは旧無効

理由Aのみとなる。つまり、審決取消訴訟の判断は旧無効理由Aについてのみと

                                                        
32  昭和51年 大判が本文上記のように審理範囲を制限する根拠は、判示上、明らかではな

い。担当調査官による判例解説（ 判解民事篇（法曹会・1979年）昭和51年度48-49頁
〔宍戸達徳〕）は、当事者は裁判所の判断を受ける前に審判官の判断を受ける利益（前審

判断経由の利益）を重視するようであるが、この前審判断経由の利益も何ら法的根拠とは

ならないことについては、大渕・基本構造論330頁以下。ちなみに、上記 判解49-50頁
は、訴訟物分断という理屈も持ち出しているが、これが行政処分画定と行政処分取消訴訟

の訴訟物画定の一般理論に反して法的根拠を欠くことについては、大渕・基本構造論269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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なり、それ以外の無効理由の判断は先送りとなり、紛争の分断となる。そうする

と、主張されているのは旧無効理由Aのみとなり、かつ、唯一の同無効理由Aに

つき不成立と裁判所（知財高裁）が考えるので、無効審決取消判決となる。同無

効審決取消判決が確定すると、同無効審決が取消しとなり、無効審判が再開され

る。再開後の無効審判では、旧無効理由Aを理由とする無効審決は、上記取消判

決の拘束力（行訴法33条33）によって封じられてできないが、新無効理由Bを理由

                                                        
33  行政事件訴訟法33条 
 「第三十三条 処分又は裁決を取り消す判決は、その事件について、処分又は裁決をした

行政庁その他の関係行政庁を拘束する。 
２ 申請を却下し若しくは棄却した処分又は審査請求を却下し若しくは棄却した裁決が判

決により取り消されたときは、その処分又は裁決をした行政庁は、判決の趣旨に従

い、改めて申請に対する処分又は審査請求に対する裁決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３ 前項の規定は、申請に基づいてした処分又は審査請求を認容した裁決が判決により手

続に違法があることを理由として取り消された場合に準用する。（以下略）」 
  行政事件訴訟法33条の拘束力とは、既判力（実質的確定力）（materielle Rechtskraft）や

形成力（Gestaltungswirkung）とは異なる効力であり、取消判決の実効性を確保するため

に実定法が認めた特殊な効力であると解する見解（特殊効力説）が通説である。行政処分

が判決によって取り消されても、それと同一の事情の下で、同一の理由に基づいて、行政

庁がそれと同一の行為をするというのでは、また、係争の処分が違法であることが確定さ

れたことによって存在の意味を失った処分が形式上訴訟の対象となった行政処分と別個で

あることを理由として、そのまま存続するというのでは、取消訴訟の意義が失われること

になるため、拘束力を認めることによって、取消判決の効力の実効性を確保しようとする

のが拘束力である（杉本良吉『行政事件訴訟法の解説』（法曹会・1963年）111頁）。拘

束力によって、行政庁は、裁判所が違法であるとしたのと同一の理由もしくは資料に基づ

いて、同一人に対し同一の行為をすることが禁ぜられる（杉本・前掲111頁）。 
  拘束力と既判力には、①既判力は訴訟物の存否に関する判断に生ずるが、拘束力は判決

理由中の判断に生ずること、②既判力は前訴裁判所の判断が後訴裁判所を拘束するが、拘

束力は、行政庁を拘束するものであり、後訴裁判所を直接拘束するわけではないこと（た

だし、間接的には、拘束力が生じる判断について、再度の処分取消訴訟を審理する後訴裁

判所が前訴裁判所と異なる判断を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と解されている）という違いがあ

る。 
  特許の審決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についての参考文献としては、古沢博「侵害判決の既判力

と審決取消判決の拘束力」日本工業所有権法学会年報9号（1986年）70頁、同「審決取消

判決の拘束力の及ぶ範囲」特許研究35号（2003年）46頁、塩月秀平「第二次審決取消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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とする無効審決は、上記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によって封じられるわけでなく、（無

効審判請求書の補正の許可（特許法131条の2第2項）によるか別途の無効審判請

求によるかは別として）可能である。そこで、無効審判の審判官合議体が新無効

理由Bにつき成立と考えると、無効審決となり、不成立と考えると、無効不成立

審決となる。無効審決、無効不成立審決のいずれの場合にも、審決取消訴訟が提

起されると、裁判所（知財高裁）が、新無効理由B成立と考えると、無効審決は

維持判決となり、無効不成立審決は取消判決となる。逆に、裁判所（知財高裁）

が、新無効理由B不成立と考えると、無効審決は取消判決となり、無効不成立審

決は維持判決となる。 

以上のように、昭和51年 大判法理によると、審決取消訴訟では無効理由A

だけを紛争解決するにすぎず、無効理由A以外の紛争解決は先送りとなってしま

い、典型的な紛争分断、キャッチボール現象（審判と審決取消訴訟間の無駄な事

件往復）が生じる。そして、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のための差戻しの結果の招来によ

る紛争分断は、紛争解決の迅速性に反するのみならず、紛争解決の一体性を害す

ることを通じて紛争解決の適正性にも反することともなる点には大いに注意を要

する。このような弊害は、キルビー 判34の思想（「紛争はできる限り短期間に

                                                                                                                                                        
からみた第一次審決取消判決の拘束力」永井紀昭ほか編『知的財産権 その形成と保護―

秋吉稔弘先生喜寿記念論文集―』（新日本法規出版・2002年）103頁、同「審決取消判決

の拘束力の及ぶ範囲―高速旋回式バレル研磨法事件」小野昌延先生喜寿記念『知的財産法

高裁判例評釈大系I』（青林書院・2009年）470頁、高林龍「拘束力の範囲」金判1236号
（2006年）114頁、清水節＝加藤志麻子「審決取消訴訟の第二次取消訴訟と第一次取消判

決の拘束力」牧野利秋ほか編『知的財産法の理論と実務第2巻〔特許法Ⅱ〕』（新日本法

規出版・2007年）362頁、森義之「取消判決の拘束力」大渕哲也ほか編『専門訴訟講座⑥

特許訴訟〔下巻〕』（民事法研究会・2012年）1437頁、東松修太郎「訂正による発明の要

旨の変更と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の小考」特技懇288号（2018年）88頁が挙

げられる。また、判例評釈ではあるが、玉井克哉「判批」法学協会雑誌110巻12号（1993
年）1931頁もある。 

34  キルビー 判は、「特許の無効審決が確定する以前であっても、特許権侵害訴訟を審理

する裁判所は、特許に無効理由が存在することが明らかであるか否かについて判断するこ

とができると解すべきであり、審理の結果、当該特許に無効理由が存在することが明らか

であるときは、その特許権に基づく差止め、損害賠償等の請求は、特段の事情がない限

り、権利の濫用に当たり許されないと解するのが相当である。」と判示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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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つの手続で解決するのが望ましい」とする。キルビー 判は侵害訴訟の事案だ

が、この思想は訴訟一般に当てはまる）に正面から背馳する。また、行政処分取

消訴訟の一般理論によれば、特許無効の審決取消訴訟においても、訴訟物たる当

該審決の違法性一般の範囲内である限り、審理範囲制限はないと解すべきである

から、昭和51年 大判の審理範囲制限は、行政処分取消訴訟（審決取消訴訟の法

形式）の一般理論（審理範囲制限も処分理由の差替制限もない）にも相反する

し、民事訴訟第二審（無効審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の法実質）の一般理論（審理範囲

制限も判決理由の差替制限もない（後記民事訴訟法302条2項箇所及び後掲注46参

照））にも相反している（すなわち、法形式及び法実質の双方において一般理論

に相反しているのである）。キルビー 判・平成16年改正前の技術専門事項への

対応の負担感を回避するための、法的根拠を欠く実務的便法（法的根拠のない差

戻的取消判決の実質35）の域を超えるものではないと解される。本来的審決取消

訴訟は、制度の趣旨に忠実な 判昭和28年（1953年）10月16日裁判集民10号189

頁のとおりに無制限説（行政処分取消訴訟の一般理論のとおり）であることこそ

が眼目である。 

［補論──訴訟物の判断の有無と既判力についての本質的問題］無効審決取

消訴訟において、旧無効理由Aと新無効理由Bの双方の主張があるとき、旧無効理

由Aと新無効理由Bの双方ともが不成立と判断できて初めて、当該無効審決取消訴

訟の訴訟物たる当該行政処分（当該無効審決）の違法性一般（＝無効理由一般が

ない（無効理由が一つもない）にもかかわらず無効審決した（実体的）違法性）

の判断ができるのであって、旧無効理由Aの不成立を判断するのみ（＝新無効理

由Bの判断をしない）では、（当該無効審決取消訴訟の訴訟物たる）当該行政処

分（無効審決）の違法性一般が存在するという訴訟物の判断をしたことにはなら

                                                        
35  学説では、田村善之『機能的知的財産法の理論』（信山社・1996年）153-154頁、玉井

克哉「判批」判例評論452号（判例時報1573号）61-62頁（ただし、第二種非本来的取消判

決の文脈において）のように、端的に「差戻的」取消判決そのものとして立論する見解も

ある。いずれも非常に率直な立論といえるが、法的根拠は何ら示されていないので、実務

では、「前審判断経由の利益」を理由とすると思われるが、法的根拠に欠ける差戻し（差

戻的取消判決）であるという実質は同様のものと解される。なお、第二種非本来的取消判

決については後掲注47を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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ない。訴訟物の判断の結果、主文が導かれるのが通常の判決（本来的判決）であ

るが、上記では、訴訟物の判断（当該無効審決の違法性一般（＝無効理由が一つ

もないにもかかわらず無効審決をしたという実体的違法性の存在）の判断）がな

いにもかかわらず、無効審決取消判決の主文を導いている。つまり、昭和51年

大判の審理範囲制限の下では、訴訟物たる当該行政処分の違法性一般の存在を理

由とする通常の行政処分取消判決（本来的取消判決）ではなく、非本来的取消判

決（無効理由Aの判断しか自らせずに、無効理由Bの第一次判断を審判官（合議

体）にさせるために審判官（合議体）に差し戻す実質を有する判決。第一種非本

来的取消判決）にすぎない。①新無効理由Bの判断がな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を重視

すると、本来であれば、無効審決取消判決の主文が導けないのに、同主文が導か

れている。②他方、（新無効理由Bの判断が事実としてな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には

ひとまず目を瞑って）無効審決取消判決の主文が導かれていることからして、無

効審決取消訴訟の訴訟物の判断はなされているはずであると解するならば、訴訟

物の存否につき既判力が生ずることとなる。すなわち、当該無効審決には当該審

決の違法性一般（＝処分要件の欠如）が存在することが既判力をもって確定され

ることとなるとすれば、あとは故意・過失ないし行為規範違反が肯定されれば、

同違法性を理由に、違法な行政処分を理由とする国家賠償請求が肯定されること

となる36。当事者系の無効審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では、例外的に、国（特許庁長

官）が当事者とならないので、国に既判力は及ばないが、拒絶審決取消訴訟のよ

                                                        
36  なお、 判平成5年（1993年）3月11日民集47巻4号2863頁は、処分の適否と公権力の行

使の適否に関しては、二元説の立場に立つ点には注意を要する。判例・多数説は、国家賠

償請求の要件である「違法性」は、公権力の行使の主体が公権力の行使に当たって遵守す

べき行為規範に違反することを意味すると解する職務行為基準説に立つが、二元説からす

ると、処分の適否は、必ずしも公権力の行使の適否に直結するものとはいえない。すなわ

ち、処分の適法要件と、国家が個人に対する関係で損害賠償義務を負う要件（職務行為規

準）とは異なると解するのである。ただ、処分の適否＝処分の違法性の存在が既判力をも

って確定されることは、公権力の行使の適否の判断の大前提として大きな意義を有するこ

とは否定できないと解される。抗告訴訟の判決の既判力と国家賠償請求については、司法

研修所編『改訂行政事件訴訟の一般的問題に関する実務的研究』（法曹会・2000年）304-
306頁も参照。ただし、公権力の行使の適否と故意過失との関係は必ずしも判然としな

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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うな査定系の審決取消訴訟では、一般の行政処分取消訴訟と同様に国（特許庁長

官）が当事者となるので、上記の点が正面から問題とならざるを得ない37、38。ち

なみに、無効審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でも、当事者の一方の私人が、違法な審決（＝

処分要件を具備しない審決）に加功する国との共同不法行為による損害賠償義務

については、その前提として、上記の審決の違法性（一般）の既判力による確定

は、重要な法的意義を有する39。実体的には、新無効理由Bが成立する限りは、無

効審決の処分要件（無効理由が少なくとも一つ存在すること）は全く存在するの

であって、当該無効審決は客観的実体的には全く違法ではないのであるが、新無

効理由Bが「審理範囲制限」外のものとして無視されることにより、新無効理由B

が成立であれば、本来、適法となるはずの無効審決が（新無効理由B成立の可能

性を無視して）違法とされてしまうのである。法の本来予定していない非本来的

取消判決（取消理由のない差戻的取消判決の実質にすぎない）の深刻な問題性を

示すものといえる。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については、拘束力以外に既判力について

さえも深刻な問題があるのである。ちなみに、行政処分の違法性には実体上の違

法性と手続上の違法性があるが、本稿では、実体上の違法性に絞って論ずる。行

政処分（審決）の違法性（一般）が行政処分（審決）の取消理由となる。 

訴訟物（当該行政処分の違法性一般）につき及ぶ既判力は、後続審決には、

別個の処分ゆえ及ばない。しかし、理由中の判断につき及ぶ拘束力は、別処分た

る後続審決にも及ぶ。拘束力は、別処分たる後続処分との関係で問題となるので

しばしば論じられるが、既判力は、別処分たる後続処分には関係がなく実際上は

                                                        
37  拒絶審決取消訴訟では、取消判決の既判力を被告たる特許庁長官（国）も受けるので、

国の国家賠償責任の前提としての処分の違法性一般の存否につき既判力をもって確定され

る。 
38  髙部眞規子『実務詳説特許関係訴訟〔第3版〕』（きんざい・2016年）378頁は、行政処

分の取消訴訟については、請求認容判決が確定すると、審決に違法性があることについて

既判力が生じるとする。 
39  行政事件訴訟法の一般原則からすれば、無効審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では、取消判決の既判

力を被告たる私人（無効審判での勝利者（無効審判請求人又は無効審判被請求人（特許権

者））も受けるので、共同不法行為責任の前提としての処分の違法性一般の存否につき既

判力をもって確定さ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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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まり論じられない。既判力が実際上問題となるのは当該処分についての国家賠

償等の損害賠償関係しかあまり考えられないといえる。国家賠償等の損害賠償関

係は実際上はほとんど問題とはならないが、既判力の理論面では無視できない重

要性を有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訴訟物は、訴訟審理の対象であって、判決の対象である。訴訟物についての

判断のない（＝訴訟物の判断に至っていない）判決というのは判決として背理で

あって、法はかかるものを全く想定していないし、かかる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につ

いての既判力その他の判決効を想定していない。したがって、前記のような非本

来的取消判決は、そもそも想定されていない上、なされた場合でも、既判力その

他の判決効は想定されていないといえる。よって、当該行政処分の違法性一般の

存否について既判力をもって確定されることはないといえる。そうすると、前記

のような国家賠償その他の損害賠償の前提についての既判力をもっての確定の問

題は生じないといえるが、他方で、既判力のない判決といった、全く別の面で法

の想定していないものとなってしまう。（訴訟物の判断のない）差戻判決（差戻

的取消判決）の実質であると割り切ってしまえば、既判力その他の判決効がない

ものでも問題ないともいえ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が、法律上の根拠もなく、差戻判決

（差戻的取消判決）の実質を認めるという、より本質的な問題を招来する。ちな

みに、平成15年（2003年）改正後（平成23年（2011年）改正前）の特許法181条2

項の裁量的差戻決定は、差戻しそのものを肯定するものであるが、全く当然のこ

とながら、法律の明文の根拠に基づくものであることはいうまでもない。また、

判決ではなく、決定であって、ごく特殊なものである。以上のとおり、訴訟法上

中核となる既判力につき法理論として整合的な説明ができない限り、全体として

訴訟法理論として成り立ち得ない。ちなみに、訴訟物の判断欠落の点は、以上の

ような既判力について問題となるだけではなく、後記4及び別紙の⑴のように、

拘束力についても問題となる。 

 

(b) 昭和51年 大判による審理範囲制限論法を否定する場合（私見では、法の

予定している本来的帰結） 

昭和51年 大判による審理範囲制限論法を否定するのであれば、行政処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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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訴訟の一般理論のとおり、処分理由の差替えが可能であり、審理範囲制限がな

いので、無効審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における新無効理由Bの主張は何ら妨げられな

いこととなる。 

(b-1) 裁判所（知財高裁）が、新無効理由B成立と考える場合。 

この場合には、無効理由が一つ成立するので、（無効理由を全部完全に回避

するクレーム訂正がない限り）無効審決維持判決となる。そして同（無効審決維

持）判決が確定すると、無効審決が確定し、当該特許権は遡及的に無効となっ

て、紛争は完全に終了する。ここでは、キャッチボール現象は無縁である。クレ

ーム訂正については、後記(c)を参照。ただ、そもそもクレーム訂正が考え難いケ

ースでは、クレーム訂正を考える必要もなく、上記のようにシンプルに無効審決

維持判決となる。 

(b-2) 裁判所（知財高裁）が、新無効理由B不成立と考える場合。 

この場合には、無効理由が一つも成立しないので、無効審決取消判決とな

る。同（無効審決取消）判決が確定すると、無効審決が取消しとなり、無効審判

が再開となる。再開後の無効審判では、無効審決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により、旧無

効理由A及び新無効理由Bを理由とする無効審決は封じられる。そこで、無効審判

において新々無効理由B2の主張があり、かつ同新々無効理由B2が成立しない限

り、無効不成立審決しかあり得ない。要するに、無効審判において新々無効理由

B2の主張があり、かつ同新々無効理由B2が成立するという稀なケースでない限り

は、上記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により、無効不成立審決しかないこととなる。この無

効不成立審決に対して審決取消訴訟が提起されることはまず考え難いので、紛争

は終了する。ここでも、キャッチボール現象は無縁である。 

 

(c) クレーム訂正について 

法的根拠に欠ける平成11年 判をoverrideできれば理想的であったが、平成15

年（2003年）特許法改正40は、諸般の事情により弥縫策に終わったのであり、平

                                                        
40  平成15年改正では、平成11年 判の当然取消説による（第二種）キャッチボール現象に

対処するため、無効審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が提起された場合について、訂正審判の請求は審

決取消訴訟提起後の90日の期間内に限るとともに（平成23年改正前の特許法126条2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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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15年改正のない状態が理想的である。平成15年改正前であれば、クレーム訂正

（訂正審判請求）に特段の時期的制限もなかったので、審決取消訴訟において

                                                                                                                                                        
書）、特許権者が訂正審判を請求し、又は請求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により、当該特許を

無効にすることについて無効審判においてさらに審理させることが相当であると認めると

きには、裁判所は実体判断をせずに、決定によって事件を差し戻すことができること（裁

量的差戻決定）とした（平成23年改正前の特許法181条2項）。以上、特許庁総務部総務課

制度改正審議室編『平成15年特許法等の一部改正 産業財産権法の解説』（発明協会・

2003年）79-93頁。平成15年改正のための産業構造審議会知的財産政策部会紛争処理小委

員会報告書は、①（これから）「訂正審判を請求し、又は請求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ときの

みならず、②訂正された特許であるときにも、裁量的差戻しができるという立場であっ

て、裏からいうと、無効審決取消訴訟係属中の訂正審決の確定により訂正された特許の場

合でも、当然差戻し（＝無効審決の当然取消し）ではないとの立場であったことについて

は、大渕哲也「特許法等の解釈論・立法論における転機」相澤英孝ほか編集代表『知的財

産法の理論と現代的課題』中山信弘先生還暦記念論文集（弘文堂・2005年）52-65頁を参

照。ただ、後者②も含まれるということが必ずしも明示されない条文となったために平成

11年 判の当然取消説を裏から否定したことが必ずしも明示されないこととなり、当然取

消説の否定は実現されずに終わってしまったのである。他方で、裁量的差戻決定制度は、

あまりにも緩やかに裁量的差戻決定をするというプラクティスのために、かえっていわゆ

る「キャッチボール現象」が平成11年 判のとき以上に拡大した（平成11年 判では、あ

くまで訂正審決確定の場合にのみ当然取消し（差戻的取消判決）となるのであるが、ルー

スな裁量的差戻決定の場合では、これ以前の段階で差戻しとなるのである）。 
  そこで、平成23年（2011年）特許法改正では、上記裁量的差戻決定制度を廃止した。す

なわち、平成23年改正により、平成23年改正前の特許法126条2項但書を削除して、特許無

効審判の審決が確定するまで訂正審判を請求できないこととし、平成23年改正前の特許法

181条2項等の関連規定も併せて削除された。また、審判合議体が審決において示した特許

の有効性の判断を踏まえて訂正ができるという特許権者にとっての利点は、審決の予告を

して、特許権者に訂正の機会を付与することによって確保することとし、審決予告の制度

が導入された（特許法164条の2）。以上、特許庁工業所有権制度改正審議室編『平成23年
特許法等の一部改正 産業財産権法の解説』65頁以下参照。 

 https://www.jpo.go.jp/cgi/link.cgi?url=/shiryou/hourei/kakokai/tokkyo_kaisei23_63.htm 平成11年
判ルールを否定しないままでの改善といっても自ずから限界があるため、平成23年改正

も限界がある上、従前の審決取消訴訟提起後の訂正審判請求における訂正機会の付与と同

等の訂正機会付与を保障するためには、少なくとも審決理由と同様の心証開示が審決予告

として必要となり、審判官合議体に（平成11年 判ルールを否定しさえすれば、本来全く

無用なはずの）極めて重い負担を強いるものとなる点には注意を要する。今後も、引き続

き立法論的検討が必要なものと解さ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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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上記新無効理由Bに対するクレーム減縮目的の訂正審判請求が可能であった

ため、特許権者乙（原告）は、別途クレーム減縮目的の訂正審判請求をすること

によって、上記新無効理由Bに対抗することが十分に可能である。そして、この

ような訂正審決が確定すると、クレームが減縮されるが、（ア）同減縮により、

上記新無効理由Bが全部完全に回避できるならば、無効理由が一切存在しないこ

ととなり、上記無効審決取消判決となる。他方で、（イ）同減縮によっても、上

記新無効理由Bが一部残存するならば、無効理由が存在することとなり、無効審

決維持判決となる。本来、このように極めてシンプルでクリアカットな処理にな

るのが当然であり、この点を判示したのが、平成11年 判の原審である東京高判

平成7年（1995年）8月3日判時1550号110頁（特許要件判断説。竹田稔裁判長）で

あった。同高判は、上記（イ）の点を明確に判示している。 

ところが、これを台無しにしたのが、平成11年 判の当然取消説である。平

成11年 判は、無効審決取消訴訟係属中に、クレーム減縮目的の訂正審決が確定

した場合には、（行政処分取消訴訟の一般原則によれば、本来は、同減縮によっ

て無効理由が回避されたか否かを判断しなければ、無効審決を取り消すか否かを

決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はず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クレーム減縮目的の訂正審決

が確定したという一事をもって、当然に（減縮後のクレームでの無効理由の残存

とは関係なく）無効審決を取り消す判決をすべきであるという当然取消説に立っ

ている41。 

逆にいうと、平成11年 判を否定して、かつ、平成15年改正前に戻れば、法

が本来想定する理想的な解決となる。このように、審決取消訴訟についての現行

法は、本来、至極単純明快な法論理によって貫かれているのである。 

 

                                                        
41  なお、訂正審決では、独立特許要件（特許法126条7項）が課されているため、訂正後の

クレームには無効理由がないとの判断をしなければクレーム訂正審決はできない。したが

って、訂正審決がなされたということは、（無効審判の審判官合議体によってではない

が）訂正審判の審判官合議体によっては、「前審判断経由の利益」（前掲注32及び注35参
照）が満た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って、昭和51年 大判の論法すらも当てはまらない。当然取

消説は、昭和51年 大判の論法以上に、全く法的根拠に欠けるの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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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1) 無効不成立審決取消訴訟の帰結（その一） 

［設例］無効審判請求人丙が無効理由Cのみを無効審判で主張し、無効審判

において審判官合議体が同無効理由Cが不成立であると考えて無効不成立審決を

したというシンプルな例を考える。これに対して、無効審判請求人丙（原告）が

無効不成立審決取消訴訟を提起したが、原告無効審判請求人丙は、無効審判で主

張した上記無効理由C以外に新たな無効理由Dも審決取消訴訟で主張した。そし

て、裁判所（知財高裁）が、（特許庁と同様に）上記無効理由Cは不成立と考え

たとする。 

 

(a) 昭和51年 大判による審理範囲制限論法を肯定する場合 

昭和51年 大判論法によると、審決取消訴訟では、新たな無効理由Dは審理

範囲外となるので、新たな無効理由Dは主張できず、主張できるのは、旧無効理

由Cのみとなる。つまり、審決取消訴訟の判断は無効理由Cのみに限定され、それ

以外の無効理由の判断は先送りとなり、紛争が分断される。そうすると、審決取

消訴訟で主張されているのは旧無効理由Cのみとなり、かつ、唯一の同無効理由C

につき不成立と裁判所（知財高裁）が考えるので、無効不成立審決維持判決とな

る。同判決が確定して同無効不成立審決が確定しても、無効審判請求人丙は新無

効理由Dにより新たな無効審判請求をすることは封じられない（特許法167条は、

同一事実及び同一証拠に基づいて審判を請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くなるにすぎない

ため、関係がない）。そこで、このような無効審判請求をすると、無効審判の審

判官合議体が新無効理由Dにつき、成立と考えると無効審決となり、不成立と考

えると無効不成立審決となる。上記判決は維持判決なので、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は

関係ない。無効審決にせよ、無効不成立審決にせよ、審決取消訴訟は提起可能で

あって、紛争は更に続く。 

 

(b) 昭和51年 大判による審理範囲制限論法を否定する場合（私見では、法の

予定している本来的帰結） 

昭和51年 大判による審理制限論法を否定するのであれば、行政処分取消訴

訟の一般理論のとおり、処分理由の差替えが可能であり、審理範囲制限がない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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で、審決取消訴訟における新無効理由Dの主張は何ら妨げられないこととなる。 

(b-1) 裁判所（知財高裁）が、新無効理由Dは成立と考える場合。 

この場合には、無効理由が一つ成立するので、無効不成立審決取消判決とな

る。同（無効不成立審決取消）判決が確定すると、無効不成立審決は取消しとな

り、無効審判が再開される。再開後の無効審判では、上記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によ

り、新無効理由Dの不成立を理由として無効不成立審決をすることは封じられて

できない。よって、前記(i)(b-1)と同様に、（クレーム訂正のない限り）新無効理

由D成立を理由に無効審決をするしかないこととなる。ここでも、キャッチボー

ル現象は無縁である。クレーム訂正については、前記(i)(c)参照。 

(b-2) 裁判所（知財高裁）が、新無効理由Dも不成立と考える場合。 

この場合には、無効理由が一つも成立しないので、無効不成立審決維持判決

となる。同（無効不成立審決維持）判決が確定すると、無効不成立審決が確定と

なる。よほど特殊な事情（新々々無効理由Eを理由とする新たな無効審判請求）

でもない限り、これで紛争は終了する。なお、特許法167条により、無効審判請

求人丙は、無効理由C及び無効理由D（特許法167条の同一の事実及び証拠に該当

する限り）を理由として無効審判請求をすることは法的に封じられる。以上のと

おり、ここでも、キャッチボール現象は無縁である。 

 

(ii-2) 無効不成立審決取消訴訟の帰結（その二） 

［設例］無効審判請求人丙が無効理由Cのみを無効審判で主張し、無効審判

において審判官合議体は同無効理由Cが不成立であると考えて無効不成立審決を

したというシンプルな例を考える。無効審判請求人丙（原告）が無効不成立審決

取消訴訟を提起したが、原告無効審判請求人丙は、無効審判で主張した上記無効

理由C以外に新たな無効理由Dも審決取消訴訟で主張した。そして、裁判所（知財

高裁）が、（特許庁と異なり）無効理由Cは成立と考えたとする。 

この場合には、無効理由Cの成立の一点だけで、無効不成立審決取消判決と

なる。よって、新無効理由Dの主張の可否は関係がないといえるのであって、昭

和51年 大判による審理範囲制限論法の肯定・否定はここでは無関係といえる。

ここでも、キャッチボール現象は無縁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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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事例分析のまとめ 

(a) 以上のように、昭和51年 大判の審理範囲制限論法（ただし、法の本来予

定しないもの）を肯定した場合には問題が生じ得る場合があるものの、それらを

別とすれば、審決取消訴訟でも、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により、原則的に反対判断の

可能性は封じられており、実効的な紛争解決が図られるのである。その上、そも

そも昭和51年 大判の審理範囲制限論法を否定するのであれば、無駄な差戻的取

消判決もないため、より実効的な紛争解決が実現される。 

義務付け訴訟によって主文レベルで直接義務付けなくても、日本法では、取

消判決の拘束力により理由中の判断レベルで間接的に義務付けている。つまり、

審決取消訴訟では自判はできないが、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により、原則として、反

対内容の審決（無効審決取消判決では、無効不成立審決。無効不成立審決取消判

決では、無効審決）が理由中の判断の拘束力をもって法的に義務付けられるの

で、義務付け訴訟とほぼ同様の紛争解決力があるといえる。特に、本来的審決取

消訴訟取消判決による限りは、原型たるドイツ無効訴訟（自判型）に近い紛争解

決力があるといえる。このように、取消訴訟で十分対処可能であって義務付け訴

訟によるまでもないというのが日本法の立場といえる。また、上記のように、原

則的に反対判断の可能性は封じられているというだけであって、例外の可能性

（再開後の無効審判での新無効理由の提出の可能性、クレーム訂正による無効理

由回避の可能性等）もあるのであって、義務付け訴訟で（かかる例外の余地もな

く）一律に処理するのは不適切な面もあり、義務付け訴訟が用いられていないの

も十二分に理由があるように思われる。日本法では、義務付け訴訟につき平成16

年（2004年）行訴法改正によって明文の規定（行訴法3条6項、37条の2、37条の

3）が設けられたが42、特許訴訟では審決についての義務付け訴訟は見受けられな

                                                        
42  日本法では、義務付け訴訟とは、①行政庁が一定の処分をすべきであるにかかわらず、

これがされないとき（行政事件訴訟法3条6項1号）、②行政庁に対し一定の処分又は裁決

を求める旨の法令に基づく申請又は審査請求がされた場合において、当該行政庁がその処

分又は裁決をすべきであるにかかわらずこれがされないとき（同項2号）、行政庁がその

処分又は裁決をすべき旨を命ずることを求める訴訟をいう。①が非申請型の義務付け訴

訟、②が申請型の義務付け訴訟といわれる。行政事件訴訟法37条の2が①の要件等を、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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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37条の3が②の要件等を規定する。 

  行政事件訴訟法37条の2（義務付けの訴えの要件等） 
 「第三十七条の二 第三条第六項第一号に掲げる場合において、義務付けの訴えは、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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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ため他に適当な方法がないときに限り、提起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２ 裁判所は、前項に規定する重大な損害を生ずるか否かを判断するに当たつては、損害

の回復の困難の程度を考慮するものとし、損害の性質及び程度並びに処分の内容及び

性質をも勘案するものとする。 
３ 第一項の義務付けの訴えは、行政庁が一定の処分をすべき旨を命ずることを求めるに

つき法律上の利益を有する者に限り、提起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４ 前項に規定する法律上の利益の有無の判断については、第九条第二項の規定を準用す

る。 
５ 義務付けの訴えが第一項及び第三項に規定する要件に該当する場合において、その義

務付けの訴えに係る処分につき、行政庁がその処分をすべきであることがその処分の

根拠となる法令の規定から明らかであると認められ又は行政庁がその処分をしないこ

とがその裁量権の範囲を超え若しくはその濫用となると認められるときは、裁判所

は、行政庁がその処分をすべき旨を命ずる判決をする。」 
  行政事件訴訟法37条の3 
 「第三十七条の三 第三条第六項第二号に掲げる場合において、義務付けの訴えは、次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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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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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た場合において、当該処分又は裁決が取り消されるべきものであり、又は無効若し

くは不存在であること。 
２ 前項の義務付けの訴えは、同項各号に規定する法令に基づく申請又は審査請求をした

者に限り、提起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３ 第一項の義務付けの訴えを提起するときは、次の各号に掲げる区分に応じてそれぞれ

当該各号に定める訴えをその義務付けの訴えに併合して提起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

の場合において、当該各号に定める訴えに係る訴訟の管轄について他の法律に特別の

定めがあるときは、当該義務付けの訴えに係る訴訟の管轄は、第三十八条第一項にお

いて準用する第十二条の規定にかかわらず、その定めに従う。 
一 第一項第一号に掲げる要件に該当する場合 同号に規定する処分又は裁決に係る不

作為の違法確認の訴え 
二 第一項第二号に掲げる要件に該当する場合 同号に規定する処分又は裁決に係る取

消訴訟又は無効等確認の訴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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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ように思われる（裁判所Webの検索結果（「義務付け訴訟」）では、審決につ

いての義務付け訴訟を認めたものはないようである）。また、髙部眞規子『実務

詳説特許関係訴訟〔第3版〕』（きんざい・2016年）でも、大渕哲也ほか編『専

門訴訟講座6特許訴訟（上・下）』（民事法研究会・2012年）でも、義務付け訴

訟は触れられていない。なお、玉井克哉「審決取消判決の拘束力――実務上の諸

                                                                                                                                                        
４ 前項の規定により併合して提起された義務付けの訴え及び同項各号に定める訴えに係

る弁論及び裁判は、分離しないで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５ 義務付けの訴えが第一項から第三項までに規定する要件に該当する場合において、同

項各号に定める訴えに係る請求に理由があると認められ、かつ、その義務付けの訴え

に係る処分又は裁決につき、行政庁がその処分若しくは裁決をすべきであることがそ

の処分若しくは裁決の根拠となる法令の規定から明らかであると認められ又は行政庁

がその処分若しくは裁決をしないことがその裁量権の範囲を超え若しくはその濫用と

なると認められるときは、裁判所は、その義務付けの訴えに係る処分又は裁決をすべ

き旨を命ずる判決をする。 
６ 第四項の規定にかかわらず、裁判所は、審理の状況その他の事情を考慮して、第三項

各号に定める訴えについてのみ終局判決をすることがより迅速な争訟の解決に資する

と認めるときは、当該訴えについてのみ終局判決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の場合にお

いて、裁判所は、当該訴えについてのみ終局判決をしたときは、当事者の意見を聴い

て、当該訴えに係る訴訟手続が完結するまでの間、義務付けの訴えに係る訴訟手続を

中止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７ 第一項の義務付けの訴えのうち、行政庁が一定の裁決をすべき旨を命ずることを求め

るものは、処分についての審査請求がされた場合において、当該処分に係る処分の取

消しの訴え又は無効等確認の訴えを提起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きに限り、提起するこ

とができる。」 
  義務付け訴訟についての平成16年行訴法改正に関する参考文献としては、小林久起『行

政事件訴訟法』（商事法務・2004年）153-183頁、 高裁判所事務総局行政局監修『改正

行政事件訴訟法執務資料（法曹会・2005年）、大貫裕之「義務付け訴訟・差止訴訟」高木

光＝宇賀克也編『行政法の争点』（有斐閣・2014年）134-135頁、南博方原編著、高橋滋

ほか編『条解行政事件訴訟法〔第4版〕』（弘文堂・2014年）99-105頁、745-801頁〔川神

裕〕が挙げられる。平成16年行訴法改正前の義務付け訴訟ないし無名抗告訴訟に関する参

考文献としては、司法研修所編『改訂行政事件訴訟の一般的問題に関する実務的研究』

138-140頁、前掲『条解行政事件訴訟法〔第4版〕』745-746頁〔川神裕〕が挙げられる。

そのほか、義務付け訴訟一般についての参考文献としては、横田明美『義務付け訴訟の機

能』（弘文堂・2017年）が挙げら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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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と義務付け訴訟の可能性――」パテント62巻5号（2009年）84頁以下は、無

効不成立審決における義務付け訴訟の活用をいうが、ごく少数説にとどまる（審

決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を正解しない特許庁や当事者という特殊な事案への対処が専

ら念頭に置かれているようであるが、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が正解されれば問題はな

いといえる43）44。義務付け訴訟よりは、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によるか、むしろ端

的に自判判決（ドイツ法型の無効訴訟等）（立法論）によるべきものと解され

る。 

裁判所は、審決に対する訴えの提起があった場合において、当該請求を理由

があると認めるときは、「当該審決又は決定を取り消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規

定する特許法181条1項45からして、審決に対する訴えは、審決取消訴訟のみを想

                                                        
43  取消訴訟の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を正解しない当事者や特許庁に対する対処のために、義務

付け訴訟によるというのも、法律論としては、筋違いであると思われる。  
44  小林久起『行政事件訴訟法』（商事法務・2004年）175-176頁は、「（注）東京高等裁

判所を第一審とする旨の管轄の定めがあって、第3条第6項第2号の場合の義務付けの訴え

の提起が可能と考えられる例として、次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ります。…特許、実用新案登

録、意匠登録、商標登録に関する審決又は再審請求書の却下の決定に対する訴え（特許法

第178条第1項、実用新案法第47条第1項、意匠法第59条第1項、商標法第63条第1項）」と

述べているところ、これは、あくまで管轄に関する行訴法37条の3第3項後段の関係で、行

訴法の一般則として、「東京高等裁判所を第一審とする旨の管轄の定めがあって、第3条
第6項第2号の場合の義務付けの訴えの提起が可能と考えられる例」を挙げているにすぎ

ず、特許法181条1項のような特別法上の特則（義務付けの訴えについての特別法上の例外

的否定）まで念頭においた上での例示ではないように思われる。少なくとも、特許法181
条1項のような特別法たる特許法上の特則については全く触れられていない。本文上記の

玉井克哉「審決取消判決の拘束力――実務上の諸問題と義務付け訴訟の可能性――」パテ

ント62巻5号（2009年）73頁も、特許法181条1項のような特別法たる特許法上の特則につ

いて全く触れていない点は同様である（また、同論文は、昭和51年 大判論法を前提とす

るので、本文後記の義務付け訴訟と昭和51年 大判論法との不整合の問題も内包する）。

なお、特許法178条1項の訴えとして取消訴訟のみを想定している特許法181条1項は、平成

16年行訴法改正でも改正されていない。 
45  特許法181条（審決又は決定の取消し） 
 「第百八十一条  裁判所は、第百七十八条第一項の訴えの提起があつた場合において、当

該請求を理由があると認めるときは、当該審決又は決定を取り消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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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して審決の義務付け訴訟は想定していないと解される。すなわち、法文上の用

語としては、「審決に対する訴え」（特許法178条1項）というにすぎないが、同

法181条1項を併せ読むと、まさしく審決取消訴訟にほかならないのであって、審

決義務付け訴訟などは想定されていない。上記の条文構造からして、現行特許法

の下では、解釈論として、審決義務付け訴訟を肯定するのは、困難と解される。

同法181条1項・2項からは、審決の取消のみ、かつ、単純取消のみで自判なしと

いえる。単純取消に徹しているのであって、義務付けなど想定されていない。行

訴法の一般則いかんにかかわらず、特許法の特則としては、単純取消限定であっ

て、自判もなければ、義務付けもないと解される。 

ちなみに、上記特許法181条1項の立法理由に関しては、特許庁編『工業所有

権法（産業財産権法）逐条解説〔第16版〕』（発明協会・2001年）428-429頁で

も、同『同〔第20版〕』（発明協会・2017年）546頁でも、「裁判所が具体的な

行政処分をすべき旨の判決をすることは、裁判所が行政権を行使することになる

ので認められない。たとえば（例えば）、特許を無効にすべき旨の請求の棄却の

審決に対する訴訟で審決のあやまり（誤り）が発見された場合、裁判所は特許を

無効にすべきことを特許庁に命ずる給付判決をすることはできず、審決を取り消

すという形成判決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にとどまる。」と一貫して特許庁によって

解説されている。ただし、「裁判所が具体的な行政処分をすべき旨の判決をする

ことは、裁判所が行政権を行使することになるので認められない。」という説明

が、義務付け訴訟を導入した平成16年（2004年）行訴法改正後も当てはまるかと

いう点には注意を要しようが、いずれにせよ上記説明は平成16年同法改正後もな

お維持されており、かつ、特許法181条も何ら改正されていない点は大いに注目

される。 

                                                                                                                                                        
  なお、単純取消判決のみが認められ、取消自判判決は認められないことも、特許法181

条2項前段（「審判官は、前項の規定による審決又は決定の取消しの判決が確定したとき

は、更に審理を行い、審決又は決定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によって明らかである。

審決の取消判決が確定する場合に審判官が更なる審理と審決をすることと、同じ場合に裁

判所が自判判決をすることとは、矛盾抵触となるのであって、法はかかる事態を想定して

いないと解されるため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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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して、上記の説明の当否の点は別として、平成16年同法改正後も、上記立

法理由とは別の以下の理由によって、上記立場（審決取消訴訟のみを認めて、審

決義務付け訴訟は想定しない）は、依然として十二分の立法論的合理性を有する

ものといえる。すなわち、準司法的ないし準裁判的機関に対する義務付け訴訟・

判決の不当性という点であると解される。ある裁判所が他の裁判所（下級の審級

でも）に一定の主文の判決をすべきことを命ずることが裁判の独立に反するもの

であって不当であることに準じて、準司法的ないし準裁判的機関に対して、一定

の主文の準司法的ないし準裁判的判断を命ずることは、裁判の独立に準ずるもの

に反するものであって不当となると解されるのである。 

また、義務付け判決をすることは、昭和51年 大判の審理範囲制限論法を前

提とする立場からは、理論的に整合しない事態が生じる。例えば、昭和51年 大

判論法によると、無効理由Aと無効理由Bが審判で主張されたが、審理判断された

無効理由Aのみに基づいて無効審決がなされて、取消訴訟が提起された場合、裁

判所（知財高裁）が無効理由Aが不成立であると考えると、無効審決取消判決を

することになるが、審理範囲外である無効理由Bについて判断せずには、無効審

決不成立審決を義務付け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ことになろう。また、義務付け訴訟で

は、行政庁が属する権利主体（国又は公共団体）を被告とする必要があるが、無

効審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の被告が私人（無効審判請求人又は無効審判被請求人（特

許権者））であることとの関係で両者が併合されると徒に訴訟当事者の関係（ひ

いては訴訟関係）が錯綜する点の問題も無視できない（行訴法37条の3第3項は、

申請型の義務付け訴訟と取消訴訟等との併合提起を必要としている）。やはり、

少なくとも、特許法はかかる併合を想定していないと解されるのであり、そうで

あれば、なおさら、特許法は、無効審判についての義務付け訴訟は想定していな

いといえる。また、そもそも、特許法179条但書のように、無効審判の審決に対

する訴えでは、被告が私人であって行政庁ではないことも、やはり（無効審判

の）審決の義務付け訴訟を特許法が想定していないことを示すものと解される。

以上に加えて、審決の義務付け訴訟は、非対審構造となると解されるので、非対

審構造に伴う前記Ⅲ2⑴⑵⑶⑹のような難点を内包する点にも大いに注意を要す

る。 



40  

專利師︱第三十三期︱2018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b) 昭和51年 大判（第一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による審理範囲制限は、実効

的紛争解決を妨げ、キャッチボール現象を招来するだけである。審決取消訴訟の

本来の姿は、昭和51年 大判とは全く異なる。行政処分取消訴訟の一般原則に忠

実な、審理範囲制限なしというのが真の審決取消訴訟の姿である。また、無効手

続の原型たるドイツ無効訴訟（第一審・第二審）でも審理範囲制限などなく、キ

ャッチボール現象とは無関係である。ドイツの無効訴訟第二審（控訴審）では、

連邦通常 高裁判所［BGH］裁判官（法律系裁判官）による新無効理由について

の判断が、（裁判所調査官のサポートもなく）問題もなくなされている点には大

いに注意を要する。ドイツでは、侵害訴訟裁判所は、無効抗弁の判断ができない

が、無効訴訟第二審では、前審判断経由の利益など全く問題ともされないのであ

る。ちなみに、日本の民事訴訟第二審（控訴審・続審）一般においても、訴えの

変更も攻撃防御方法の追加も可能であるし、また、第一審判決の理由が誤ってい

ても、 終的結論＝訴訟物判断の結論が正当であれば、控訴棄却の主文となり

（判決理由の差替えなど特に問題ともされず可能である。民事訴訟法302条2

項46）、審理範囲制限など全くない。 

なお、平成11年 判（第二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も、行政処分取消訴訟の一

般原則から全く乖離している。第三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前提問題の誤りのみを

理由とする取消判決。後記4も参照）も、行政処分取消訴訟の一般原則から全く

乖離している。 

無効審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に関しては、昭和23年改正の原点に立ち返り、本来

的審決取消訴訟（行政処分取消訴訟の一般理論に従うとともに、前掲昭和51年

大判の審理範囲制限によらず、かつ、平成11年 判の訂正審決確定による無効審

                                                        
46  民事訴訟法302条2項 
 「第一審判決がその理由によれば不当である場合においても、他の理由により正当である

ときは、控訴を棄却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民事訴訟法の控訴審では、第一審判決の判決理由の差し替えの可否など、特に問題とも

されていない。第一審判決の判決理由の差し替えは当然に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大前提とされ

ている。民事訴訟法302条2項の条文も、そのことを大前提としている。行政処分取消訴訟

における処分理由の差替え可能の大原則という一般法理も、これに沿うものといえる。こ

の点については、大渕・基本構造論321頁（注362）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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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の当然取消説によらない、法が本来あるべき内容として予定している審決取消

訴訟）を前提とする限りは、完全な紛争解決能力を有するのである。（拒絶審決

取消訴訟については、審決取消訴訟段階では補正の機会が封じられている現行法

の関係で、新拒絶理由の提出を認めると、これに対しては、補正による対処の機

会がないこととなり、出願人＝原告に酷となるので、これを避けるために、新拒

絶理由の審決取消訴訟段階での提出が一定程度制限されざるを得ない面があり、

これを克服するためには拒絶審決取消訴訟係属中の補正決定（訂正審決を特許付

与前に行うことに相当する）の立法が必要となるが、無効審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で

はこのような点も無関係である。）前掲 判昭和28年10月16日は、（特許抗告審

判の）審決取消訴訟において、（抗告）審判の審理では提出されなかった新たな

事実の主張立証ができるかについて、「原審が事実審である以上、審判の際主張

されなかった事実、審決庁が審決の基礎としなかつた事実を、当事者が訴訟にお

いてあらたに主張することは違法ではなく、またかかる事実を判決の基礎として

採用することは少しも違法ではない。」と明確かつ明快に判示する。これこそ

が、本来的審決取消訴訟たる昭和23年改正の原点を判示するものである。ちなみ

に、審決取消訴訟が事実審であって法律審ではないことはいうまでもない。昭和

51年 大判では、法律審（審理範囲制限的）に近いものと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ると

いえる。 

 

(c) また、日本法では、侵害訴訟の無効抗弁（特許法104条の3）では、「前審

判断経由の利益」など全く関係なく、審判の前置が皆無でも問題はなく、新無効

理由の成立・不成立の判断が極めて一般的類型的に的確になされている。侵害訴

訟裁判所にできることが（むしろより専門性が高い）審決取消訴訟裁判所にでき

ないとは到底考えられない。ドイツの無効訴訟と同様の特許権取消訴訟（第一審

地裁、第二審高裁）を採用すると仮定すると、第一審・第二審とも審理範囲制限

などおよそ考え難い。ドイツの無効訴訟では、審理範囲制限がないのと全く同じ

といえる。なお、特許権無効確認訴訟や差止損害賠償請求権不存在確認訴訟（特

に後者）であれば、特段の立法を要せずに、日本の現行法下でも可能と解される

が、そこでは第一審地裁、第二審高裁ともに審理範囲制限などおよそ考え難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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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れらと同じ実質を、行政処分・行政処分取消訴訟の法形式にするというだけ

で、審理範囲制限ゆえに（必要的）差戻的取消判決の実質となるとは本来およそ

考え難い。そもそも、紛争解決せずに（必要的）差戻的取消判決をして紛争先送

り（＝紛争不解決）していては、紛争解決の名に全く値しない。ちなみに、当然

のことながら、事実審では、差戻しせずに訴訟物についての判断を自ら行い、主

文を導くのが大原則なのであって、例外的に差戻しを肯定するためには、例え

ば、前記の平成15年（2003年）改正後の特許法181条2項の差戻決定（平成23年

（2011年）改正で廃止）のように明文の法的根拠が不可欠である。しかるに、現

行法では、審決取消訴訟につき、差戻しないし差戻的取消判決を肯定する条文な

ど皆無である。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差戻的取消判決をするのは、法律に基づく

裁判の原則に背馳することともなるし、法律の潜脱ともなる。 

日本の実務では、せっかくの本来的審決取消訴訟も、昭和51年 大判、平成

11年 判等の負の判例のしがらみを引き摺らざるを得ないが、台湾で新規に（対

審構造を採用する）審決取消訴訟の立法をされるのであれば、上記のようなしが

らみもなく、理想的な本来的審決取消訴訟でのfresh startが可能となる。 

４ 補論──第三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の有無等についての難問
47 

⑴処分理由の存否に関する 終的結論の誤りではなく、その前提問題の誤り 47 
                                                        
47  昭和51年 大判（第一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や平成11年 判（第二種非本来的取消判

決）は、 高裁判決なので、実務的には克服が困難であるが、第三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

は、 高裁判決でもなく、かかる困難性は、そもそもない。第一種、第二種、第三種の各

「キャッチボール現象」（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については、大渕哲也「判批」中山信弘ほ

か編『特許判例百選〔第4版〕』（2012年）99頁も参照。昭和51年 大判は、各無効理由

ごと（＝事実ごと）の紛争分断であるが、第三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では、前提問題ごと

（＝ロジックごと）の紛争分断であって、はるかに問題性が深刻である。第三種非本来的

取消判決の克服の努力については、各相違点ごとの審決判断の前置は不要という方向でな

されたりしていたようである。東京高判平成16年12月27日（平成15年（行ケ）第132号）

裁判所Web〔カードゲーム玩具事件〕、知財高判平成17年10月6日（平成17年（行ケ）第

10366号）裁判所Web〔炭酸飲料用ボトルの製造方法事件〕、高林龍「拘束力の範囲」金

判1236号 120-121頁参照。なお、第二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は、第三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の

一つといえる。発明の要旨認定の誤りが、訂正の遡及効ゆえに、事後的かつ遡及的に生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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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クレーム解釈（発明の要旨認定）の誤り、あるいは、引用例の認定の誤り、一

致点・相違点の認定の誤り等）のみを理由とする非本来的取消判決（第三種非本

来的取消判決。差戻的取消判決の実質）は、取消判決の拘束力（行訴法33条）が

生ずるのかの点すらも判然とはせず、困難な問題が生ずる48。行訴法33条が予定

                                                                                                                                                        
た点で違いはあるが、前提問題の誤りのみを理由とする審決取消判決（すなわち、第三種

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の一例といえる。第一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は、新無効理由追加否定で

あって、処分理由の差替え否定であるが、行政処分取消訴訟の一般理論では、処分理由の

差替え肯定であって、左記はこれに相反する。しかし、第二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や第三種

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は、処分理由（事実関係）のレベルですらなく、（処分理由の）前提問

題（ロジック）の誤りのレベルにすぎない。 
  なお、第二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第二種キャッチボール現象）については、大渕哲也

「審決取消訴訟の現状と課題」日本工業所有権法学会年報27号（2003年）108-127頁、同

「審決取消訴訟(2)」法学教室339号（2008年）116-125頁も参照。 
48  髙部眞規子『実務詳説特許関係訴訟〔第3版〕』（きんざい・2016年）350-351頁は、

「例えば、典型的な進歩性の欠如（特許法29条2項）を理由とする特許無効審決の取消訴

訟においては、単に、本件発明と引用発明との一致点や相違点の認定誤りのみを独立の取

消事由として構成することや、それのみを理由として審決を取り消す旨の判決をすること

には、問題があると思われる。そのような審決の取消しは、特許庁と裁判所との無駄なキ

ャッチボールを生む原因となるし、今や侵害訴訟においては特許法104条の3の抗弁におい

て、特定の引用例からの容易想到性を、何ら制限なく審理判断していることとの対比から

いっても、相当とはいえない。しかも、仮に審決がある相違点を看過して認定していたと

しても、当該相違点に係る構成に至ることが審決で認定された周知技術等により容易であ

れば、審決の結論には影響を及ぼさないからである。そのような意味で、『特定の引用例

に記載された発明から本件発明を容易に想到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か否か』という1個の無効

理由の成否についての判断の誤りこそが、独立した取消事由として構成されるべきものと

考えられる。このような取消事由の整理によって、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が当該引用発明から

の容易想到性という単位で及び、それにより、無駄なキャッチボールを防止することが可

能であろう。そして、同様のことは、例えば、審決の引用発明の認定が不正確であり、そ

の結果一致点及び相違点の認定や判断が不正確であった場合についてもいえると思われ

る。審決にそのような誤りがあったとしても、裁判所において正しく引用発明を認定し直

し、その上で正しく一致点及び相違点を認定し判断した結果、審決と同一の結論に至れば

審決は結論において正当であったといえようし、逆にその結果、審決とは異なる結論に至

れば引用発明の認定の誤りが審決の結論に影響を及ぼすもの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よう（知財

高判平成24・2・8判時2150号103頁〔電池式警報機事件〕）。」と述べる。第三種非本来

的取消判決を明確に否定しており、明快で極めて正当な見解といえる。これこそが、キ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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ビー最判ないし平成16年改正以降の新時代の特許法の基本的立場を明言するものといえ

る。また、髙部・前掲351頁注13は、「塚原朋一「無効審決取消訴訟の審理の範囲とその

制限事由」『理論と実務2』［筆者注：牧野利秋ほか編『知的財産法の理論と実務第2巻
〔特許法Ⅱ〕』］342頁は、ある引用発明から特許発明が容易に想到できるとする審決の

取消訴訟において、容易に想到できるとの部分が主要事実であり、その個別具体的な推論

過程に関する主張は主要事実でないとする。塚原朋一「審決取消訴訟の審理の範囲」金判

1236号100頁も、従前の実務に対する批判的な反省から、できる限り、当該発明と当該引

用発明との間の進歩性の有無そのものを判断する方向に傾いてきていると述べる。近時

も、塩月秀平「審決取消訴訟における審理の範囲」パテント64巻15号120頁は、発明の要

旨認定に誤りがあっても、正しい要旨認定に基づいて、次のステップに移り、一致点相違

点の認定のための審理をさらに進め、発明の進歩性、新規性の判断に導くことは、 メリ

ヤス編機事件大法廷判決［筆者注：昭和51年最大判］の審理の範囲内のものであると述べ

ている。」としており、これらも基本的に同趣旨を述べるものといえる。以上いずれも、

まさに紛争解決の本義に合致するものといえる。なお、昭和51年最大判は、そもそも、現

行法（昭和34年法）下の判例ではなく、旧法（大正10年法）下の判例にすぎない。その

上、特許法の大革命ともいうべき平成16年改正（無効抗弁の明示）前の旧々法判例にすぎ

ない点にも大いに注意を要する。第一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の克服は、大法廷判例であるこ

とから実務的に直ちには難しいとしても、まずは、第三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の克服を早急

になすべきである。昭和51年最大判も、第一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をいうだけであり、審判

で審理判断された各無効理由に審理範囲を制限するにすぎず、当該各無効理由の枠内で

は、当然のことながら、訴訟物の判断を完了して主文を導くことを想定しているのであっ

て、訴訟物の判断を何らすることなく、前提問題の誤りのみで審決取消判決をすることな

ど全く想定していないものと解される。 
  なお、清水節＝加藤志麻子「審決取消訴訟の第二次取消訴訟と第一次取消判決の拘束

力」牧野利秋ほか編『知的財産法の理論と実務第2巻〔特許法Ⅱ〕』（新日本法規・2007
年）373-374頁も、「法的紛争の早期解決及び訴訟経済の観点から、あるいは、知的財産

訴訟における迅速性に対する強い要請から、同一特許発明につき裁判所（知財高裁）と行

政庁（特許庁）との間で何度もその有効性をめぐる紛争がやりとりされる、いわゆるキャ

ッチボール現象をできるだけ防止すべきことは明らかである。したがって、今後の取消訴

訟の審理運営方法としては、審決の認定において、本件発明と引用例発明の対比における

一致点の誤認や相違点の看過があったとしても、直ちに当該審決を取り消すことなく、被

告に対して、審決を維持する立場から一致点の誤認や相違点の看過を解消する方向での主

張立証ができないかを促すことが重要となろう（このような考え方を示唆するものとし

て、東京高判平16・12・27（平13（行ケ）278）最高裁HP。高林龍「拘束力の範囲」金判

1236号114頁も同様の見解を示す。）。そして、その主張立証の内容を検討し、それが、

新たな引用例の記載などを参酌しない限り補強できない性質のものか、あるいは、当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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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ている取消判決は、実体上の違法性としては、処分理由の存否（無効審決につ

いては、無効理由が一つはあること。無効不成立審決については、無効理由が一

つもないこと。拒絶審決については、拒絶理由が一つはあること）に関する 終

的結論が誤っていることを理由とする本来的取消判決のみであると解される。そ

もそも、本来は、前提問題の誤りがあるだけでは、審決取消しの主文を導くこと

                                                                                                                                                        
にとっての周知技術で埋め合わせられる程度のものかを見極め、前者の場合であれば、昭

和51年 大判の審理範囲の考え方に基づき、当該審決を取り消すことになろうが、後者の

場合であれば、前掲 高裁昭和55年1月24日判決の考え方に基づき、一致点の誤認や相違

点の看過に対して周知技術や技術常識等を適用した上、当該審決を適法なものとして維持

すべきである。」と述べ、高林龍「拘束力の範囲」金判1236号119-120頁も、「審理範囲

が限定された中にあっては、むしろ特定の引用例からの本件発明の進歩性の有無といった

論点に関しては、仮に審判手続では審理が十分に行われていなかった場合であっても、審

決取消訴訟の場面で、前掲食品包装容器事件 一判が判示する範囲内で新証拠を提出し

て、主張を補強することによって、進歩性の有無についての 終的判断を示すことが訴訟

経済にも合致す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前掲高速旋回式バレル研磨法事件 三判の判旨

も、このような前提において、個別的な結論に影響する審決の判断の違法を超えて当該引

用例から本件発明の進歩性の有無についての判断を加えた上で審決を取り消すことができ

るし、かつその場合の 終判断には拘束力が生ずることを示したものと理解すべきであろ

う。まして、侵害裁判所であっても特許が無効審判により無効とされるべきものと認めら

れるか否かについて判断を加え、その結果特許権者の請求を棄却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する

制度（特許法104条の3）が採用された現在においては、より一層、特定の引用例からの本

件発明の進歩性の有無などという問題については特許庁と裁判所間で何度も手続きを繰り

返すことなく一回解決を図るべき要請が強ま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と述

べる。これらも、第三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の克服の方向性をいうものと解される。 
  以上のように、第三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は、法が本来予定していない法的根拠に欠ける

便法ではあるが、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現になされてしまった場合には、それについての

拘束力の有無・範囲が問題となる。しかし、そもそも、法の想定していない非本来的取消

判決に拘束力を肯定すること自体が背理と解される。また、訴訟物の判断欠落ゆえに既判

力すら認められないようなものについて拘束力を肯定することも法は想定していないと解

される。他方、実務上は、そもそも、第三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訴訟物の判断を遂げて

いない）か本来的取消判決（＝訴訟物の判断を遂げている）かが判然としないものも少な

くないのであって、問題を一層困難かつ深刻としている。ちなみに、第三種非本来的取消

判決が克服されるようになれば、次第に第一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も克服されていくように

なると解される。これらの克服がないと、前記のように、機能不全のために、審決取消訴

訟と一体となる無効審判も放棄のやむなきに至ることとな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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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できない。前提問題の誤りがあっても、必ずしも、各無効理由の成立の誤りに

直結するとは限らないし、ましてや、当該審決の違法事由＝取消事由たる（ 終

的結論たる）当該行政処分の違法性一般の存否の誤り（＝無効理由一般の存否の

誤り）に直結するとは限らない49。なお、行政処分取消訴訟の一般原則として

も、前提問題の誤りのみを理由とする行政処分取消判決は想定していないと解さ

れる。もしもかかるものが想定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れば、 判平成5年（1993年）2

月16日民集47巻2号473頁〔ベンジジン労災事件〕の事案でも、前提問題の誤り

（労働者災害補償保険法が適用されないとの判断の誤り）のみで当然に当該行政

処分が取消しとなるのであって、同 判で問題となった点はそもそも問題ともな

らないのである50。拘束力は、判決の主文が導き出されるのに必要な事実認定及

び法律判断について生ずるものである（ 判平成4年（1992年）4月28日民集46巻

4号245頁〔高速旋回式バレル研磨法事件〕（以下「平成4年 判」という）参

照）から、そもそも審決取消しの主文を導くことができない事案（＝審決取消訴

訟の訴訟物の判断（当該審決の違法性一般の存在の判断）のなされていない事

案）における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というものは想定されていない。したがって、

（第三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については、行訴法33条の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は生じ

ないと解すべきであり、（第三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について世上「拘束力」と

考えられているものは、争点効であるとさえいえない。また、少なくとも、前提

問題の誤りの判断を超えて拘束力が生ずるとは考え難い。判決で判断した事項以

上に判決効（拘束力）が及ぶのではそもそも全く背理といわざるを得ない。その

上、前提問題の誤りの判断自体に拘束力が及ぶことすら前記のように疑問なので

ある。すなわち、理由中の判断に判決効が及ぶためには、同理由中の判断の正し

                                                        
49 別紙の⑴【以上のまとめ】欄参照。 
50  以上につき、大渕・基本構造論172頁参照。労働者災害補償保険法が適用されるかとい

う入口論の誤りにより労災保険給付不支給決定がされてしまい、業務起因性の有無という

本来 大の争点となるべき事項については、行政庁の第一次判断権が全く行使されていな

いという極めて高度の特殊性がある。この点では、申請却下処分に類似するといえる。鶴

岡稔彦「抗告訴訟の訴訟物と取消判決の効力」藤山雅行＝村田斉志編『新・裁判実務大系

25行政争訟〔改訂版〕』（青林書院・2012年）269-270頁参照。このような極めて高度の

特殊性は、本稿の論点には全く関係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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さが訴訟物の判断＝主文を導く判断の全体の中で十分吟味され再検証されている

ことが 低限の大前提となると解されるが、（訴訟物の判断＝主文の判断にまで

至っていない）差戻的取消判決の実質である場合には、上記大前提がそもそも満

たされていないのである。 

平成4年 判は「特定の引用例から当該発明を容易に発明することができた

とはいえないことを理由として特許無効審決の取消判決がされ、その拘束力に従

って同一引用例から右発明を容易に発明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とはいえないとした再

度の審決がされた場合、その取消訴訟において、同一引用例から右発明を容易に

発明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とを主張立証することは、許されない。」、「特定の引

用例から当該発明を容易に発明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とはいえないことを理由として

特許無効審決の取消判決がされた後の再度の審判手続において、同一引用例の外

に他の引用例等からも右発明を容易に発明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との主張がされた場

合でも、追加された引用例等のみから容易に発明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と主張するも

のではなく、また、右引用例等が前訴で検討された特定の引用例とあいまって初

めて容易に発明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と主張するものでないときは、右特定の引用例

及び追加された引用例等から右発明を容易に発明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とはいえない

とした再度の審決は、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に従ったものとして、その取消訴訟でこ

れを違法と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旨の一般則を判示する。上記判示は、あくま

で本来的取消判決（進歩性の判断の誤りを理由とする取消判決）について拘束力

を判示するものであって、決して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について拘束力を判示するも

のではない。ただ、平成4年 判の現実の事案は、進歩性の判断の誤りではな

く、前提問題の誤り（引用例の認定の誤り、ひいては一致点相違点の認定の誤

り）のみを理由とする取消判決（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である点51には大いに注意

                                                        
51  東京高判昭和58年（1983年）6月23日（昭和54年（行ケ）第87号）（特許庁審判部編

『参考審判決集（8）』287頁）は、本件発明は当業者が第2引用例、第3引用例等に基づい

て容易に発明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ものであるとした第1次審決は、各引用例の技術内容の認

定を誤り、本件発明と各引用例の異同点の誤った認定に基づくものであって違法であると

して、第1次審決を取り消す旨の判決（第1次判決）をしている。以上の点については、平

成4年 判では、触れられていない。平成4年 判の一般原則の設例（本来的取消判決）

は、以上の現実の事案（第三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と全く異なるものとなっている。た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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を要する。以上のように、現実の事案と、一般則の前提（設例）とが乖離してし

まっているが、判例の一般則自体としては、現実の事案と乖離しているとはい

え、一般原則の設例を前提として把握するしかなかろう。そうであれば、本来的

取消判決についてのものであり、行政法での一般的理解によく符合している。 

通常の争点効は、主文が導けることをあくまで大前提として、主文について

の既判力以外に理由中の判断についての争点効を肯定するものであるが、ここで

は、前提問題の誤りのみしか判断されていないので、行政処分取消訴訟の訴訟物

たる当該行政処分の違法性一般（無効審決取消訴訟であれば、主張された無効理

由が一つもないこと）までは導かれておらず、行政処分取消判決の主文を導くこ

とはできない。このように、平成4年 判の現実の事案では、形式上は取消判決

であるが、実質的には、処分の実体的違法性を理由とする本来的取消判決ではな

く、単なる第三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にすぎない（平成4年 判の一般論の設例は

処分の実体的違法性を理由とする本来的取消判決とされているが、これは現実の

事案とは本質的に異なるのである）。よって、この場合、通常の争点効（訴訟物

についての判断がなされ主文が導けることが大前提）の域にすら達していない。

普通の争点効すら個人的には反対であるが（ 判昭和44年（1969年）6月24日判

例時報569号48頁も争点効を否定する）、ましてや上記のような争点効の域にす

ら達していないものには全く反対である。訴訟物たる当該行政処分の違法性一般

（無効理由一般の存否の判断の誤り）の存在が肯定でき、よって行政処分取消判

決の主文が導けた場合に限り、理由中の判断たる各無効理由の存否の誤りにつき

（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が肯定されるのである。そして、上記（本来的）取消判決

については、当該行政処分の違法性一般（＝無効理由一般の存否の判断の誤りの

存在（無効審決取消判決については、無効理由の不存在、無効不成立審決取消判

決については、無効理由の存在））につき、既判力が生ずる。 

⑵以下では、昭和51年 大判の審理範囲制限を否定する私見を前提として論

ずるが、訴訟物としては、各無効理由の存否自体ではなく、それらの帰結を総合

した結果の無効理由一般の存否が（訴訟物たる）当該行政処分（審決）の違法性

                                                                                                                                                        
逆に、平成4年 判は、第三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を想定していないともい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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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に結び付く52。①無効審決取消判決をするためには、主張された無効理由が

一つも成立しないことを判断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②無効不成立審決取消判決の

ためには、主張された無効理由が一つでも成立することを判断すれば足りる。そ

して、こうして取消判決がなされた場合には、①無効審決取消判決については、

主張された各無効理由が一つも成立しないことにつき拘束力が及ぶ。すなわち、

特許庁（審判官合議体）は、（無効理由が一つは成立することを前提とする）無

効審決をなすことは拘束力によって許されないし、反面、（新無効理由の提出の

ない限り）無効不成立審決することが法的に義務付けられる。②無効不成立審決

取消判決については、判決で成立とされた各無効理由が成立することにつき拘束

力が及ぶ。すなわち、当該各無効理由が成立しないことを前提とする無効不成立

審決をなすことは拘束力によって許されないし、反面、（訂正のない限り）無効

審決をすることが法的に義務付けられる。具体的事例については、前記3⑴参

照。 

無効理由一般の存否についての誤りという、審決の違法性一般レベル（＝訴

訟物レベル）の誤りが、本来的取消判決の理由となる。各
‧

無効理由の誤りのみを

理由とする審決取消判決では、第一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となる。さらに（各無効

理由の判断の誤りの可能性を示すにすぎない）前提問題の誤りのみを理由とする

審決取消判決では、第三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となる。前記のとおり、訴訟物とし

ては、各無効理由の存否自体のみではなく、それらの帰結を総合した結果として

の無効理由一般の存否が訴訟物たる当該行政処分（審決）の違法性一般（無効理

由一般の存否の誤り）に結び付く。各無効理由の存否の誤りのみでは本来的取消

判決は導けない。各無効理由の存否の誤り等を総合した結果としての無効理由一

般の存否の誤りに至って初めて、審決取消判決の主文が導けるのである。前提問

題の判断の誤りのみでは、各無効理由の存否の判断の誤りの可能性
‧‧‧

は導けるかも

しれないが、かかる可能性自体では法的に意味もない。各無効理由の存否の判断

                                                        
52  例えば、無効審決取消訴訟の場合、旧無効理由Aの判断に誤りがあっても、新無効理由

Bで無効審決を理由付けることができ、よって、審決を維持できるのであれば、無効理由

一般の存在（訴訟物）は否定されるのであって、無効審決取消判決とはならないのであ

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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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誤り自体（誤りの可能性ではなく）の存在がいえて初めて法的意味を有するの

である。各無効理由の存否の判断の誤りの存在がいえるだけでは、本来的審決取

消判決は導けないが、各無効理由の存否の判断の誤りの総合判断の結果、無効理

由一般の存否の判断の誤りがいえるならば、本来的審決取消判決が導ける。そし

てこの本来的審決取消判決については、無効理由一般の存否の判断の誤り＝当該

審決の違法性一般の存在につき既判力が生ずる。また、このような本来的審決取

消判決の場合には、同主文を導くに必要な事実上・法律上の判断たる「各無効理

由の存否の判断の誤り」につき拘束力が及ぶ。拘束力が及ぶのはこのレべルのも

の（＝訴訟物レべルではなく、各無効理由レベルのもの）であって、それよりも

更に下位のレベルである（各無効理由の）前提問題の誤りのレベルではない。訴

訟物レベル（無効理由一般レベル）に既判力が及び、各
‧

無効理由レベルに拘束力

が及ぶのである。平成4年 判の一般論でも、設例につき、前提問題のレベルで

はなく、各無効理由レベルで拘束力を生じさせている。理由中の判断のレベルと

して一括され、①各無効理由レベルと②前提問題のレベル53とが明確に区別され

ず混同されてきたが、両者は全く次元を異にする。両者をきちんと区別すること

こそが整序された議論のための第一歩である。ちなみに、そもそも、拘束力は、

間接的には後続の裁判所の判断を法的に拘束することになるので、後続の裁判所

の判断の独立を害しないためにはあまり広く認めるのは妥当ではないと解され

る。なお、法的な拘束力と判決の判示内容の事実上の尊重とは別次元のものであ

る。すなわち、判決の判示内容の事実上の尊重は、あくまで事実上のものであっ

て、法的な判決効（既判力、拘束力等）とは全く別次元のものである。また、信

義則上の主張制限等とも全く別次元のものである54。 

５ まとめ 

①当該審決の実体的要件を客観的に充足している審決については、処分理由

                                                        
53  前提問題のレベルについては、（訴訟物の判断ゆえに審決取消しをする）本来的取消判

決の場合であっても、拘束力ではなく、信義則違反等を理由とする主張制限が問題となる

にとどまる。別紙の⑴【以上のまとめ】欄参照。 
54  別紙の⑴【以上のまとめ】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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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差替え等により、本来維持されるべきものとして、維持判決となる。よって不

要な審決取消判決（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はなくなり、本来不要な（非本来的）取

消判決の拘束力に煩わされることもなくなる。他方で、②当該審決の実体的要件

を客観的に充足していない審決については、本来的取消判決となる。この場合

は、（本来的）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によって、（新無効理由の追加やクレーム訂正

といった特殊事情のない限り）反対内容の審決（無効審決取消判決の場合には、

無効不成立審決、無効不成立審決取消判決の場合には、無効審決）が理由中の判

断に関して義務付けられることとなる。要するに、本来的維持判決の場合（①）

にも、本来的取消判決の場合（②）にも、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の問題はそもそも生

じないか（①）、生じても、至極単純明快なものとなる（②）のである。これら

こそが、法（本来的取消判決・本来的維持判決のみを想定する）が本来予定して

いる帰結なのである。反面、法の予定していない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では、必要以

上に複雑困難な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の問題を招来するだけである。工業所

有権関係以外の一般の行政処分の取消訴訟においては、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がなさ

れていないため、取消判決の拘束力（行訴法33条）についてさほどの問題も生じ

ていないのは、むしろ当然といえる。 

（ドイツのように自判する）無効訴訟、義務付け訴訟及び本来的審決取消訴

訟は、いずれも紛争非分断的であるが、非本来的審決取消訴訟は、紛争分断的で

ある。紛争解決の本義からは前者が好ましいといえる。他方で、無効訴訟と審決

取消訴訟は対審構造であるが、審決の義務付け訴訟は非対審構造と思われる。特

許権という私権に係る手続という点では、前者が好ましいと思われる。 

無効手続の原型はドイツの無効訴訟と解されるが、この（民事訴訟たる）無

効訴訟を行政訴訟の形に落とし込んだのが、日本型無効手続たる無効審判（第一

審）・審決取消訴訟（第二審）の制度といえる。この制度において、第二審で

は、取消自判判決はできず、単純取消判決しかできないという点で、第二審で取

消自判判決が可能な無効訴訟（民事訴訟）と異なるだけであって、第一審と第二

審から成る実質上訴的な基本構造は維持されている。これに対して、審決義務付

け訴訟は、裁判所が特許庁審判（準司法的ないし準裁判的）に一定の主文を義務

付けることとなって、裁判の独立に準ずるものに反することとなるが、この後者



52  

專利師︱第三十三期︱2018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の問題点（裁判の独立に準ずるものに反すること）を離れても、上記の無効訴訟

のような第一審と第二審という実質上訴的な基本構造とは異なる異質なものとな

っている。すなわち、原型たる無効訴訟を行政訴訟の形に落とし込んだという次

元のものではないのである。取消訴訟は、無効訴訟実体に符合するが、義務付け

訴訟は無効訴訟実体に符合するとはいえないのである。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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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紙］ 

日本の特許審決取消訴訟における、進歩性欠如の無効理由の判断過程と

審決取消判決の拘束力（行訴法33条） 

本文IVでは、無効理由一般について分析検討したが、ここでは、進歩性欠如

の無効理由に特化して、少し別の視点から分析検討する。  

⑴基本――進歩性欠如についての各無効理由55の判断過程──引用例

α、βを理由とする56進歩性欠如の各無効理由を例として 

進歩性欠如についての各無効理由の判断過程は以下のとおりである。 

① 発明の要旨認定と（主）引用例の要旨認定 

本件発明につき「A＋B＋C」と発明の要旨認定（クレーム解釈）がされ、

「A’＋B’＋C」と（主）引用例の要旨認定がされたとする57。 

② 一致点・相違点の認定58 

相違点1は、「AとA’との相違点」となり、相違点2は、「BとB’との相違

点」となる。（ちなみに、一致点は、「C」となる。） 

③ 各相違点についての容易想到・非容易想到の各判断 

相違点1：容易想到or非容易想到 

相違点2：容易想到or非容易想到 

                                                        
55  終的結論たる無効理由一般（抽象的・総合結果的）の存否に対して、その前段階たる

（主張された）具体的な各無効理由を「各無効理由」という。 
56  「引用例α、βを理由とする」というのは、法条（特許法29条2項（進歩性欠如））以

外に公知事実（引用例α、β）によって各無効理由が画されるという趣旨である。 
57  髙部眞規子『実務詳説特許関係訴訟〔第3版〕』（きんざい・2016年）381-382頁の事例

を参考としている。 
58  なお、一致点のみで相違点がないならば新規性欠如と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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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③の各結果の総合結果としての進歩性欠如の有無の結論→当該各無

効理由の成立・不成立の結論。 

・相違点1も相違点2も両方とも容易想到であれば、進歩性欠如。→当該各無

効理由が成立。 

・相違点1、相違点2のいずれか一方が非容易想到であれば、進歩性肯定59。

→当該各無効理由が不成立。 

⑤ ④の各無効理由成立・不成立の結果の総合的帰結としての無効理由

一般の存否とそれから導かれる当該行政処分（審決）の違法性一般の存

否の帰結 

・各無効理由が一つでもあれば、無効成立の帰結。→無効理由一般が存在。

→以下の各帰結となる。 

(i) 無効審判では、無効審決となる。無効理由一般が存在のためである。 
(ii) 無効審決の場合、無効審決維持判決となる。←当該無効審決に審決の

違法性一般が存在しないためである。 
(iii) 無効不成立審決の場合、無効不成立取消判決となる。←当該無効不成

立審決に審決の違法性一般が存在するためである。 
・各無効理由が一つもなければ、無効不成立の帰結。→無効理由一般が不存

在。→以下の各帰結となる。 

(iv) 無効審判では、無効不成立審決となる。無効理由一般が不存在のため

である。 
(v) 無効不成立審決の場合、無効不成立審決維持判決となる。←当該無効

不成立審決に審決の違法性一般が存在しないためである。 
(vi) 無効審決の場合、無効審決取消判決となる←当該無効審決に審決の違

法性一般が存在するためである。 

                                                        
59  相違点1のみが非容易想到のこともあれば、相違点2のみが非容易想到のこともあれば、

相違点1と相違点2の双方が非容易想到のこともあるが、いずれについても、進歩性肯定と

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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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のまとめ】 

各相違点の容易想到・非容易想到の判断が出揃えば、(i)全て容易想到であれ

ば、進歩性否定＝各無効理由成立、一つでも非容易想到であれば、進歩性肯定＝

各無効理由不成立という形で、各無効理由の成立不成立が定まり、(ii)各無効理由

成立が一つでもあれば、無効理由一般が存在となり、各無効理由成立が一つもな

ければ、無効理由一般が不存在となるという形で、無効理由一般の存在不存在が

定まる。(iii)無効理由一般の存在・不存在に応じて、無効理由一般の存在であれ

ば、無効審決の違法性一般の不存在となり、無効不成立審決の違法性一般の存在

となる。他方、無効理由一般の不存在であれば、無効審決の違法性一般の存在と

なり、無効不成立審決の違法性一般の不存在となる。上記いずれでも、審決の違

法性一般の存在であれば、当該審決の取消判決となり、審決の違法性一般の不存

在であれば、当該審決の維持判決となる。取消判決については、取消判決の拘束

力が及ぶ。 

既判力は、審決の違法性一般の存在（取消判決）又は審決の違法性一般の不

存在（維持判決）について及ぶ。審決の違法性一般という訴訟物のレべルで及

ぶ。 

拘束力は、具体的に判断された各無効理由の成立・不成立の判断（の誤り）

につき及ぶ。 

既判力も拘束力も本来的取消判決（訴訟物につき審理判断を遂げた判決）に

ついてのみ生じる。（第三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訴訟物につき審理判断を遂げ

ていない判決）には、既判力も拘束力も生じない。 

信義則違反等を理由とする主張制限は、既判力や拘束力のような判決効とは

異なり、本来的取消判決のみに限らない。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にもあり得る60。信

義則違反等を理由とする主張制限は、法律の明文の条項に基づく既判力や拘束力

と異なり、信義則違反等という一般条項を根拠とするために、範囲等は必ずしも

                                                        
60  判決効は、法の想定する本来的（取消）判決（訴訟物につき審理判断を遂げた判決）に

ついてしか生じないが、信義則違反等を理由とする主張制限は、判決効とは別次元のもの

であって、判決が本来的かどうかは別次元のものとしての、信義則違反等が専ら問題とな

るのであって、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かどうかとは理論的に無関係とい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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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ではない61。 

⑵拘束力の実例（一）――前記⑴②のとおりの一致点・相違点とす

る。（各）無効理由は一つだけのシンプルな例を考える。 

(a) 特許庁は、相違点1につき非容易想到と考えて無効不成立審決したとす

る。 

(b) 裁判所は、相違点1も相違点2も両方とも容易想到と考えて62上記無効不成

立審決取消判決をしたとする。 

(c) （下記のようなクレーム訂正のない限り）特許庁（審判官合議体）は、再

開後の無効審判63において、上記無効不成立審決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により、（上

記で判断された当該各無効理由成立の判断結果に拘束され、したがって、）無効

審決をすることを法的に義務付けられる。→これに違反して無効不成立審決をす

れば、当然に無効不成立審決取消判決となる。 

(d) 「A＋B＋C」がクレーム訂正（減縮）により「a＋B＋C」とされたとす

る。そうすると、相違点1＝「AとA’との相違点」は、相違点1’＝「aとA’と

の相違点」に変更されており、大前提についての（結論に影響を与える）事情変

更となり、前記のような拘束力は働かなくなる。 

⑶拘束力の実例（二）――前記⑴②のとおりの一致点・相違点とす

る。（各）無効理由は一つだけのシンプルな例を考える。 

(a) 特許庁は、相違点1、相違点2の双方ともにつき容易想到と考えて無効審決

したとする。 

                                                        
61  ただ、信義則違反等という一般条項を根拠とするため、一般条項の性格上、限定的・例

外的なものとならざるを得ない点には大いに注意を要する。 
62  相違点1も相違点2も両方とも容易想到と考えて初めて、当該各無効理由ひいては無効理

由一般が成立といえる。裁判所が相違点1を容易想到と考えるだけで上記無効不成立審決

取消判決をすると、第三種非本来的取消判決となってしまう。訴訟物の判断まで行わず、

前提問題の誤りの判断のみでの取消判決にすぎないためである。 
63  上記無効不成立審決取消判決（確定）により、審判再開と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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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裁判所は、相違点1、相違点2の少なくとも一方が非容易想到と考えて64上

記無効審決取消判決したとする。 

(c) 特許庁（審判官合議体）は、再開後の無効審判65において、上記無効審決

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により、（上記で判断された当該各無効理由不成立の判断結果

に拘束され、したがって、別の各無効理由によらない限り）無効不成立審決をす

ることを法的に義務付けられる。→これに違反して無効審決をすれば、当然に無

効審決取消判決となる。 

(d) 「A＋B＋C」がクレーム訂正（減縮）により「a＋B＋C」とされたとす

る。そうすると、相違点1＝「AとA’との相違点」は、相違点1’＝「aとA’と

の相違点」に変更されているが、これは上記⑵の場合と異なり、（結論に影響を

与える）事情変更には当たらず、拘束力に変化はない。 

⑷上記⑵と上記⑶との対比等 

無効不成立審決の本来的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については、訂正は拘束力を免れ

させる事情変更となり得るが、無効審決の本来的取消判決の拘束力については、

訂正は（拘束力を免れさせる）事情変更となることは考え難い。 

訂正は、無効審決を無効不成立審決とする効果を有し得るが、訂正は、無効

不成立審決を無効審決とする効果は考え難い。訂正によるクレーム減縮により、

相違点が拡大し、無効成立がしにくくなるのであって、無効成立となる方向性は

考え難い。 

拘束力は、同一事情の下で、同一理由による同一内容の処分を繰り返すこと

を禁止することが眼目であり、事情変更のために同一事情でなくなれば、拘束力

による反復禁止の義務付けは及ばないことになる。 

クレーム訂正（減縮）が、直ちに（結論を左右する）事情変更となるはいえ

ないが、上記のような（結論を左右する）事情変更となるクレーム訂正（減縮）

の場合には、拘束力を免れることとなるのである。 

                                                        
64  (i)相違点1だけ非容易想到、(ii)相違点2だけ非容易想到、(iii)相違点1も相違点2も両方非

容易想到の3つの可能性がある。 
65  上記無効審決取消判決（確定）により、審判再開と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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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6/221845622018040033002 
收稿日：2018年3月22日 
* 

本文係以發表於專利師公會主辦之專利法制與實務發展國際研討會之講稿（原題目為：日本

發明專利舉發程序及撤銷訴訟對審結構之理論性研究）為基礎，加以補充說明，另為更適切

反映內容而調整題目。 
 另，日本行政事件訴訟法之中譯文，係參考司法院於2007年6月27日公布之外國中譯法規：

日本行政事件訴訟法（林素鳳博士譯），http://www.judicial.gov.tw/db/db04.asp，最後瀏覽

日：2018年3月22日。
 

** 東京大學法律學政治學研究所／法律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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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惟課予義務訴訟則非對審制。課予義務訴訟需以行政機關作為被告，而撤銷訴

訟則在立法政策上可選擇以私人作為被告。基此，對審結構在撤銷訴訟雖屬可行，

然在需以行政機關作為被告的課予義務訴訟，則有其窒礙難行之處。依據上述說

明，為使對審結構具有可操作性，其行政訴訟之種類必須限於撤銷訴訟，而為使撤

銷訴訟成為可行之法律制度，其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厥為，撤銷訴訟需具有充分解決

紛爭之實效性。至於如何評價撤銷訴訟解決紛爭之實效性，其關鍵要素為，撤銷判

決需有拘束行政機關之效力等。 

本文將首先說明理論背景或前提（貳），討論舉發程序與撤銷訴訟之對審結構

（參）後，針對相關重要論點即撤銷訴訟解決紛爭之實效性，則以撤銷判決之拘束

力為中心（肆）進行研討。附帶說明，本文之研究，係以舉發程序及舉發審定之撤

銷訴訟為中心。 

貳、理論背景或前提 

一、「法政」理論及發明專利權之私權性質 

(一)「法政」理論 

有關發明專利相關之行政處分，當以美濃部達吉博士之「法政」理論1 為切

中核心 2。發明專利為「法政」，其實質上雖為民事裁判或民事司法（非訟、訴

                                                        
1 美濃部達吉，行政法撮要下卷，有斐閣，1932年改訂3版，513、519-521頁。 
2 同前註，520頁之說明：「尤以工業所有權（譯註：指專利權及商標權）、著作權、礦業權

及漁業權，其權利之發生、保護及監督，一般而言並非由法院管轄，而屬行政機關之職掌事

項。工業所有權及礦業權之主管機關為商工省、著作權為內務省、漁業權為農林省。亦即，

該等事項在形式上屬於行政權之範疇。目前為止，相關教科書之論述，大多認為其屬內務行

政之一環。惟，工業所有權、著作權、礦業權及漁業權，皆為具有可對抗一般私人效力之私

法上財產權，其權利之發生、保護或監督雖有國家行政行為之介入，核其性質，應與民事司

法權係保護私法上財產權之功用相同。因此，其法律性質，與警察或公共福祉（指國家或公

共團體為維公共福祉，非基於行使公權力之目的，而經營事業、管理物、特許他人經營、監

督特許事業、保護獎勵私人事業，及為達此等目的，作為輔助手段而課予國民一定負擔），

明顯有別。一般教科書僅因上述行政行為介入私權乙事，即率爾將之界定為內務行政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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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惟其法律制度之設計，既可以裁判的形式行之，亦可透過行政行為的形式為

之。藉由「法政」理論，可說明日本及德國之現行法制如下。美濃部達吉博士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前所為前揭論述，係限於對德國舊法及日本舊法之闡釋，惟將其基礎

理論套用於現行法時，當如下述。專利之審查、舉發或發明專利爭訟（撤銷訴

訟），其實質皆為民事裁判（非訟、訴訟），然依日本現行特許法（譯註：相當於

專利法之發明專利部分），就專利之審查及舉發，皆以行政處分之形式為之3，而撤

銷訴訟，則以行政訴訟、即行政處分之撤銷訴訟的形式為之。至於德國現行發明專

利法，專利審查係以行政行為之形式為之，但（相當於日本舉發程序之）專利無效

訴 訟 程 序 （ Nichtigkeitsverfahren ） 之 第 一 審 為 聯 邦 專 利 法 院

（Bundespatentgericht），第二審則由聯邦 高（普通）法院（Bundesgerichtshof）

管轄，皆以民事訴訟的裁判方式行之。 

(二)發明專利權之私權性質 

發明專利權係私權（發明專利權私權原型論4）。發明專利 重要特徵為，透過

審定授予發明專利之行政處分，因而產生私權即發明專利權。發明專利權雖與所有

權、著作權等同為私權，惟發明專利權之發生、消滅及變更，皆有行政處分（如准

予專利審定、舉發審定、更正審定）直接牽涉其中。一般行政處分，其處分、與其

處分之結果所生之法律效果（公法上之地位等）難以切割分離，然而專利處分與發

明專利權則全然不同。與一般行政處分迥異，直接涉及私權發生之專利處分係屬特

殊行政處分，因行政處分審定授予專利而產生發明專利權後，發明專利權即與行政

                                                                                                                                                        
環，實係起因於未能正確理解其法律性質之故。」 

3 專利審定之形式固然皆為行政處分，然單方程序（專利審定、異議處分、不予專利審定之再

審查審定、更正審定等）之實質為非訟，至於對審結構之舉發程序，其實質應為訴訟。另，

侵權訴訟（民事訴訟）、撤銷訴訟（行政訴訟）則不論形式或實質皆為訴訟。 
4 所謂「發明專利權私權原型論」，係指認為發明專利權屬於私權時，由於其權利具有特殊性

而有必要透過行政行為介入，而特別加以界定為行政行為。凡係發明專利權，必然需要透過

行政行為介入云云，此種由因及果的推論並不恰當，而應回歸到有無行政程序介入的必要

性、及其介入程度等，個別判斷其必要性。大渕哲也，為保護智慧財產之法律制度的橫斷性

分析——為體系分析以提案基礎架構為中心，Jurist，2003年1月，1237期，196-197、209、

212頁；大渕哲也，有關發明專利處分、發明專利權與發明專利無效的本質之基礎理論，日

本工業所有權法學會年報，2011年5月，34期，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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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脫鈎，二者為各自獨立存在。因此，依據後述說明，專利處分（母）本身的無

效、與發明專利權（子）本身是否無效，係各別獨立之概念，互不相干5。 

民事訴訟法設有因發明專利權等所生訴訟之管轄規定（民事訴訟法第6條），

「因發明專利權等所生訴訟」之典型例示為侵害發明專利權訴訟事件，透過立法明

定其為民事訴訟事件，而非行政訴訟事件。反之，假設發明專利權為公權，因發明

專利權所生訴訟之管轄規定，係涉及公法上當事人訴訟﹝實質上當事人訴訟。「公

法上之法律關係之確認訴訟、或其他公法上法律關係相關訴訟」，行政事件訴訟法

（下稱「行訴法」）第4條後段6參照﹞，理應於行訴法設有相關規定，然實際上卻

非如是，而係於民事訴訟法中設有上述規定，可知法律明確將發明專利權定位為私

權。 

二、德國及日本法律制度之歷史變遷7 

(一)德國法律制度之歷史變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專利無效訴訟程序的第一審，係由專利局無效部審

理，依據當時德國政府見解，專利局無效部為一「特別法院」。附帶言之，無效訴

訟 程 序 之 第 二 審 （ Berufung ） ， 在 戰 前 為 德 意 志 帝 國 （ 高 ） 法 院

（Reichsgericht），戰後則為聯邦 高（普通）法院，而第二審仍為事實審，接續

第一審續為審理。 

德國自戰前，在1961年制度大幅修改前，德國相當於日本之舉發制度者，其作

                                                        
5 大渕哲也，有關發明專利處分、發明專利權與發明專利無效的本質之基礎理論，同前註，

65-68頁。發明專利處分之具體內容，是為准予發明專利審定或准予專利之再審查審定，但

發明專利權之發生時點，則係透過另一設定登錄之行政處分。 
6 行政事件訴訟法第4條規定如下： 
 「第四條 本法所稱『當事人訴訟』，指關於確認或形成當事人間法律關係之處分或裁決，

依法令規定應以其法律關係當事人一方為被告之訴訟，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之訴訟，或其他

公法上法律關係之訴訟。」 
7 德國之法制，請參照大渕哲也，發明專利撤銷訴訟基本構造論，有斐閣，2003年，17頁，

（下稱「拙著，基本構造論」）；大渕哲也，德國法及歐洲法（條約等）之侵害發明專利權

訴訟與專利無效等之關係，收錄於智慧財產訴訟制度之國際比較NBL特刊第81號，商事法

務，2003年，204頁。日本之法制，請參照拙著，基本構造論，1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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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究為裁判或行政，實務上曾有爭執。但，有關其實質上具有裁判之功能作用，此

點並無爭議，僅係其法律制度之形式究為裁判（設於專利局之「特別法院」所為裁

判 ） 或 行 政 行 為 ， 對 此 曾 有 爭 議 。 依 據 1959年6月 13日 聯邦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BVerwGE 8, 350）意旨：為了實現裁判應由對於國家並無利害關係之第三人行

之，法院必須是獨立於行政機關之外的特設機關，有鑑於專利局抗告部並非自行政

機關分離、獨立於行政機關而存在，因此無法將專利局抗告部視為憲法（德意志聯

邦共合國基本法）上的法院（設置於專利局內的「特別法院」）。惟應注意，該判

決並未否定，專利局抗告部實質上發揮了裁判的功能作用。1959年6月13日聯邦

高行政法院判決雖係針對專利局抗告部之定位所為闡釋認定，但不論從判決宣示的

結論及判決理由觀之，對於專利局無效部恐難作不同解釋，而應認為一體適用，不

論專利局抗告部或無效部，皆不具有德國法上「特別法院」之定性。 

因應1961年之制度大幅修改，德國新設聯邦專利法院（高等法院位階），將過

去由專利局無效部（無效訴訟程序第一審）、抗告部（對不予專利審定等之抗告程

序（Beschwerdeverfahren））審理之事件，皆改由聯邦專利法院管轄，至此名實相

符，皆由法院以裁判行之。 

另，聯邦專利法院係由具法律背景之法官與「技術法官」共同組成合議庭，進

行審理判斷。聯邦 高（普通）法院則僅由具法律背景之法官組成合議庭，審理上

訴事件。至於受理侵權訴訟事件之法院，亦僅由具法律背景之法官組成。 

(二)日本法律制度之歷史變遷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之日本，係由特許局審理舉發（及抗告），對其審定如有不

服，得向大審院（當時之 高法院）提起三審上訴（Revision）。與德國係提起二

審上訴（Berufung）不同，日本係提起第三審上訴，故法院審理判斷範圍限於法律

問題。受訴法院並非行政法院，而係向大審院提起三審上訴之點受到極大關注，論

者有謂，此係受德國法制的強烈影響之故。當時有力說如美濃部達吉說8、清瀨一郎

                                                        
8 美濃部達吉，日本行政法（下），有斐閣，1940年，381頁。美濃部達吉博士認為：「發明

專利權相關之舉發等程序及對審定提起之抗告程序，係以爭訟程序形成或確認私權之行為，

不論其係形成訴訟或確認訴訟，其性質上皆為民事訴訟，審判官及抗告審判官相當於憲法

（第60條）上之特別法院。惟基於發明專利權之特殊性，與其他工業所有權皆同，其第一審

及第二審排除普通法院管轄，以行政機關作為裁判機關。又，雖針對發明專利權設有特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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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9認為，與德國相同，日本舉發程序之定性為民事裁判，依據該等有力見解，以大

審院作為三審上訴法院，乃事理之至然。對此，日本政府則將舉發程序定性為行政

作用的一環，三審上訴不向行政法院提起，而對大審院為之，則屬立法上之例外舉

措。如上所述，在戰前針對舉發程序究係屬裁判或行政，曾有爭執，戰後之1948年

修法引進撤銷訴訟（對審定不服而提起之訴訟）制度，明定其係針對審定（即行政

處分）之撤銷訴訟之形式，實質上亦明示了舉發審定等屬於行政處分。惟在解釋

上，舉發的實質是民事裁判（民事訴訟）之點未有任何改變，仍需注意區別其程序

之實質內涵與形式上的法律制度，至關重要。 

(三)德國自舊法時代起，除將無效訴訟程序之聲請稱為訴訟／起訴（Klage）

外，並將當事人稱為原告、被告等，其裁判、訴訟風格屬性極為鮮明。現行法除上

述 稱 謂 外 ， 另 按 法 條 規 定 將 應 撤 銷 專 利 的 無 效 理 由 劃 分 為 不 同 訴 訟 標 的

（Streitgegestand）：1.欠缺可（發明）專利性（fehlende Patentfähigkeit）（德國發

明 專 利 法 第 22 條 第 1 項 、 第 21 條 第 1 項 第 1 款 ） ； 2. 未 充 分 揭 露 （ unzureichende 

Offenbarung）（同法第22條第1項、第21條第1項第2款）；3.非專利申請權人請准專

利（widerrechtliche Entnahme）（同法第22條第1項、第21條第1項第3項）；4.非法

擴張發明專利標的（unzulässige Erweiterung des Gegenstands des Patents）（同法第

22條第1項、第21條第1項第4款）；5.擴大發明專利的保護範圍（Erweiterung des 

Schutzbereichs des Patents）（同法第22條第1項）；透過法條將各個無效理由明定為

不同訴訟標的，判決之既判力將及於同一訴訟標的，其制度設計極為高度民事訴訟

化（形成訴訟）。另，德國之無效訴訟程序中，亦可為訴之變更。其第一審、第二

                                                                                                                                                        
裁判機關，然就發明專利權相關爭議，其本意並非完全不許透過民事訴訟程序解決。」 

9 清瀨一郎，特許法原理，嚴松堂書店，1922年，447頁。其書中提及：「亦即，確認發明權

不存在之確認訴訟，屬於法院組織法之『民事』訴訟事件。但，附帶言之，有關普通法院是

否得判斷發明專利權之無效，發明專利權既係私權，應認普通法院原則上應有權限判斷發明

專利權存在與否。因此，例如基於發明專利權因放棄故歸於消滅而不存在、或授予發明專利

程序有重大瑕疵故發明專利權應不成立等理由，據以主張發明專利權無效之訴訟，應屬民事

法院管轄之事件，當無疑義。惟，有特許法第57條之事由者，尤以『應依舉發程序予以撤

銷』者（即如法條規定之舉發事由），舉發程序應由特許局行之，特許法第57條、第84條應

屬法院組織法第2條之例外規定，相當於同條但書『但，依法律規定屬特別法院之管轄者』

所定情形，則普通法院依特許法第57條規定，應不得受理確認發明專利無效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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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皆屬普通裁判權，絕非行政裁判權。與特別容認「技術法官」之德國法大相逕

庭，在日本法上，技術法官恐難符合「法官」的定義，德日在制度上仍有一定區

別。因此，日本的無效程序，並非直接引進德國式的無效訴訟，而係在法制形式上

採行「舉發程序」及「撤銷訴訟」。 

另依後述說明，日本撤銷訴訟機能不彰的問題亟待解決，否則舉發制度本身也

將無以為繼。舉發爭訟程序機能不彰所造成的重大弊害，或許在某程度上已透過侵

權訴訟程序中的「無效抗辯」加以對治緩解。舉發程序可大別為二種類型，第一種

係與專利侵權訴訟相牽連型、第二種則為侵權訴訟起訴前的紛爭預防型程序。針對

第一種類型，即已起訴繫屬的侵權訴訟事件而同時亦有舉發事件繫屬於特許廳者，

應可透過該侵權事件中之無效抗辯解決上述問題。至於第二種侵權訴訟起訴前的紛

爭預防型的舉發程序，其本質及目的皆與侵權訴訟牽連型的舉發有別，換言之，紛

爭預防型的舉發程序，無從期待透過侵權訴訟程序中的無效抗辯以解決舉發爭訟程

序機能不彰的問題，而如後述「肆」，唯有不再適用第一次判斷原則（或稱審定前

置原則）、亦即允許法院在撤銷訴訟程序中審認新證據等，方能發揮更具實效性的

解決糾紛功能。 

三、其他前提 

(一)日本法與德國法相同，舉發審定等專利處分並非裁量處分，而應解為羈束

處分（gebundener Verwaltungsakt）10。 

(二)行政處分之撤銷訴訟，其訴訟標的係該行政處分之違法性，此為定見而無

異論11。舉發審定之撤銷訴訟亦不例外，其訴訟標的應為原審定（行政處分）之違

法性。具體言之，針對舉發成立審定，在嗣後之撤銷訴訟中，必須舉發人所主張之

任一舉發理由皆不成立；針對舉發不成立審定，只需所主張之舉發理由至少有一成

                                                        
10 拙著，基本構造論，註7書，307-311頁。 
11 同前註，153頁。通說認為：行政處分係透過(1)處分主體、(2)受處分人、(3)處分日期及時

間、(4)處分內容（主文等）界定其範圍或同一性。 
 基此，行政處分之撤銷訴訟判決之既判力，並不及於嗣後另個行政處分之撤銷訴訟，然前訴

判決理由認定原處分違法之具體事由，依行政事件訴訟法第33條規定，將拘束為原處分或裁

決之行政機關或其他相關行政機關，詳如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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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足以認定原審定違法。 

(三)採對審制之舉發12程序，其撤銷訴訟係透過立法樹立特例，例外不以特許廳

長官（譯註：相當於智慧財產局局長）為被告，而以私人（即舉發人或被舉發人）

作為被告。 

(四)所謂發明專利無效，係發明專利權的無效，並非審定准予發明專利處分之

無效。換言之，發明專利無效，並不等同於具有重大且明顯瑕疵之專利處分亦當然

隨之無效。此外，在侵權訴訟中，被控侵權人主張因發明專利明顯有應予撤銷之無

效理由，認為發明專利權人行使專利權構成權利濫用，而被法院採認之Kilby抗辯

（2000年4月11日Kilby事件 高法院判決，民事判例集54卷4期，1368頁，下稱

「Kilby案 高院判決」），原僅肯認以「權利濫用」之形式提出抗辯。然而2004年

修法新增之特許法第104條之3之抗辯，則應解為此係發明專利「無效抗辯」，蓋因

其與Kilby抗辯有別，並未額外要求發明專利需有「明顯」瑕疵或「明顯」無效之要

件。反觀德國，發明專利侵權訴訟中，被控侵權人不得提出無效抗辯，揆其理由，

係因授予發明專利之專利處分的構成要件效力（Tatbestandswirkung），而非源自行

政行為有效性原則（相當於日本之行政處分公定力理論）。發明專利之無效，僅止

於撤銷系爭專利權而已，並未使專利處分本身亦歸於無效。專利處分（母）在產生

專利權（子）後，其處分即已達其目的，在已產生專利權之後再將專利處分（母）

撤銷，在法律上並無意義，形同畫蛇添足，多此一舉。專利處分（母）與其所生之

發明專利權（子），在誕生時切斷臍帶後便各自獨立存在，發明專利權究係有效或

無效，與專利處分本身之有效與否，係屬二事，應分別以觀。倘將行政處分即核准

專利處分予以撤銷，其後續之行政訴訟程序，將需以行政機關即特許廳為被告，惟

僅撤銷發明專利權時，與發明專利權無效相關之行政訴訟，在立法政策上以私人作

為被告，亦充分具有可行性13。 

(五)依據日本法，行政處分之撤銷訴訟等抗告訴訟程序，法院可依職權調查證

據（行訴法第24條），惟因法律未採職權探知主義，因此法院不得斟酌當事人未主

                                                        
12 舉發包括發明專利舉發（特許法第123條）及發明專利權期間延長之舉發（同法第125條之

2）二者，為免主題過於錯綜複雜，本文之研究僅限於發明專利舉發。 
13 大渕哲也，有關發明專利處分、發明專利權與發明專利無效的本質之基礎理論，同註4，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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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之 主 要 事 實 。 然 在 舉 發 程 序 中 ， 法 律 明 文 採 用 職 權 探 知 主 義 （ 特 許 法 第 153

條）。至於德國之專利無效訴訟，亦採職權探知主義（Untersuchungsmaxime）。 

參、舉發程序與撤銷訴訟之對審結構 

一、概論：前提問題——原告適格、被告適格 

(一)有關撤銷訴訟，原告適格之一般規定，如行訴法第9條第1項14所示，指具有

法律上之利益而請求撤銷原處分之人。發明專利相關審定等撤銷訴訟（如撤銷舉發

審定訴訟、因異議成立而撤銷發明專利處分之撤銷訴訟）之原告適格，日本特許法

第178條第2項15設有特別規定，以當事人、參加人為限。發明專利權為對世權，故

而具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的範圍顯然更為廣泛，倘肯認所有人皆具原告適格性，恐

有造成撤銷訴訟積案成山、審理遲滯之虞 16。附帶言之，日本法上所謂「當 事

人」，通常係指狹義、不包括參加人的用法，應予留意。從日本特許法第178條第2

項法條規定列舉「當事人、參加人」之文字，亦可見一斑。 

(二)被告適格之一般規定，如行訴法第11條17所示，特許法第179條18進一步設

                                                        
14 行政事件訴訟法第9條（原告適格） 
 「第九條   撤銷處分訴訟及撤銷裁決訴訟（下稱『撤銷訴訟』），限於請求撤銷該處分或

裁決而有法律上利益者（中略），始得提起之。（以下省略）」 
15 特許法第178條（對於審定等之訴訟） 
 「第一百七十八條 對於異議成立而撤銷發明專利之處分或（舉發等）審定提出之訴訟、及

對駁回發明專利異議申請書、舉發等申請書或再審申請書之處分，或對駁回第120條之5第2
項或第134條之2第1項的附隨舉發之更正申請書之處分而提起之訴訟，由東京高等法院專屬

管轄。 
 前項訴訟，限於當事人、參加人、申請參加該發明專利異議審理、舉發等程序、再審等而被

駁回者，方得提起。」 
16 特許廳編，工業所有權法（產業財產權法）逐條解說，發明協會，2017年第20版，538頁。 
17 行政事件訴訟法第11條（被告適格等） 
 「第十一條  原處分或原裁決機關隸屬於國家或公共團體，提起撤銷訴訟時，應按下列各款

所定訴訟類型，以各該機關為被告： 
 一 撤銷處分訴訟：原處分機關所屬之國家或公共團體。 
 二 撤銷裁決訴訟：原裁決機關所屬之國家或公共團體。（以下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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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別規定。有關撤銷訴訟之被告適格，在舉發以外的單方程序（ex parte），其後

續撤銷訴訟係以特許廳長官為被告（同條本文參照），在舉發的當事人對審程序

（inter partes），其後續撤銷訴訟則以私人（舉發人或被舉發人）為被告（同條但

書參照）。2004年行訴法修法前，法條規定已是雙重例外，然在2004年修法後，又

加上例外規定而成為三重例外。詳言之，1.特許法第179條本文即為行訴法之例外。

為原處分之行政機關本為審判官（譯註：相當於智慧財產局專利三組審查官）合議

庭，然上述單方程序之撤銷訴訟，例外不以審判官合議庭，而以特許廳長官作為適

格被告19。2.特許法第179條但書明定，舉發之對審程序，其後續撤銷訴訟，則以私

人（即舉發人或被舉發人）為適格被告，又屬例外規定。3.嗣2004年行訴法修法，

依據修法後規定，原應以行政機關所屬之權利主體即國家或公共團體為被告，特許

法則明定例外以原處分之行政機關（嚴格來說應是上述1.的特許廳長官）作為被

告。 

二、舉發程序及後續撤銷訴訟之對審結構 

前提：日本法上，被告（被動之當事人）係與對審結構之舉發程序、及對審結

構之撤銷訴訟相互連動。舉發以外的單方程序，其後續之撤銷訴訟，被告為特許廳

長官；而對審結構之舉發程序，其後續撤銷訴訟，則係以私人（舉發人或被舉發

人）為被告（特許法第179條本文、但書參照）。 

(一) 現行日本法：透過行政處分（舉發審定）、及行政處分之撤銷訴訟

（舉發審定之撤銷訴訟），以實現固有法之德國無效訴訟之本質 

固有法之德國無效訴訟（Nichitigkeitsverfahren），當然係採對審結構，以舉發

人及發明專利權人作為當事人，互為原被告。為彰顯其本質為裁判，事件經上訴二

                                                                                                                                                        
18 特許法第179條（被告適格） 
 「第一百七十九條 前條第一項之訴訟，應以特許廳長官為被告。但針對發明專利舉發審

定、發明專利權期間延長之舉發審定，或對上述確定審定依第171條第1項申請再審時所為之

審定，對之不服提起訴訟時，應以該程序之申請人或被申請人為被告。（以下省略）」 
19 特許廳編，註16書，541頁。其說明如下：「特許廳實際上為審定者係審判官，且審判官係

獨立之機關，依據行政事件訴訟法之一般原則，被告應為審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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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時，第一審法院並不會被列為當事人。 

固有法之德國無效訴訟之實質，在日本法上亦維持不變。惟，日本法雖有無效

訴訟的實質，但形式上並不採德國制之第一審、第二審皆由法院行裁判之民事訴

訟。現行日本制的無效程序，自1948年修法後，係以行政處分（舉發審定）及行政

處分之撤銷訴訟（舉發審定之撤銷訴訟）為之。惟，其本質既為無效訴訟，縱將法

律制度之形式，改為日本式的行政處分及其撤銷訴訟，亦未改變其法律本質為無效

訴訟的對審結構。因此，日本版之無效程序，相當於德國無效訴訟程序第一審者為

日本之舉發程序，相當於德國無效訴訟程序第二審者為日本撤銷訴訟，不論舉發或

其後續之撤銷訴訟程序，日本法制皆採私人即舉發人、發明專利權人間的對審結

構。 

(二) 公益性、行政程序型之發明專利異議程序，及紛爭處理性、民事程

序型之舉發程序，兩相對比而彰顯舉發的特殊性 

兩相比較之下，發明專利異議程序具有公益性，屬行政程序型，而舉發程序則

具有紛爭處理性，屬民事程序型之程序。從處理涉及私權之民事紛爭的本質來看，

由舉發人與被舉發人（即發明專利權人）互為當事人，係屬當然。將此一本質直接

反映於形式上的程序時，即為德國制之無效訴訟。日本版無效程序第一審之舉發程

序，亦理所當然，由舉發人與被舉發人（發明專利權人）互為當事人。 

附帶言之，公益性、行政程序型之發明專利異議程序20，雖由異議人提出異

議，惟提出異議後，原則上係以特許廳（審判官合議庭）對發明專利權人行之，近

似於對審結構之程序。合議庭認異議有理由而作成撤銷發明專利之處分時，其後續

之撤銷訴訟，係由原告即發明專利權人以特許廳長官為被告而起訴，異議人並非當

                                                        
20 2003年特許法修法，將發明專利授予後之異議制度予以廢止，惟嗣後又於2014年特許法修法

時，改善過去舊有異議制度的問題點，新設（實質上回復）了授予專利後之發明專利異議制

度。 
 發明專利異議制度之主要目的，並不在於解決當事人間具體紛爭，而係主要著眼於：限於授

予發明專利權後特定期間內，廣為賦予第三人提請特許廳重新審視發明專利有效性的機會，

第三人提出異議時，特許廳將自為審理專利審定之處分是否適當，發現瑕疵時則予以導正，

藉此達成提升對發明專利制度信賴度的公益性目的。特許廳編，註16書，3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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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即原被告）21。 

(三) 應由具重大利害關係者擔任當事人之考量 

舉發程序中，重大利害關係人為發明專利權人（被舉發人），利害關係次強者

為舉發人（特許法第123條第2項之「利害關係人」。2014年特許法修法時，將舉發

人適格限於利害關係人）。為充分反映此一事實，舉發程序、及其後續之撤銷訴

訟，皆由發明專利權人與舉發人互為當事人。 

附帶言之，發明專利之異議，原則上由發明專利權人與特許廳（審判官合議

庭）雙方互為當事人，特許廳認為異議有理由而作成撤銷發明專利之處分時，其撤

銷訴訟之原告為發明專利權人、被告為特許廳長官，異議人並非當事人。原本異議

人即與舉發人不同，訴訟上的當事人性格較薄弱，異議人並不具原告適格。此外，

因異議不成立而維持發明專利權之處分，異議人也不得對之不服而提起訴訟。 

日本法上，於舉發、不服不予專利審定之程序（譯註：相當於再審查）、更

正、異議及審查程序中，發明專利權人或申請人必為程序上當事人。異議人有上述

                                                        
21 與舉發人不同，異議人並非撤銷訴訟之當事人，僅得參加被告特許廳長官之一方。經檢索法

院資料庫，實務上輔助參加（行政事件訴訟法第7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2條）之案例似有19
件，但查無行政事件訴訟法第22條第三人之訴訟參加（譯註：獨立參加）案例。輔助參加之

要件僅需「就訴訟之結果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42條參照。但當事人未提出

異議時，亦得輔助參加而為訴訟行為），行政事件訴訟法第22條之訴訟參加則必須係「因訴

訟之結果將受損害之第三人」（行政事件訴訟法第22條第1項），有鑑於任何人皆得提起發

明專利異議，依前述說明，異議人在後續行政訴訟程序中之遂行訴訟權尚非強大，恐難謂異

議人達到了「因訴訟之結果將受損害」之程度，充其量不過僅止於「就訴訟之結果有利害關

係」而已。 
 民事訴訟法第42條（輔助參加） 
 「第四十二條 就訴訟之結果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得參加該訴訟。」 
 行政事件訴訟法第22條（第三人之訴訟參加） 
 「第二十二條 法院認為訴訟之結果，第三人之權利將受損害者，得依當事人聲請或依職

權，裁定命第三人參加訴訟。 
 法院為前項裁定前，應先聽取當事人及第三人之意見。 
 為第一項聲請之第三人，對於駁回聲請之裁定，得即時抗告。 
 依第一項規定參加訴訟之第三人，準用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之規定。 
 第三人依第一項規定聲請參加時，準用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五條第三項及第四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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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性格較薄弱之面向，而舉發人則必為程序上當事人，至於發明專利權人亦當

然成為當事人。上述說明，充分反映出權利人具有特別重大利害關係之事實。 

(四) 特許廳在舉發程序中的利害關係尚非重大 

舉發以外的單方程序之後續行政訴訟，包括不予專利之再審查審定之撤銷訴

訟、不准更正審定之撤銷訴訟（准予更正審定之撤銷訴訟實際上殊難想像，詳如後

述。）、異議程序之撤銷發明專利處分之撤銷訴訟，皆以特許廳長官為被告，在上

述單方程序中，反映出特許廳有重大利害關係。另一方面，舉發程序採對審結構，

其後續之行政訴訟亦同，因此舉發審定之撤銷訴訟，特許廳並不成為訴訟當事人，

遑論亦非被告。 

特許廳長官在舉發程序之後續撤銷訴訟中，依行訴法第23條22得參加訴訟，惟

依法院官網資料庫之檢索結果，實務上並無參加之實際案例。 

另，依特許法第180條之2規定23，在舉發程序的後續撤銷訴訟中，法律賦予特

許廳長官陳述意見之機會，然亦僅有2件實際案例，可謂寥寥無幾。 

依據上述說明，可徵在與舉發程序之撤銷訴訟比較時，顯然特許廳在舉發以外

之單方程序之撤銷訴訟中，具有更加重大的利害關係。即便如是，在舉發審定之撤

                                                        
22 行政事件訴訟法第23條（行政機關之參加訴訟） 
 「第二十三條 法院認為原處分機關或原裁決機關以外之其他行政機關有參加訴訟之必要

時，得依當事人或該行政機關之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命該行政機關參加訴訟。 
 法院為前項裁定前，應聽取當事人及該行政機關之意見。 
 依第一項規定參加訴訟之行政機關，準用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定。」 
 民事訴訟法第45條（輔助參加人之訴訟行為） 
 「第四十五條 輔助參加人於訴訟中，得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聲明異議、提起上訴、聲請

再審、或為其他一切訴訟行為。但依輔助參加時之訴訟程度不能為者，不在此限。 
  輔助參加人之訴訟行為，與被參加之當事人牴觸者，不生效力。」 
23 特許法第180條之2（撤銷訴訟中特許廳長官之意見） 
 「第一百八十條之二 第一百七十九條但書規定之訴訟起訴時，針對該事件相關法律適用及

其他必要事項，法院得通知特許廳長官，徵求其意見。 
 第一百七十九條但書規定之訴訟起訴後，經法院同意，特許廳長官得針對該事件相關法律適

用及其他必要事項陳述意見。 
 特許廳長官得指定特許廳職員陳述前二項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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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訴訟程序，特許廳（長官）依行訴法第23條有參加訴訟的機會，並得依特許法第

180條之2陳述意見，法律仍然賦予其充分之正當程序保障（due process of law）。 

舉發以外之單方程序中，特許廳的角色為行政機關（以申請人或發明專利權人

為相對人，作出審定之行政機關），而在舉發的對審程序中，特許廳則傾向扮演法

院的角色（在當事人對立的對審結構中，行政機關基於中立立場被動地作出判

斷）。為充分反映此一特質，在單方程序之後續行政訴訟中，由特許廳長官擔任當

事人即被告，然在舉發的對審程序之後續行政訴訟，特許廳長官則非當事人。特許

廳長官雖在舉發審定之撤銷訴訟中可成為參加人，但實際上的利害關係，其程度應

仍不及參加人。 

與特許法第180條之2不同，行訴法第23條僅為行政訴訟之一般規定，並未考慮

特許法之特殊性，而作其他特別規定。事實上，有關行訴法第23條行政機關參加訴

訟之規定，針對撤銷訴訟是否排除適用，僅係查無法律明文依據而已。又，有關特

許法第180條之2規定之特許廳長官意見，法條雖明定為針對個別事件具體陳述意

見，實際上不過僅止於特許法主管機關針對法令解釋或審查基準所為之一般性意見

釋示，應非基於為原審定之機關或合議庭就具體事件個案表述之意見。 

(五) 以私人作為原被告可能產生之弊害 

前提：本文認為，舉發程序之後續撤銷訴訟，亦應解為抗告訴訟（行訴法第3

條第1項24）（抗告訴訟說25），反對者主張形式當事人訴訟說（行訴法第4條前

                                                        
24 行政事件訴訟法第3條（抗告訴訟） 
 「第三條 本法所稱『抗告訴訟』，指不服行政機關的公權力行使而提起之訴訟。 
 本法所稱『撤銷處分訴訟』，指請求撤銷行政機關之處分及其他構成行使公權力之行為（第

三項規定之裁決、處分及其他行為除外，以下簡稱『處分』）之訴訟。 
 本法所稱『撤銷裁決訴訟』，指請求撤銷行政機關針對審查請求或及其他不服聲明（以下簡

稱『審查請求』）作成之裁決、處分或其他行為（以下簡稱『裁決』）之訴訟。 
 本法所稱『確認無效等訴訟』，指請求確認處分或裁決之存否或其有無效力之訴訟。 
 本法所稱『確認不作為違法訴訟』，指對於依法令申請之案件，行政機關應於相當期間內作

成處分或裁決而不為時，請求確認該不作為違法之訴訟。 
 本法所稱『課予義務訴訟』，指依下列各款規定情形，請求命行政機關應作成處分或裁決之

訴訟： 
 一 行政機關應作成一定處分而不為時（第二款規定情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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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亦為有力見解，然形式當事人訴訟說之實質亦為抗告訴訟，就此點而言，其結

論並無二致。 

至少通說認為，行政主體不得在抗告訴訟中為認諾（民事訴訟法第266條）26，

亦與因認諾而生之弊害無關。 

縱認私人得在抗告訴訟中為認諾27：1.在舉發成立審定之撤銷訴訟程序中，即

使舉發人即被告為認諾，僅止於其承認舉發成立之審定應予撤銷，實質上不過等同

於舉發人放棄其舉發申請。既不代表系爭專利確定有效，也無礙其他第三人另行提

出舉發。2.舉發不成立審定之撤銷訴訟程序中，即使發明專利權人即被告為認諾，

法院將撤銷舉發不成立審定，由特許廳更為審理後，特許廳雖可能作成舉發成立審

定，然發明專利權人本得放棄其私權即發明專利權，倘其自願為訴訟上認諾，應無

不可28。 

通說認為，私人在抗告訴訟中亦得為捨棄。即使私人在訴訟上為捨棄，僅止於

                                                                                                                                                        
 二 依法令規定之申請或審查請求，請求行政機關為一定處分或裁決者，該行政機關應作成

處分或裁決而不為時。 
 本法所稱『禁止訴訟』，指行政機關不得作成特定處分或裁決而可能作成時，請求命行政機

關不得作成該處分或裁決之訴訟。」 
25 拙著，基本構造論，註7書，238-255頁。 
26 認諾係被告在訴訟上為原告請求（訴之聲明）之全部或一部為正當之陳述。 
27 撤銷訴訟實務上，不得為認諾，舉發審定之撤銷訴訟亦同。撤銷訴訟與和解（柴田義明執筆

部分），收錄於大渕哲也等編，專門訴訟講座6 特許訴訟（下），民事法研究會，2012
年，1425頁；室井力等編，逐條解說行政法Ⅱ行政事件訴訟法、國家賠償法（曾和俊文執筆

部分），日本評論社，2006年，106頁，其堅實之解釋論可謂符合抗告訴訟之實質。另，南

博方原編著，高橋滋等編，條解行政事件訴訟法（村上裕章執筆部分），弘文堂，2014年第

4版，210頁則認為，訴訟當事人為私人者，得為請求之捨棄或認諾。然針對舉發審定撤銷訴

訟，此究竟是否為充分斟酌其撤銷訴訟之高度特殊性後所持意見，尚非明確。 
28 抗告訴訟中之認諾，可謂與訴訟上自認之拘束力（此一拘束力，與行政事件訴訟法第33條之

拘束力完全無關）相同，亦即針對原告所有主張或請求之原因事實，被告對之自認，其自認

即有拘束力，被告對原告訴之聲明為認諾時亦同。換言之，(1)如否認抗告訴訟中自認之拘

束力（以私人為被告時亦同），自無任何問題；(2)即使肯認抗告訴訟中自認之拘束力（以

私人為被告時亦同），依本文上述說明，亦不致衍生其他問題。總而言之，以私人作為被告

應屬可行。另，有關自認之法律上拘束力，核與法院基於自認之事實綜合全辯論意旨認定事

實者，在法律上係屬有別，應予區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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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該名原告不續行訴訟，故系爭處分將維持而不被撤銷，並不影響其他原告可請求

判決撤銷系爭處分，原告應得為訴訟標的之捨棄。有關此點，撤銷訴訟亦不例外，

反而基於其私權性質，更容易肯認當事人得為捨棄。 

(六) 部分無效（舉發成立）、部分有效（舉發不成立）之案例，被告特

許廳長官難以應對處理 

針對部分請求項舉發成立、部分請求項舉發不成立之審定，特許廳長官究應立

於或參加發明專利權人或舉發人哪一方，實非易事，更遑論難以抉擇將成為某一方

當事人（原告或被告）。 

反之，不予專利之再審查審定，特許廳係採全案准駁原則，不得逐項為部分准

予專利、部分不准專利之審定，換言之，僅部分請求項有不予專利之理由時，特許

廳仍將針對全部請求項作成不予專利之再審查審定。另，2011年特許法修法後，發

明專利權人之單獨申請更正雖可逐項為之（特許法第126條第3項參照），特許廳亦

得逐項為部分請求項准予更正、部分請求項不准更正之審定，惟有關准予更正之審

定，發明專利權人恐難對之聲明不服，應僅能就不准更正之部分提起撤銷訴訟。針

對准予更正之審定，既依發明專利權人聲明所請照准，發明專利權人自難對之不

服；對於第三人而言，更正既為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而應有利於第三人，亦殊難想

像第三人有何不服。依據上述說明，再審查或單獨申請更正等單方程序，與舉發審

定不同，舉發審定不僅可能發生部分請求項舉發成立、部分請求項不成立，並且於

此情形舉發人及被舉發人皆得聲明不服，致生上述特許廳長官難以應對之困境，而

此等特殊情況在單方程序中應不存在。 

肆、日本之發明專利相關撤銷訴訟之解決紛爭實效性 
——以撤銷判決之拘束力為中心，兼論與課予 

  義務訴訟的比較 

一、序 論 

(一)據悉，在台灣針對舉發成立審定係提起撤銷訴訟，對舉發不成立審定，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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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應以行政機關（其所屬權利主體）為被告，然

撤銷訴訟則在立法政策上亦可以私人作為被告，業如前述。因此，撤銷訴訟與課予

義務訴訟之差異，可謂係與對審結構連動，而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其各自保

有之解決糾紛的實力或功效如何，至為關鍵。依據上述說明，倘撤銷訴訟解決糾紛

的實際成效不彰，而必須採行課予義務訴訟時，然對審結構在課予義務訴訟制度下

又屬窒礙難行。撤銷訴訟中，如係（真正之）典型撤銷訴訟，依據下述論證，當可

透過撤銷判決對行政機關之拘束力（行訴法第33條）等發揮高度解決糾紛之功能。

所謂「典型撤銷訴訟」，係指依照行政處分撤銷訴訟的一般理論，符合法律制度設

計宗旨運作下之撤銷訴訟應有之原貌，亦即：1.不適用1976年3月10日編織機事件

高法院大法庭判決（下稱「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收錄於 高法院民事判例

集第30卷第2期，79頁）意旨，亦即排除第一次判斷原則而不再限制撤銷訴訟之審

理範圍（譯註：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宣示：法院在撤銷訴訟中應尊重行政專責

機關之第一次判斷權限，不得審理判斷未先經行政機關審認之舉發理由或證據

等。）；2.亦不遵循1999年3月9日大口徑方形鋼管事件 高法院判決（下稱「1999

年 高院判決」，收錄於 高法院民事判例集第53卷第3期，303頁）之宣示，亦即

不再援用下述1999年 高院判決見解：於舉發審定撤銷訴訟繫屬中，遇有因申請專

利範圍之減縮而准予更正之審定確定者，因原處分之基礎已有變更，即當然自動判

決撤銷原舉發審定。相對於此，「非典型撤銷訴訟」，其撤銷判決則包括三大類

型。「第一種非典型撤銷判決」為依據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原舉發審定所認

定之舉發理由雖有不當，惟基於其他舉發理由（即未經原審定前置審理並在審定理

由中判斷的事由），受訴法院本可維持原審定，惟依據第一次判斷原則，法院不得

逕行判斷未經特許廳前置認定之舉發事由，故僅能判決撤銷原審定。「第二種非典

型撤銷判決」，則係依1999年 高院判決，於舉發審定撤銷訴訟繫屬中，遇有因申

請專利範圍之減縮而准予更正之審定確定之情形，即當然自動判決撤銷原舉發審定

之做法。「第三種非典型撤銷判決」，指並未實質判斷撤銷訴訟之訴訟標的（即原

審定之違法性），僅以前提問題（例如系爭發明與引證案之一致點或相異點等）認

定有違誤，即逕行撤銷原審定之判決。細繹上述三種非典型撤銷判決，皆係本無應

撤銷原審定之理由（法院並未實質認定審查原審定究竟是否適法），僅為固守第一

次判斷原則，即逕行撤銷原審定而導致事件被發回特許廳之結果（併請參照後述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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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另一方面，課予義務訴訟之判決主文，係命行政機關為特定內容之處分，法

院欲宣示此類主文，針對舉發究竟成立與否，必然需先作出 終判斷。基此，課予

義務訴訟並無適用第一次判斷原則而發生因法院與行政機關權力分立、故造成紛爭

需由二者分別割裂判斷的狀況，自無上述判決撤銷原審定而導致事件被發回特許廳

的情事。此一課予義務訴訟中由法院自行全面性判斷原審定適法性之做法，充分發

揮解決紛爭之功能，確有值得借鏡之處。綜上，典型撤銷訴訟，本身即充分具備解

決紛爭之完善功能，相反地，非典型撤銷訴訟則係背道而馳，實不足採。 

依據下述說明，典型撤銷訴訟原係極為完善的制度，惟因固守第一次判斷原

則，實務上屢見法院將紛爭擱置、動輒以非典型撤銷判決撤銷原審定，而導致事件

被發回特許廳之結果，肇致原本完善制度淪為功能不彰，令人憂心舉發及撤銷訴訟

制度可能因此遭廢止或不再被利用，而被其他更加良善之法律制度取代。倘若發生

上述情事，可能變相加重法院法官之案件審理重擔。日本之專利無效程序，其第一

審係由特許廳之技術專家本於專業知識經驗審理判斷之特點，可謂有其優勢。惟，

受累於其後續撤銷訴訟功能不彰的問題，導致與其前後銜接互為一體的舉發程序也

被廢止或由其他制度取而代之時，針對侵權訴訟起訴前的專利有效性判斷，唯有向

法院提起確認發明專利權無效訴訟一途。於此情形，第一審程序將不再由特許廳承

辦，而由法官承審，法官的案件審理負擔，勢必較諸現行撤銷訴訟更為沉重29。 

(二)撤銷訴訟係原告對原審定聲明不服而起訴，法院只能判決維持或撤銷原審

定，不得自為判決舉發應否成立、或專利是否有效，僅能單純宣示主文以維持或撤

銷原審定。惟：1.判決維持舉發成立之原審定者，等於作出認定專利無效之判決；

2.判決撤銷舉發成立之原審定者，原則上（限於無新追加的應撤銷理由）具有實質

等同於判決確認專利有效（亦即駁回確認專利無效之訴）的效果；3.判決維持舉發

不成立之原審定者，等同於判決確認專利有效；4.判決撤銷舉發不成立之原審定

者，原則上與確認專利無效判決具有相同之效果。 

(三)附帶言之，依據前述貳之說明，德國相當於日本之舉發程序者為無效訴

訟，既非撤銷訴訟、亦非課予義務訴訟。德國無效訴訟程序為屬於普通裁判權之民

                                                        
29 另方面，不予專利之再審查審定的撤銷訴訟，恐難透過確認發明專利權無效訴訟等法律程序

加以替代，制度的廢止或取代尚難想像，應仍將維持既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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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惟如前述，雖為民事程序但適用職權探知主義（Untersuchungsmaxime）），

而非屬行政裁判權之行政訴訟。 

二、審定確定之歸趨 

(一) 因發明專利權人未提起撤銷訴訟等原因，舉發成立審定歸於 
確定時 

舉發成立之審定確定後，該發明專利權之效力溯及（ex tunc）消滅（特許法第

125條）30。此一溯及消滅，係具有絕對效力即對世效（erga omnes）。 

(二) 因舉發人未提起撤銷訴訟等原因，舉發不成立審定歸於確定時 

其結果僅止於舉發不成立而維持現狀，另有特許法第167條31一事不再理之適

用。 

三、撤銷訴訟判決之歸趨 

(一) 案例分析 

1.舉發審定之撤銷訴訟之歸趨 

【舉例】：試舉簡單事例如下。舉發人甲在舉發程序中僅主張舉發理由A，在

舉發程序中經承審之審判官合議庭認定該舉發理由A有理由，而作成舉發成立之審

定。被舉發人即發明專利權人乙（原告）不服舉發成立審定而提起撤銷訴訟，被告

即舉發人甲於撤銷訴訟程序中，除上述舉發程序中提出之舉發理由A外，另追加主

張新舉發理由B。智慧財產高等法院認為舉發理由A為無理由，與特許廳見解不同。 

 

                                                        
30 特許法第125條 
 「第一百二十五條 撤銷發明專利之審定確定時，專利權視為自始不存在。（以下省略）」 
31 特許法第167條（審定之效力） 
 「第一百六十七條 發明專利舉發或發明專利權期間延長之舉發審定確定時，當事人及參加

人均不得以同一事實及同一證據再提起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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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界定各個舉發理由之審理範圍】 

依據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意旨，撤銷訴訟之審理範圍，限於在舉發程序中

業經前置審理並具體判斷之特定舉發理由（依該判決意旨，對於不予專利之再審查

審定，其核駁理由之審理範圍亦應作同一解釋，惟本文之討論僅限於舉發理由，特

此說明），因此任何其他舉發理由即專利應撤銷事由，皆不得在撤銷訴訟中主

張 32。法院決定審理範圍時，除以舉發引用之法條為據外，並於法條涉及習知事實

時，進一步再以習知事實（習知技術即引證案）為單位，界定各個具體審理範圍。

依據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倘非業經舉發審定已先行（前置）審理判斷之舉發

理由，即非撤銷訴訟之審理範圍，當事人不得於訴訟程序中主張。另應注意，大法

庭判決所謂業經舉發審定審理並判斷之舉發理由，除需在舉發程序中提出外，尚需

在舉發審定理由中經特許廳審判官合議庭具體認定判斷。 

以法條為單位界定審理範圍本非易事，尤以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係適用舊

特許法即1921年法之事件，而現行法之基礎為1959年法，此一適用舊法條文之大法

庭判決，恐難直接作為現行法解釋適用之際的參考。以現行法為例，特許法第29條

第1項（新穎性）、第29條第2項（進步性）、第29條之2（擬制新穎性）、第36條

第4項第1款（可據以實施要件）、第36條第6項第1款（支持要件）、第39條（在先

申請）等作為劃分之單位，惟解釋上仍有其不明確、不安定性。另，於下述案例

中，舉發理由A、舉發理由B等，亦包括以同一法條為依據，但因其習知事實（技

術）及引證案之組合不同，而將其視為不同舉發理由之情形，先予說明。 

(1)適用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所宣示之限制撤銷訴訟審理範圍之法理時 

依據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意旨，新舉發理由B屬審理範圍外，當事人不得

在撤銷訴訟中追加主張新舉發理由B，法院之審理範圍應侷限於舊舉發理由A。換言

                                                        
32 如本文所述，1976年最高院大法庭判決意旨限制撤銷訴訟之審理範圍，其根據並非明確。依

據當時參與（但並未承審）本件判決之最高法院研究法官執筆之判例解說（宍戸達徳，1976
年度最高法院判決解說民事篇，法曹會，1979年，48-49頁），大法庭判決係重視保障當事

人先經前審判斷之利益，是以當事人於受法院之判斷前，應先經特許廳審判官判斷等語。

惟，此一所謂先經前審判斷之利益，並無任何法律上之依據，拙著，基本構造論，註7書，

330頁。另，上述判例解說（49-50頁）另提及訴訟標的應由不同機關分別判斷之說法，惟此

種界定審理範圍之見解，實已違反了行政處分與行政處分撤銷訴訟之訴訟標的界定之一般理

論而欠缺法律上依據，拙著，基本構造論，註7書，2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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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院針對撤銷訴訟之判斷限於舊舉發理由A，至於其他所有舉發理由成立與

否，其認定皆應暫緩、擱置，留待行政機關行使第一次判斷權後，再交由司法機關

審查其處分違法性，造成紛爭將由行政及司法機關分別判斷、割裂審理。因此，當

事人僅得於訴訟程序中主張舊舉發理由A，而由於唯一之審理事項即舉發理由A又

遭智慧財產高等法院認為無理由，法院將判決撤銷原舉發成立審定。該撤銷判決確

定後，舉發成立之審定經撤銷，特許廳將重啟舉發程序。更為審理之舉發程序中，

基於上述撤銷判決之拘束力（行訴法第33條33參照），特許廳不得基於原舉發理由

                                                        
33 行政事件訴訟法第33條規定如下： 
 「第33條 撤銷原處分或裁決之判決，就其事件有拘束該原處分、原裁決機關或其他行政機

關之效力。 
 原不受理或駁回申請之處分、或原不受理或駁回審查請求之裁決，經判決撤銷時，原處分或

原裁決行政機關應依判決意旨，重為處分或裁決。 
 前項規定，於依申請作成之處分，或准許審查請求之裁決，經以程序違法為理由判決撤銷

時，準用之。（以下省略）」 
 行政事件訴訟法第33條之拘束力，與既判力（實質確定力）（materielle Rechtskraft）或形成

力（Gestaltungswirkung）有別，通說係採特殊效力說，為確保撤銷判決之實效性而賦予判

決理由拘束力，屬於實定法上承認之特殊效力。法院判決撤銷行政處分後，系爭原處分既經

判決確定為違法，在同一情形下，依據同一理由，行政機關再為同一行為時，等於讓原本失

去存在意義之系爭原處分，脫殼變身成另個行政處分的形式繼續存在，將使先前進行的撤銷

訴訟程序毫無意義。因此，透過賦予撤銷判決拘束力，將可有效確保撤銷判決解決紛爭之實

效性（杉本良吉，行政事件訴訟法之解說，法曹會，1963年，111頁）。受制於撤銷判決之

拘束力，經判定為違法之原處分，行政機關不得再基於同一理由或資料，對於同一人再為同

一行為（同前，111頁）。 
 有關拘束力與既判力之差異包括：(1)針對訴訟標的存否之相關判斷，將發生既判力，判決理由
中之判斷，則產生拘束力；(2)既判力係前訴法院之判斷將拘束後訴法院，拘束力則為法院之

判斷將拘束行政機關，但並不直接拘束後訴法院。惟應注意，拘束力仍可能間接拘束後訴法

院，後訴法院再次審理撤銷訴訟時，應不得為與前訴法院歧異之判斷。 
 有關發明專利之撤銷訴訟之拘束力，其參考文獻如下。古澤博，侵權判決之既判力與撤銷判

決之拘束力，日本工業所有權法學會年報，1986年5月，9期，70頁；古澤博，撤銷判決之拘

束力所及範圍，特許研究，2003年3月，35期，46頁；塩月秀平，從第二次撤銷訴訟來看第

一次撤銷訴訟之拘束力，收錄於永井紀昭等編，智慧財產權  其形成及保護——秋吉稔弘老

師喜壽（77歲）誕辰紀念論文集，新日本法規出版，2002年，103頁；塩月秀平，撤銷判決

之拘束力所及範圍——高速迴轉滾筒拋光法事件，收錄於小野昌延老師喜壽（77歲）誕辰紀

念 智慧財產法最高法院判例評釋大系Ⅰ，青林書院，2009年，470頁；高林龍，拘束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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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再作成舉發成立之審定，然就新舉發理由B，並無撤銷判決拘束力之適用，可基於

新舉發理由B作成舉發成立之審定。至於提出新舉發理由B之方式，可經特許廳許可

修正舉發申請書以追加舉發理由，或另案提出舉發。 

倘審判官合議庭認為新舉發理由B為有理由，將作出舉發成立之審定，如認為

無理由，作出舉發不成立之審定。不論係舉發成立或不成立之審定，經提起撤銷訴

訟時，智慧財產高等法院認為新舉發理由B為有理由時，將維持舉發成立之原審

定，或撤銷舉發不成立之原審定。反之，智慧財產高等法院認為新舉發理由B無理

由時，將撤銷舉發成立之原審定，或維持舉發不成立之原審定。 

如上所述，依據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之法理，於撤銷訴訟程序中將只能解

決舉發理由A相關紛爭，舉發理由A以外之其他爭執一律暫緩擱置，同一紛爭將割

裂分別由不同機關判斷，因而衍生所謂踢皮球現象，而導致同一事件在舉發程序與

撤銷訴訟程序間無謂之往返，徒然造成程序上耗費。此種非典型撤銷判決，怠於全

面審查原審定違法性即將原審定撤銷，導致紛爭割裂分由不同機關判斷者，顯然不

能達成迅速、一次性解決糾紛之目的，自非妥適。此種踢皮球現象衍生弊害，與

Kilby案 高院判決34所宣示之紛爭一次解決性之思想完全背道而馳，而該案判決明

確揭示：應儘可能在單一程序中、於短時間內一次性解決所有糾紛。Kilby案 高院

判決雖為侵害發明專利權訴訟事件，但一般而言，其理念應適用於所有訴訟程序。

另依行政處分撤銷訴訟之一般理論，只要在訴訟標的即該審定之違法性之範圍內，

應無限制審理範圍之理，舉發審定之撤銷訴訟亦同。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就審

                                                                                                                                                        
範圍，金融商事判例，2006年3月，1236期，114頁；清水節、加藤志麻子，撤銷訴訟之第一

次撤銷判決與第二次撤銷判決之拘束力，收錄於牧野利秋等編，智慧財產法之理論與實務第

2卷〔特許法Ⅱ〕，新日本法規出版，2007年，362頁；森義之，撤銷判決之拘束力，收錄於

大渕哲也等編，專門訴訟講座6 特許訴訟，民事法研究會，2012年，1437頁；東松修太

郎，淺談因更正而變更發明之要旨與撤銷判決之拘束力，特技懇雜誌，2018年1月，288期，

88頁。另，亦有判決評論如玉井克哉，判例批評，法學協會雜誌，1993年12月，110卷12
號，1931頁。 

34 Kilby案最高院判決宣示：「舉發成立審定確定前，受理侵害發明專利權訴訟之法院，應得

自行判斷發明專利是否明顯有應撤銷事由。其審理之結果，如認系爭發明專利明顯有應撤銷

事由時，發明專利權人基於該發明專利權請求排除侵害、損害賠償等，倘無特殊情事，應構

成權利濫用而不應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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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範圍所設限制，不但在法律形式上違反了行政處分撤銷訴訟的一般性理論（並無

理由限制法院審理範圍、或不許變更替換處分理由），在法律實質上也有違民事訴

訟第二審的一般性理論（並無理由限制二審之審理範圍或限制變更判決理由，後述

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項及後揭註46參照）。Kilby案 高院判決及2004年修法前，

為減輕審理涉及專業技術事項所造成之負擔，法院在實務上的便宜行事做法為，明

知欠缺法律上依據，竟仍將原審定撤銷，招致事件被發回特許廳之結果35。有關典

型撤銷訴訟，忠於制度宗旨之1953年10月16日 高法院判決（收錄於 高法院裁判

集民事第10期，189頁），其所揭示之行政處分撤銷訴訟之一般性理論、即審理範

圍無限制說，方係正論。 

補充論述：訴訟標的之判斷與既判力之本質上問題 

在撤銷訴訟中，當事人同時主張舊舉發理由A及新舉發理由B時，必須針對舊舉

發理由A及新舉發理由B二者皆判斷為無理由時，方可謂法院已針對撤銷訴訟之訴訟

標的、即行政處分之違法性（任一舉發理由皆不成立但仍為舉發成立審定時，其實

體之違法或適法性）進行判斷。倘僅認定舊舉發理由A是否有理由、而未針對新舉

發理由B進行審理，不能認為已針對訴訟標的（即行政處分之適法性）進行論斷。

對於訴訟標的之認定判斷，通常係以主文為之，惟上述判決固以主文撤銷舉發成立

之審定，但實際上卻未就訴訟標的（即行政處分之適法性）進行全面性判斷。亦

即，在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揭櫫之限制審理範圍原則之下，當法院僅判斷舊舉

發理由A，而將新舉發理由B的第一次判斷權限保留予特許廳，故判決撤銷原審定

後，由特許廳重為審理，法院所為不過係上述第一種非典型撤銷判決。此與一般典

型撤銷判決，應就訴訟標的即該行政處分之違法性進行全面性判斷者，顯有不同。

A.倘著眼於新舉發理由B未經法院審理判斷之點，法院所宣示主文為原審定撤銷之

判決，係不應為而為之。B.另一方面，姑不論新舉發理由B尚未經認定判斷，法院

                                                        
35 學說請參照田村善之，機能性智慧財產法理論，信山社，1996年，153-154頁；玉井克哉，

判例批評，判例評論，1996年10月，452期，61-62頁；判例時報，1996年10月，1573期，

211頁（但，係針對第二種非典型撤銷判決之情形）所述，僅從「發回型」撤銷判決觀點說

明之見解。其闡述內容皆十分直率，然並未明示其法律依據為何。實務上似以「經前審判斷

之利益」為其理由，然而其實質上皆為於法無據的發回型撤銷判決。另，針對第二種非典型

撤銷判決，請參後述註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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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判決撤銷原審定，如將此解為訴訟標的業經法院裁判，將發生既判力。亦即，經

法院認定該行政處分具有違法性（欠缺處分要件），接下來如肯認行政機關有故

意、過失或違反行為規範時，當事人得以該行政處分違法為由，請求國家賠償36。

但，在採對審制之舉發審定之後續撤銷訴訟中，國家（特許廳長官）例外不成為訴

訟當事人，既判力並不及於國家，並無上述國家賠償問題。惟，再審定等單方程序

之後續撤銷訴訟中，則與一般行政處分撤銷訴訟相同，國家（特許廳長官）皆為

當事人，則不得不面對可能發生之國家賠償問題37、38。另，針對舉發審定之後續

撤銷訴訟，某一方當事人之私人，是否因幫助違法之審定（不具備處分要件之審

定）而與國家構成共同侵權行為，因而需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之問題，其前提即訴訟

標的（原審定之違法性）之確定與否，在法律上至關重要39。就實體而言，新舉發

理由B為有理由時，舉發成立之處分要件充足（至少有一舉發理由成立），客觀而

言其處分在實體上完全合法，竟囿於第一次判斷原則而刻意將新舉發理由B劃歸為

審理範圍外。惟，撤銷訴訟中，法院如審理後認為新舉發理由B有理由，本應認定

原審定為適法，竟將本為適法的舉發成立審定，以違法為由予以撤銷。實質上並無

應撤銷原處分之理由，竟仍將處分撤銷後招致事件被發回特許廳之結果，此種不符

法律制度設計宗旨所為之非典型撤銷判決，充分呈現了第一次判斷原則所造成之嚴

                                                        
36 另，依1993年3月11日最高法院判決（收錄於民事判例集第47卷第4期，2863頁），針對處分

之適法性、與公權力行使是否合法，係採二元說之立場，應予注意。判例及多數說認為，請

求國家賠償之要件即「違法性」，係立於職務行為基準說，指行使公權力之主體違反了公權

力行使之際應遵守之行為規範。然而依據二元說，處分之適法性，並不必然與公權力行使之

適法性直接連結或相關。換言之，處分之適法性，與國家對個人應負損害賠償義務之要件

（職務行為規範基準）不同。不過，處分是否具違法性，將發生既判力而歸於確定，此一前

提在判斷公權力行使是否適法之際有重大意義。抗告訴訟判決之既判力及國家賠償請求，請

參照司法研修所編，改訂行政事件訴訟之一般性問題相關之實務研究，法曹會，2000年，

304-306頁。但，有關公權力行使之適法性與故意、過失間的關係，其說明尚非清楚明確。 
37 不予專利之再審查審定之撤銷訴訟中，撤銷判決之既判力將及於被告特許廳長官（國家），

國家賠償責任之前提，亦即處分是否具有違法性乙事，將因既判力而確定。 
38 高部真規子，實務詳說特許關係訴訟，KINZAI，2016年第3版，378頁。行政處分之撤銷訴

訟，原告之訴有理由而准許其請求之判決確定後，有關原審定係違法乙事，將發生既判力。 
39 依據行政事件訴訟法之一般原則，舉發審定之撤銷訴訟，其撤銷判決之既判力亦及於私人

（舉發之勝方，即舉發人或被舉發人），針對共同侵權行為之前提及處分是否具違法性，將

因既判力而歸於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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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問題。附帶說明，行政處分之違法性包括實體及程序上違法，本文之研究對象即

原審定之撤銷理由，僅限於行政處分之實體上之違法性，並不包括程序上違法。 

撤銷判決所及於訴訟標的（該行政處分之違法性）之既判力，限於系爭處分，

並不及於嗣後之另個行政處分。但撤銷判決理由之拘束力，將及於嗣後作成之另個

行政處分。針對判決理由之拘束力與行政機關嗣後另為處分間之關係，雖常見有相

關討論，而既判力則因與後續處分無關故鮮少被討論。實際上，由於既判力可能涉

及違法處分是否衍生國家賠償等責任問題，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只不過實務上

國賠問題發生之機率甚小而已。 

訴訟標的為訴訟審理及判決之對象。未針對訴訟標的進行全面性判斷之判決，

顯然有違事理，既非法律所預設制度運用之應然，此種非典型撤銷判決之既判力或

判決效力，制度設計初始當然也未曾設想其法律效果為何。因此，非典型撤銷判決

之既判力，應不能認為及於訴訟標的之全部、即原處分之違法性。基此，既判力既

不及於訴訟標的（即行政處分之違法性），而不至於衍生國家賠償或其他賠償責任

問題，然而不具完整、全面性既判力的判決，除不符法律原始制度設計之宗旨外，

尚衍生其他完全不同面向的法律問題。具體而言，即使容認非典型撤銷判決實質上

僅止於未經全面判斷訴訟標的，即將原審定撤銷而已，因此並不發生既判力之確定

問題云云，但在法無明文根據之情形下，姑息容認此種未針對行政處分違法性進行

全面司法審查，純為便宜行事將原審定撤銷而招致事件被發回行政機關之做法，將

招致更根本性之制度上問題。附帶言之，2003年修法後至2011年修法前之數年間，

當時特許法第181條第2項之裁量發回裁定，係基於法律明文規定為之，自不待言。

另，當時係以「裁定」發回，而非以判決之形式為之，亦屬極為特殊之制度。依據

上開說明，既判力為訴訟法之核心問題，對於既判力效力所及之範圍，事涉訴訟法

之基礎原理原則，至關重大。撤銷判決既然受訴訟法支配，當然應提出與訴訟法理

論具有整合性之一套說辭，以自圓其說。另，非典型撤銷判決不但就訴訟標的（行

政處分違法性）未為完整司法審查而在審理上有所疏漏，除了上述既判力效力範圍

之問題，另依後述「四」及附件之「一」所示，亦可能衍生判決理由之拘束力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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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對即不採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所宣示之限制審理範圍之見解（本文認

為，此方係符合法律制度設計之宗旨，及制度運用之應然） 

如不採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所揭示之限制審理範圍之見解，則依據行政處

分撤銷訴訟之一般法理，在訴訟程序中可以變更或替換原處分之處分理由，法院並

無適用第一次判斷原則而限制審理範圍之理，在舉發審定之撤銷訴訟中，當事人主

張上述新舉發理由B並無任何限制。 

A.法院（智慧財產高等法院）認為新舉發理由B為有理由時 

舉發理由有一成立，除有其他情事（如發明專利權人所為更正已完全克服舉發

理由）外，法院應判決維持舉發成立之審定。該判決確定時，舉發成立之審定亦歸

確定，系爭發明專利權確定撤銷將溯及消滅，紛爭亦完全終結，不會發生因法院堅

守第一次判斷原則而導致事件往返於司法與行政機關間之踢皮球現象。至於申請專

利範圍之更正之相關論述，請參後述(3)。但，針對申請專利範圍之更正恐有困難之

案例（譯註：指撤銷訴訟繫屬中發明專利權人不得申請更正），應無考慮更正之必

要，如上所述，法院單純判決維持舉發成立之原審定即可。 

B.法院（智慧財產高等法院）認為新舉發理由B為無理由時 

發明專利舉發之任一理由皆不成立，法院應宣示判決撤銷原舉發成立之審定。

該撤銷判決確定時，舉發成立審定經撤銷後，特許廳應更為審理。重啟後之舉發程

序中，基於撤銷判決之拘束力，特許廳已不得再依據舊舉發理由A或新舉發理由B再

次作成舉發成立之審定。因此，在第二次舉發程序中，除非舉發人提出更新的舉發

理由B2、並經特許廳認定該新舉發理由為有理由之特殊情事存在，基於撤銷訴訟之

判決理由拘束力，特許廳已不得再重覆為舉發成立審定，只能作出舉發不成立之審

定。又，對此一舉發不成立之審定，再提起撤銷訴訟，恐無實益，紛爭至此應告終

結，亦不至於發生事件無謂往返行政及司法機關間之踢皮球現象。 

(3)申請專利範圍之更正 

將於法無據而限制審理範圍之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予以推翻，當屬 為理

想之做法。2003年特許法修法40時，經多方綜合考量而採取一時之權宜之計，然實

                                                        
40 2003年修法時，為解決1999年最高院判決之當然撤銷說造成之第二種踢皮球現象，規定於有

舉發審定之撤銷訴訟起訴時，發明專利權人僅得於起訴後之90日內向特許廳提出單獨申請更

正（2011年修法前之特許法第126條第2項但書），發明專利權人已提出或打算提出單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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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相較之下，原本修法前之狀況反而更理想。2003年修法前，法律並未特別限制單

獨申請更正之時間，於撤銷訴訟繫屬中，假設原舉發人（撤銷訴訟之被告）提出新

舉發理由B時，為在訴訟程序中充分對抗反駁此一主張，發明專利權人（撤銷訴訟

之原告）得以減縮申請專利範圍為目的，另行向特許廳提出單獨更正申請。而單獨

申請更正之審定確定後，除減縮申請專利範圍外，(1)因減縮而治癒發明專利權所有

                                                                                                                                                        
更正，法院認為應由舉發程序再行審理為適當者，得不經實體判斷，逕以裁定將原舉發審定

撤銷後發回（裁量性發回裁定，2011年修法前之特許法第181條第2項但書）。上述說明請參

照特許廳總務部制度修正審議室編，2003年特許法部分修正 產業財產權法之解說，發明協

會，2003年，79-93頁。依據2003年修法時產業構造審議會智慧財產政策部會紛爭處理小委

員會報告書記載：(1)（自此）除「已提出單獨申請更正，或打算提出單獨申請更正」之

外，尚包括(2)准予發明專利更正時，得為「裁量性」發回裁定。管見以為，依第(2)點之反

對解釋，舉發審定之撤銷訴訟繫屬中遇有更正審定確定情事，應不再適用「當然撤銷」舉發

審定而發回特許廳之作法，大渕哲也，特許法等之解釋論、立法論之轉機，收錄於相澤英孝

等編，智慧財產法之理論及現代之課題，中山信弘先生還曆（60歲）誕辰記念論文集，弘文

堂，2005年，52-65頁。惟，上述條文本身並未明示是否包含上述(2)准予發明專利更正之情

形，因此欲透過反對解釋否定1999年最高院判決「當然撤銷說」之適用，亦不明確，此一試

圖否定當然撤銷說適用之說理，也終究未能實現而告終。另方面，裁量性發回裁定造就了以

過於寬鬆的基準、過於廣泛裁定發回的實務，反而更加劇了踢皮球現象。蓋1999年最高院判

決之見解原本僅限於更正審定確定時得當然撤銷原舉發審定發回特許廳，惟實務上過於寬鬆

的裁量性發回，實際上早於更正審定確定之前，法院也裁定將原舉發審定撤銷，發回特許

廳。 
 因上述情事，2011年特許法修法時，廢止了上述裁量性發回裁定制度。詳言之，2011年修法

將原特許法第126條第2項但書刪除，改為發明專利之舉發審定確定前不得單獨申請更正，另

一併刪除原特許法第181條第2項等相關規定。另，為保障發明專利權人權益、予以得依合議

庭於舉發審定所示系爭專利之有效性判斷相關理由據以更正之機會，在正式作成舉發審定

前，另行配套引進審定預告制度（特許法第164條之2）。上述說明請參照，特許廳工業所有

權制度修正審議室編，2011年特許法部分修法 產業財產權法之解說，2011年，65頁以下。 
 無法排除適用1999年最高院判決而試圖力行改善問題時，本有其極限，而2011年修法亦有其

極限。為賦予發明專利權人和在過去舊制下同等的更正機會（譯註：舊制係指在撤銷訴訟起

訴後90日內得單獨申請更正），審定之預告至少應揭露與正式舉發審定理由項下相同程度的

心證，對於合議庭而言造成極大負擔（倘能排除適用1999年最高院判決，即無此困擾），應

予留意。此外，未來仍需持續研議相關立法政策。 
 https://www.jpo.go.jp/cgi/link.cgi?url=/shiryou/hourei/kakokai/tokkyo_kaisei23_63.htm ，最後瀏

覽日：2018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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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疵，上述新舉發理由B不足證明系爭發明專利權應予撤銷，舉發理由無一成立，

法院應撤銷原舉發成立審定。反之，(2)因減縮並未治癒發明專利權所有瑕疵，舉發

理由仍部分成立，發明專利權仍有應撤銷事由，法院應判決維持原舉發成立之審

定。原本按此模式簡單明快處理即可，1999年 高院判決之原審即1995年8月3日東

京高等法院判決（收錄於判例時報第1550期，110頁），承審之竹田稔審判長基於

發明專利要件判斷說為認定，明確宣示上述第(2)點，實屬的論。 

按行政處分撤銷訴訟之一般原則，法院應先審酌減縮後之申請專利範圍是否已

治癒所有系爭發明專利權之瑕疵，再行判斷應否撤銷原舉發審定，本屬責無旁貸。

惟，案經上訴，1999年 高院判決改採當然撤銷說，原審所揭示之正確做法，反

而被全面推翻，情況亦隨之丕變。1999年 高院判決明示採取當然撤銷說 41，

舉發審定之後續撤銷訴訟繫屬中，遇有以減縮申請專利範圍為目的之更正審定確定

之情事，法院應無條件自動撤銷原舉發審定（不論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是否仍

存有應撤銷事由）。 

反面來說，排除適用1999年 高院判決之判決意旨，並且回歸2003年特許法修

法前之狀態的話，既有法律制度本可發揮充分解決紛爭之功能。此乃因2003年修法

前之原法律規定，其理論一以貫之、極為單純明快之故。 

2.舉發不成立審定之撤銷訴訟之歸趨（之一） 

【舉例】：試舉簡單事例為：舉發人丙在舉發程序中僅主張舉發理由C，在舉

發程序中經承審之審判官合議庭認定該舉發理由C無理由，作成舉發不成立之審

定。舉發人丙（原告）不服舉發不成立審定而提起撤銷訴訟，原告（即舉發人丙）

於撤銷訴訟程序中，除上述舉發程序中提出之舉發理由C外，另追加主張新舉發理

由D。智慧財產高等法院認為舉發理由C為無理由，與特許廳見解相同。 

                                                        
41 另，准予更正審定課以獨立專利要件（特許法第126條第7項），須判斷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

圍並無應撤銷專利之無效事由，方得作成准予更正審定。因此，既有准予更正審定，即表示

特許廳受理更正申請之合議庭（雖非舉發案之合議庭）已踐行相關程序後審認判斷，而當事

人經前審判斷之程序上利益亦被充分保障（前註32及35參照），本無適用1976年最高院大法

庭判決法理，將原舉發審定撤銷之餘地。1999年最高院判決所採更正審定確定後即應當然撤

銷原舉發審定之見解，其於法無據之程度，較諸1976年最高院大法庭判決，顯有過之而無不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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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贊成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所宣示之限制撤銷訴訟審理範圍之法理者 

依據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意旨，在撤銷訴訟中，新舉發理由D非屬審理範

圍，當事人不得在舉發審定之撤銷訴訟中主張新舉發理由，法院之審理範圍應限於

舊舉發理由C。換言之，法院針對撤銷訴訟之審理判斷僅限於舊舉發理由C，其他之

舉發（應撤銷）理由之認定判斷皆應暫緩擱置，留待行政機關行使第一次判斷權

後，再交由司法機關審查其處分違法性，造成紛爭將由行政及司法機關分別判斷、

割裂審理。因此，當事人僅得於訴訟程序中主張舊舉發理由C，而由於唯一之審理

事項即舊舉發理由C又遭智慧財產高等法院認為無理由，法院將判決維持原舉發不

成立審定。該維持判決確定後，舉發不成立之原審定歸於確定，舉發人丙仍得以新

舉發理由D為由，向特許廳提起另案舉發（特許法第167條之一事不再理，僅限制當

事人或參加人以同一事實及同一證據再提起舉發，與上述案例事實無關）。舉發人

丙提起另案舉發時，審判官合議庭認為新舉發理由D為有理由時將作成舉發成立之

審定，認為無理由則為舉發不成立審定。附帶言之，由於上述撤銷訴訟係判決宣示

維持原審定而駁回原告之訴，故撤銷判決之拘束力當然不及於嗣後另案舉發程序，

而不論另案舉發程序中特許廳作成舉發成立或不成立之審定，被舉發人或舉發人皆

可能對之不服而提起後續撤銷訴訟，紛爭仍懸而未決，持續進行。 

(2) 反對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所宣示之限制審理範圍之見解（本文認為，此

才係法律制度運用之應然） 

如不採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所宣示之限制審理範圍之見解，則依據行政處

分撤銷訴訟之一般法理，在訴訟程序中可以變更或替換原處分之處分理由，法院並

無適用第一次判斷原則而限制審理範圍之必要，在舉發審定之撤銷訴訟中，主張上

述新舉發理由D並無任何限制或障礙。 

A.法院（智慧財產高等法院）認為新舉發理由D為有理由時 

發明專利舉發理由有一成立，法院應宣示判決撤銷原舉發不成立之審定。該撤

銷判決確定時，舉發不成立審定業經撤銷，特許廳應更為審理。重啟後之舉發程序

中，基於撤銷判決之拘束力，特許廳已不得再依據新舉發理由D再次作出舉發不成

立之審定。因此，如1.(2) A.所述，（在無更正申請專利範圍之情事時）特許廳應以

新舉發理由D為有理由，為舉發成立之審定，而不致發生上開事件無謂往返不同機

關間之踢皮球現象。有關更正之相關論述，請參前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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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法院（智慧財產高等法院）認為新舉發理由D為無理由時 

發明專利舉發之任一理由皆不成立，法院應宣示判決維持原舉發不成立之審

定。該判決確定時，舉發不成立審定亦歸確定。倘無極特殊情事（例如另以其他新

舉發理由E提出另案舉發），至此紛爭應告終結。另，依據特許法第167條規定之一

事不再理，舉發人丙不得以舉發理由C或舉發理由D（構成第167條所定之同一事實

及同一證據時）再提起舉發。因此，於此情形亦不至於發生踢皮球現象。 

3.舉發不成立審定之撤銷訴訟之歸趨（之二） 

【舉例】：試舉簡單事例為：舉發人丙在舉發程序中僅主張舉發理由C，在舉

發程序中經承審之審判官合議庭認定該舉發理由C無理由而作成舉發不成立之審

定。舉發人丙（原告）不服舉發不成立審定而提起撤銷訴訟，原告（即舉發人丙）

於撤銷訴訟程序中，除上述舉發程序中提出之舉發理由C外，另追加主張新舉發理

由D。智慧財產高等法院認為舉發理由C為有理由，與特許廳見解不同。 

於此情形，單以舉發理由C為有理由乙節，法院即可宣示判決撤銷舉發不成立

之審定。舉發人（原告）可否在撤銷訴訟程序中主張新舉發理由D，皆不影響判決

結果，亦與贊成或反對、採與不採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法理（依據第一次判斷

原則，限制法院撤銷訴訟之審理範圍）之問題無涉。另，理所當然亦無由發生前述

踢皮球現象。 

(二) 上述舉例之綜合分析 

1.依據上述說明，贊成並適用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所宣示之限制審理範圍

之理論（惟本文認為此並非制度運用之應然，業如上述）時，可能衍生事件無謂往

返於行政與司法機關間之踢皮球現象。暫且不論此踢皮球現象，透過撤銷判決之拘

束力，原則上行政機關應受法院審理意見（結果）之拘束而不得為與判決理由相左

之處分，應可達成具一定實效性之紛爭解決。更進一步，如反對而不採1976年 高

院大法庭判決之限制審理範圍理論時，法院可逕行審理新舉發理由，避免撤銷原審

定導致事件被發回特許廳之程序上耗費，將可發揮更高度解決紛爭之功能。 

有關撤銷訴訟與課予義務訴訟之比較，即使法院未在宣示之判決主文中直接課

予行政機關義務，日本法係透過撤銷判決理由之判斷所具拘束力，間接課以行政機

關義務。亦即，撤銷訴訟中，法院雖不得自為判決而只能撤銷原審定，然藉由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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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理由之拘束力，原則上已依法課以行政機關應為與原審定相反之審定（亦即，

法院判決撤銷發明專利舉發成立審定後，行政機關應為舉發不成立之審定；判決撤

銷舉發不成立之審定後，行政機關應為舉發成立之審定），實質上可謂撤銷訴訟與

課予義務訴訟同樣具備解決糾紛的功效。尤以典型撤銷判決，其解決糾紛的功能應

與固有法之德國無效訴訟（自為判決型）相仿。承上，依日本法制，撤銷訴訟制度

本身已具有充分解決紛爭之實力，並無另行透過課予義務訴訟處理糾紛之需要。

另，撤銷判決之拘束力，僅係原則上封鎖了行政機關作出與判決理由相左之審定的

可能性，但應注意仍可能有例外情事如：更為審理之舉發程序中，舉發人可能追加

提出新舉發理由、被舉發人即發明專利權人亦可能透過更正而克服該舉發理由以治

癒瑕疵等。考慮此等例外情事存在的可能性，倘以課予義務訴訟一律劃一處理，未

能因地制宜而顯有不當，因此日本實務上單純以撤銷訴訟處理、不採配套併行課予

義務訴訟之機制，應有其充分強而有力的理由。日本於2004年行訴法修法時，明文

新設課予義務訴訟之規定42（行訴法第3條第6項、第37條之2、第37條之3），然實

                                                        
42 日本法上之課予義務訴訟，指(1)行政機關應為特定處分，但未為之（行政事件訴訟法第3條

第6項第1款）；(2)基於法令規定對行政機關提出申請或審查請求，請求其為特定處分或裁

決時，行政機關未為之（同項第2款），以行政機關為被告求為命其作成特定處分或裁決之

訴訟。一般將(1)稱為非申請型之課予義務訴訟，(2)則稱為申請型之課予義務訴訟。行政事

件訴訟法第37條之2規定非申請型之課予義務訴訟的要件等，同法第37條之3則規定申請型之

課予義務訴訟之要件等。 
 行政事件訴訟法第37條之2（課予義務訴訟之要件等） 
 「於第三條第六項第一款規定之情形，限於不作成特定處分將有致生重大損害之虞、且無其

他避免損害發生之適當方法時，始得提起課予義務訴訟。 
 判斷是否將致生重大損害時，法院應考量回復損害之困難度，亦應斟酌損害之性質與程度及

處分之內容與性質。 
 第一項之課予義務訴訟，僅限於具有法律上利益而請求命行政機關應為特定處分者，始得提

起之。 
 關於前項有無法律上利益之判斷，準用第九條第二項之規定。 
 課予義務訴訟符合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之要件時，關於該課予義務訴訟之特定處分，於認為

依法令規定行政機關顯應為該處分，或行政機關不為該處分顯然逾越裁量權範圍或濫用裁量

權時，法院應判決命行政機關作成該處分。」 
 行政事件訴訟法第37條之3 
 「於第三條第六項第二款規定之情形，限於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要件之一者，始得提起課予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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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針對發明專利相關審定之爭訟，未見有法院命行政機關應為特定行為之案例

（於法院官網上以「課予義務訴訟」為關鍵字進行檢索，並未查得判決課以行政機

關作成特定審定義務者）。另，高部真規子，實務詳說特許相關訴訟，KINZAI，

2016年第3版、大渕哲也等編著，專門訴訟講座6 特許訴訟上、下，民事法研究

會，2012年等，也未提及課予義務訴訟。惟少數見解則有玉井克哉，撤銷判決之拘

                                                                                                                                                        
務訴訟： 
一 對於依各該法令規定之申請或審查請求，未於相當期間內作成任何處分或裁決者。 
二 對於依各該法令規定之申請或審查請求，已作成不受理或駁回之處分或裁決時，該處分

或裁決為應撤銷、無效或不存在者。 
 前項課予義務訴訟，僅限於依同項各款規定依法令提出申請或審查請求之人，始得提起之。 
 提起第一項課予義務訴訟時，依下列各款分別規定之各該類型訴訟，應與該課予義務訴訟合

併提起之。於此情形，關於各該款規定訴訟之管轄，於其他法令另有特別規定時，關於該課

予義務訴訟之訴訟管轄，從其規定，不受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準用第十二條規定之限制。 
一  符合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要件者，同款規定之處分或裁決之確認不作為違法訴訟。 
二  符合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要件者，同款規定之處分或裁決之撤銷訴訟或確認無效等訴訟。 

 依前項規定合併提起之課予義務訴訟及同項各款規定之訴訟，不得分別辯論或分別裁判。 
 課予義務訴訟符合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之要件者，認為同項各款規定訴訟之請求有理由，且

關於該課予義務訴訟之特定處分或裁決，依其所依據法令之規定認為行政機關顯應為該處分

或裁決，或認為行政機關不為處分或裁決顯然逾越裁量權範圍或濫用其裁量權時，法院應判

決命作成該課予義務訴訟請求之特定處分或裁決。 
 法院考量審理情形及其他情事，認為僅就第三項各款規定之訴訟為終局判決，較有利於迅速

解決爭訟時，得僅就該訴訟為終局判決，不受第四項規定之限制。於此情形，法院僅就該訴

訟已為終局判決時，得聽取當事人之意見，至該訴訟之程序終結止，停止課予義務訴訟之訴

訟程序。 
 於第一項課予義務訴訟中，請求命行政機關應為特定裁決者，如已提起關於處分之審查請求

時，僅限於不得提起該系爭處分之撤銷訴訟或確認無效等訴訟之情形，始得提起。」 
 有關2004年行政事件訴訟法修法時針對課予義務訴訟論述之參考文獻，請參照小林久起，行

政事件訴訟法，商事法務，2004年，153-183頁；最高法院事務總局行政局監修，行政事件

訴訟法修法執務資料，法曹會，2005年；大貫裕之，課予義務訴訟與禁止訴訟，收錄於高木

光、宇賀克也編，行政法之爭點，有斐閣，2014年，134-135頁；南博方原著，高橋滋等

編，條解行政事件訴訟法，（川神裕執筆部分），弘文堂，2014年第4版，99-105、745-801
頁。2004年修法前之課予義務訴訟或無名抗告訴訟相關參考文獻，請參照司法研修所編，修

訂行政事件訴訟法之一般性問題相關之實務研究，2000年，138-140頁；前揭條解行政事件

訴訟法，745-746頁（川神裕執筆部分）等。其他針對課予義務訴訟的一般論述，請參照橫

田明美，課予義務訴訟之機能，弘文堂，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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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力——實務上之諸問題與課予義務訴訟的可行性，Patent，2009年5月，62卷5

期，94頁，主張原審定為舉發不成立時，可考慮運用課予義務訴訟。揆其見解，或

係考慮特許廳或當事人可能未能正確理解撤銷判決之拘束力，而提出上述看法，惟

倘正確解讀判決之拘束力，應無此顧慮43。44與其引進課予義務訴訟，倒不如透過

撤銷判決之拘束力，或者從立法論之觀點，乾脆採用德國型由法院自為判決之無效

訴訟以解決相關問題，反而更為妥適。 

法院受理撤銷訴訟，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時，從特許法第181條第1項45規定法

院「應撤銷原審定或處分」觀之，可知法律制度之設計應限於撤銷訴訟，不包括課

予義務訴訟。換言之，法律條文之用語雖僅為「對審定之訴訟」（特許法第178條

第1項），惟一併解釋第181條即可知，當事人不服原審定時，僅得提起撤銷訴訟，

                                                        
43 為處理未能正確理解撤銷訴訟之撤銷判決拘束力之當事人或特許廳的問題，而容認課予義務

訴訟之論點，在法律上似缺乏關聯性。  
44 小林久起，註42書，175-176頁提及：「註：定第一審管轄為東京高等法院，於第3條第6項

第2款之情形得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可能包括下述……不服發明專利、新型專利登錄、設計

專利登錄、商標登錄相關審定或駁回再審申請書之處分之訴訟（特許法第178條第1項、實用

新案（譯註：相當於新型專利）法第47條第1項、意匠（譯註：相當於設計專利）法第59條

第1項、商標法第63條第1項）。上述說明乃基於行政事件訴訟法之一般原則，不過係針對以

東京高等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時，舉出數個可能提起第3條第6項第2款之課予義務訴訟之

例，並未考慮特許法第181條第1項係特別法上的特別規定（以特別法例外否定課予義務訴訟

之適用）。至少上開論述完全未提特許法第181條第1項係特別法上的例外規定。玉井克哉，

撤銷判決之拘束力——實務上之諸問題與課予義務之訴的可行性，Patent，2009年5月，62卷

5期，73頁，其文章亦未提及此一問題（該論文係以1976年最高院大法庭判決為前提進行論

述，因此包涵了後述課予義務訴訟與1976年最高院大法庭判決在理論上不能互相整合之問

題）。另，特許法第178條第1項訴訟，在制度設計上僅包括撤銷訴訟，而2004年行政事件訴

訟法修法時，並未配合修正特許法第178條第1項，因此在解釋上仍應認為特許法第178條第1
項訴訟僅限於撤銷訴訟。 

45 特許法第181條（審定或處分之撤銷） 
 「第一百八十一條  法院受理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之訴訟，認為其請求有理由時，應撤銷

原審定或處分。（以下省略）」 
 又，依特許法第181條第2項前段規定（前項所定撤銷原審定或原處分之判決確定時，審判官

應更為審理，再為審定或處分），撤銷訴訟僅容認單純之撤銷判決，而不許法院撤銷原審定

後自為判決，至為明確。法文既明定審判官應更為審理，在此情形假設法院又自為判決，將

互相矛盾牴觸，顯非法律制度設計之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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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包括課予義務訴訟。從現行特許法條文結構上來看，恐難解釋為對審定不服時

可提起課予義務訴訟。特許法第181條第1項第2項規定，法院僅得單純撤銷原審

定，既不得自為判決，當然亦不得為課予義務判決。姑不論行訴法之一般原理原則

為何，特許法之特別規定僅限於單純撤銷原審定，不得自為判決、也不得課予行政

機關若何義務。 

附帶說明，有關上述特許法第181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特許廳一貫皆作如下解

說﹝特許廳編，工業所有權法（產業財產權法）逐條解說，發明協會，2001年第16

版，428-429頁、及2017年第20版，546頁﹞：「法院宣示判決命為具體之行政處分

時，等同於法院行使行政權，自非法之所許。舉發不成立審定之撤銷訴訟繫屬中，

假設法院發現原審定有違誤，法院不得逕為命特許廳應為舉發成立審定之給付判

決，而僅得宣示撤銷原審定之形成判決。」但應注意，上述「法院宣示判決命為具

體之行政處分時，等同於法院行使行政權，自非法之所許。」之說法，在行訴法

2004年修法時明文引進課予義務訴訟後是否仍成立，係另一問題。然不論如何，關

鍵在於2004年行訴法修法後，特許法第181條規定並未修正，而特許廳之上述說法

仍維持不變，其見解仍為法院不得為課予義務判決。 

2004年修法後，依據上述特許法立法理由以外之其他理由（詳下述），上述法

律僅容認撤銷訴訟，制度設計上並不包括課予義務訴訟之論點，在立法論上仍充分

具有合理性。其理由為：以準司法或準裁判機關為被告進行課予義務訴訟、或進一

步對其為課予義務判決，皆非妥適。某一法院命其他法院（下級審法院亦同）宣示

特定內容主文之判決，因違反審判獨立原則而有不當，則同理可證，命準司法或準

裁判機關為特定內容之準司法或準裁判判斷，亦有害準裁判之審判獨立性，而有失

允當。 

再者，基於適用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之限制審理範圍的立場，課予義務判

決也可能發生理論無法相互整合的問題。舉例來說，依據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

意旨，舉發人在舉發程序中主張舉發理由A及舉發理由B，特許廳審理後認為舉發理

由A有理由而據以作出舉發成立之審定，在後續撤銷訴訟中，法院（智慧財產高等

法院）認為舉發理由A無理由時，應宣示判決撤銷原舉發成立之審定；至於舉發理

由B，依據第一次判斷原則，法院不得審理判斷舉發理由B，自也無從課以特許廳應

依據舉發理由B作成舉發不成立審定之義務。另，課予義務訴訟係以行政機關所屬



92  

專利師︱第三十三期︱2018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之權利主體（國家或公共團體）為被告，然而舉發審定之撤銷訴訟則以私人（舉發

人或被舉發人）為被告，合併提起不同類型之行政訴訟，將徒增當事人或訴訟關係

之複雜度（行訴法第37條之3第3項規定，申請型之課予義務訴訟及撤銷訴訟等應合

併提起）。至少在解釋上，特許法並未規劃二種不同行政訴訟類型之併合，針對舉

發程序之行政爭訟，亦未設有課予義務訴訟。單從法條條文來看，特許法第179條

但書規定舉發審定之撤銷訴訟，其被告為私人而非特許廳，顯然應解釋為特許法並

未規劃審定的課予義務訴訟。此外，審定之課予義務訴訟，既非對審結構而需以行

政機關為被告，伴隨前述參、二所述，(一)、(二)、(三)、(六)之困難或問題點，亦

應特別留意。 

2.依據上述說明，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上述第一種非典型撤銷判決）宣

示之限制審理範圍之法理，招致事件無謂來回往返不同機關間之踢皮球現象，有礙

實效性之紛爭解決。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實與撤銷訴訟應有之原貌迥然不

同。所謂撤銷訴訟應有之原貌，係指忠於行政處分之撤銷訴訟之一般原理原則，並

無限制審理範圍之真正典型撤銷訴訟。此外，專利無效程序原型之德國無效訴訟，

其第一審及第二審皆未限制審理範圍，不至衍生踢皮球現象。值得注意的是，德國

專利無效訴訟程序之第二審，即聯邦 高（普通）法院［BGH］法官（法律背景之

法官），即使無技術審查官之專業輔助，亦可針對新舉發理由逕行判斷，並無舉發

事由應由行政機關先行前置判斷（第一次判斷原則）或審級利益云云等問題。反觀

德國侵害專利權事件之受訴法院，則不得就專利之有效性問題自為判斷。至於日本

之民事訴訟程序，當事人於第二審得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攻擊防禦方法；二審法院認

為第一審之判決理由雖有不當，惟依其他理由認為原判決之結論為正當者，亦即原

審法院針對訴訟標的之判斷並無違誤時，應判決駁回上訴（由此可知二審判決得

依據不同判決理由維持原判，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項46參照），而二審法院之

                                                        
46 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項 
 「第一審判決依其理由雖屬不當，但依其他理由為正當者，應以第二審上訴為無理由，判決

駁回之。」 
 民事訴訟法之第二審，是否得變更替換第一審判決之判決理由，並無相關討論，其大前提應

為當然可以為之。由上述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項之規定，即可見一斑。行政處分之撤銷訴

訟，法院得變更替換原處分之理由，亦係基於此一大原則的一般法理。有關此點請參照，同

拙著，基本構造論，註7書，321頁（註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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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範圍亦無限制。 

另，1999年 高院判決（第二種非典型撤銷判決），亦有違行政處分撤銷訴訟

之一般原則。第三種非典型撤銷判決（僅以前提問題之認定有違誤為理由而撤銷原

審定之判決，詳後述4），更是完全背離了行政處分撤銷訴訟之一般原則。 

有關舉發審定之撤銷訴訟，回歸1948年修法之原點，典型撤銷訴訟（是指依循

行政處分撤銷訴訟之一般理論，不適用上述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提倡的限制審

理範圍的見解，而就行政處分之違法性進行全面性司法審查的制度設計）的原貌，

充分具有完善解決紛爭之功效。附帶言之，雖與撤銷舉發審定訴訟無關，針對不予

專利之再審查審定，由於現行法限制申請人不得在撤銷訴訟繫屬中為修正，基於武

器平等原則，倘若允許特許廳在撤銷訴訟中追加核駁理由，然依法申請人又不得為

修正，顯有失公平而影響申請人權益，因此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限制特許廳提出新

核駁理由。為克服此一問題，需要另行立法，准許在不予專利之再審查審定之撤銷

訴訟繫屬中，特許廳得以處分准予申請人修正（雖有不同，概念上類似於在審定授

予專利前先准予更正的權宜措施），惟此點係附帶補充說明，與舉發審定之撤銷訴

訟無關。針對撤銷訴訟繫屬中，是否得提出在特許廳程序中未曾提出之新主張或追

加舉證，上述1953年10月16日 高法院判決明確宣示：「原審既為事實審，當事人

於原審訴訟程序中主張在特許廳程序中未曾主張、或特許廳未採為認定基礎之事

實，其主張既非違法，法院將該事實採為判決之基礎，亦絲毫於法無違。」此方係

法院回歸1948年特許法修法當時之原點，正確詮釋描繪了典型撤銷訴訟應有之原

貌。上述高等法院承審撤銷訴訟，係事實審而非法律審，自不待言。實際上， 

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所採限制高等法院審理範圍之見解，反而更貼近將其定位

為法律審的立場。 

3.再者，日本特許法第104條之3規定民事侵權訴訟中之無效抗辯，核與審定前

置程序或審級利益完全無涉，即使未經特許廳之舉發審定先行判斷，新的舉發事由

（專利應撤銷事由）是否成立或有無理由，法院皆可自行認定，此在實務上已屬極

為普遍做法，侵權訴訟之受訴法院可自由為之。兩相對照之下，反而專業度理應更

高的撤銷訴訟受訴法院，竟不得自行認定判斷新舉發理由或新證據，未免輕重失

衡，殊難想像。假設日本採行德國的無效訴訟制度，以地方法院為第一審、高等法

院為第二審時，理應與德國法相同，其第一審或第二審皆不應限制舉發理由的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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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另，確認發明專利權無效訴訟或確認排除侵害及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存在訴訟

（尤其是後者），即使未經特別立法，應認為在日本現行法下係屬可行，而該類型

訴訟程序之第一審或第二審，亦無限制法院針對專利應撤銷事由之審理範圍。同

理，不論舉發程序或民事侵權訴訟中之無效抗辯，二者實質之爭點皆為專利有效性

問題，唯一差別不過係舉發程序以行政處分、行政處分撤銷訴訟之形式行之，而無

效抗辯則由民事侵權事件受訴法院審認判斷。僅基於此一差異，特別針對撤銷訴訟

予以限制審理範圍、而強制撤銷訴訟受訴法院需將舉發審定撤銷後先由特許廳進行

第一次判斷之論法，並不構成限制撤銷訴訟審理範圍的正當化理由。法院暫緩擱置

新舉發理由之審理、不積極解決紛爭而將原審定撤銷，導致事件被發回（形同消極

不解決紛爭）行政機關的做法，將使紛爭解決機制名存實亡。更遑論，訴訟法上的

大原則乃事實審法院不應將事件發回，應就訴訟標的自為判決，僅有在法律明文規

定得例外發回之情形方得為之，例如上述2003年修法後之特許法第181條第2項之發

回裁定（後於2011年修法廢止），即其適例。然而現行特許法既無任何肯認發回之

規定，法院仍判決撤銷原審定導致事件被發回特許廳，不僅與依法裁判之原則背道

而馳，亦有規避法律之嫌。 

日本實務上，法制設計之原貌係典型撤銷訴訟，惟受制於1976年 高院大法庭

判決、1999年 高院判決等負面教材判例，而不得不身負重擔奮力前行。台灣針對

撤銷訴訟如擬立法改採對審結構，當無日本上述錯綜複雜又沉重的歷史包袱，可期

待一全新開始，建構屬於台灣的真正、典型且理想之撤銷訴訟制度。 

四、補充論述——第三種非典型撤銷判決是否具有拘束力等的 
難題

47 

(一)無關舉發之 終結論是否正當，亦即與舉發審定是否有理由無涉，反而是

其前提問題之認定有違誤時，例如：僅以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或認定發明之要

                                                        
47 1976年最高院大法庭判決（第一種非典型撤銷判決）、1999年最高院判決（第二種非典型判

決）皆為最高法院判決，實務上恐難排除其適用，至於第三種非典型撤銷判決，既非最高法

院判決，排除適用此一理論應無任何困難可言。第一種、第二種及第三種之各類型踢皮球現

象（非典型撤銷判決），請參照大渕哲也，判例批評，收錄於中山信弘等編，特許判例百

選，2012年，99頁。1976年最高院大法庭判決，係針對各個「舉發（專利應撤銷）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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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有誤、引證案認定有誤、引證案與系爭發明之一致點或相異點之認定有誤等為

由，即判決撤銷原審定時，屬於上述之第三種非典型撤銷判決。此類非典型撤銷判

決（實質上為發回型撤銷判決。譯註：發回型撤銷判決，指法院針對舉發是否成

立，不自為認定判斷，僅將原審定撤銷後，導致事件被發回特許廳由特許廳重為審

理者。），究竟是否具有行訴法第33條撤銷判決之拘束力，未臻明確而衍生相關難

題48。行訴法第33條所預設之撤銷判決，係針對系爭處分有無實體上之違法性，即

                                                        
 （以各個事實為單位）依據第一次判斷原則將紛爭割裂由行政機關及法院分別判斷，第三種

非典型撤銷判決則係針對各個「前提問題」（以各個邏輯為單位）將紛爭割裂分別判斷，第

三種非典型撤銷判決造成之問題顯然更為嚴重。為解決第三種非典型撤銷判決衍生弊害，法

院努力之方向為：針對系爭發明與先前技術之各個相異點，認為不需踐行審定判斷之前置程

序，2004年12月27日紙牌遊戲事件東京高等法院判決（2003年(行Ke)第132號，法院官網參

照）、2005年10月6日汽水瓶製造方法事件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判決（2005年(行Ke)第10366
號）、高林龍，註33文，120-121頁參照。另，第二種非典型撤銷判決，可謂係第三種非典

型撤銷判決之一。又，發明要旨認定之違誤，（與更正將事後發生溯及效力之點雖有不

同，）仍屬於第三種非典型撤銷判決，僅以前提問題之認定有違誤為理由即判決撤銷原審定

之一例。第一種非典型撤銷判決係不准許追加新舉發理由，亦否定法院得在撤銷訴訟中變更

替換原處分之理由，然行政處分之撤銷訴訟之一般理論本即允許變更替換處分理由，第一種

非典型撤銷判決與其相悖。但，第二種非典型撤銷判決及第三種非典型撤銷判決，核與處分

理由（事實關係）無涉，而不過係處分理由之前提問題、亦即邏輯上有謬誤而已。 
 另，有關第二種非典型撤銷判決（第二種踢皮球現象），請參照大渕哲也，撤銷訴訟之現狀

與課題，日本工業所有權法學會年報，2003年5月，27期，108-127頁；大渕哲也，撤銷訴訟

(2)，法學教室，2008年12月，339期，116-125頁。 
48 依據高部真規子，實務詳說特許相關訴訟，KINZAI，2016年第3版，350-351頁所述：「例

如，以欠缺進步性（特許法第29條第2項）為理由之撤銷舉發審定訴訟，僅以原審定針對系

爭發明與引證案之一致點或相異點之認定有違誤為由，即認為構成獨立之可撤銷審定事由，

並據以宣示判決撤銷原審定，實有問題。此類撤銷判決，將導致事件無謂往返於特許廳及法

院之間而衍生踢皮球現象，兩相對照之下，目前侵權訴訟中被控侵權人可依特許法第104條

之3主張無效抗辯，法院可自行審理判斷從特定引證案可否輕易完成系爭發明等，亳不受

限，此一撤銷訴訟之做法實非允當。況且，假設原審定漏未注意系爭發明與引證案存有某一

相異點，惟實際上可從習知技術輕易思及該相異點時，對於原審定之結論並無任何影響。因

此，『從記載於特定引證案之發明，是否可輕易完成系爭發明』作為一個單一審理事項，此

一舉發理由是否成立之認定有違誤者，方可謂構成獨立之原審定應撤銷事由。如此綜合整理

撤銷事由，撤銷判決之拘束力及將於此一單一審理事項、即從該引證案是否可輕易思及系爭

發明，將可防止發生踢皮球現象。又，原審定就引證案之認定並不正確，其結果導致一致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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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相異點之認定判斷不正確時，亦同此理。法院針對原審定錯誤認定引證案之部分，重為正

確認定，進而判斷一致點及相異點，其結果係推導出與原審定相同之結論時，當可謂原審定

係適法，反之倘若法院之結論與原審定不同，則可謂原審定就前提問題之認定違誤將影響審

定之結論（2012年2月8日電池式警報器事件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判決，判例時報，2012年7
月，2150期，103頁）」。其明確否定第三種非典型撤銷判決，係極為明快正確之見解，明

確宣示了Kilby案最高院判決或2004年修法後之新時代特許法之基本立場。另，高部前揭實

務詳說特許相關訴訟，351頁註13亦提及，「塚原朋一，舉發審定撤銷訴訟之審理範圍及其

限制事由，收錄於牧野利秋等編，智慧財產法之實務第二卷〔特許法Ⅱ〕，342頁提到，有

關從某一引證案是否可輕易思及系爭發明，在撤銷訴訟中，輕易思及之部分為主要事實，其

個別具體之推論過程之主張，並非主要事實。塚原朋一也提到，從反省過去的實務出發，已

儘可能朝向就系爭發明與引證案間是否具進步性進行判斷（塚原朋一，撤銷訴訟之審理範

圍，金融商事判例，2006年3月，1236期，100頁）。最近亦有塩月秀平主張（塩月秀平，撤

銷訴訟之審理範圍，Patent，2011年12月，64卷15期，120頁），縱使發明要旨之認定有誤，

法院本於正確之發明要旨，進入下一階段認定一致點及相異點，推導出進步性、新穎性判斷

之結論，其審理範圍應符合編織機事件即1976年最高院大法庭判決意旨」，所述亦與上開見

解相同。上開論述皆符合紛爭解決之制度宗旨。1976年最高院大法庭判決並非依據現行法

（1959年法）所作成之判例，而不過係舊法（1921年法）下的判例，且應特別留意，其係特

許法之重大變革即2004年修法（明定無效抗辯）前之舊法判例。第一種非典型撤銷判決，係

源自於最高院大法庭判例，實務上或許難以立即忽視其存在並排除適用，至少針對第三種非

典型撤銷判決，應及早改善解決。1976年最高院大法庭判決之判決意旨係限於第一種非典型

撤銷判決，即法院之撤銷訴訟審理範圍應限於經舉發程序審理並於審定理由中判斷之各舉發

事由，基此，在各該舉發事由之範疇內，法院理應認定判斷訴訟標的後推導出主文，斷無完

全未經論斷訴訟標的，僅以前提問題認定有違誤即逕行判決撤銷原審定之理，第三種非典型

撤銷判決實已逾越了大法庭判決之判決意旨。 
 另，依據清水節、加藤志麻子，撤銷訴訟之第二次撤銷判決與第一次撤銷判決之拘束力，收

錄於牧野利秋等編，智慧財產法之理論與實務第2卷〔特許法Ⅱ〕，新日本法規，2007年，

373-374頁之說明：「基於儘早解決法律糾紛及訴訟經濟之觀點，或出於迅速審理智慧財產

訴訟之強烈需求，針對同一系爭專利發明之有效性問題，其紛爭幾度往返於法院（智慧財產

高等法院）與行政機關（特許廳）之間而衍生所謂踢皮球現象，顯然應予防杜。因此，有關

往後撤銷訴訟審理模式之應然，當如下述：原舉發審定將系爭發明與引證案進行比對後，縱

有錯誤認定其一致點或忽略相異點之情事，法院不應逕行撤銷原審定，更重要者厥為，法院

應促使被告提出答辯以支持應維持原審定之立場，主張或舉證該事實認定之錯誤或疏漏並不

影響原審定之結論（同一見解請參照，2004年12月27日東京高等法院判決（2001年(行
Ke)278號），最高法院官網；高林龍，註33文，114頁亦提出相同見解）。法院審酌被告提

出之主張舉證，判斷其究竟是否為必須審酌新引證案方能補強之事實、抑或係所屬技術領域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從習知技術填補或應用之程度者。如係必須審酌新引證案方能補強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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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處分是否有理由（針對舉發成立審定，係指有任一舉發理由成立；就舉發不成立

審定，係指任一舉發理由皆不成立；不予專利之再審查審定，則指有任一不予專利

之核駁理由成立），亦即僅在其 終結論有違誤時，方得以此為由撤銷原審定之典

型撤銷判決。基此，單純前提問題之認定縱有違誤，並不能推導出原審定撤銷之主

文。原審定之前提問題認定錯誤，核與原審定針對舉發理由成立與否之結論是否有

違誤，並無直接關係，而原審定即使有違法之處，也不代表立即構成應撤銷原審定

之事由即系爭行政處分之 終結論（對舉發理由之判斷）並非適法49。另，依據行

政處分撤銷訴訟之一般原則，僅以前提問題認定錯誤為由即撤銷原處分，恐非制度

設計之宗旨。1993年2月16日聯苯胺職災事件 高法院判決（收錄於民事判例集第

                                                                                                                                                        
實，則依1976年最高院大法庭判決之見解，需判決撤銷原審定；倘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可從習知技術填補或應用之程度者，則依1980年1月24日最高法院判決意旨，針對

原審定錯誤認定其一致點或忽略相異點之部分，經適用習知技術或技術常識等，而應認原審

定適法而予以維持。」等語。高林龍，註33文，119-120頁則以：「在審理範圍受限情形

下，有關從特定引證案是否可證明系爭發明欠缺進步性，即使在舉發程序中未能充分審理，

則在撤銷訴訟中，依據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食品包裝容器事件判決所宣示之見解，准予提出

新證據以補強其主張後，由法院針對有無進步性之爭點作出最終判斷，應符合訴訟經濟原

則。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高速迴轉滾筒拋光法事件判決意旨，亦基於此一前提，除影響各個

結論之審定判斷的違法性外，進一步判斷從特定引證案是否可證明系爭發明有無進步性，方

得撤銷原審定，且此一法院最終判斷應拘束行政機關。考量現行之無效抗辯制度，亦即侵權

事件受訴法院得自行判斷系爭發明專利是否有應依舉發程序予以撤銷之事由，並據以駁回發

明專利權人之請求（特許法第104條之3參照），益證在撤銷訴訟程序中，針對從特定引證案

是否可證明系爭發明有無進步性之爭點，實無必要使事件無謂來回往返於法院與特許廳之

間，而有一次性解決紛爭之強烈需求。」此一說理，亦可謂提出克服第三種非典型撤銷判決

之指標。 
 綜上所述，第三種非典型撤銷判決原係於法無據之便宜行事做法，屬不應為而為者，因而衍

生其撤銷判決對行政機關之拘束力及其範圍之問題。惟，於法無據之撤銷判決，理應無任何

拘束力可言。又，未經完整審認判斷訴訟標的即作成撤銷判決，本無既判力之可言，更遑論

對行政機關有何拘束力。另一方面，實務上針對第三種非典型撤銷判決（即未經完整審認判

斷訴訟標的者）及典型撤銷判決（指完整審認判斷訴訟標的者），二者之區別本非易事，益

徒增判斷上之困難。另，倘能妥善處理解決第三種非典型撤銷判決，假以時日應能陸續克

服、斷絕第一種非典型撤銷判決，唯有如此方能解決撤銷訴訟制度機能不彰之問題，業如前

述，否則舉發及撤銷訴訟制度終將面臨因功能不彰而被其他制度取而代之的危機。 
49 請參見附件之「一、總結」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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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卷第2期，473頁）僅以認定不適用勞工職災補償保險法之前提判斷有違誤，即將

原處分撤銷，假設此為原始制度設計之宗旨，則上述1993年 高法院判決將不至於

衍生其他問題50，然顯非如是。針對撤銷判決之拘束力，1992年4月28日高速迴轉滾

筒拋光法事件 高法院判決（收錄於民事判例集第46卷第4期，245頁，下稱1992年

高院判決）亦屬未就原審定之違法性進行全面性判斷、本不應判決撤銷原審定之

案例，自不應發生撤銷判決之拘束力。因此，第三種非典型撤銷判決，應解為不具

行訴法第33條所定撤銷判決之拘束力，甚且也不具任何爭點效。反面言之，至少僅

限於前提問題判斷有違誤之部分，逾此恐難謂有任何拘束力可言。經判決認定判斷

之事項本應為判決效力（拘束力）所及，非典型撤銷訴訟顯然於完全背離此一原

則。尤有甚者，前提問題有違誤之判斷本身，究竟是否具有拘束力，亦有疑義。亦

即，判決效力欲及於判決理由中之判斷，其 低限度應至少需針對訴訟標的整體充

分斟酌並考量後，為認定判斷而推導出主文之結論，而非典型撤銷訴訟的發回型撤

銷判決（就訴訟標的之認定，未達可為主文判斷之程度），當然不符合上述 低限

度要求。 

1992年 高院判決針對拘束力的一般原則，舉例並判斷如下：「依特定引證案

不足證明可輕易完成系爭發明，因而判決撤銷原發明專利舉發成立之審定，按其判

決之拘束力，特許廳以依同一引證案不能證明可輕易完成系爭發明而重為審定時，

於後續之撤銷訴訟中，從同一引證案可輕易完成系爭發明乙節，不得再於訴訟程序

中為主張舉證。」、「依特定引證案不足證明可輕易完成系爭發明，因而撤銷原舉

發成立審定，嗣後於重啟之舉發程序中，主張除同一引證案外、依其他追加引證案

等亦可輕易完成系爭發明時，舉發人既非僅依追加引證案等主張可輕易完成系爭發

明，又非主張追加引證案需與前訴中認定之特定引證案結合後始可輕易完成系爭發

明，特許廳更為審理後，以該特定引證案與追加引證案等不能證明可輕易完成系爭

                                                        
50 請參照拙著，基本構造論，註7書，172頁。（原處分）決定不予勞工職災保險給付，起因於

有無適用勞工職業災害補償法之前提問題認定有違誤，針對實務上最大爭點即職災是否因執

行職務而起，行政機關完全未行使其第一次判斷權，其案例事實背景有極高度之特殊性。就

此點而言，可謂類似於駁回申請之處分。鶴岡稔彥，抗告訴訟之訴訟標的與撤銷判決之效

力，收錄於藤山雅行、村田齊志編，新裁判實務大系25行政爭訟，青林書院，2012年改訂

版，269-270頁。本案極為高度之特殊背景事實，與本文論點完全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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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而據以再次作出審定，該審定依循撤銷判決之拘束力，於後續之撤銷訴訟中

不能謂該審定為違法。」上開法院見解，本係針對典型撤銷判決（以進步性判斷有

違誤而撤銷原審定之判決）之拘束力所為宣示，而非就非典型撤銷判決之拘束力所

為闡述。惟應注意，實際上1992年 高院判決之案例事實為：僅以前提問題之認定

有誤（引證案或其一致點、相異點之認定錯誤）即撤銷原審定51，屬於非典型撤銷

判決之案例。法院之上述舉例及見解係針對典型撤銷判決之一般原則所為闡述，然

其實際案例則為非典型撤銷判決之事實，二者並非吻合，故只能將其論述的前提理

解為，1992年 高院判決之舉例及一般原則的闡述皆限於典型撤銷判決，至少在此

一前提之下，其論述係符合行政法之一般原理原則。 

一般而言，判決之主文具有既判力，而爭點效則及於理由中的判斷，基於該等

判斷進而推導出判決主文之結論。上述討論中，法院之判決僅限於認定原審定就前

提問題之判斷有違誤，並未針對訴訟標的即原行政處分之違法性（針對舉發成立審

定之撤銷訴訟，係指任一舉發理由皆不成立）進行審理判斷，按理應無法推導出撤

銷判決之主文。基此，1992年 高院判決之形式上固為撤銷判決，然而實質上並非

就處分之違法性為全面性審查之典型撤銷訴訟，實際上不過係上述第三種非典型撤

銷判決（其判決所舉例及闡釋對象皆為針對原處分之實體違法性為判斷之典型撤銷

判決，然實際上判決的個案事實則完全不同）。於此情形，連一般的爭點效（其前

提係理由中針對訴訟標的之判斷可據以推導出主文）的境界都力有未逮，本文反對

此種非典型撤銷判決，更認為上述判決不具有任何一般爭點效（1969年6月24日

高法院判決亦否定其爭點效，判例時報第569期，48頁參照）可言。蓋判決撤銷原

審定時，法院應就系爭行政處分之違法性進行全面性審查後（針對所有舉發理由之

判斷是否適法而無違誤）認為原處分違法而宣示判決撤銷原處分，則判決理由中針

對原審定就各該舉發理由之判斷是否有違誤的部分，行政機關將受其拘束。至於上

                                                        
51 依據1983年6月23日東京高等法院判決，1979年(行Ke)第87號（特許廳審判部編，參考審定

集(8)，287頁），第一次審定認定系爭發明係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引證2、引

證3等可輕易完成系爭發明，針對各引證案之技術內容認定有違誤，進而就系爭發明與各引

證案之一致點及相異點認定亦有錯誤，因認原審定為違法，經法院判決撤銷第一次審定（第

一次判決）。上述論點，1992年最高院判決並未提及。1992年最高院判決就一般原則之舉例

（針對典型撤銷判決），與上述第三種非典型撤銷判決之案例事實完全不同。惟反面亦可推

論，1992年最高院判決意旨並非針對第三種非典型撤銷判決所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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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典型撤銷判決，針對訴訟標的即原行政處分違法性（撤銷原舉發成立審定之判

決，係指舉發理由不成立；撤銷原舉發不成立審定之判決，係指舉發理由成立），

將發生既判力。 

(二)以下論述係基於：本文認為1976年 高院大法庭判決之見解不應再援用，

而訴訟標的並非針對各個舉發理由，而係綜合所有舉發理由，全面性判斷原審定就

舉發理由之認定是否違法52。原審定違法係指：1.擬撤銷原舉發成立審定時，經全

面審理後，認定舉發人所主張之任一舉發理由皆不成立；2.擬撤銷原舉發不成立審

定時，經全面審理後，判斷舉發人所主張之任一舉發理由成立，即為已足。據此作

成撤銷判決時：1.判決撤銷原舉發成立審定時，業經判決認定任一舉發理由皆不成

立，行政機關將受其拘束。換言之，特許廳（審判官合議庭）依法將不得再作出舉

發成立之審定，除非舉發人另行提出新舉發理由，特許廳依法有義務作成舉發不成

立之審定。2.判決撤銷原舉發不成立審定時，業經判決認定成立之各舉發理由，行

政機關將受其拘束。亦即，特許廳依法將不得再為舉發不成立之審定，除非發明專

利權人提出附隨舉發之更正申請，特許廳依法有義務作出舉發成立之審定。具體案

例請參照前述「三、(一)」。 

法院得撤銷原審定之典型撤銷判決，需針對訴訟標的審酌，亦即全面審理原處

分就舉發理由是否成立之認定有無違誤，因認原審定具有違法性，方構成得撤銷原

審定之事由。單以某個舉發理由之認定有錯誤為由而撤銷原審定，屬於上述第一種

非典型撤銷判決。尤有甚者，上述第三種非典型撤銷判決，不過係指摘原審定前提

問題認定錯誤，亦即原審定就舉發理由之成立與否，其判斷可能有錯誤，即率爾將

原審定撤銷。本文前已說明，撤銷訴訟之訴訟標的，並非僅為各個具體之舉發理由

認定是否適法，而需全面審酌所有舉發理由認定之結果，以斷定原處分是否違法。

單一舉發事由之認定有無違誤，並不能直接連結或推導出原處分應予撤銷的結論，

唯有審視各個舉發理由後整體判斷原審定並非適法，方可判決撤銷原審定。單純前

提問題之認定有誤，不過隱含各個舉發理由之判斷可能有誤，然而此一判斷有違誤

的可能性，在法律上並無任何意義，按理本不得據此撤銷原審定，必須是綜合判斷

                                                        
52 以舉發審定之撤銷訴訟為例，即使原審定針對舊舉發理由A之判斷有違誤，惟新舉發理由B

可證明原舉發成立審定為有理由，則新舉發理由可支持原審定，因此原處分不存在違法事

由，原審定應予維持，法院不得判決撤銷原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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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舉發理由後認為原審定就舉發理由是否成立之論斷確有違誤，方得據以撤銷原

審定，是為典型撤銷判決。典型撤銷判決就舉發理由進行全面審理判斷有無違誤

後，針對原審定是否有違法性，將發生既判力。至於推導出該判決主文所需之判決

理由項下之事實及法律上判斷，亦即「各個舉發理由是否成立之判斷是否違法」則

對行政機關有拘束力。既判力將及於訴訟標的即原處分之違法性（舉發理由全面性

判斷之層次）；其下一層次則為判決理由項下針對各個舉發理由之判斷，將對行政

機關具有拘束力；而舉發理由的前提問題之認定有無違誤，則為更下一層次的問

題，拘束力之範圍並不及於此。1992年 高院判決中所舉事例，並非在前提問題之

層次，而是在各個舉發理由之層次發生拘束力。過往相關討論皆將判決理由中所有

判斷劃歸為同一層次而互相混淆，然實際上1.各個舉發理由的層次、及2.其前提問

題之層次53，二者迥然有別，應予明確區分，才是正確聚焦研究法律問題的第一

步。另，撤銷判決之拘束力，在法律上亦間接拘束後續之法院判斷，為免有害後續

法院判斷之獨立性，本不宜過廣容認拘束力之範圍，方為妥適。此外，法律上之拘

束力，與對判決內容的事實上尊重，係屬二事。所謂對判決內容之事實上尊重，僅

止於事實上的問題，與法定之判決效力如既判力、拘束力等，完全不同。另與基於

訴訟上之誠信原則故限制當事人主張，亦屬有別54。 

伍、結 語 

綜上所述，可簡要歸結如下：一、典型維持判決：客觀上具備實體要件之原審

定，只需變更或替換處分理由等，即可維持原處分，法院應判決將撤銷之訴駁回。

由於原處分即使依其審定理由係違法，惟因其他理由應認為適法時，法院應維持原

處分，不至於宣示不必要的非典型撤銷判決，自也無需處理非典型撤銷判決究竟有

無拘束力之難題。二、典型撤銷判決：客觀上不具備實體要件之原審定，將其判決

撤銷，此為典型撤銷判決，透過判決理由中所為判斷之拘束力，倘無特殊情事例如

                                                        
53 前提問題之層次，即使是典型撤銷判決（指針對訴訟標的全面認定判斷後判決撤銷原審

定），亦不具有拘束力，而僅止於依據違反訴訟上誠信原則等理由，而限制當事人再為主

張。請參見附件之一、「總結」欄。 
54 請參見附件一、「總結」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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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新舉發理由、或附隨舉發程序之更正申請等，課以行政機關應為與原審定相反

內容之審定（所謂相反內容，判決撤銷舉發成立審定時，係指行政機關應為舉發不

成立審定；判決撤銷舉發不成立審定時，則指行政機關應作成舉發成立審定）。簡

要來說，典型維持判決（上述「一」）並不致衍生拘束力之問題，而典型撤銷判決

（上述「二」）之拘束力極為簡單明瞭，此方為法律原始制度設計之宗旨，及其制

度運用應有之原貌。反之，非典型撤銷判決既非法制設計之原樣，又招致極其糾結

難解之拘束力問題。實則，除工業所有權領域外，其他行政處分之撤銷訴訟，並不

存在非典型撤銷判決，自無撤銷判決之拘束力（行訴法第33條）相關問題，至屬當

然。 

德國制之自為判決型的無效訴訟，上述典型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訴訟，皆由

法院在單一程序中一次性解決紛爭。反之，非典型撤銷訴訟，則囿於第一次判斷原

則，而造成紛爭由行政及司法機關割裂審理、分別判斷。為達成解決紛爭之終極目

的，當以無效訴訟、課予義務訴訟及典型撤銷訴訟為佳。惟，德國之無效訴訟及日

本之撤銷訴訟皆採對審結構，而課予義務訴訟則非對審制，業如上述。本文認為，

有鑑於舉發係涉及發明專利權即私權之程序，應以無效訴訟或撤銷訴訟更為可採。 

日本舉發程序之原型為德國制之無效訴訟（屬民事訴訟程序，業如上述），日

本法將德國制的民事無效訴訟，轉化為行政訴訟的形式：日本制之第一審為特許廳

之舉發程序、第二審則為法院之撤銷訴訟。日本制之第二審撤銷訴訟程序中，法院

撤銷原審定後，不得自為判決，而只能單純撤銷原審定，核與德國制民事程序的無

效訴訟第二審法院得自為判決，有所不同。然不論如何，日本制的專利有效性爭訟

程序，實質上仍然維持了第一審、第二審的上訴結構。反之，若採課予義務訴訟，

將導致法院宣示判決命特許廳（準司法或準裁判機關）為一定主文之審定，不僅違

反準司法之審判獨立原則，此種某一機關課予其他機關應為特定內容審定之義務的

做法，其本質上也與上述第一審、第二審採上訴基本結構的日本制度完全不同。換

言之，日本制的撤銷訴訟，只是單純將德國制的民事訴訟轉化為行政訴訟程序，其

基本架構仍然維持了德國制的一、二審上訴結構，但課予義務訴訟既不採對審制、

尚有違反審判獨立原則等問題，恐難見容於無效訴訟制度之架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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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日本之發明專利舉發審定之撤銷訴訟中，以欠缺

進步性為舉發理由之判斷流程，及撤銷判決之拘

束力（行訴法第33條） 

本文前於「肆」，針對舉發理由進行一般性分析討論，以下更進一步以欠缺進

步性之舉發理由，從不同觀點進行考察。 

一、基本：欠缺進步性之各舉發理由55之判斷流程——以引證案

α、β為理由56之欠缺進步性之各舉發理由為例 

欠缺進步性之各舉發理由，其判斷流程如下。 

(一) 認定發明之要旨及認定（主）引證案之要旨 

系爭發明之要旨（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經認定為「A＋B＋C」，（主）引證

案之要旨則為「A’＋B’＋C」57。 

(二) 認定一致點、相異點58 

相異點1為「A及A’之相異點」，相異點2為「B及B’之相異點」。另，一致點

則為「C」。 

(三) 判斷各相異點是否可輕易思及 

相異點1：輕易思及或非輕易思及。 

相異點2：輕易思及或非輕易思及。 

                                                        
55 相對於最終結論之有無應撤銷專利（抽象、綜合結果）之事由，其前階段之（舉發人主張

之）具體的各舉發理由，稱為「各舉發理由」。 
56 所謂「以引證案α、β為理由」，係因除法條（特許法第29條第2項欠缺進步性）之外，尚需

以習知事實（引證案α、β）為單位界定各個舉發理由之故。 
57 本文之事例係參考高部真規子，實務詳說發明專利關係訴訟，Kinzai，2016年第3版，381-

382頁。 
58 另，如僅有一致點，而無相異點存在者，系爭發明係欠缺新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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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綜合上述(三)各結論，判斷系爭發明是否欠缺進步性：作出該各舉

發理由成立或不成立之結論。 

・相異點1及相異點2二者皆可輕易思及，則系爭發明欠缺進步性。→該各舉發

理由成立。 

・相異點1及相異點2有任一方非輕易思及，則系爭發明具進步性59。→該各舉

發理由不成立。 

(五) 綜合上述(四)各舉發理由成立或不成立之結果，推導出專利應撤銷

事由是否存在，及系爭行政處分（審定）是否具有違法性。 

・各舉發理由有任一成立時，結論為舉發成立。→系爭發明專利有應撤銷事

由。→按不同情形說明各個結論如下。 

(1)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事由，於舉發程序中，應作出舉發成立審定。 

(2)原審定為舉發成立審定時，該舉發成立審定為適法，法院應維持原審定，駁

回原告之訴。 

(3)原審定為舉發不成立審定時，該舉發不成立審定為違法，法院應判決撤銷原

舉發不成立之審定。 

・各舉發理由皆不成立時，結論為舉發不成立。→系爭發明專利無應撤銷事

由。→按不同情形說明各個結論如下。 

(4)系爭專利無應撤銷事由，於舉發程序中，應作出舉發不成立審定。 

(5)原審定為舉發不成立審定時，該舉發不成立審定為適法，法院應維持原舉發

不成立審定，駁回原告之訴。 

(6)原審定為舉發成立審定時，該舉發成立審定為違法，法院應判決撤銷原舉發

成立審定。 

【總結】 

各相異點是否可輕易思及之判斷全部完成後，(1)所有相異點皆可輕易思及者，

則系爭發明不具進步性，亦即各舉發理由成立；惟只要有任一相異點非可輕易思及

                                                        
59 不論僅相異點1非可輕易思及、僅相異點2非可輕易思及、或二者皆非可輕易思及，皆應認為

系爭發明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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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系爭發明具進步性，各舉發理由不成立。可據此決定各舉發理由是否成立。

(2)各舉發理由有任一成立者，系爭發明即有應撤銷事由；各舉發理由任一皆不成

立，系爭發明專利即無應撤銷事由。可據此決定系爭發明專利是否有應撤銷事由。

(3)依系爭發明專利是否有應撤銷事由，如有應撤銷事由者，原舉發成立審定為適

法，原舉發不成立審定為違法。反之，如無應撤銷事由者，原舉發成立審定為違

法，原舉發不成立審定為適法。不論上述何者，原審定為違法時，法院應判決撤銷

原審定，審定不具違法性時，法院應判決維持原審定。判決撤銷原審定時，撤銷判

決之拘束力將及於行政機關。 

既判力乃及於原審定具有違法性（撤銷判決）或原審定不具違法性（維持判

決），亦即原審定是否違法之訴訟標的之層次。 

拘束力則及於經具體認定之各舉發理由成立、不成立之判斷（之違誤）。 

唯有典型撤銷判決（指業經全面完整審認判斷訴訟標的者）具有既判力及拘束

力。（第三種）非典型撤銷判決（指未經全面完整審認訴訟標的判斷者）既無既判

力，亦不具拘束力。 

以違反誠信原則等為由而限制當事人之主張，與既判力或拘束力等判決效力有

別，並非僅限於典型撤銷判決始有適用，在非典型撤銷判決中亦可能有此情形60。

以違反誠信原則等為由而限制當事人主張者，與法有明文規定之既判力或拘束力不

同，其法律基礎為誠信原則等概括條款，其範圍等並非明確61。 

二、拘束力之實例一：同上述一、 (二 )認定之一致點、相異

點，僅有一個舉發理由之簡單事例 

(一)特許廳認為相異點1非可輕易思及，作成舉發不成立審定。 

(二)法院認定相異點1、相異點2二者皆可輕易思及62，判決撤銷原舉發不成立

                                                        
60 有關判決效力，僅有典型撤銷判決（指完整審認判斷訴訟標的者）將發生判決效力。以違反

誠信原則等為由限制當事人在訴訟上之主張者，與判決效力有別。是否違反誠信原則等問

題，核與判決是典型或非典型（撤銷）判決，在理論上並無關係。 
61 但，以違法誠信原則等概括條款作為根據時，應審慎注意，概括條款在本質上，傾向解釋為

例外、限定適用之規定。 
62 認為相異點1及相異點2二者皆可輕易思及，方可謂各舉發理由及應撤銷事由成立。法院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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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定。 

(三)（限於未更正專利申請範圍，詳如下述）特許廳之審判官合議庭，於更為

審理之舉發程序63中，基於上述撤銷原舉發不成立審定判決之拘束力（法院針對各

舉發理由成立之判決理由，行政機關將受其拘束），行政機關依法有作成舉發成立

審定之義務。倘若特許廳不依循撤銷判決理由項下之判斷，再為舉發不成立審定

時，法院亦會再次宣示判決撤銷該舉發不成立審定。 

(四)原申請專利範圍「A＋B＋C」，經更正後減縮為「a＋B＋C」。於此情

形，相異點1即「A及A’之相異點」，將變更為相異點1’即「a及A’之相異點」。此

一變更將影響結論而構成大前提之情事變更，特許廳應不再受上述撤銷判決理由之

拘束。 

三、拘束力之實例二：同上述一、 (二 )認定之一致點、相異

點，僅有一個舉發理由之簡單事例 

(一)特許廳認為相異點1、相異點2皆可輕易思及，作成舉發成立審定。 

(二)法院認定相異點1、相異點2至少有一非可輕易思及64，判決撤銷原舉發成立

審定。 

(三)特許廳之審判官合議庭，於更為審理之舉發程序65中，基於上述撤銷原舉發

成立審定判決之拘束力（法院針對各舉發理由不成立之判決理由，行政機關將受其

拘束。但限於更為審理之舉發程序中，舉發人未再提出其他舉發理由者），行政機

關依法有作成舉發不成立審定之義務。倘若特許廳不依循撤銷判決理由項下之判

斷，再為舉發成立審定時，法院亦會再次宣示判決撤銷該舉發成立審定。 

(四)原申請專利範圍「A＋B＋C」，經更正後減縮為「a＋B＋C」。於此情

                                                                                                                                                        
為相異點1可輕易思及，即判決撤銷上述舉發不成立審定者，構成第三種非典型撤銷判決。

此乃因法院未就訴訟標的完整審認判斷，僅以前提問題認定有違誤，即率爾為撤銷判決之

故。 
63 上述舉發不成立審定之撤銷判決確定後，將重啟舉發程序。 
64 共有3種可能性：(1)僅相異點1非可輕易思及；(2)僅相異點2非可輕易思及；(3)相異點1及相

異點2皆非可輕易思及。 
65 上述舉發成立審定之撤銷判決確定後，將重啟舉發程序。 



 107 

專利師︱第三十三期︱2018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日本發明專利舉發程序及撤銷訴訟之對審結構與

撤銷訴訟解決紛爭之實效性（撤銷判決之拘束力等）

形，相異點1即「A及A’之相異點」，將變更為相異點1’即「a及A’之相異點」。與

上述情形有別，此一變更將不會影響結論，而不構成大前提之情事變更，特許廳仍

受撤銷判決理由之拘束。 

四、上述二（實例一）與三（實例二）之比對等 

有關舉發不成立審定之典型撤銷判決之拘束力，遇有申請專利範圍之更正時，

構成情事變更，行政機關將不再受撤銷判決之拘束力所及。反之，舉發成立審定之

典型撤銷判決之拘束力，更正並非情事變更，行政機關將仍受撤銷判決拘束。 

更正，可能有將原舉發成立審定逆轉變更為舉發不成立審定之效果，然在相反

情形，更正並無力將原舉發不成立之審定逆轉變更為舉發成立審定。更正將造成申

請專利範圍之減縮，系爭發明與引證案之相異點將因此擴大或增加，特許廳認定舉

發成立之機率隨之降低，更正之結果將審定結論轉而導向舉發成立之可能性，恐難

以想像。 

拘束力之關鍵點在於，禁止行政機關在同一情形下，依據同一理由，再為同一

內容之處分。倘發生情事變更，而不再是同一情形者，行政機關便不再受制於拘束

力，而不再負禁止為同一處分之義務。 

申請專利範圍之更正（減縮），未必構成直接影響結論之情事變更，惟如前

述，倘係影響結論之構成情事變更之更正（減縮）者，行政機關亦不受撤銷判決之

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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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解析部分設計專利近似 
判斷原則 
—— 以日本「包裝盒」部分意匠侵權事件為中心 

徐銘夆* 

壹、日本部分意匠制度簡介 

在1999年（平成10年）以前，囿於日本意匠法第2條規定之「物品」1，係指流

通於市場上可得交易的製品之故，物品的部分外觀難以作為意匠法保護的客體，因

此倘若未經授權的第三人僅模仿整體意匠之獨創性特徵，形同以取巧的方式迴避侵

權2。基此，日本於1999年爰修正意匠法第2條，導入部分意匠制度，使意匠權不僅

保護物品的整體外觀，亦保護物品的部分外觀3。 

以部分意匠作為意匠登錄者，依據意匠法施行規則樣式第6條之規定，原則上

應將「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以實線描繪，「其他部分」（その他の部分）以虛

                                                        
DOI：10.3966/221845622018040033003 
收稿日：2018年1月22日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高級審查官。 
1 我國專利法中之「設計專利」，在日本稱「意匠」；「部分設計專利」，在日本稱「部分意

匠」，本文對於日本制度的描述係依日本用語。 
2 特許庁総務部総務課工業所有権制度改正審議室，産業財産権法（工業所有権法）の解説平

成10年法律改正，32-35頁，2018年1月20日，取自https://www.jpo.go.jp/shiryou/hourei/ 
 kakokai/pdf/h10_kaisei/h10_kaisei_2_1.pdf，最後瀏覽日：2018年1月20日。 
3 茶園成樹，意匠法，2012年，145-1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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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描繪，申請人還必須在「意匠說明」欄進行文字記載，始滿足部分意匠構成要件

該當性（如圖1-1所示）4。 

 
【意匠說明】 

實線表示之部分，為部分意匠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 

 

 

【平面圖】 【前視圖】 

圖1-1 部分意匠例示5 

貳、事實背景與案件爭點 

日本丸山設計事務所所長丸山和子（下稱「意匠權人」於2012年5月21日取得

一件關於「包裝盒」的意匠登錄權（下稱「系爭意匠」），其意匠公報的圖式如圖

2-1所示。 

 

                                                        
4 特許廳，意匠登録出願の願書及び図面等の記載の手引き，2017年，51頁。 
5 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及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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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圖】 

  
【前視圖】 【後視圖】 【右側視圖】 

  
【左側視圖】 【俯視圖】 【仰視圖】 

 
 

 
【參考折疊圖】 【顯示折線參考圖】 【參考開口圖】 

圖2-1 日本意匠D1,440,898號案 



解析部分設計專利近似判斷原則 111 

專利師︱第三十三期︱2018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到了2014年時，意匠權人在西洋情人節促銷檔期，意外發現與系爭意匠外觀近

似的包裝竟在百貨量販店販售，由於適逢系爭意匠被刊載於日本包裝協會所出刊之

「PACKAGE DESIGN INDEX 2014」作品集中（如圖2-2所示）6，因此意匠權人高

度懷疑專門從事甜點製造、販賣的SUZETTE公司（下稱「被控侵權人」）7，是在

看到作品集後剽竊系爭意匠的外觀，遂憤而向東京地方法院（下稱「地方法院」）

提起意匠侵權訴訟。關於系爭產品的外觀請參考圖2-3所示，又本案爭點只有一項，

即系爭產品是否與系爭意匠構成近似。 

 
圖2-2 系爭意匠實施圖 

 

   
【立體圖】 【前視圖】 【後視圖】 【右側視圖】 

 

【左側視圖】 【俯視圖】 【仰視圖】 

圖2-3 系爭產品圖 

                                                        
6 Rikuyo Sha著，Japan Package Design Association、細島雄一主編，Package Design Index 

2014，2014年。 
7 SUZETTE公司於1969年創始於日本兵庫縣蘆屋市，目前約有347名員工，年營業額超過230

億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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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地方法院意見8 

一、部分意匠近似判斷原則 

地方法院指出，意匠，係指物品（包含物品之部分）的形狀、花紋、色彩或其

結合（下稱「外觀」），能夠引起視覺上美感之創作（意匠法第2條第1項）。準

此，外觀不得脫離具有一定用途與功能的「物品」而單獨存在，上開解釋亦適用於

「物品之部分」的外觀（部分意匠），也就是在判斷部分意匠近似時，必須將「欲

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的用途與功能納入考量。由於部分意匠僅是物品之部分，

「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並非完整的物品，因此即便虛線所揭露之外觀非屬意匠

本身的一部分，仍可用來解釋「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的用途與功能。 

另部分意匠中「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與物品整體外觀之關係，包括位置、

大小、範圍（下稱「位置等」）也應納入考量，惟虛線所構成的具體外觀則不納入

參酌。因此縱然虛線揭露相同、近似物品之不近似外觀，只要「欲取得意匠登錄之

部分」有相同、近似者，仍會構成相同、近似之意匠。至於在「欲取得意匠登錄之

部分」的位置等差異，若屬通常考量下可變更的範圍者，原則上對於部分意匠的近

似判斷不生影響9。 

在部分意匠近似判斷原則上，地方法院指出，意匠法第24條第2項規定：「登

錄意匠及其他意匠是否構成近似之判斷，是基於對需要者視覺上產生的美觀來進

行10。」因此包括意匠所應用物品的性質、用途與使用態樣、系爭意匠與公知意匠

的差異（下稱「要部」）、影響系爭意匠新穎、創作所在之部分皆應納入參酌，以

上是部分意匠近似判斷的通則。 

                                                        
8 東京地裁，平成26年（ワ）第12985號（平成27年5月15日(民29部)判決）。 
9 知財高裁，平成18年（行ケ）第10,317號（平成19年1月31日判決）。 
10 意匠法稱「美感」，惟地方法院在本案稱作是「美觀」，本文對於地方法院的論述係依判決

主文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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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法院對於本案意見 

(一) 近似判斷 

若將系爭意匠與系爭產品外觀相較，系爭意匠基本構成態樣係由三角錐頂點與

底面的點所構成的整體，但地方法院認為系爭意匠的要部應在稜面，爰就系爭意匠

與系爭產品的稜面進行比對。首先圖3-1所示之系爭意匠稜面係由直線所構成的略菱

形外觀，予人較為尖銳、剛直之印象，圖3-2所示之系爭產品稜面則是由曲線所構成

的略紡錘狀，予人渾圓、柔性之印象。此外，系爭意匠的稜面長寬比例約8：1，予

人較為瘦長及尖銳之印象，系爭產品的稜面則為4：1，予人平坦、緩和之印象。綜

上，系爭意匠與系爭產品因上開印象差異從而不具美感共通性。 

 
圖3-1 系爭意匠稜面 圖3-2 系爭產品稜面 

此外，鑑於系爭意匠為部分意匠，因此在近似判斷上不僅應考量「欲取得意匠

登錄之部分」本身，還必須參酌「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相對於物品整體之位置

等因素。經查系爭意匠的開口部並非開設於稜面上，而系爭產品則是開設於稜面，

因此兩者間在開口部的功能有別。由於系爭意匠所應用之物品是關於包裝盒的功

能，因此必須將收納、取出物品的功能納入考量，其開口部的設置，乃是包裝盒的

一般需要者在收納物品時購入的重點，即便打開系爭意匠包裝盒，該稜面仍可保有

美觀，反觀系爭產品卻因開口部設於稜面上而喪失原有美觀，故兩者明顯有別，這

是系爭意匠與系爭產品不具美感共通性的第2項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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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口部認定 

意匠權人堅稱對於包裝盒的需要者而言，系爭產品的稜面開口部不會產生視覺

效果。地方法院承認對於包裝盒的一般消費者而言，當包裝盒在使用、保持封閉甚

或組裝前的狀態時，其開口位置是否會影響視覺效果容有討論之餘地。然而，系爭

意匠所應用之物品既為一種包裝盒，其與取出包裝內容物之功能具有密接不可分之

關係，而系爭產品的開口部係設於包裝盒的稜面上，因此開口部與稜面的位置關係

理當會影響外觀美感，自應納入考量。地方法院最終仍未採納意匠權人的主張，鑑

於開口部開啟後是否仍可保留原有外觀之考量，系爭意匠與系爭產品的整體外觀仍

有差異。 

三、判決結果 

綜上所述，地方法院以系爭意匠與系爭產品傳達不同美感外觀，以及兩者間美

觀上的相同點無法凌駕過差異點為由，做出系爭產品未構成侵害意匠權的認定。意

匠權人收到一審結果後仍未甘服，遂向日本智慧財產法院（下稱「智財法院」）提

起上訴。 

肆、智慧財產法院意見11 

意匠權人於上訴時提出幾項爭執，本文僅就重要性議題介紹智財法院的見解。 

一、近似判斷 

意匠權人主張，系爭意匠為三角錐狀的包裝用容器，其由稜線所界定出的「稜

面」在系爭意匠申請前不存在於先前技藝，因此稜面將是一般需要者的注視重點所

在，意匠權人堅稱系爭意匠與系爭產品稜面所產生的美感對於一般需要者而言不會

產生太大差異。 

智財法院認為系爭意匠與系爭產品的基本外觀皆是由4個面所構成的三角錐外

                                                        
11 知財高裁，平成27年（ネ）第10,077號（平成28年1月27日(2部)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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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本體頂點向底面相接3道稜線，並沿著其中的一條稜線形成一延伸至頂點與底

面端點的凹狀稜面，智財法院認為一般需要者首先會注視到略三角錐基本構成態

樣。另一方面，鑑於稜面的全長是由頂端延伸至底面端點所界定，因此若產生不同

的印象，勢將對整體美感造成重大影響。 

此外請參考圖4-1與4-2所示，若將系爭意匠與系爭產品的右側視圖進行對照，

更可發現系爭產品的稜面是由兩道曲線描繪而成，略三角錐基本外觀的印象較為薄

弱，相較之下，系爭意匠的略三角錐基本外觀的印象較為強烈，兩者印象有所不

同。 

 
圖4-1 系爭意匠右側視圖 圖4-2 系爭產品右側視圖 

二、開口部的認定 

意匠權人認為系爭意匠的「開口部」是以虛線繪製，理應不得作為構成意匠之

一部分，同時也不應納入解釋部分意匠之參酌因素。然而智財法院認為一審判決已

明確指出，基於意匠與具有一定用途與功能之「物品」不可分離之故，在判斷意匠

是否構成近似時應參酌「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的用途與功能。在系爭意匠的認

定上，一審判決並沒有將系爭意匠虛線繪製的開口部具體「外觀」納入比對範圍，

而是僅將開口部的「位置」納入「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的用途與功能解讀，因

此在系爭意匠的認定上，已經很明顯可得知稜面並沒有開閉包裝盒的功能。 

意匠權人主張系爭產品的開口部並不會讓外觀產生差異，再者開口部更不是系

爭意匠「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因此不應納入意匠比對的考量。然而智財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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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倘若將注意力放在「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影響美感的因素除了外觀之

外，同時也包括與物品連結的功能。從一般需要者注意力程度所感受到的印象觀

察，鑑於系爭產品比系爭意匠多了開口部的功能，理應瞭解兩者間仍存在著差異，

一審判決的不近似判斷並無違誤。 

意匠權人主張即便系爭產品的稜面確實存在著開口部，但在流通時基於開口部

理應維持在閉合狀態，因此無法看到開啟狀態的外觀。同時在普通認知的狀態下，

系爭產品予人之印象理應維持在閉合狀態，故開口部理應不會引起視覺上的注意。 

智財法院認為基於系爭意匠所應用之物品為包裝盒，而包裝盒的開口部位置將

牽涉到放置或取出內容物的功能，因此一般消費者或交易者勢必都會考慮到開口部

的外觀。誠如意匠權人的主張，系爭產品的略紡錘外觀是由兩片略紡錘外觀蓋面交

疊而成，並透過膠帶貼合固定，因此在系爭產品稜面以外的部分並沒有任何開口部

的前提下，理應斷定稜面即為開口部，且從外觀上即可輕易辨識。雖然系爭產品的

開口稱不上是嶄新的設計，觀察者在第一眼看到時也不會立刻注意到稜面本身具有

開口部的功能。但對於一般需要者而言，除了外觀會影響到美感外，其所連結的功

能也是考量因素之一，因此以一般注意力的程度來說，外觀與功能都會對視覺印象

造成影響。如前所述，系爭產品在多面體的一面設有一引人注意的稜面，同時具有

開口部蓋片，相較於系爭意匠稜面所呈現的是專注於裝飾、洗練之外觀，兩者間自

然產生不同印象。 

三、判決結果 

綜上所述，地方法院與智財法院（下稱「法院」）以系爭意匠與系爭產品在稜

面外觀與功能所產生的美感印象有所差異為由，做出系爭產品未構成侵害意匠權的

認定。意匠權人鏖戰敗北後仍執意上訴，經過6個月的等待，最高法院最終做出不

受理的決定，全案定讞12。 

                                                        
12 最高裁判所第三小法庭，平成28年9月13日上告審不受理決定（平成28年(受)第79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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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判決分析 

一、法院似未確認「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的用途與功能 

按意匠法第3條規定，取得意匠登錄的要件有三：工業利用性、新穎性及創作

非容易性。其中新穎性審查的涵蓋範圍包含意匠登錄申請前已在日本國內或國外公

知、公開見於刊物、通訊網路的「相同與近似意匠」。在意匠權效力部分，依意匠

法第23條規定，意匠權人專有以營業實施「登錄意匠及其近似意匠」的權利。準

此，日本新穎性與意匠權效力條文中皆有「近似」一詞，惟意匠法對於近似並無進

一步定義，因此必須仰賴意匠審查基準進行補充解釋，而日本意匠侵權判斷實務也

通常會將上開基準作為重要參考。 

按意匠審查基準之規定，在整體的新穎性，也就是近似判斷上，必須考量物品

及外觀是否構成相同或近似。但在部分意匠的近似判斷，意匠審查基準還會要求比

對「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與先前技藝相對應部分的「用途與功能」是否構成相

同或近似。 

日本智財法院在2012年「遊戲機用表示燈」審決取消請求事件（相當於我國專

利無效行政訴訟）同樣持上開的見解，系爭意匠請參考圖5-1所示，其指出「鑑於意

匠係為一種物品的外觀之故，只要物品具有一定用途與功能者，則意匠不得脫離物

品的用途與功能。上開原則同樣適用於部分意匠，因此部分意匠的『欲取得意匠登

錄之部分』的用途與功能也應納入考量……更進一步來說，在確定『欲取得意匠登

錄之部分』用途之時，關於部分意匠的物品形狀等，特別是虛線所構成的具體表示

應納入參酌13。」 

 

                                                        
13 知的財産高等裁判所，平成24年（行ケ）第10,499號審決取消請求事件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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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圖】 【透明狀態參考立體圖】 

  

圖5-1 系爭意匠14 

準此，日本部分意匠的近似比對理應先確認下列4項因素後，始能進行判斷15。 

(一)意匠所應用之物品。 

(二)「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的用途與功能。 

(三)「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的外觀。 

(四)「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在整體物品外觀中的位置、大小、範圍。 

在「包裝盒」部分意匠侵權事件中，法院主要是以系爭意匠的稜面不具開口功

能，而系爭產品的稜面具有開口功能為由，認定系爭意匠「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

分」與先前技藝相對應部分的「用途與功能」不近似。但法院始終未就「欲取得意

匠登錄之部分（稜面）」的用途與功能進行確認，逕以開口部功能的有無進行用途

與功能近似判斷，在嚴謹度上或有討論的空間。 

二、開口部虛線對於「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的影響 

關於部分意匠中虛線的意涵，在日本存在兩種學說，分別是「獨立說」與「要

部說」。「獨立說」係採用特許法申請專利範圍的概念16，認為實線所構成「欲取

                                                        
14 日本意匠登錄D1,375,128號案，公告日：2009年12月7日。 
15 吉田親司，意匠の理論（現代產業選書 知的財産実務シリーズ），2017年，439頁。 
16 我國專利法中之「發明專利」，在日本稱「特許」，本文對於日本制度的描述係依日本用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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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匠登錄之部分」，即為部分意匠唯一的權利內容，虛線僅用於表示環境，因此

不會用來解釋「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也就是說未經授權之第三人實施了意匠

物品中「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的外觀，就等同落入專利權範圍，無論「欲取得

意匠登錄之部分」在整體物品的位置等為何，即應判斷構成相同或近似意匠，美國

實務上採取「獨立說」17。 

「要部說」是源自於對意匠法第7條一意匠一申請原則的堅持，認為意匠登錄

必須是以整個意匠物品為單位，因此在判斷兩意匠是否構成相同或近似時，除了將

「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當成是要部之外，虛線將用來解釋「欲取得意匠登錄之

部分」在整體物品的位置等。因此縱然「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與系爭產品（先

前技藝）相對應外觀構成相同的情況下，若位置等在意匠所屬領域中非屬習見的範

圍內者，可能導出未構成相同或近似的判斷結果18。日本、韓國19與我國實務上採

取「要部說」。 

「獨立說」與「要部說」的操作差異可在一件不服意匠核駁審定事件中見端

倪20，該申請案的意匠名稱為「遙控器」，請參考圖5-2所示，申請人在本案中僅將

方向控制鈕做為「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其他部分」則以虛線繪製。儘管本

案已有實質相同或近似外觀揭露於核駁引證（圖5-3），惟特許廳審判部持「要部

說」見解，以「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在遙控器整體的位置、大小、範圍具有差

異為由，認定兩意匠對於觀察者將產生不同視覺美感而做出不近似判斷。然而本案

若採「獨立說」，則可能因「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已揭露於核駁引證，從而推

導出相同或近似意匠的判斷結果。 

                                                        
17 鈴木公明，包含関係にある複数の部分意匠の実務的意義，收錄於知財ジャーナル，2010

年，86頁。 
18 山田知司著，牧野利秋、飯村敏明編，設計類否，收錄於新裁判實務體系(4) 知的財產關

係訴訟法，2002年，384頁。 
19 韓國智慧財產局，2015年設計審查基準，9頁參照。 
20 「遙控器」不服核駁審定事件，審判番號：不服2011-23,751(D2011-23751J1)，確定日：

2012年5月30日。 
 本案爭點在於先前技藝是否可證明系爭意匠不具新穎性，不過由於日本的意匠權侵害與新穎

性皆是以是否構成相同或「近似」意匠為依據，因此倘若核駁引證無法證明系爭意匠不具新

穎性，一旦將核駁引證當成是系爭產品，同樣也不會落入系爭意匠的效力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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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部分意匠申請案21 圖5-3 核駁引證22 

表5-1 「獨立說」與「要部說」概念一覽表 

 獨立說 要部說 

學說概念 特許法申請專利範圍的解釋 意匠法第7條一意匠一申請原則 
外觀近似 

比對範圍 

僅比對「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之

外觀 
比對「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之外觀與

位置等 
虛線功能 表示環境 解釋「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之位置等 
採用國家 美國 日本、韓國、我國 

 

綜上所述，本文將「獨立說」與「要部說」的概念整理如表5-1所示。 

在「包裝盒」部分意匠侵權事件中，法院對部分意匠的釋說同樣採要部說見

解。不過若從系爭意匠的外觀（圖5-4）加以體察，囿於圖式中幾以實線繪製了整個

包裝盒的外觀，而僅在其中第二稜面與開口部設以虛線，因此不論是採「獨立說」

                                                        
21 日本意匠出願號：2010-25686，申請日：2010年10月26日。 
22 日本意匠D1,384,584號案，公告日：2010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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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要部說」，系爭意匠的虛線理應不會對稜面的位置等造成任何影響，而虛線所

扮演的功能理應到此告一段落。 

 
圖5-4 系爭意匠立體圖 

但在本案中的虛線卻尚有「餘溫」，也就是法院採用上開「遊戲機用表示燈」

審決取消請求事件的判決，將虛線拿來作為解釋「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的功

能，並以虛線具有開口部為由，認定系爭意匠稜面不具開啟功能。此種過度耽溺於

虛線的判斷方式，外加如同比對發明專利技術特徵所造成的錯覺，將不可避免地弱

化實線在近似判斷的權重，導致部分意匠保護範圍面臨實質窄化的問題。 

三、功能會影響美感？ 

按意匠法第2條第1項之定義，意匠，係指透過能夠引起視覺上美感之創作。固

然人類聽覺在接收到音樂時也會產生美感，但意匠的美感，必須以視覺訴求為

限23。前開視覺訴求，係以肉眼能夠確認的整體外觀為準24。另依意匠法第24條第2

項對於意匠權效力之規定，近似之判斷，是基於對需要者「視覺上產生的美感」來

進行。 

故意匠侵權的近似判斷，應僅以整體外觀對於需要者肉眼所產生的美感或視覺

印象為核心，藉此比對系爭意匠與系爭產品是否具有共通性，如此方能與上開意匠

                                                        
23 日本特許廳，意匠審查基準，2017年，21.1.1.4「標的係透過視覺所產生的美感印象」。 
24 日本特許廳，意匠審查基準，2017年，21.1.1.3「標的係透過視覺訴求」。 

第一稜面

第二稜面

開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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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及意匠權效力的規範一致。準此，物品的操作功能若未顯現於意匠外觀者，理

應無法納入美感或視覺印象的考量。 

請參考圖5-5、圖5-6所示，在「包裝盒」部分意匠侵權事件中，法院卻認為在

判斷系爭意匠與系爭產品的美感共通性時，除了應評價外觀之外，稜面功能也是考

量因素之一，此等見解似與評價美感或視覺印象時，應以整體外觀為核心的原則不

符。再者，法院也指出，反應系爭產品稜面可「開啟」功能的外觀是透過「兩片略

紡錘外觀蓋面交疊而成，並透過膠帶貼合固定」，若撇開略菱形與略紡錘輪廓外觀

不談，兩者間的差異可能僅在於系爭意匠係由一蓋面；系爭產品係由兩蓋面所組

成，此等蓋面多寡所造成的稜面厚薄是否真能造成美感差異，不禁令人質疑。 

 
圖5-5 系爭意匠 圖5-6 系爭產品 

另一點值得探討的是，在部分意匠的近似判斷上，曾提及重點在於容易引起消

費者（含交易者）注意的特徵部位，其是基於意匠所應用的物品之用途（使用目

的、使用狀態等），與功能、位置等進行考量。 

在「包裝盒」部分意匠侵權事件中，法院以打開包裝盒後的使用狀態是否仍保

有稜面美感為由，作為不具美感共通性的第2個原因。然而若依社會通念的角度觀

察，本案「包裝盒」具有一次性丟棄的屬性，從甜點的充填、輸送乃至於販賣階

段，其美感或視覺印象確實皆停留在系爭意匠圖式所揭露的外觀狀態，而這也是影

響需要者決定是否購買產品的因素之一，當需要者破壞包裝盒後開始食用甜點，此

時包裝盒可能已遭棄置，如何有餘暇去關心稜面是否存在的問題。由此可知，法院

在本案可能將系爭意匠的參考圖作過度聯想（圖5-7與圖5-8），將使用狀態時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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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有稜面特徵部位之參考圖，拿來解釋系爭意匠「被使用」後的外觀，如此可能

導致系爭意匠與系爭產品的美感評價逸脫主要視圖的範圍。 

 
 

圖5-7 系爭意匠參考折疊圖 圖5-8 系爭意匠參考開口圖 
 

四、我國現行作法 

請參考圖5-9所示，部分設計專利的物品近似判斷，應先就系爭專利所應用之物

品，與系爭產品中對應之部分，予以確定25。其大致上可分為「物品之部分組件」

與「物品之部分特徵」等兩種類型，以下分項說明。 

                                                        
2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侵權判斷要點，2016年，83頁。 

打開包裝後仍可保

留稜面外觀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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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9 我國部分設計專利侵權判斷流程圖26 

(一)物品之部分組件 

「主張設計之部分」為「物品之部分組件」者，由於此種類型的「主張設計之

部分」本身即具有獨立的用途，故在系爭專利與系爭產品的比對時，係以「主張設

計之部分」所揭示之組件作為設計所應用之物品，此時「不主張設計之部分」則作

為該組件之實施領域及用途。以圖5-10為例，其係以實線表示「鏡頭」組件，而以

虛線表示其實施領域及用途為「相機」，故應確定為「相機之鏡頭」，而非實線與

虛線所構成的「相機」，亦非僅考量實線而認定為「適用於各種用途之鏡頭」。 

                                                        
26 流程中「物品是否相同或近似」、「外觀是否相同或近似」及「是否適用申請歷史禁反言或

先前技藝阻卻」之判斷並無先後順序關係。 

確定專利權範圍

物品是否相同 
或近似 

物品之部分組件

物品之部分特徵

解析被控侵權對象 

是 否

外觀是否相同 
或近似 是 否

是否適用申請歷史禁 
反言或先前技藝阻卻 否 是

構成侵權 未構成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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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0 物品之部分組件 

(二) 物品之部分特徵 

「主張設計之部分」為「物品之部分特徵」者，鑑於「主張設計之部分」本身

不具有獨立的用途與功能，且與「不主張設計之部分」具有密接不可分的關係，在

系爭專利與系爭產品的比對時，係以「主張設計之部分」及「不主張設計之部分」

所構成之物品作為設計所應用之物品。以圖5-11為例，「主張設計之部分」為球鞋

之花紋特徵，應以實線與虛線所構成的「球鞋」作為該設計所應用之物品。 

圖5-11 物品之部分特徵 

若將日本部分意匠的物品近似判斷與我國進行對照，可發現日本還會將「欲取

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的用途與功能納入近似比對的範疇。相較之下，我國的部分設

計專利只有在「主張設計之部分」為物品之部分組件時，才會將「主張設計之部

分」的用途納入物品近似比對的範疇，且不論是侵權判斷要點、設計專利審查基準

甚或法院判決，我國皆還不曾出現可透過虛線解釋「主張設計之部分」的用途之說



126  

專利師︱第三十三期︱2018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明。另我國圖式中「主張設計之部分」及「不主張設計之部分」所構成之物品，仍

將用來解釋該組件之實施領域及用途。 

另一方面，我國的部分設計專利「主張設計之部分」若為「物品之部分特徵」

者，則不會再去計較「主張設計之部分」的用途為何，而是逕以「主張設計之部

分」及「不主張設計之部分」所構成之物品與系爭產品為對象，予以判斷。綜上所

述，本文將日本與我國對於部分設計專利之物品近似判斷差異整理如表5-2所示： 

表5-2 日本與我國部分設計專利（意匠）物品近似判斷一覽表 

國家 

考量因素 
日 本 

我 國 

物品之部分組件 物品之部分特徵 

設計所應用之物品 ○ ○ ○ 
判斷手法 用途與功能 實施領域及用途 用途 

主張設計之部分的用途

（與功能） 
○ ○ 

 

判斷手法 用途與功能 用途 

 

撇開外觀是否近似不談，若將我國的物品近似判斷原則適用至「包裝盒」部分

意匠侵權事件，首先應確定「主張設計之部分」究竟是「物品之部分組件」，抑或

「物品之部分特徵」。 

相較於日本將「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的用途與功能比對側重在稜面，但若

從圖式所揭露之整體外觀判斷，將不難發現系爭意匠「主張設計之部分」並非僅有

稜面，而是幾已接近整體外觀的基本構成態樣，同時顯然也非屬包裝盒的部分組

件，理應判斷為「物品之部分特徵」。此時物品的認定應以實線與虛線所構成的

「包裝盒」作為系爭設計所應用之物品，因此即便系爭產品的開口部位置真與系爭

設計有所不同，但系爭產品整體仍是一種盛裝甜點之包裝，故「包裝盒」部分意匠

侵權事件在我國有可能判斷為近似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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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部分設計專利物品近似判斷原則暨虛線對於 
確定專利權範圍之影響 

2017年7月，我國智慧財產法院（下稱「我國智財法院」）在105年度民專訴第

62號判決中已意識到設計專利的真諦在於透過視覺訴求（eye-appeal）之創作，倘若

在實施相同、近似外觀的前提下，允許第三人將系爭專利外觀輕易轉用至其他技藝

領域，恐將難以落實設計專利之周延保障。雖然我國智財法院在該判決中並沒有將

設計專利侵權判斷中的物品近似階段予以廢棄，但仍將物品的相同、近似判斷主體

由「普通消費者」改為「設計創作者」。若可輕易地將系爭專利直接轉用於系爭產

品，即應認定系爭專利與系爭產品為相同、近似之物品。這對於在設計專利侵權判

斷同樣與日本採取「物品、外觀二元構造論27」的韓國、中國大陸和我國，確實已

逐步實現「外觀」權重應超越「物品」的里程碑。 

盱衡鄰近國家的改革情勢，新加坡警覺到工業設計思潮早已跨越過傳統物品外

觀的圍籬，故於2017年10月30日生效之註冊設計法將「非實物產品」（non-physical 

product）與「顏色組合」納入設計保護標的，前述「非實物產品」係指可投影在任

一裝置或介質（含空氣）的虛擬外觀28，例如虛擬鍵盤即是透過投影在任意物體表

面所產生的非實物產品。不僅如此，為了順應當前商業發展著重於視覺外觀；而非

傳統物品外觀的時代潮流，韓國維新之士亦不斷呼籲該國政府應正視設計乃是推動

韓流輸出的幕後推手，能創造設計真價值的不是「物品」，而是「外觀」，「物

品」與「外觀」在設計保護領域絕不是平起平坐的關係，真正解決之道是以「外

觀」作為近似判斷的主流標準29。 

                                                        
27 中川裕幸，意匠の類似──我が國における判斷手法と判斷主體，日本知財學會誌，2011

年，8期1卷，24-31頁。 
 日本意匠法第2條第1項規定：「意匠，係指物品（包含物品的構成部分）的形狀、花紋、色

彩或其結合，能夠引起視覺上美感者。」故日本意匠法所稱「意匠」，可解釋為「物品之外

觀（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此種意匠必須是物品與外觀不可分離，且必須同時納

入相同、近似意匠的考量作法，又稱為「物品、外觀二元構造論」。 
28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2條第3項。 
29 Nam Yeon Kwon, AIPPI Study Report 2016 – Study Question (Designs) - Requirements for 

Protection of Designs (pp. 7), available at http://aippi.org/wp-content/uploads/2016/05/2016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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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呼應105年度民專訴第62號判決與先進國家的保護思維，在部分設計專利的

物品近似判斷上，本文以為或可在現階段「物品之部分組件」與「物品之部分特

徵」的判斷架構下作進一步細分，使物品的近似範圍得以舒展，讓部分設計專利的

近似判斷能順利進入到外觀比對階段。在部分設計專利的外觀近似判斷上，當「設

計說明」欄中已聲明虛線為「不主張設計之部分」時，本文以為除非實、虛線在權

利解讀上具有高度依存性，或是專利權人在「設計說明」欄中以文字明確主張「主

張設計之部分」與「不主張設計之部分」之間的位置、大小、分布等關係者。否則

基於發明、新型與設計皆架構在同一部專利法體系的原則，虛線理應解讀成專利權

人認為實現「主張設計之部分」的較佳實施方式或具體例示，於確定專利權範圍

時，不宜將「不主張設計之部分」用於解釋「主張設計之部分」的位置、大小、分

布等關係。 

綜上所述，筆者依據自身審查經驗融合日本部分意匠學說30，分別從實、虛線

的關聯性與特徵是否具獨立功能進行分類，歸納出如圖6-1所示之5種類型：(一)組

件型、(二)整體型、(三)具功能之特徵型、(四)不具功能之特徵型、(五)花紋型，以

下分項說明。 

 

整體型 花紋型 

組件型 

部分設計

專利 

不具功能

之特徵型

具功能之

特徵型 

 
圖6-1 部分設計專利分類概念圖 

                                                                                                                                                        
Study_Question_Designs_Requirements_for_protection_of_designs_GroupReport_Republic_of_K
orea_25-04-2016.pdf (last visited Jan. 13, 2018). 

30 寒河江孝允、峯唯夫、金井重彥編著，意匠法コンメンタール第2版，2012年，152-1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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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件型 

請參考圖6-2所示，「組件型」係指「主張設計之部分」即為「物品之部分組

件」者。本文以為物品近似判斷可仿效整體物品的作法，亦即單獨以「物品之部分

組件」本身的用途與功能作為比對基礎，縱然該組件所應用之物品領域有所不同，

但該等差異為該組件領域所常見者，原則上應認定為近似物品。例如「桌子之抽

屜」與「衣櫃之抽屜」、「湯匙之把手」與「鐵鎚之把手」、「汽車車燈」與「玩

具車車燈」。如此方可避免未經授權的第三人將相同或近似於「物品之部分組件」

外觀，輕易轉用至其他物品領域。 

 
圖6-2 「組件型」例示31 

二、整體型 

請參考圖6-3所示，若是「主張設計之部分」的外觀幾已接近物品的整體外觀，

同時顯然也非該物品的部分組件者。鑑於此種類型的創作單位與整體設計無異，本

文以為物品的相同或近似或可比照整體設計的作法，以「主張設計之部分」及「不

主張設計之部分」所構成之物品作為設計所應用之物品。至於「主張設計之部分」

與「不主張設計之部分」的關係，對於「整體型」的位置、大小、分布等關係影響

甚微，「包裝盒」部分意匠侵權事件即是整體型的一種典型例示。 

 

                                                        
31 美國設計專利D766,376號案，公告日：2016年9月13日，設計名稱：具有可替換方向面板之

控制器（Controller with removable directional 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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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 「整體型」例示32 

三、具功能之特徵型 

請參考圖6-4所示，「具功能之特徵型」係指「主張設計之部分」為具有功能與

用途的「物品之部分特徵」。「具功能之特徵型」與「組件型」的共通點在於兩者

皆具有用途與功能，但「主張設計之部分」本身無法作為市場流通或交易之動產，

例如「冰箱的電插孔」。鑑於「具功能之特徵型」的「主張設計之部分」本身仍具

有獨立的用途與功能，故在認定所應用的物品時，建議以「主張設計之部分」本身

的用途與功能作為比對基礎。當「主張設計之部分」與系爭產品相對應部分的功

能、用途構成相同或近似，縱然該組件所應用之物品領域有所不同，但該等差異為

該組件領域所常見者，原則上應認定為近似物品。例如「冰箱的電插孔」與「洗衣

機的電插孔」、「自動鉛筆的筆尖」與「眉筆的筆尖」、「手槍的握把」與「焊槍

的握把」。 

                                                        
32 美國設計專利D784,294號案，公告日：2017年4月18日，設計名稱：具有聲音播放系統之保

護殼（Protective cover with an audio liste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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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 「具功能之特徵型」例示33 

四、不具功能之特徵型 

「不具功能之特徵型」係指「主張設計之部分」為不具有功能與用途的「物品

之部分特徵」。鑑於「主張設計之部分」本身無法作為市場流通或交易之動產，且

不具有獨立的用途與功能，故以「主張設計之部分」及「不主張設計之部分」所構

成之物品作為設計所應用之物品。 

本類型還可依據實、虛線的關聯性區分為「完整型」與「非完整型」。請參考

圖6-5所示，鑑於「完整型」本身即可作為創作單位，故不宜受到「主張設計之部

分」與「不主張設計之部分」之間的位置、大小、分布等關係的影響。至於「非完

整型」則是必須組合兩個以上物理分離「主張設計之部分」（如圖6-6所示），或是

必須將「不主張設計之部分」納入解釋，始能成為完整創作單位者（如圖6-7所

示），由於具有密接不可分的關係，此時「不主張設計之部分」將用於解釋「主張

設計之部分」的位置、大小、分布等關係。 

 

                                                        
33 美國設計專利D651,168號案，公告日：2011年12月27日，設計名稱：電子裝置（Electronic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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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5 分配瓶34 圖6-6 包裝盒35 

 

 
 

圖6-7 瓶頸36 

五、花紋型 

請參考圖6-8至6-10所示，「花紋型」乃是以物品的表面裝飾作為保護客體，尚

包含圖像設計與織物。目前我國設計專利制度對於本類型的保護作法仍無法卸下 

 

                                                        
34 美國設計專利D788,598號案，公告日：2017年6月6日，設計名稱：分配瓶（Dispensing 

bottle）。 
35 日本意匠D1,269,327號案，公告日：2006年4月24日，意匠物品：包裝盒。 
36 美國設計專利D751,909號案，公告日：2016年3月22日，設計名稱：瓶頸（Bottle n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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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的枷鎖，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按我國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係屬

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且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

權，亦無須向官方註冊或繳納任何規費，因此，著作人所設計的「花紋」如具原創

性，即為著作權法所稱之美術著作。他人如將上述花紋使用在「電腦圖像」或「馬

克杯」的紋路上都屬於「重製」行為，除著作權法第44條至第65條合理使用之規定

外，應事先徵得著作權人的同意，始得為之37。 

回到我國現行設計專利制度的作法，由於「電腦圖像」與「馬克杯」的物品功

能與用途完全不同，平面設計者如欲就相同花紋在上開兩種不同物品取得設計專利

權，必須分拆成兩案提出申請38。先撇開以成倍計數的規費不談，重點是即便申請

人今將「電腦圖像」與「馬克杯」的花紋都提出設計專利申請，也無法阻止第三人

將相同或近似花紋實施在諸如布料、書籍、磁磚甚或包裝盒等其他領域，設計專利

權人依然無法透過「電腦圖像」與「馬克杯」之花紋設計專利權主張自身權益。如

果我們將視野抬升到不同智慧財產權類型的法益表現，試問有誰願意在歷經一系列

申請、審查、公告，以及繳納規費的冗長程序後，拿到的一個保護範圍更小、維持

成本更高的設計專利權。 
考量「花紋型」的創意靈魂理應在外觀本身，且分離後對於物品功能、用途也

不生影響。為杜絕他人將此類型轉用至其他物品領域，建議參考歐盟共同體設計制

度的作法，鬆綁「花紋型」必須應用於物品的箝制39。使這種本來就可「魂不附

體」的平面創作得以單獨作為設計專利保護標的，讓專利侵權判斷回歸到花紋本身

的比對，而不受到物品與位置、大小、分布等關係的影響。 

                                                        
37 智慧財產局（101）年令函案號（電子郵件）第1,010,116b號函參照。 
38 按我國專利法第129條第1項規定，「申請設計專利，應就每一設計提出申請。」每一設計專

利申請案中說明書及圖式所揭露之單一外觀應用於單一物品，即所謂一設計一申請。亦即，

一設計揭露二個以上之外觀，或一設計指定二個以上之物品，原則上不得合併在一申請案中

申請。 
39 按歐盟共同體設計規則第3條第1項規定，「設計」的定義為產品的整體或一部分外觀，由產

品本身之線條、輪廓、色彩、形狀、紋理及／或材質及／或產品之裝飾等特徵所構成者。保

護客體為外觀本身，其保護範圍及於與其結合之任何產品，亦即不問外觀所施予之產品為

何，只要該外觀本身相同即屬其保護範圍。例如單獨申請花紋，而不須結合產品之形狀，仍

得取得設計註冊。故保護客體包括產品的整體外觀、產品的部分外觀（即部分設計）與裝飾

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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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8 花紋40 圖6-9 圖像設計41 

 

 
 

 
圖6-10 織物42 

綜上所述，本文將以上5種類型的物品近似比對，以及是否應考量位置、大

小、分布等關係（「要部說」或「獨立說」）之重點整理如表6-1所示。 

 

 

 

                                                        
40 日本意匠D1,354,812號案，公告日：2009年3月30日，意匠物品：轉印貼紙。 
41 美國設計專利D772,940號案，公告日：2016年11月29日，設計名稱：具有電腦圖像的顯示螢

幕之部分（Display screen or portion thereof with icon）。 
42 美國設計專利D657,093號案，公告日：2012年4月3日，設計名稱：熱反射材料（Heat 

reflective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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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部分設計專利近似判斷原則一覽表（物品近似比對、「要部說」或「獨立說」） 

類 型 物品的近似比對 位置、大小、分布

組件型 

以「物品之部分組件」本身的用途與功能為比對基礎

組件所應用之物品領域，為該組件領域所常見者，原

則上應認定為近似物品。 

獨立說 

整體型 
「主張設計之部分」加「不主張設計之部分」所構成

之物品的用途與功能 
獨立說 

具功能之特徵型 

以「主張設計之部分」本身的用途與功能為比對基礎

「主張設計之部分」所應用之物品領域，為該組件領

域所常見者，原則上應認定為近似物品。 

獨立說 

不具功能 

之特徵型 

完整型 「主張設計之部分」與「不主張設計之部分」所共同

構成之物品的用途與功能 
獨立說 

非完整型 要部說 
花紋型 建議廢除物品近似比對 獨立說 

柒、結 語 

借鏡「包裝盒」部分意匠侵權事件所帶來的啟示，可使吾人瞭解部分設計專利

若過度執著於物品、技術特徵與虛線的判斷，有時反而容易讓人忘卻了「外觀才是

設計靈魂所在」的意理。儘管我國現階段設計專利的侵權判斷同樣必須恪遵起源自

日本的「物品、外觀二元構造論」，然而當侵權實態已逐漸吞噬掉這種「Me Too」

的演繹邏輯時，我們理應有更細膩的思考來賦予法律實現正義的真價值。 

本文依據筆者審查經驗，借鑑日本部分意匠學說歸納出5種部分設計專利的類

型，並提出近似判斷的論述，在這些不同類型的背後，存在著對應各種侵權實態所

作的價值判斷。儘管這樣的概念可能還得歷經更多的錘鍊，但真正初衷無非是希望

讓弱勢的設計專利權人能受到更深一層保障。特別是與物品功能、用途難起共鳴的

「花紋型」部分設計專利，平面創作者實無理由在付出寶貴的時間與金錢後，還取

得一個被物品綁架的設計專利權。在此由衷期待未來我國對於部分設計專利的侵權

判斷，能早日回歸到以實線外觀作為主旋律的純粹性，讓雲翳漸散、天光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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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談民事專利侵權訴訟中之 
專利更正權 

林育輝* 

壹、前 言 

我國專利制度允許專利權人在專利公告後對於專利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

式進行更正，但對於更正之提出與核准審查規定有特別的限制要件，即得更正之事

項僅包含：請求項之刪除；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誤記或誤譯之訂正；以及不明瞭

記載之釋明。同時，更正的內容除不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

揭露之範圍外，也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1。 

專利權人除「誤記或誤譯之訂正」事項外，原則上不會主動對於已核准公告之

專利進行更正，尤其是針對「請求項之刪除」以及「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此二事

項。不過，當產生專利爭議時，例如該專利權被舉發，或是被侵害而產生民事侵權

訴訟時，專利權人可能因應舉發人或被告所提出的前案（prior art）證據所做出的專

利無效攻擊，而對系爭專利請求項（claim）提出更正的申請，希望能透過減縮申請

專利範圍或刪除請求項的方式來作為對應前案證據攻擊的防禦方法。 

在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中，若被告主張或抗辯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之原因時，法院

                                                        
DOI：10.3966/221845622018040033004 
收稿日：2018年1月3日 
* 

義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智權法務室經理／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本文僅代表作者個

人見解，不代表任何單位意見。
 

1 參見專利法第6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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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就其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自為判斷，而不再受停止訴訟程序的相關規定，智慧財

產案件審理法（下稱「審理法」）第16條已有明文。至於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之原因

為何？審理法並無明文。按專利法第82條規定發明專利權經舉發審查成立者，應撤

銷其專利權。而得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之事由，可參照專利法第71條之規定，

包含如新穎性、進步性、說明書應明確且充分揭露、更正合法性等，或專利法第57

條所規定之專利權延長。易言之，如依此法理則可以提起專利舉發的事由即可構成

專利有應撤銷之原因。 

審理法第16條之特別規定本在達到「紛爭一次解決，迅速實現訴訟當事人之權

利保護」之立法目的，但也創設出更為複雜的問題2。例如，基於訴訟效率，審理法

第16條打破涇渭分明之公私法二元制，允許普通法院判斷專利有無撤銷事由所引發

之拘束力問題？如是否對後案之普通法院及第三人有拘束力？民事與行政終審法院

就專利有效性判決歧異時，得否以再審之訴解決之妥適性與法安定性問題3？又如，

民事法院依照審理法第16條判斷專利有效性問題的同時，專利權人若已向智慧財產

局申請更正，民事法院應以更正前或是更正中之專利權來判斷專利有效性4？尤其當

專利權人更正專利之申請事由係以「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時，會對專利權人所主

張的權利基礎或範圍產生變動，因此判斷此更正之合法性將成為判斷專利有效性之

先決問題。 

正因在民事侵權訴訟中專利權人擁有專利更正權，所以在訴訟實務上也衍生出

其他的問題，諸如：民事法院是否必須對更正之合法性做出裁判？專利權人有無利

用更正申請而有意圖延滯訴訟？專利權人對於系爭專利請求項之更正是否涉及訴之

變更？等等諸多問題。 

本文主要探討如前開所例示之問題，範圍將集中於在民事侵權訴訟中專利權人

對於系爭專利請求項提出之更正主張所產生的現存或可能的爭議，並整理現有文獻

以及智慧財產法院審判實務的案例來尋求解決爭議問題的答案或提出建議的方案。 

                                                        
2 李素華，民事法院自為判斷專利有效性與加速解決紛爭之迷思——從最高法院一○四年度台

上字第四○七號民事判決談起，月旦裁判時報，2016年1月，43期，39頁。 
3 同前註。 
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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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利權人的「更正權」 

專利法第67條賦予了專利權人對於已經公告之專利權進行更正的權利，對於專

利權人而言，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公告後之更正，除了可消除說明書、申

請專利範圍及圖式中的疏失、缺漏外，主要是限縮申請專利範圍，以避免構成專利

權被撤銷之理由5。由此可知，給予專利權人之「更正權」的最主要目的即為確保專

利的有效性，使專利權人藉由更正程序來排除專利權被撤銷的可能。 

一、台灣專利制度給予專利權人較大範圍的更正權 

現行專利法規對於更正權的限制主要有3點：其一為限制得更正之事項；其二

為更正的內容除不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其三

為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關於第一點之限制得更正之事項共有4種，可再分為兩種類型： 

第一類：未變動請求項之權利範圍的事項，即誤記或誤譯之訂正以及不明瞭記

載之釋明。 

第二類：有變動請求項之權利範圍的事項，即請求項之刪除以及申請專利範圍

之減縮。 

除以上限制之外並無其他限制，例如專利權人可以不受時間限制主動提出更

正，也可於當專利案經他人提起舉發時，專利權人可於提出答辯之同時申請更正；

申請更正的次數也沒有受到限制，理論上專利權人可以無限次數的提出更正申請。 

相較於中國大陸制度，專利權人的更正權受到較大的限制，依據中國專利法實

施細則第69條規定，專利權人僅得於無效宣告的審理過程中修改其權利要求書，但

不得修改專利說明書及附圖6。惟大陸知識產權局也逐漸放寬權利要求書可修改的事

項，包含權利要求的刪除、技術方案的刪除、權利要求的進一步限定、明顯錯誤的

                                                        
5 專利審查基準，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17年，2-9-1頁。 
6 三達智慧財產權事務所，淺談我國、日本及中國大陸專利之更正限制，Newsletter，2016年5

月，23卷，3頁，網址：http://www.sundial.com.tw/service4file/201605%20Vol%202302F.pdf，
最後瀏覽日：2017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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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7。 

美國專利制度亦採取較為嚴格的更正權，主要可分為兩類：第1類為專利證書

的校正（certificate of correction）；第2類為專利再發證（reissue）。專利證書的校

正主要規定於美國專利法第254條與第255條，此校正是改正專利說明書中因書寫或

印刷所產生的錯誤（mistake），說明書錯誤可能是由申請人所造成，也可能是專利

局的錯誤。申請改錯誤範圍必須限於非實質性（non-substantial）或非微小性（non-

trial）錯誤，例如說明書內容有打錯字8。專利再發證規定於美國專利法第251條，

再發證是專利權人對於已經領證案件認為其中存有會使專利全部或部分無法作用或

無效的錯誤，如說明書或圖式有瑕疵，或是所記載的專利範圍過於狹窄或過廣，專

利權人可以透過再發證程序修改或新增新的權利範圍9。而依據該法條的規定，再發

證的申請必須於原專利申請案獲准領證後2年內提出。 

由以上說明可知，台灣、中國大陸與美國對於更正權的限制差異整理如下表1： 

表1 台、中、美三國專利更正權限制整理表 

 

第1類：未變動請求項之權利範圍

的事項，即誤記或誤譯之訂正以及

不明瞭記載之釋明。 

第 2類：有變動請求項之權利範圍的事

項，即請求項之刪除以及申請專利範圍之

減縮。 
台 灣 可，且無時間與次數限制。 可，且無時間與次數限制。 

中國大陸 
可，但僅得於無效宣告的審理過程

中提出。 
可，但僅得於無效宣告的審理過程中提

出。 

美 國 
可，且無時間與次數限制。 可，但必須於原專利申請案獲准領證後2

年內提出。 

                                                        
7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關於修改〈專利審查指南〉的決定（2017）（局令第

74號），網址：http://www.sipo.gov.cn/zcfg/flfg/zl/bmgz/201703/t20170306_1308650.html，最

後瀏覽日：2017年11月17日。相關條文為：第8條：第4部分第3章第4.6.2節的修改。 
8 葉雪卿，淺談美國專利說明書變更——校正、更正、舉發，北美智權報電子報，2015年6月3

日，134期，網址：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Laws/US-109. 
 htm，最後瀏覽日：2017年11月17日。 
9 三達智慧財產權事務所，美國發明法案施行後之再發證程序及相關實務建議，Newsletter，

2013年1月，11卷，3頁，網址：http://www.sundial.com.tw/service4file/201301vol1102R.pdf，
最後瀏覽日：2017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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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台灣專利制度給予較大範圍的專利更正權，因此當於民事侵權訴訟

中專利權人行使專利更正權時，致使衍生出本文所討論的複雜問題。 

二、專利更正權擾動了專利侵權民事訴訟的若干問題 

上述的第2類：有變動請求項之權利範圍的事項，即請求項之刪除以及申請專

利範圍之減縮，這種類型的專利更正在民事侵權訴訟中產生的問題最大，因為專利

權已經屬於一種權利範圍高度不確定性的權利，而在民事侵權訴訟中允許讓專利權

人邊打訴訟邊修改權利範圍，如同在訴訟進行中可以去改寫法條且仍不確定是否可

以改寫般，將使司法裁判難以進行10。此一類型中的「請求項之刪除」係為專利權

人對於請求權的拋棄因此較無爭議而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中。而此一類型中的

「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因為涉及對請求項的修改與重寫，故亦有謂之為：「重

寫請求項」11。以本文以下將以在民事侵權訴訟中，專利權人以「重寫請求項」方

式為專利更正之請求的問題為探討核心。 

在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一般程序中，在案件繫屬法院後，即會依照受命法官的指

揮進行訴訟程序，即是專利有效性審查、侵權審查以及損害賠償等的調查與審判。

在專利有效性審查程序，被告會提出無效的抗辯來攻擊原告所起訴主張侵權的系爭

請求項，但因為專利權人具有專利更正權，當被告所提出之前案證據的證據力為強

時，專利權人通常會向智慧局提出專利更正來避開前案證據並向法院陳報更正情

事。 

依照現行審理制度，法院首先面對的問題是：專利權人對於系爭請求項進行的

更正，究竟屬於攻擊防禦方法的改變？還是屬於訴之變更？ 

第2個問題是：就原告主張是否准予更正部分，是否屬於民事法院能依審理法

第16條規定自為判斷之範圍？若法院認定專利更正為合法，則更正後的專利範圍因

                                                        
10 劉國讚，專利侵權訴訟之研究——以日本法院智慧財產權裁判為研究核心，司法院委託學者

專題研究案，2013年12月20日，80頁，網址：http://www.judicial.gov.tw/IProperty/work12/ 
%E4%BB%A5%E6%97%A5%E6%9C%AC%E6%B3%95%E9%99%A2%E6%99%BA%E6%85
%A7%E8%B2%A1%E7%94%A2%E6%AC%8A%E8%A3%81%E5%88%A4%E7%82%BA%E7 

 %A0%94%E7%A9%B6%E6%A0%B8%E5%BF%83.pdf，最後瀏覽日：2017年11月17日。 
1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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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並未被公告，則其效力為何？又假若嗣後智慧局對於系爭專利之更正案的認定結

果與法院之認定結果產生歧異，則又該如何處理？ 

第3個問題是：專利更正程序是否遲延訴訟的進程？ 

第4個問題是：若專利權人於一審言詞辯論終結或終局判決敗訴後，始提出專

利更正之申請並上訴，則二審法院應如何進行審理？ 

以上問題，有的已有文獻提出討論與建議，有的已有智慧財產法院審判實務的

案例可供參考，因此有其必要將其整理出條理脈絡供實務工作者參考。 

參、專利權人在民事專利侵權訴訟中行使「更正權」 
問題的探討 

專利權人在民事侵權訴訟中行使專利更正權所引發的問題已如前述，但更重要

的是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與答案。本文整合智慧財產法院的審判實務以及專家學者

的不同見解，並提出不同意見分析如下： 

一、司法院「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已經採認，原告於民事發

明專利侵權訴訟中，將主張被告侵害該專利請求項1變更為
請求項2，屬攻擊防禦方法之變更 

智慧財產法院在司法院106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中提案討論一個法律

議題：原告提起民事發明專利侵權訴訟，主張被告侵害其發明專利（為單純單一專

利）請求項1，嗣於訴訟中變更主張被告侵害該專利請求項2，係屬訴之變更？抑僅

為攻擊防禦方法之變更？甲說採屬訴之變更，乙說採攻擊防禦方法之變更。大會研

討結果多數採屬乙說12。 

甲說最主要的立論基礎在於，每一個請求項均係一單獨之權利，原告可主張被

告侵害任一請求項之專利權，故每一專利請求項均為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訴訟標

的法律關係。所以每一專利請求項既均為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標的，故請求項之

變更，應為訴之變更。審判實務上採此說的判決如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字

                                                        
12 司法院106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民事訴訟類相關議題」提案及研討結果第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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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號判決以及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7號判決13，其中後者為前者

的更審。 

乙說立論基礎在於，依專利法第33條規定之一發明一專利的原則，申請專利範

圍之請求項均具有共同主要技術特徵，均在同一專利權範圍內，亦即侵害每一請求

項均侵害同一專利權。所以依照設題之情形，請求項1與請求項2，均在同一專利權

範圍內，其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標的並無變更，故非訴之變更，僅屬攻擊防禦方

法之變更。審判實務上採此說的判決如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字第44號判決

以及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字第46號判決14。除前開判決外，較近的判決如智

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專上字第17號判決以及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民專上字第40號

判決也採類似的見解，顯見審判實務上亦採乙說為主。 

惟本文認為應採甲說較為妥適，主要的理由分析如下： 

(一) 一個請求項是決定是否符合專利要件、提起舉發或主張專利權等的
基本單元（basic unit） 

乙說最大的問題在於將申請專利範圍之所有請求項視為均在同一個專利權的範

圍之內，這種理解與每一個請求項均為獨立權利的普世觀念並不相符。按請求項係

用於記載申請人認為是界定申請專利之發明的必要技術特徵，且為決定是否符合專

利要件、提起舉發或主張專利權等的基本單元15。 

世界主要國家在審查專利申請案時，都是以「請求項」為基本單元進行有效性

審查，在訴訟時，也是以「請求項」為基本單元進行侵權主張。換句話說，專利權

人進行專利侵權起訴時所主張的是被告系爭產品侵害系爭專利那些請求項（如請求

項1、3及5），而非主張的是被告系爭產品侵害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 

(二) 與請求項差異原則（doctrine of claim differentiation）的矛盾 

何謂一個專利權的範圍？若採乙說之見解，申請專利範圍之請求項均具有共同

主要技術特徵而為同一專利權範圍，因此一個專利權的範圍可以理解是該專利權中

                                                        
13 同前註。 
14 同前註。 
1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2013年，2-1-10-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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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請求項範圍的集合範圍。舉例而言，一專利權具有3個請求項，請求項1為獨立

項，請求項2與請求項3分別依附於請求項1與請求項2，則3個請求項的集合範圍可

以理解如下圖1所示。由圖1中可以輕易觀察出這3個請求項所構成的集合範圍，即

等於獨立請求項1的範圍。 

而若1個專利權中具有2個以上的獨立項，則該專利權的範圍可以理解是此多個

獨立請求項範圍的聯集範圍。 

而若1個專利權中具有2個以上的獨立項且分屬於不同的技術範疇（如方法項與

裝置項），則該專利權的範圍可以理解是此每個技術範疇的聯集範圍的集合。於此

情況下，每個技術範疇的聯集範圍彼此間已經沒有交集或聯集情形。此種情況即專

利法第33條單一性規定之例外狀況。 

 

 

圖1 請求項的集合範圍示意圖 

由以上分析可知，若採乙說之見解，會因獨立與附屬請求項之不同以及請求項

之技術範疇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專利權範圍之情況，在對於何謂一個專利權的範圍的

解釋上，恐有其矛盾之處。 

何況此種集合範圍的概念，非屬於一個可以具體請求的權利而應屬於一種上位

抽象的集合概念，其所記載的內容也無法具體實現任何一個技術方案。相較於甲

說，每一個請求項均係一單獨之權利，其所記載的內容即是一具體可實現的技術方

案。 

依據請求項差異原則，此每個請求項是具有不同的權利範圍，以前開所舉的例

子來說，一被控侵權對象物會侵害請求項1，但不必然侵害請求項2與請求項3；同

 

 

 

 

 

 

 請求項 1

請求項1 

請求項2 

請求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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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侵害請求項2，不必然侵害請求項3。假若依照乙說的邏輯：「申請專利範圍之

請求項均具有共同主要技術特徵，均在同一專利權範圍內」，則不僅與請求項差異

原則不符，且因乙說將請求項1到3視為均在同一專利權範圍內，所以被控侵權對象

物侵害任何一個請求項即屬侵害此專利權範圍，如此與實際常見之被控侵權對象物

侵害請求項1但卻不侵害請求項2與請求項3的情況產生邏輯上的矛盾。 

(三) 無法解決專利法第33條規定之例外情況 

專利法第33條第2項之規定即屬於一發明一專利之例外情況，亦即2個以上發

明，屬於1個廣義發明概念者，得於一申請案中提出申請。所謂「屬於一個廣義發

明概念」，指2個以上之發明，於技術上相互關聯。技術上相互關聯，指請求項中

所載之發明應包含一個或多個相同或相對應的技術特徵，且該技術特徵係使發明在

新穎性、進步性等專利要件方面對於先前技術有所貢獻之特別技術特徵（special 

technical features）16，也就是所謂的發明單一性。易言之，於此例外情況下，一件

專利權之中會包含2個以上的發明，而這多個發明包含一個或多個相同或對應的

「特別技術特徵」，此與乙說中所謂的「申請專利範圍之請求項均具有共同主要技

術特徵」兩者亦有不同。因為在所謂的多個發明包含一個或多個對應的「特別技術

特徵」的情況下，此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之請求項並不會均具有共同主要技術特

徵。 

發明單一性的另一種情況是若一件申請案中包含多個發明，但這多個發明並沒

有包含一個或多個相同或對應的「特別技術特徵」，審查過程中因為審查員的個人

認知差異或是失誤結果錯誤的准予專利並公告，由於發明單一性並非提起專利舉發

的事由之一，因此該專利權的申請專利範圍之請求項會包含多個發明，但這些發明

間並沒有共同主要技術特徵，於此情況下這些發明是否仍為均在同一專利權範圍

內？乙說並未見相關討論說明。 

                                                        
1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法逐條釋義，2014年9月，118頁，網址：https://www.tipo.gov.tw/ct. 

asp?xItem=532218&ctNode=6952&mp=1，最後瀏覽日：2017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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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台灣專利實務所使用之「申請專利範圍」與「請求項」兩者意義 
不同 

「申請專利範圍」得包括一項以上之「請求項」17，由簡單的邏輯推斷即可知

此兩者是不同的，但實務上常常沒有清楚的去區分兩者，「申請專利範圍」是很多

「請求項」組合而成之上位統稱，但立法上的文字比較抽象18。 

本文認為，理解上「申請專利範圍」僅為記載「請求項」的書面，亦即記載權

利範圍的書面；而「請求項」即是以單一句子形式來定義專利權人所擁有的財產權

範圍19，亦即專利權的權利範圍。換句話說，「請求項」所扮演的角色是一種圍繞

於專利權人之無形財產權之語言上的籬笆（verbal fence）20，而「申請專利範圍」

所扮演的角色僅為一種記載文字的書面。 

我國專利法於1986年修法之前並無「申請專利範圍」規定，僅於施行細則規定

詳細說明書應記載「請求專利部分」21。後於1986年12月12日修正專利法時，於第

12條第1項條文後段增加：說明書應載明申請專利範圍。當時的修正說明僅記載

「申請專利範圍為說明書中最主要且不可缺少之事項」，故增訂本規定。由條文中

的文義觀察，「專利權範圍」一詞開始出現於專利法中的初始涵義應指記載請求項

的書面。 

台灣早期專利實務中將英美專利實務中的「claim」一語翻譯為「申請專利範

圍」22，「申請專利範圍」也因此被一直廣泛地沿用至今。時至今日，隨著專利制

度的國際化與資訊的交流發達，對於美國專利實務的認知也已經被實務界人士所熟

知，因此「claim」一語的翻譯回到較真正符合其原意的「請求項」，但是「申請專

利範圍」一語歷經幾十年的使用，早已無法輕易由台灣專利實務界中改變。這也是

導致乙說被認為合理的原因之一，將「申請專利範圍」認為是專利權的權利範圍。 

                                                        
17 專利法第26條。 
18 林國塘，100年度第5次智慧財產實務案例評析座談會議紀錄，2011年9月8日，22頁，網址：

https://www.tipa.org.tw/p3_1-3.asp?nno=20，最後瀏覽日：2017年11月17日。 
19 JANICE M. MUELLER, AN INTRODUCTION TO PATENT LAW 38 (2003). 
20 Id. at 39. 
21 李文賢，專利法要論，2005年，69頁。 
22 黃文儀，申請專利範圍的解釋與專利侵害判斷，1994年，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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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改變「申請專利範圍」一語的使用應屬不易，但可以由法規的給予

導正其真正涵義。檢視台灣專利法對於「申請專利範圍」一詞的在法條中涵義，現

行專利法中共有38處條文中使用到「申請專利範圍」一詞，但有些條文中「申請專

利範圍」一詞的涵義似指記載權利範圍的書面，有些條文中似指專利權的權利範

圍，本文舉例幾個條文整理如下表2所示： 

表2 本文提出有疑義之例示性條文整理表 

條 文 條文文字 
本文認為「申請專利

範圍」一詞的涵義 
其他類似法條 

第23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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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

利範圍或圖式載明之內容相同者，

不得取得發明專利。 

記 載 權 利 範 圍 的 書

面。 

第25條第1項 

申請發明專利，由專利申請權人備

具申請書、說明書、申請專利範

圍、摘要及必要之圖式，向專利專

責機關申請之。 

記 載 權 利 範 圍 的 書

面。 
第25條第2項 
第25條第3項 
第26條第4項 
第30條第1項 

第26條第2項 

申請專利範圍應界定申請專利之發

明；其得包括一項以上之請求項，

各請求項應以明確、簡潔之方式記

載，且必須為說明書所支持。 

前段指專利權的權利

範圍；後段指記載權

利範圍的書面。 

第43條第4項 
第2款 

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 專利權的權利範圍。 第67條第1項第2款 

第58條第4項 
發明專利權範圍，以申請專利範圍

為準，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

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 

專利權的權利範圍。  

英美專利實務中的「claim」一語源自於專利申請實務中發明者為了維護自己的

利益而所書寫而成23，即是當事人在法律上所提出的請求或主張。在美國專利制度

中，早期對於說明書中的claims亦無強制記載規定，直到1870年的美國專利法使將

                                                        
23 同前註，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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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ms的記載納入強制事項24。依據現行美國專利法的規定，claim是申請人用於請

求其所欲保護發明的申請標的（subject matter）25，而且在申請專利時，記載claims

的書面必須是與說明書（specification）的其他部分分隔開的獨立頁面開始記載26。

也就是說，美國專利法並未將用於記載claims的書面再給予一個另外的名稱，與台

灣另行使用「申請專利範圍」一詞不同。 

中國大陸將claim翻譯為「權利要求」，而記載「權利要求」的書面稱之為「權

利要求書」27。此種方式在文意上顯得容易理解「權利要求」與「權利要求書」的

不同與關係。 

為更能說明以上台、中、美之專利法規對於「專利權的權利範圍」與「記載權

利範圍的書面」的異同，本文整理如下表3所示。 

表3 台、中、美之專利用語整理表 

 專利權的權利範圍 記載權利範圍的書面 

台灣的用語 請求項／申請專利範圍 申請專利範圍 
中國大陸的用語 權利要求 權利要求書 

美國的用語 
Claim(s) 無特別名稱，僅要求須由獨立分開

的頁面開始書寫。 

本文認為，如能參酌美國的規定，在專利法中廢棄使用「申請專利範圍」一詞

應該能解決前述關於「申請專利範圍」與「請求項」意涵混用所生的問題，但因

「申請專利範圍」一詞已經被使用了四十餘年，一時間要做更改恐非容易。另外一

種較可行的方法即是在專利法中清楚界定「申請專利範圍」一詞為指記載權利範圍

的書面，「請求項」一詞為指專利權的權利範圍，以上述表2中的條文為例，本文

建議修改如表4所示： 

                                                        
24 MUELLER, supra note 19, at 38. 
25 參見美國專利法第112條。 
26 37 CFR 1.75 (h). 
27 參見中國大陸專利法第2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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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本文建議之例示性條文之修改文字整理表 

條 文 現行條文文字 本文建議修改條文文字 

第23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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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

利範圍或圖式載明之內容相同者，

不得取得發明專利。 

無建議修改 

第25條第1項 

申請發明專利，由專利申請權人備

具申請書、說明書、申請專利範

圍、摘要及必要之圖式，向專利專

責機關申請之。 

無建議修改 

第26條第2項 

申請專利範圍應界定申請專利之發

明；其得包括一項以上之請求項，

各請求項應以明確、簡潔之方式記

載，且必須為說明書所支持。 

申請專利範圍應包括一項以上之請

求項，各請求項應界定申請專利之

發明，並以明確、簡潔之方式記

載，且必須為說明書所支持。 
第43條第4項第2款 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 申請專利範圍之請求項範圍減縮。

第58條第4項 
發明專利權範圍，以申請專利範圍

為準，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

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 

發明專利權範圍，以申請專利範圍

之請求項為準，於解釋請求項範圍

時，並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 

二、專利更正在民事與行政終審判決歧異問題糾結有待突破 

專利更正是否合法因屬於可以提起舉發的事由，所以法理上民事法院應自為判

斷此更正合法性是否構成系爭專利應撤銷之原因。若法院認定專利更正為合法，而

嗣後智慧局對於系爭專利之更正案的認定結果與法院之認定結果產生歧異時，亦須

有處理之道。 

(一) 現行規定對於民事法院自為判斷更正合法性的矛盾 

目前在台灣智慧財產法院的審判實務上，民事侵權訴訟中專利權人主張更正

時，必須要完成幾點事項，法院即會斟酌其審理中案件的專利更正是否合法，這幾

點事項包含：已向智慧局提出更正之申請、以及已向法院陳報說明更正可准之理由

以及被控侵權物仍會落入准許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若法院判斷更正合法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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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請求的基礎事實同一，無須經被控侵權人同意，法院可以命訴訟當事人雙方以更

正後的申請專利範圍進行攻擊與防禦28。相較於在舉發成立審定的行政爭訟過程

中，行政法院並不容許專利權人申請更正29。 

民事法院會審理專利權人所提出之專利更正主張的依據除審理法第16條之規定

外，另於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32條亦有明定：關於專利權侵害之民事訴訟，當

事人主張或抗辯專利權有應撤銷之原因，且專利權人已向智慧財產專責機關申請更

正專利範圍者，除其更正之申請顯然不應被准許，或依准許更正後之請求範圍，不

構成權利之侵害等，得即為本案審理裁判之情形外，應斟酌其更正程序之進行程

度，並徵詢兩造之意見後，指定適當之期日。 

依上開審理細則之規定觀之，法院原則上要等待智慧局之更正處分結果後，再

續行其民事審理程序，除了在兩種例外情況下，可以繼續審理而不須等待智慧局之

更正處分結果，這兩種例外情況其一為更正之申請顯然不應被准許，另一種為依准

許更正後之請求範圍，不構成權利之侵害30。 

易言之，現行法規的矛盾之點在於，民事法院可依照審理法第16條自行判斷專

利更正是否合法，但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32條卻又規定民事法院原則上需等待

智慧局之更正處分結果。則民事法院究竟是否得就專利更正應否准許自行判斷？ 

司法院104年度智慧財產法律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5號亦曾就相關問題進行討

論，該提案探討專利民事侵權訴訟進行中，被告即侵權人為專利無效之抗辯，原告

即專利權人則為專利更正之再抗辯，並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申

請更正，在智慧局未為更正審定前，民事法院可否自為判斷更正案應否准許，而逕

依判斷結果之申請專利範圍為審理對象？惟該座談會之大會討論結果最後未對本議

題作成結論，從而就此一問題仍有待觀察實務之動向與發展31。 

                                                        
28 經濟日報電子報（2011年10月24日），專利有效性攻防 更正內容左右局勢，網址：

http://edn.udn.com/article/view.jsp?aid=442849#，最後瀏覽日：2017年10月26日。 
29 同前註。 
30 林國塘，更正在專利訴訟中所面臨問題點之我見，智慧財產培訓學院精選文章，網址：

https://www.tipa.org.tw/p3_1-1.asp?nno=136，最後瀏覽日：2017年12月27日。 
31 江郁仁，專利侵權訴訟繫屬中所提出之更正，法院可否自為判斷？，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

所雙週專利電子報，2016年2月4日，133期，網址：http://www.taie.com.tw/db/download/ 
epaper/epaper201624162204.pdf，最後瀏覽日：2017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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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者認為法院應自行審查專利權人之更正是否應准許，而不得裁定訴訟停止

等待智慧財產局之准駁更正結果始符合審理法第16條之規定32。民事專利侵權訴訟

中，如專利權人提出其申請專利範圍更正之主張，且其更正申請專利範圍之申請案

已向專利專責機關提出，則民事法院為判斷專利權所得主張或其有效性之範圍，自

應就專利權人所提出申請專利範圍更正之主張有無理由加以判斷33。 

智慧財產法院的審判實務上亦會依照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32條來審理專利

權人之更正請求。惟依該條之規定文義，原則上法院應斟酌其更正程序之進行程

度，例外情形即「更正之申請顯然不應被准許」或「依准許更正後之請求範圍不構

成權利之侵害」即得本案審理裁判。然而該條之規定似有問題存在： 

第一、法院如斟酌其更正程序之進行程度，並徵詢兩造之意見後，指定適當之

期日，是否即謂需等待專利專責機關之更正處分的結果，再續行本案訴訟的審理？

如此一來又造成訴訟中止狀態的產生，阻礙民事訴訟的審理進度。 

第二、在例外情形，所謂「更正之申請顯然不應被准許」為何？又所謂「依准

許更正後之請求範圍不構成權利之侵害」包含兩種情形，即被控侵權對象不落入更

正後之請求範圍中，以及更正後之請求範圍仍有得撤銷之事由存在，此時關於更正

之合法性法院是否仍有必要先行判斷？ 

若由審判實務上的案例觀察，法院係自行審查專利權人之更正是否應准許，而

不會斟酌專利專責機關之更正程序的進行程度。法院對專利更正的審理態度可以約

略歸為幾種類型： 

第1類：自行判斷更正合法後，經雙方當事人同意以更正後的專利範圍為其審

理範圍； 

第2類：認定符合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32條之不需斟酌要件之「更正之申

請顯然不應被准許」，以更正前的專利範圍為其審理範圍； 

第3類：認定符合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32條之不需斟酌要件之「依准許更

正後之請求範圍不構成權利之侵害」，但經雙方當事人同意以更正後的專利範圍為

其審理範圍；以及 

                                                        
32 林洲富，專利法：案例式，2014年，98頁。 
33 陳國成，專利有效性司法審查之研究——以美日以及我國法為中心，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

所科技法律組博士論文，2013年1月，1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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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類：更正申請之主張有礙訴訟之進行，依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不得主張

之。 

以上類型為本文經檢索「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中，關於智慧財產法院民

事類近年且以「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32條」為關鍵字所找出的判決，經整理對

應表如下表5所示： 

表5 智慧財產法院相關判決整理表 

項次 裁判字號 裁判日期 法院的判決理由摘要 
對應本文之

分類類型

1 

智慧財產法院

105年度民專上

字第35號 

2017年 
11月2日 

不需斟酌（以更正前範圍認定不侵權）。 
上訴人曾分別就系爭專利申請3次更正，惟前2次
更正已被駁回確定；第3次更正雖仍在審查中，

惟其申請更正提出之書面理由與前兩次內容大致

相同，就系爭新型專利提出之更正書面版本之修

正方式與先前不准更正理由相同，足認上訴人就

系爭發明專利及系爭新型專利更正之申請顯然均

不應被准許。 

第2類 

2 

智慧財產法院

105年度民專訴

字第50號 

2017年 
10月11日 

不得主張。 
原告於本件準備程序後之言詞辯論時，始主張系

爭專利之更正，屬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項，且

經被告抗辯有礙訴訟之進行，依民事訴訟法第

276條第1項規定，不得主張之。 

第4類 

3 
智慧財產法院

105年度民專上

字第42號 

2017年 
9月28日 

更正申請應予准許。 
以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為審理範圍。 

第1類 

4 
智慧財產法院

106年度民專上

字第17號 

2017年 
9月14日 

更正申請應予准許。 
以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為審理範圍（未構成侵

權）。 

第1類 

5 
智慧財產法院

105年度民專上

字第40號 

2017年 
4月26日 

更正申請應予准許。 
以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為審理範圍。 
 

第1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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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裁判字號 裁判日期 法院的判決理由摘要 
對應本文之

分類類型

6 

智慧財產法院

105年度民專訴

字第19號 

2016年 
12月30日 

不需斟酌。 
更正顯無不予准許之情形，本院認縱依准許更正

後之申請專利範圍，系爭專利仍有應撤銷之事由

存在，是以本院無須斟酌智慧局更正程序進行程

度而得為本案審理。又原告既依更正後申請專利

範圍主張其權利，且兩造就本件爭點均同意以系

爭專利更正後內容為準，基於處分權主義，本院

即依原告所主張之更正後申請專利範圍為審理。 

第3類 

7 
智慧財產法院

104年度民專上

字第43號 

2016年 
12月29日 

更正申請應予准許。 
以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為審理範圍。 
 

第1類 

8 
智慧財產法院

105年度民專上

字第9號 

2016年 
12月15日 

不需斟酌。 
本院認為本件訴訟結果，系爭專利無論更正前或

更正後請求項1均有應撤銷事由存在。 

第3類 

9 

智慧財產法院

105年度民專上

字第16號 

2016年 
12月15日 

不需斟酌。 
惟本院認為本件訴訟結果，系爭專利更正後請求

項1有應撤銷事由存在。又雙方當事人同意以更

正後請求項1為攻防，基於處分權主義，本院以

下即依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而審理。 

第3類 

10 
智慧財產法院

103年度民專上

字第19號 

2016年 
11月3日 

更正申請應予准許。 
以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為審理範圍。 
 

第1類 

11 
智慧財產法院

103年度民專訴

字第38號 

2016年 
3月29日 

更正申請應予准許。 
以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為審理範圍。 
 

第1類 

12 
智慧財產法院

103年度民專訴

字第50號 

2016年 
9月22日 

更正申請應予准許。 
以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為審理範圍。 

第1類 

13 
智慧財產法院

103年度民專訴

字第64號 

2016年 
5月29日 

更正申請應予准許。 
以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為審理範圍。 

第1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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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專利更正合法性之判斷為審理法第16條第1項所謂之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之

原因外，目前審判實務上似以得提起舉發之事由即為審理法第16條第1項之審理範

圍，如違反專利法第57條之專利權延長34，或是違反專利法第71條所規定之可提起

舉發之法定事由，這些法定舉發事由中，包含專利權主體以及專利權客體之爭執，

前者包含專利權人為非專利申請權人、共有專利權人或其所屬國家不受理我國國民

之專利申請者，後者如違反專利要件之發明定義、新穎性、進步性、說明書之揭露

規定、先申請原則、修正規定、改請規定、更正規定、補正規定、分割規定等35。 

(二) 專利更正在民事與行政的裁判歧異與司法審查的探討 

在涉及民事侵權訴訟的專利更正案中，最常見也是最具爭議性的即是以「申請

專利範圍之減縮」為事由進行更正請求項，此舉的目的即是為了避開被告所提出的

前案來攻擊無效專利。於此情況下，有論者曾經指出專利更正在民事與行政的裁判

歧異與司法審查的探討36，本文整理如下表6所示： 

表6 專利更正在民事與行政裁判歧異之問題整理表 

 
專利更正 

情形 

民事法院 

裁判情形 

行政法院

裁判情形
問題探討 

第1種裁判

歧異情形 
申請專利範

圍之減縮 
更正合法，依照

更正後的請求項

範圍進行裁判確

定（裁判結果有

利專利權人） 

更正不合法

裁判確定 
先決問題：是否准

予更正部分，是否

屬於民事法院能依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法第16條規定自為

判斷之範圍？ 

問題1：專利更正

案未經智慧局公告

而無效力，則民事

裁判之事實基礎的

合法性？ 
第2種裁判

歧異情形 
申請專利範

圍之減縮 
更正不合法，依

照更正前的請求

項範圍進行裁判

確定（裁判結果

不利專利權人）

更正合法裁

判確定 
問題2：適用民事

訴訟法第496條第1
項第11款之再審規

定？ 

                                                        
34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民專上字第43號判決「三、(三)」。 
3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16書，240-241頁。 
36 陳國成，註33文，1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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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1種裁判歧異情形，專利侵權民事訴訟自行判斷准許更正而作成專利有效

性或是民事侵權判斷，嗣後失去其合法性之基礎事實的可能性頗高，因此民事法院

在專利專責機關尚未准予更正處分作成前自行判斷更正合法性時自宜慎重37。 

於第2種裁判歧異情形，民事法院係依專利專責機關所核准公告之專利權進行

裁判，但嗣後依照行政法院之准予更正的判決確定結果，專利更正案經公告後，效

力溯自申請日生效，則民事法院作為判決基礎之專利權內容，業已經因更正而發生

變更，則似得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之規定，對該確定之民事判決提起

再審38。 

三、專利更正確實延遲民事專利侵權訴訟的進程，但也不失為

原告可採的訴訟戰術之一 

民法院審理更正是否合法需要時間，專利權人於陳報更正的同時，也必須重新

舉證被控侵權對象仍會落入更正後的申請專利範圍之中，如此一來，通常會造成審

理程序的時間推遲。專利權人提出更正的時間點與次數是否應該受到限制？現行法

規對專利權人的更正權並無行使次數以及時間的限制，若專利權人於訴訟程序中不

斷地行使其更正權，則法院的態度應為如何？若專利權人後申請更正提出之書面理

由與前幾次內容大致相同，且前幾次申請更正已有被駁回者，法院可能會以後申請

更正案具備「顯然均不應被准許」，而自行判斷更正合法性39。 

再者，民事訴訟審理程序可分為準備程序以及言詞辯論程序，而法院會於準備

程序中命當事人雙方整理爭點，因此專利權人提出更正的時間點也會干擾到訴訟的

進行，易言之，專利權人若是於爭點整理完畢後提出專利更正、抑或是於言詞辯論

程序中始提出專利更正，則法院是否應先行判斷此一更正是否合法？如此一來整個

訴訟程序將被嚴重干擾。 

專利侵權訴訟繫屬法院後，法院即會排定庭日進行準備程序，並於準備程序中

整理訴訟上的爭點，被告通常會提出專利無效作為爭點之一。若於被告提出無效專

                                                        
37 同前註。 
38 同前註。 
39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民專上字第3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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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前案證據後，專利權人始提出系爭專利更正，法院大多會自行判斷更正合法。

台灣目前專利民事訴訟實務每次庭期間隔時間約1個月餘，所以只要專利權人提出

系爭專利更正，便能將訴訟進程往後推遲1個月餘以上時間。若是法院以中間判決

方式來裁判系爭專利更正是否合法，則訴訟進程被往後推遲的時間將會更長，如在

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民專訴字第51號中間判決中，由2015年6月起訴至2016年3月

關於系爭專利更正合法之中間判決作成日，法院僅就系爭專利更正是否合法便已經

花費了約9個月的審理時間。 

若專利權人於言詞辯論階段始提出系爭專利更正，經被告抗辯有礙訴訟之進行

時，法院通常不會再斟酌更正程序之進行程度而為本案裁判。在智慧財產法院105

年度民專訴字第50號判決中，原告（即專利權人）於準備程序後之言詞辯論時，始

主張系爭專利之更正，屬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項，且經被告抗辯有礙訴訟之進

行，依民事訴訟法第276條第1項規定，不得主張之。況法院審酌系爭專利之更正於

系爭專利具無效性不生影響，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32條之規定宗旨，無須斟

酌更正程序之進行程度而為本案裁判，最後法院爰依系爭專利更正前之專利範圍為

本件之判斷依據。 

然而就專利訴訟的戰術而言，目前專利權人得於專利訴訟中行使專利更正權的

實務不失為提供另一種戰術運用，即當專利權人不希望訴訟進展過於迅速時，可以

利用適當的提出專利更正的請求來延遲訴訟的進展。以商業面的角度來看專利訴

訟，被告通常會比原告面對更大的壓力而希望能快速平息專利爭議，被告壓力的來

源通常如來自客戶以被告產品因涉及專利侵權而可能轉單或是重新議價的壓力、原

告透過各種媒體擴大訴訟的新聞效果對被告可能產生的汙名化效應、被告產品面臨

迴避設計而衍生各種費用、重新驗證等金錢與時效的損失等因素。 

四、專利權人於一審終局判決敗訴後始提出之專利更正請求，

二審法院仍會加以審酌 

由於專利權人行使更正權並無時間上的限制，因此專利權人也可以於一審終局

判決後，始對系爭專利提出更正。按目前智慧財產法院的審判實務，無論對民事訴

訟中的專利更正請求是採訴之變更說或是攻擊防禦方法之變更說，二審法院都會判

斷更正請求的合法性，惟法院對此兩說法的涵攝法條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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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採訴之變更說案例 

在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7號判決中，一審終局判決日期為

2012年6月21日40，專利權人於提起上訴後於2012年11月23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提

出系爭專利更正本，將系爭專利原請求項2之附加技術特徵合併至請求項1。 

法院於2012年12月19日行準備程序時，詢問兩造是否同意以該更正之申請專利

範圍為本件侵權及有效性之主張及舉證，兩造均當庭表示同意。法院續行此更正請

求之審查認為：現行專利申請實務，關於專利之撰寫，均係以單一項次代表發明人

所欲保護之技術思想，因此原則上每一個項次，無論是獨立項或附屬項，只要具備

可專利要件之技術思想，均係一單獨之權利。因此專利權人將系爭專利原請求項2

之附加技術特徵合併至請求項1之更正已經屬於訴之變更41。 

又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又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縱於訴狀送

達後，原告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無須得被告同意。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46

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自明42。 

所以，專利權人之更正請求既然屬於訴之變更，除例外情形外，經他造同意。

而所謂的例外情形，即是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

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聯，而就原請

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

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

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53號判決、100

年度台抗字第761號民事裁定）43。 

法院最後認為，更正後之主要爭點仍有共同性，專利侵權被告仍係以與原審所

提出相同之證據抗辯該更正後之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有不具專利要件之得撤銷理

由，應認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因此毋須得其同意44。 

                                                        
40 係為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136號判決。 
41 參見該判決「壹、二、(二)」。 
42 參見該判決「壹、二」。 
43 同前註。 
44 參見該判決「壹、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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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攻擊防禦方法之變更說案例 

在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專上字第17號案例中，一審終局判決日期為2017年3

月15日45，專利權人於提起上訴後於2017年4月12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提出系爭專

利更正本，將原附屬於請求項1之請求項5之部分技術內容及附屬於請求項5之請求

項6之部分技術內容併入請求項1中。法院認為本件更正之申請並無顯然不應被允許

之情形46。 

法院於2017年7月27日行準備程序時，當庭諭知雙方當事人，所謂訴訟標的，

係指經原告主張並以原因事實特定後請求法院審判之實體法上法律關係即權利義務

關係，凡基於不同之原因事實所主張之權利，即為不同之訴訟標的（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上字第70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

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另當事人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

法。但事實發生於第一審法院言詞辯論終結後者、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

禦方法為補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第256條及第447條第1項第

2、3款分別定有明文47。 

專利侵權原告主張系爭產品落入更正前與更正後的專利範圍之內，且係為合法

之更正，故其主張之原因事實同一，非訴訟標的之變更，僅為事實上之更正以及原

攻擊防禦方法之補充，且該更正之事實發生於第一審法院言詞辯論之後，揆諸上開

規定，即不受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之限定48。法院最後諭知2017年4月12日之更

正本為合法並在當事人均無表示意見下，以該更正本為審理之範圍。另，在智慧財

產法院105年度民專上字第40號判決中亦採與前開案例類似的判決法理與法律見

解。 

                                                        
45 係為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民專訴字第79號判決。 
46 惟智慧財產局最終以中華民國106年11月1日(106)智專三(一)05017字第10621116390號核駁處

分書做出不予更正之處分結果與法院認定結果不同。 
47 參見該判決「四、(二)、1」。 
48 參見該判決「四、(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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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經由以上分析可知，在民事專利侵權訴訟中給予專利權人專利更正權所帶來的

是弊多於利的結果，增加了民事專利侵權訴訟審判的許多問題。 

本文認為，專利權人的專利更正權應予以適度限縮，尤其是當民事專利侵權的

爭議已經繫屬於法院後，專利更正權更應限縮至影響訴訟最小的範圍。限縮的方式

可以採用由時間軸限制或是由可更正事由限制。第1種方式即是限制專利權人可以

進行更正的時間，如在公告後2年內或是特定的程序（如舉發程序）中，第2種方式

即是在不同程序中限制可以請求專利更正的事由。 

學者認為：由於「重寫請求項」的更正方式，例如對於民事專利侵權的審理影

響最大而造成審理的難題49，「重寫請求項」的更正方式會破壞專利之多項制的本

旨，而且在美國專利侵害訴訟中，也幾乎沒有改寫請求項的案例50。在美國專利訴

訟實務中，如果專利權人想透過專利再發證方式來改變請求項的範圍，除了可能會

使該專利留下受禁反言原則限制的不利證據，法院亦可能認為是改變訴訟標的，應

另提新訴而駁回原訴，縱使於訴訟中再發證獲准，其效力也是向後發生51。因此，

正本清源之計即是仿照美國，至少在民事專利侵權中禁止專利權人以「重寫請求

項」的方式更正，則法院可否審理更正的難題自然可解52。 

本文亦表認同學者所提出之在民事專利侵權中禁止專利權人以「重寫請求項」

的方式更正，禁止專利權人以「重寫請求項」的方式更正也可以帶來其他的正面效

果： 

首先，因為專利權人無法在民事訴訟中提出更正申請中重寫請求項，所以專利

申請人在申請專利時更會謹慎的規劃請求項的撰寫與記載內容，透過請求項多項式

的設計調整不同請求項的權利範圍來取得最佳的保護。 

再者，由於專利申請人更謹慎的看待請求項的撰寫，在申請前會進行前案的評

                                                        
49 劉國讚，註10文，80頁。 
50 同前註。 
51 司法周刊（2014年5月9日），智財法院邀黃致豪律師談美專利侵權訴訟，司法周刊電子報，

1695期，http://www.judicial.gov.tw/jw9706/pdf/1695-4.pdf，最後瀏覽日：2017年11月17日。 
52 劉國讚，註10文，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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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並以適當範圍的請求項進行申請，並提交適當的前案資料給予專利審查員，而

不是去跟審查員爭取不合理且過大的權利範圍。 

第三、降低專利權被無效的比率。專利權被民事法院判定無效的比率過高的現

象一直是個被討論的問題，但專利審查員在有限的時間中要了解申請專利的發明技

術後再進行前案檢索以及專利審查，若遇到申請專利案件的技術背景為其所不熟稔

的技術領域，難免力有未逮而造成專利權被誤准過大的範圍導致遭到法院無效比率

過高。如果由專利權人在申請專利時即能請求適當的專利範圍，則應可降低因權利

範圍過大而被無效的問題。 

第四，專利權人在行使權利進行訴訟前也會更加的謹慎評估其專利的有效性，

一旦發現其專利權存在有權利範圍過大的問題，可以在起訴前提前向專利專責機關

申請專利更正，可減少民事法院在專利有效性方面過多的審理時間。 

在法規調整的建議上，在專利法方面應對於不同法條中之「申請專利範圍」以

及「請求項」的真正意涵的差異性加以調整統一文義。 

在審理法第16條方面，應修正禁止專利權人在民事專利侵權訴訟中以「重寫請

求項」的方式更正請求項範圍，建議可以新增審理法第16條第3項為： 

第1項情形，關於專利權侵害之民事訴訟中，法院應以起訴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為其審理範圍，專利權人於該民事訴訟中不得更正申請專利範圍而變動其所主張受

侵害的請求項範圍。 

另外在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32條方面，法院既然對於專利更正之合法性已

能自行判斷，再去區分例外之應斟酌專利專責機關的更正程序之進行程度的情形已

顯無實益，因此建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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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自動且一致的專利權 
國際耗盡原則 
—— 論美國最高法院Impression v. Lexmark判決 

劉國讚* 

壹、前 言 

專利權人就其申請專利之發明取得專利權後，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實施

該發明之權。物之發明之實施，指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

而進口該物之行為。方法發明之實施，則指使用該方法，或使用、為販賣之要約、

販賣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方法直接製成之物（參閱專利法第58條）。 

在排除他人實施的效力之下，專利權人自己販賣或同意他人販賣其專利產品

後，已從販賣中獲取利益，若對於該專利產品再次販賣的行為主張專利權，將影響

該專利產品之流通與利用。為解決此種私權與公益平衡之問題，乃發展出「權利耗

盡原則」（principle of exhaustion），或稱第一次銷售原則（first-sale doctrine）。

根據此原則，專利權人自己製造、販賣專利物品或同意他人製造、販賣之專利物品

第一次流入市場後，專利權人已經行使過專利權，就該專利物品之權利已經耗盡，

對於該專利物品之再度銷售不再享有排他權。 

權利耗盡原則是從專利制度的基本精神而來，並未詳細規範於專利法中。實務

                                                        
DOI：10.3966/221845622018040033005 
收稿日：2017年12月8日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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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若專利權人於首次銷售時做出限制，例如限制購買人不得再度銷售、或對於某些

消耗性器材限制僅能使用一次，則購買人再度將該物品重製並銷售時，專利權人可

否對其主張專利權？亦即是否可讓專利權人保留專利權而無耗盡？又專利商品在國

際 間 流 通 時 有 應 採 國 際 耗 盡 （ foreign exhaustion ） 或 國 內 耗 盡 （ domestic 

exhaustion）原則的問題？美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下稱

「最高法院」）於2017年作成的Impression Products, Inc. v. Lexmark Intern., Inc.事

件1（下稱「本件訴訟」）中，對於權利耗盡原則有明確的闡釋，也對於美國係採國

際耗盡或國內耗盡做出明確的宣示。本文將從本件訴訟的判決歷程與案例法，探討

有關專利權耗盡在實務上所爭議的問題。 

貳、美國專利法規定 

首先介紹本件訴訟涉及的美國專利法規定。美國專利法第154條(a)(1)項規定專

利權的效力是排他權：「每件專利包含一個簡短的發明名稱及給予專利權人、其繼

承人或受轉讓人排除他人在美國境內製造、使用、為販賣之要約該發明或銷售該發

明或進口該發明到美國境內的權利，以及，如果該發明是一個製程，則是排除他人

在美國境內使用、為販賣之要約或銷售或進口至美國境內該製程所製成之產品的權

利。」2 

美國專利法第271條(a)項則是規範專利侵害的行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任

何人未經授權（without authority），在專利權有效期間內，在美國境內製造、使

用、為販賣之要約，或銷售、或進口至美國境內任何獲得專利之發明（patented 

invention），侵害該專利。」3 

                                                        
1 Impression Products, Inc. v. Lexmark Intern., Inc., 137 S. Ct. 1523, 1526 (2017).  
2 Every patent shall contain a short title of the invention and a grant to the patentee, his heirs or 

assigns, of the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from making, using, offering for sale, or selling the invention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ing the invention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f the invention 
is a process, of the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from using, offering for sale or selling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products made by that process, referring to the 
specification for the particulars thereof. 

3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is title, whoever without authority makes, uses, offers to sell,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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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271條(c)項則是幫助侵害的行為：「凡在美國為販賣之要約、販賣、或

進口至美國一元件，該元件為一有專利之機器、製品、組合、或組成的一部分，或

一材料或裝置用於實施一有專利之方法，該零件、材料或裝置構成發明的本質部分

（material part），知道（knowing）其被特別製造或適於使用在該專利之侵權上，

並非商業上適用於實質非侵權之用的日用品或通用品，將被歸責為幫助侵權人。」4 

幫助侵害是一種間接侵害，因此有時稱第271條(a)項為直接侵害。直接侵害行

為人必須有第271條(a)項所列之製造、使用等行為，而被訴產品或方法則必須是具

有專利權範圍（claim）所載的全部技術特徵；相對地，幫助侵害行為人則只要實施

專利權範圍的部分技術特徵即有可能成立，但還有其他直接侵害所無之成立要件。

依第271條(c)項所載，幫助侵害之成立，至少要證明被告有：一、有為販賣之要

約、販賣、或進口等之行為，二、行為客體是該專利發明的一部分，物品發明是其

部分零件，物質發明是其部分材料，方法發明則是用於該方法的材料或裝置，三、

該部分是一專利發明的本質部分，並非商業上適用於實質非侵權之用的日用品或通

用品；四、知道該部分是特別製造來用於侵害該專利發明。 

另外，最高法院從法律規範意旨，又在案例法5中指出必須有直接侵害之存在，

才會有幫助侵害。典型的態樣是持有專利品的消費者為直接侵害行為人，消費者

「製造」或「使用」被訴產品，該產品符合系爭專利權範圍的全部技術特徵，而幫

助侵害行為人是更換專利權人或被授權人所銷售產品的部分元件為業的公司。 

幫助侵害須以直接侵害存在為前提，而直接侵害是否成立，則以元件的更換究

竟是修理（repair）或重建（reconstruction）為爭論焦點。專利物品的所有人更換零

                                                                                                                                                        
sells any patented invention,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y 
patented invention during the term of the patent therefor, infringes the patent. 

4 Whoever offers to sell or sell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onent of a patented machine, manufacture, combination or composition, or a material or 
apparatus for use in practicing a patented process, constituting a material part of the invention, 
knowing the same to be especially made or especially adapted for use in an infringement of such 
patent, and not a staple article or commodity of commerce suitable for 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 shall be liable as a contributory infringer. 

5 Aro Manufacturing Co., Inc. et al., v. Convertible Top Replacement Co., Inc., 81 S. Ct. 599, 600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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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進行修理是將其所持有的財產維持在可使用的狀態，因此不構成直接侵害；如果

更換零件已經是重建該持有物，則會被認為構成直接侵害。因而，修理或重建對於

供應更換元件者是否成立幫助侵害具有決定性。案例法所建立的判斷原則，是以更

換元件的壽命為準，當所更換元件相對於其他元件的壽命明顯較短時，會被認為是

一種耗材的更換，這是維持整個專利物品仍可使用的修理，不成立幫助侵害。 

參、案例事實與訴訟經過 

以下先介紹本件訴訟的事實，從地院到聯邦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ederal Circuit, CAFC）的歷程，以及兩件重要的判決先例。 

一、系爭專利與被訴產品 

本件訴訟是關於雷射印表機的碳粉匣，也就是含有碳粉的匣子，雷射印表機用

來在紙上呈現影像。Lexmark國際公司（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在美國及全球

設計、製造及販賣碳粉匣給消費者，它有數件專利是關於其碳粉匣與其使用。 

當碳粉匣的碳粉用完後，碳粉匣可以重新填充再次使用。這讓其他稱為再製者

（remanufacturers）的公司，有機會從美國和國外的碳粉匣購買者獲得Lexmark所出

售空的碳粉匣，重新填充後，再以較低的價格銷售。 

Lexmark知道此種商業問題，因此建構其銷售策略，鼓勵消費者回收用完的碳

粉匣。它提供購買者兩個選項：一項是以完全價格購買碳粉匣，稱為「正常碳粉

匣」（Regular Cartridge），這種碳粉匣可以回收再充填碳粉使用；另一項是藉由

Lexmark回收方案，以大約減少20%的較低價格購買，稱為「回收方案碳粉匣」

（Return Program Cartridge）。選擇回收方案的購買者必須簽署合約同意只使用碳

粉匣一次，只能將用完的碳粉匣交給Lexmark而不可交給他人，以換取較低的價

格。為了執行這個「單次使用／不得再銷售」（ single-use/no-resale）的限制，

Lexmark在每個回收方案的碳粉匣設定晶片，晶片監控碳粉剩餘量，並且可避免該

碳粉匣再次被填充使用。 

Lexmark的策略反而刺激再製者有更多創意，許多人獲得空的回收碳粉匣後，

發展破解晶片的方法，以自己製造的未經授權晶片置入回收方案碳粉匣，讓碳粉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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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再度置入印表機使用。晶片的科技障礙被排除後，Lexmark所設計來避免回收

碳粉匣再製的商業模式效果不彰。結果，同意Lexmark的單次使用／不得再銷售的

合約只及於初次購買的顧客，不及於該顧客下游的購買者亦即再製者。 

Lexmark以兩種管道銷售其碳粉匣，一種是直接出售給終端消費者，另一種出

售給「再銷售者」（re-sellers），包含批發商及零售商。Lexmark出售給終端消費者

時，該銷售為首次銷售；出售給再銷售者時，該銷售為首次銷售，再銷售者出售給

消費者則非首次銷售。 

Lexmark不打算承認其回收方案失敗，於2010年對一些再製者提起訴訟，訴訟

進行到最後只剩 Impression產品公司（ Impression Products, Inc.）。Lexmark訴稱

Impression違反美國專利法第271條，Impression獲得已用過的空碳粉匣，包含一些

回收方案碳粉匣重新更換晶片及充填碳粉，然後在美國境內銷售，在美國境外獲得

的碳粉匣則輸入美國。對於某一些直接覆蓋碳粉匣的專利，Lexmark主張專利法第

271條(a)項的直接侵害，對於某一些專利則只有終端使用者直接侵害，Lexmark主張

Impression須負專利法第271條(c)項的幫助侵害之責。  

更具體而言，被訴碳粉匣有兩種類型，一種是Lexmark在美國所銷售帶有限制

的回收方案碳粉匣，Lexmark稱其明確禁止這些碳粉匣的再次使用及再次銷售，當

再製者填充碳粉匣而再次銷售時侵害Lexmark的專利。另一種是Lexmark在國外銷售

的所有碳粉匣，Lexmark在國外銷售而再製者將其輸入美國。Lexmark主張其從未授

權給任何人進口這些碳粉匣，因此再製者侵害其專利。 

二、地區法院訴訟經過 

第一審由俄亥俄南區地區法院（ Southern District of Ohio）審理。被告

Impression同意碳粉匣落入Lexmark所持有的專利權範圍，也未爭執專利的有效性，

只用一個理由防禦，也就是Lexmark所出售的碳粉匣於首次銷售時權利已經耗盡，

並對兩種類型的系爭碳粉匣提出不侵害Lexmark專利，請求駁回原告之訴的聲請。

地區法院准予 Impression對於在美國境內銷售之單次使用碳粉匣的再出售不侵害

Lexmark專利之聲請，認為這種碳粉匣於首次銷售之後專利權已經耗盡，而駁回原

告之訴。另一種在美國境外銷售的碳粉匣，地區法院則認為碳粉匣首次銷售是在美

國境外，因此專利權並未耗盡，Impression將碳粉匣輸入美國再銷售的行為無法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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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專利侵害責任。兩造均向CAFC上訴。 

在地區法院及CAFC審理時，引用兩件重要的CAFC判決先例，一件是1992年所

作的Mallinckrodt事件6，另一件是2001年所作的Jazz Photo事件7，在此要先介紹這兩

件案例法原則。 

三、Mallinckrodt事件 

系爭專利產品是一種將放射性或治療物質以噴霧器對病人肺部噴霧的裝置，用

來治療肺病。Mallinckrodt製造系爭產品並以單一套組銷售給醫院，包含有一個產生

放射性薄霧的噴霧器，一個傳送氧氣或空氣與活性物質的歧管，一個過濾器、管、

口部零件、和夾鼻器。使用時，放射性物質或藥物置入噴霧器中，霧化後，病人在

封閉的系統中吸氣和呼氣。該裝置使用後放入Mallinckrodt所提供的密封容器中以降

低輻射外曝以及丟棄。 

該裝置標示有專利號及商標、還有「只能單次使用」的字樣，包裝上也記載有

「只限單一病人使用」的指示，並指引醫院將使用後的裝置於丟棄前密封在密封容

器中。 

然而，醫院並未依指示將使用後的裝置丟棄，而是收集後交給Medipart公司，

Medipart將其包裝後交給Radiation Sterilizers公司，該公司將該包裝曝在至少2.5百萬

雷徳（rad）的伽碼射線，然後再交回給Medipart。Medipart檢查每個組件是否有損

壞，然後以新的過濾器、管、口部組件、和夾鼻器更換之，稱其為「重新處理後的

單元」（reconditioned units），再交回給原來的醫院再度使用，這個重新處理的單

元還是有「只能單次使用」的標示以及Mallinckrodt的商標。 

Mallinckrodt起訴稱Medipart侵害其專利、商標、以及不公平競爭。關於專利部

分，地區法院審理時雙方對於系爭產品賣給醫院是首次銷售並無爭議，也無爭議產

品使用的限制。地區法院最後認為「只能單次使用」的限制在專利侵害中不能行

使，因為這是一種專利權的濫用，所引用的判決先例是有關專利產品銷售時限制出

售價格的行為違反公平競爭的法律。而且，Medipart對於系爭產品所做的行為是允

                                                        
6 Mallinckrodt, Inc. v. Medipart, Inc., 976 F.2d 700, 701 (1992).  
7 Jazz Photo Corp. v. International Trade Com’n, 264 F.3d 1094, 1095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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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的修理而非不允許的重建，幫助侵害不成立，因此原告無法依據專利法請求損害

賠償。 

Mallinckrodt上訴時主張單次病人使用的限制在專利法下是可行使的，因為這種

使用是在取得專利權的範圍內，這個限制並沒有擴張取得專利權的範圍，Medipart

則以單次使用的限制不能行使來抗辯。 

CAFC認為專利產品的使用限制是否可行使，是從專利法第154條給予專利權的

排他效力而來，這個排他權可能會全部或部分無法執行（waive），此種無法執行的

狀況可能是因專利法、契約法、反托辣斯法、或其他作用法而來，也包含專利權濫

用的法律。本案的判斷原則是要看Mallinckrodt的限制是否在給予專利權的合理範圍

內，或者專利權人的限制已經是超越給予專利權的投機行為，而有違反公平競爭的

效果。 

CAFC認為再次使用的限制與限制再出售價格不同，限制再出售價格有違反公

平競爭的問題，而限制再次使用則無。地院認為限制再次使用於專利法下是無法行

使是錯誤的，應該要看專利產品的銷售於銷售與授權相關法律下是否有效，如果再

次使用的限制是在給予專利權的合理範圍內，則違反再次使用限制的行為是侵害專

利。在此認定下，Medipart對於被訴產品所做的行為是修理或者重建並不需要判

斷。 

四、Jazz Photo事件 

本案專利權人是富士軟片公司（Fuji Photo Film Co.），在國際貿易委員會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起訴的事件，訴稱27位被告將系爭產品輸入

美國的行為侵害其多件美國專利。系爭產品是一種單次使用的照相機，稱為「鏡頭

軟片整體包」（lens-fitted film packages, LFFP）。ITC最後決定認為侵害成立，其中

三位被告向CAFC上訴。 

系爭專利發明是一種簡單型的照相機，主要元件有塑膠外殼帶有快門，快門釋

放鈕、鏡頭、觀景器、軟片前進機構、軟片計數顯示，一些機型有閃光燈組件和電

池。外殼也包含一卷軟片保持器及軟片容器避免曝光。相機出廠時已填充軟片，然

後用超音波焊接或其他方法將外殼密封。專利權人出售LFFPs時只打算讓其作一次

使用，軟片用完後可以在塑膠外殼預設較弱的部位打開將軟片容器取出，LFFP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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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棄。被告是將用完的LFFP回收，重新裝入軟片後出售。圖1是其中一件代表性專

利US4884087專利的第8圖。 

根據ITC調查，重製者將LFFP回收再出售的步驟如下： 

˙移除蓋板； 

˙打開LFFP本體，至少要切開一個焊接處； 

˙更換滾輪將軟片匣置入； 

˙重新設定計數器； 

˙有閃光燈的LFFP要更換電池； 

˙將新的軟片捲進滾筒； 

˙重新用膠帶或黏膠封閉LFFP本體； 

˙蓋上新的蓋板。 

 
圖1 

本案被告辯稱其並非製造新的LFFP，而只是簡單的在使用過的照相機上更換軟

片，因此只是修理行為而無侵害。因為LFFP實際可用壽命比富士所建議的要長，專

利權人不可限制其使用，這是允許的修理行為。但ITC認為被告行為是屬於不允許

的重建，而認定侵害成立。CAFC則判斷被告行為是允許的修理而非不允許的重

建，而推翻ITC的決定。 

本案關於富士軟片出售相機後是否權利耗盡，CAFC所用原則是專利權人首次

銷售時可以保留再次銷售的權利，前提是首次銷售時必須有明確的約定。富士軟片

主張有限單次使用的指示及提醒文字在LFFP的蓋板上，ITC認為依這些提醒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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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人保留了再次銷售的權利，因此LFFP首次銷售之後權利並未耗盡。然而，

CAFC認為ITC過度重視富士軟片的意圖，專利權人的意圖並無法限制專利產品的再

次使用，也不會將修理轉變為重建。CAFC指出，決定合約的明示或隱含授權是契

約法的問題，而銷售者的意圖，除非有可行有效的契約，並無法對於購買者再次使

用、銷售做出限制，而產品包裝上的指示，並不是與購買者契約合意的型態，也就

是購買者並沒有同意只做單次使用。 

五、本件訴訟CAFC判決 

回到本件碳粉匣的訴訟，CAFC審理本案時，考量本案所涉1992年所作的

Mallinckrodt案例法，以及2001年所作的Jazz Photo案例法，是否在最高法院後續的

判例之後還有效，尚有所顧慮，因此以全院法官聯席聽證審理本案，於2016年作成

裁判8。 

CAFC在檢視最高法院相關判決先例之後，認為Mallinckrodt判決先例的原則仍

可維持：專利權人銷售一專利物品時做出單次使用／不得再銷售的限制是合法的且

清楚地告知購買者，而不是藉由該次銷售予購買者或下游購買者，則該再銷售／再

使用之授權已經被明確否定。此種再銷售或再使用是對於授權的法律限制，會在原

始銷售時成立，而維持未授權狀態，因而屬專利法第271條的侵害行為。 

Jazz Photo判決先例的原則亦可維持：美國專利權人只是藉由在境外銷售或授權

銷售美國專利物品，並未授權購買者輸入該物品以及在美國境內銷售及使用，屬欠

缺專利權人同意授權的侵害行為。外國市場是在外國統治下並不相當於在美國控制

下的美國市場，而在美國境內的美國專利權人之銷售可推定為對其銷售的物品耗盡

專利權。 

依據這兩個原則，CAFC分別就美國境內與境外銷售的碳粉匣，判斷本件訴訟

中Impression的專利權耗盡之抗辯是否有理由。結論是逆轉地區法院對於境內銷售

的回收方案碳粉匣不侵害的判決，維持地區法院對於境外銷售碳粉匣進口美國屬侵

害行為之判決。 

                                                        
8 Lexmark Intern., Inc. v. Impression Products, Inc., 816 F.3d 721, 72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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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國境內銷售回收方案碳粉匣 

首先是 Lexmark 在美國銷售的回收方案碳粉匣， CAFC 採推定耗盡原則

（presumptive-exhaustion），專利權人對於下游的購買者可以保留其可行使的權

利，藉由「清楚地告知」（clearly communicated）購買者，即可對於銷售後的使用

或再度銷售做法律限制。CAFC分析權利耗盡原則是來自專利法第271條(a)項的「未

經授權（without authority）」，專利權人可禁止該物的製造、使用、販賣或進口。

當你購買一物件時，你被推定為同時獲得授權自由使用或再度銷售該物件，但這只

是一個推定，當銷售者限制銷售後的使用及販賣時，就沒有此種授權的推定。本案

兩造均同意Impression知道Lexmark銷售時的限制，而且這些限制並沒有違反法律，

CAFC的結論是Lexmark的銷售並沒有耗盡其專利權，因此該公司對於Impression重

新裝填及再次銷售回收計畫碳粉匣時仍可以主張專利侵害。 

(二) 境外的回收方案碳粉匣進口美國是否侵害 

至於Lexmark在境外銷售的碳粉匣，CAFC採國內耗盡原則，專利權人決定在境

外銷售一件產品，並沒有終止其對一「輸入該物件且在美國境內銷售」之購買者提

出侵害訴訟的能力。依據該原則，CAFC的結論認為，當專利權人收到「在美國市

場銷售的利益獎賞」時才會耗盡，專利權人在境外的銷售並不會產生耗盡，美國專

利並無法提供境外保護，因而無法支撐專利權人在境外銷售的價格。結果是，即使

Lexmark對於境外銷售的產品沒有保留權利，對於Impression從海外銷售的碳粉匣帶

進美國市場銷售的行為，仍然可以自由行使專利權。 

肆、美國最高法院判決 

Impression向最高法院上訴，最高法院發調卷令審理本案，本案關鍵爭點在於

Impression的專利權耗盡之抗辯是否有理由，就美國境內與境外首次銷售的碳粉匣

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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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境內銷售的碳粉匣是否權利耗盡 

關於Lexmark在美國境內銷售的回收方案碳粉匣被Impression再次充填銷售是否

侵害Lexmark專利，最高法院的結論是Lexmark在銷售這些碳粉匣時耗盡其專利權。

Lexmark與顧客合約對單次使用／無再次銷售限制在契約法下可能是清楚的且可行

使的，但它們並無法讓Lexmark保有專利權。 

(一) 專利權耗盡是自動的 

最高法院先從專利法出發，專利法第154條(a)項授予專利權人「排除他人製

造、使用、為販賣之邀約、或銷售其發明的權利」。專利權耗盡原則對於排他權有

所限制可追溯到1853年的判決先例9。而且過去判決先例也指出這個限制是自動地

（automatically）：當專利權人選擇銷售一物件，則該產品「不再是獨占的限制範

圍內」，而是變成購買者在其所有權的範圍及利益內「私有的，個人的財產」。專

利權人可以自由和購買者設定價格及談判合約，但無法「藉由其專利」，控制該產

品的所有權已經移轉給購買者之後的權利10。這個首次銷售會「終止所有對該物件

的專利權」11。 

最高法院指出：「這個良好建立的耗盡原則，讓專利權在普通法原則下對抗讓

渡之限制。專利法藉由授予發明人一個限制的獨占以促進科學和有用技藝的發展，

而允許其對其發明『確保財務上的獎賞』。然而一旦專利權人銷售該物件，他已經

享有『藉由限制的獨占』所確保的所有權利。因為『當專利權人已經收到使用其發

明的獎賞，……專利法的目的已經實現』，專利法對該物銷售後無法再提供限制使

用及享有。」12 

最高法院以二手車的商店為例，指出CAFC所用的原則是錯誤的：「二手車的

商業活動可以運作，是因為該商店能自由修理及再度銷售車輛。如果製造數千零件

給車輛的公司可以在首次銷售後仍保有其專利，並且告商店所有人侵害專利，則這

個商業的平穩交易流動會被破壞。即使專利權人克制自己不施加該限制，專利的威

                                                        
9 Bloomer v. McQuewan, 14 How. 539, 14 L.Ed. 532, 533 (1853).  
10 United States v. Univis Lens Co., 316 U.S. 241, 250 (1942). 
11 Quanta Computer, Inc. v. LG Electronics, Inc., 553 U.S. 617, 625 (2008). 
12 Id. 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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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也會讓商店所有人投資於避免自己涉入潛在的訴訟。將專利權擴展到首次銷售之

後，會阻礙商業的流動。先進的科技有成長中且更複雜的供應鏈，會讓這個問題擴

大。」13 

最高法院再引用兩件判決先例，一件是1918年的留聲機（Graphophones）事

件 14，留聲機是早期一種用來記錄及重現聲音的裝置，製造者銷售留聲機給零售

者，以合約約定再次銷售的價格。有些零售者未依合約價格再次銷售，製造者對其

提起專利侵害訴訟，判決結論是製造者的合約約定超過專利法的限制，而無法再藉

由專利獨占對於零售者的再次使用做出限制。也就是即使專利權人在一個明確的限

制下銷售一物件，專利權人對該產品也無法保留專利權。第二件是眼鏡鏡片的事

件15，一家製造眼鏡鏡片的公司，授權給一代理人銷售其產品給批發商及零售商，

要求其承諾以固定價格銷售該鏡片。美國政府對其提起反托辣斯訴訟，該公司辯稱

其是在專利法下的權利行使，判決結論是初次銷售「放棄（relinquish）對於以銷售

產品的專利獨占」，因此固定再次銷售價格無法從專利法中得到支持。 

回到本案，最高法院認為依過去的判決先例只有一個結論，Lexmark對於回收

方案碳粉匣，不能對Impression提出專利侵害訴訟來行使其單次使用／不得再次銷

售的約定。Lexmark的碳粉匣一但銷售，這些回收方案碳粉匣就已經超出專利獨占

範圍外，Lexmark所保留的權利是與其購買者間契約法的問題，而不是專利法。 

(二) CAFC對權利耗盡原則的闡釋錯誤 

最高法院指出CAFC得到不同的結果是因為基於錯誤的基礎。CAFC認為權利耗

盡原則必須用解釋專利法侵害條文的方式來理解，侵害條文禁止任何人「未經專利

權人授權」而使用或銷售一專利物件。耗盡原則是一個預設的原則，專利權人決定

銷售一物件時「推定給予『同意』讓銷售者使用它及再次販賣」。在此概念下，專

利權人獲得專利權是「一束權利」，如果專利權人明確從該束權利中抽出一根，也

許是藉由限制購買者再次銷售的權利，則該購買者並沒有獲得該授權，專利權人可

能在專利法下繼續行使其專利權以排除之。 

                                                        
13 Id.  
14 Boston Store of Chicago v. American Graphophone Co., 246 U.S. 8, 17-18 (1918). 
15 United States v. Univis Lens Co., 316 U.S. 241, 250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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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否定上述說法，認為耗盡原則並不是伴隨銷售而推定授權，而是對專

利權人權利範圍的限制：「使用、銷售、或進口一物件的權利在專利法中是獨立

的。專利所給予專利權人的排他權是一種限制的權利以避免他人做這些行為。耗盡

會使該排他權消失。……結果是，該銷售轉移使用、銷售或進口的權利，因為這些

是伴隨所有權的權利，購買者是自由的且不會在侵害訴訟內，因為在此已經沒有排

他權可以行使。」16 

CAFC將專利品的銷售當作是授權，因此專利權人可以對其銷售的產品做一些

限制，正如授權契約也可以做一些限制。例如電腦開發者可能授權製造者製造其專

利裝置及限制該裝置只給個人的非商業使用。若被授權人違反該授權約定而銷售電

腦於商業使用，專利權人可對被授權人提起侵害告訴。 

最高法院認為CAFC上述顧慮是錯的，並從商品流通的觀點，區分專利品之銷

售和專利授權契約的差異：「當一物件通過商業，它在市場上移動時不應該在法律

雲的陰影下。但一個授權並不是將權利通過一個產品，它是關於改變專利權人獨占

的輪廓：專利權人同意不排除被授權人製造或販賣該專利發明，擴展被授權生產者

和銷售者的集合。因為專利權人交換權利而非產品，它可以自由放棄一束專利保護

的一部分。」17 

權利耗盡的專利品也包含專利權人授權銷售的產品，被授權人的銷售在專利耗

盡的目的上，會被處理為等同於專利權人自己銷售，該次銷售對於該產品耗盡專利

權人的權利。因此，即使被授權人對於購買者施加限制，該次銷售仍然耗盡該銷售

品的所有專利權。購買者可能不會遵守該限制，但可以主張的權利是契約法而非專

利法。 

專利權人授權他人實施，可以做一些限制和約定，如果被授權人的實施行為超

出授權範圍外，則該實施行為相當於沒有專利權人的授權，專利權人可以對被授權

人及知情的購買者主張專利侵害。既然專利品之銷售和專利授權實施不同，因此專

利權人不能使用授權實施相同的約款來對購買者施加銷售後的限制。 

過去判決先例18的事實情況是，被授權人在專利權人的授權範圍外實施，則被

                                                        
16 Id. 1534. 
17 Id.  
18 General Talking Pictures Corp. v. Western Elec. Co., 58 S. Ct. 849, 850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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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人侵害專利權人的權利因為其實施行為並不符合授權的條件，專利權人可對購

買者提出專利訴訟，因為購買者涉入被授權人的侵害行為。亦即，若專利權人並未

授權給被授權人販賣，則該販賣行為不會讓專利權人的權利耗盡。 

二、境外銷售的碳粉匣是否權利耗盡 

關於境外銷售的碳粉匣是否權利耗盡，Lexmark也在國外銷售碳粉匣且告

Impression侵害其專利，包含所有進口的碳粉匣侵害專利，不只是回收方案的碳粉

匣，Lexmark主張外國的銷售並不會觸動專利權耗盡，除非專利權人明確或暗示移

轉或授權其專利權。CAFC認同Lexmark的主張，但最高法院不同意此種說法，而認

為專利權應採國際耗盡，一個在美國境外的授權銷售，正如在美國境內，在專利法

下耗盡所有專利權。 

(一) 著作權的國際耗盡 

最高法院認為這個問題是有關智慧財產權的國際耗盡，是來自著作權。首次銷

售原則可見於成文法17 U.S.C. 109 (a)，著作權所有人銷售合法著作時，它喪失了限

制購買者「銷售或支配該著作」的權利。最高法院認為首次銷售原則用於合法著作

物在境外的製造和銷售：「我們從條文的原意開始，但並非決定性的，條文文字既

未限制首次銷售原則的地域性範圍，也未清楚地指出國際耗盡。國際耗盡的原則是

因為首次銷售原則來自普通法拒絕允許限制動產讓渡。普通法原則並無地域限制。

條文缺乏任何文字可區分國內和國外銷售，意指首次銷售原則之直接應用

（straightforward application）的結論是可適用在境外。」19 

(二) 一致的國際耗盡 

最高法院認為既然著作權是國際耗盡，從商品流通的觀點，並沒有必要將專利

與著作區分：「專利權於境外銷售的耗盡是直接應用，專利權耗盡的本質也是對抗

商品流通之限制，專利法的文字或歷史並沒有顯示國會想要限制無邊境的普通法原

則於國內銷售。事實上，國會一點也沒有改變專利權耗盡，它並無文字限制於專利

權人獨占的範圍。……區分專利權耗盡和著作權的首次銷售原則在理論上或實務上

                                                        
19 Id. 1536. 



174  

專利師︱第三十三期︱2018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均不合適，兩者有強大的相似性且同一目的，且許多日用品，汽車、微波爐、計算

器、汽車電話、藥品、及個人電腦，同時受到專利和著作權保護。」20 

Lexmark認為專利法限制專利權人排除他人製造、使用、販賣或進口其產品的

權利只在美國境內，國內銷售觸發耗盡因為銷售補償專利權人讓其「放棄

（surrendering）美國權利」。國外銷售是不同的，專利法並未給予專利權人境外的

排他權利。沒有這些權利，專利權人在國外市場的銷售不能以在美國境內相同的售

價銷售，因此無法收到美國專利法保證的獎賞。缺乏該獎賞，應該沒有耗盡權利。

簡而言之，境外的銷售並無專利權耗盡因為境外並無專利權可耗盡。 

最高法院不採此種觀點，而是認為專利權的地域限制並無法作為與著作權保護

區分的基礎，因為這些保護並無任何地域性的運作，也沒有地域限制支持Lexmark

的主張。最高法院指出：「購買者買一物件，而非買專利權。權利耗盡由專利權人

決定適當的商品價格及收到該費用而觸發。……專利權人在國外可能無法就其商品

有和美國境內相同的售價，但專利法並不保證特定的價格，有可能遠低於銷售給美

國消費者的價格。反而，這個排他權只保證專利權人獲得一次獎賞——專利權人被

視為已經獲得『滿足補償』的數量。」21 

最高法院引用125年前有關國際耗盡的判決先例22，這是在電燈普及化之前，一

零售商從德國的製造者購買煤油燈，在美國銷售。製造者在德國法下有授權可製造

該煤油燈，德國製造者並沒有美國專利。專利權人告零售商進口該煤油燈進口美國

侵害專利。德國製造者並未自美國專利權人獲得允許銷售，美國專利權人就該產品

並未耗盡其專利權，因為它們並未銷售給任何人，因此向德國製造者的購買者並未

授權可在美國境內銷售該產品。本件判決先例是美國專利權人並未自己銷售也未授

權銷售專利品，專利品的權利當然沒有耗盡。因此，基本原則是，只有專利權人能

決定是否完成一個銷售就其物件耗盡其專利權。本案美國專利權人並未對德國產品

如此做，因此德國的銷售並未耗盡其專利權。 

最高法院最後逆轉了CAFC本件判決，也宣告廢棄（abrogating）Mallinckrodt與

Jazz Photo兩件判例原則。 

                                                        
20 Id. 1536. 
21 Id. 1537. 
22 Boesch v. Graff, 133 U.S. 697, 703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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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問題與討論 

一、權利耗盡理論 

權利耗盡是指專利權人或其被授權人首次出售專利產品（俗稱真品）之後，該

專利產品的專利權耗盡，無法對再次銷售或使用的行為主張專利權。權利耗盡理論

在學理上有數種不同的學說，包含：重複利得機會論、默示同意論、所有權行使

論、流通阻礙防止論等。 

所謂重複利得機會論，是指專利權人出售專利產品，或行使專利權授權他人實

施專利發明以取得授權金之後，若容許專利權人對真品之轉賣者或使用者，再度行

使專利權以取得專利權費用，則專利權人對同一真品可取得二次、三次之利益，這

是不妥當的。 

所謂默示同意論，是指專利權人或其被授權人出售真品，等於是默示他人其後

之實施，故允許對其後之實施行使專利權是不妥當的。依此見解，專利權人可撤回

默示同意的意思表示，而無權利耗盡。為求慎重，專利權人和專利品的受讓人間，

就其撤回要有明確的意思表示之合意。 

所謂所有權行使論，是說真品銷售移轉給消費者時，真品如何使用收益處分的

所有權是歸屬於消費者。消費者對該真品之實施，是基於其所有權之行為，因此為

專利權效力不及。此說弱點在於無法解釋為何所有權的行使優先於專利權之效力。 

流通阻礙防止論是說如果專利權於首次銷售後並未耗盡，則真品銷售後還需要

專利權人的同意才能使用，這樣是有害專利商品的自由流通，並不妥當。 

CAFC綜合過去判例認為應採推定耗盡，這比較接近默示同意論。CAFC認為專

利商品出售時，若專利權人沒有任何表示，可推定為專利權人容許購買者可就該專

利品再次銷售、使用，也就是專利權人默示同意購買者實施該專利品。 

二、自動的權利耗盡 

美國最高法院則認為專利權耗盡是「自動的」，專利權人無法藉由專利法所給

予的權利作任何限制。此種自動的專利權耗盡等於是否定了默示同意論，專利權人

銷售商品並不是「推定」為權利耗盡，而是「自動」耗盡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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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定耗盡與自動耗盡最大的差異，在於推定耗盡下專利權人仍可保留權利，若

保留權利成功則仍可對再銷售者行使權利，而自動耗盡則無法保留任何權利。 

自動的權利耗盡，其理由是專利品銷售時，專利法給予專利權人的利益就已經

實現，既然已經實現，則該專利品不再有任何專利權可以主張，當然不可能再藉由

各種方式保留其權利。 

回到專利制度的本旨，專利制度之目的是為了促進產業發展，希望發明人將其

發明公開給大眾，讓大眾可以該發明的基礎上做更進一步的研發。為了提供發明人

公開其發明的誘因，要給發明人一些好處。至於要給發明人甚麼好處，早期曾有褒

獎制度，給予發明人獎狀或獎金，但獎狀無法反映發明的價值，不同的發明也很難

衡量獎金的多寡，因此褒獎制只運作很短的時間或根本無法運作。現今給予排他權

的專利制度是國際主流，也已經運作非常多年的時間。排他權是讓專利權人出售其

專利品時，藉由排除他人實施之權利可以有比較高的利潤，讓市場自己決定其發明

的價值。當專利權人出售專利品時，專利制度給予排他權之目的就已經實現，因此

該專利品自動耗盡專利權，專利權人無法用保留權利的方式對於第一次銷售後之專

利品的使用、販賣行為主張專利權。 

三、權利耗盡與授權合約的差異 

CAFC將專利品銷售比擬為專利授權，因此得到錯誤的權利耗盡原則。CAFC從

專利法侵害行為的條文出發：任何人「未經授權」（without authority），在專利權

有效期間內，在美國境內製造、使用、為販賣之要約，或銷售、或進口至美國境內

任何獲得專利之發明，侵害該專利。這個「未經授權」的條文可以比照授權實施來

解釋之，專利權人授權他人實施可以自由約定授權內容，過去判例也指出製造、使

用、為販賣之要約、銷售、進口等行為都是獨立的，因此授權契約可以約定只授權

部分行為，其他行為不授權。在此解釋下，CAFC認為專利權有一束權利，當專利

權人銷售專利品時，可以比照授權合約，從一束權利中抽出幾根，也就是可以約定

保留再次銷售的權利。 

這樣的解釋是過去許多上訴法院案例所遵循的，可說是穩固的案例法，長年以

來專利權人可以保留再次銷售權利這一點其實沒有太多爭議，反而是在爭議何種情

況下可以認可專利權人已經保留再次銷售的權利，也就是專利權人與購買者的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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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是有效的。CAFC認為判斷原則在於客觀來看專利權人是否與購買者有明確的

告知，Jazz Photo事件專利權人只是在專利品上標示單次使用並沒有被法院認定為約

定有效，本件碳粉匣的銷售約款則被認定有效。另外，還要看這個約款是否違反其

他法律，特別是違反公平競爭的法律，如果約定再次銷售價格，則有違反公平競爭

法的問題，該約款會無效。 

最高法院則指出權利耗盡是從專利法的基本精神而來，不是從侵害的條文來解

釋，因而不能將授權他人實施與出售專利品混為一談。本件判例一舉變更了長年以

來上訴法院的案例法，專利品一旦由專利權人或被授權人出售就自動耗盡專利權，

專利權人銷售產品時再也無法保留任何專利權。 

四、消耗品的重製問題 

本件判決之後，未來此種像碳粉匣中有消耗品，予以回收後再次銷售者，專利

權人無法再藉由單次使用／不得再銷售的約款保留專利權，則回收再製者是否就不

會有被訴專利侵害的風險？ 

既然專利權人已無法限制購買者再次銷售，則未來回收再製者將回到間接侵害

的問題，也就是美國專利法第271條(c)項的幫助侵害問題。幫助侵害是否會成立，

就要看重製的行為是允許的修理或是不允許的重建。最高法院已經在判例中指出，

判斷部分元件的更換是修理或重建，要看該元件的壽命相較於整體是否較低而定，

也就是要看該元件是否為耗材而定。專利權人主觀希望該物品只限一次使用，並不

會改變這個判斷原則。 

本件訴訟的被訴產品是碳粉匣，重製者是重新充填碳粉，碳粉明顯是耗材，其

壽命相較於碳粉匣本體是較短的。如果專利權範圍包含碳粉匣及碳粉整體，則重新

充填碳粉的行為，依據幫助侵害的案例法，被認定屬修理的機會頗高，則消費者使

用該重製碳粉匣並無直接侵害，既無直接侵害則幫助侵害也不會成立。 

五、國際耗盡或國內耗盡 

商品流通跨越國境時，權利耗盡原則有國內耗盡原則及國際耗盡原則之分。國

內耗盡原則側重專利權人之保護，專利權只會因將專利物品投入國內市場而權利耗

盡，不因在國外實施而耗盡，專利權人仍享有進口權，故他人未經專利權人同意而



178  

專利師︱第三十三期︱2018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進口專利物品於國內，仍構成侵害。 

採國際耗盡原則者，側重公共利益之保護，即使專利權人將專利物品投入國外

市場，亦造成包括進口權之權利耗盡，無法禁止他人進口該物品。 

專利品在國外的售價可能較低，某人在國外向專利權人或被授權人購買真品，

進口至國內銷售，為一種平行輸入。真品平行輸入是否侵害專利權，須視採國內耗

盡原則或國際耗盡原則而定。採國內耗盡原則者，專利權人仍然享有進口權，不允

許真品自國外平行輸入。採國際耗盡原則者，因專利權（包含進口權）已耗盡，對

於真品之進口行為，不得主張權利。 

美國最高法院在本件訴訟明確宣示專利權採國際耗盡，其理由是沒有必要與著

作權的國際耗盡原則區分，強調國際間商品的流通利用，這是流通阻礙防止論的觀

點。然而，Ginsburg大法官則提出不同意見書，認為專利法是地域性的，發明人獲

得美國專利並無法得到境外的保護，想要獲得其他國家的保護必須到各國申請專

利，1883年保護產業財產權的巴黎公約（Paris Convention）也規範專利獨立原則，

也就是一件發明想在不同締約國取得專利必須個別去申請。而著作權的情況不同，

著作權已經在跨過國境有高度的調和，依據 174國加入的伯恩公約（ Berne 

Convention），成員國同意對於其他成員國之著作人的待遇等同於本國著作人。一

名著作人獲得外國的著作權保護類似於本國的保護。 

Lexmark主張境外既然沒有美國專利權，則在境外的銷售並無權利可耗盡。本

件判決多數意見其實並沒有正面回應這個爭論，只是強調從成文法或普通法，找不

到需將專利權與著作權做不同區分的理由。實際上Ginsburg大法官以專利與著作的

國際公約為基礎，還是有可能將專利與著作區分，惟並未成為多數意見。從這個判

決結果來看，多數大法官還是比較側重國內消費者的利益。 

六、權利耗盡的國際議題 

權利耗盡原則是國際性的議題，這涉及專利權人在國際貿易下的權利，世界貿

易組織主管的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議（TRIPS）第6條規定：「就本協定之爭

端解決之目的而言……本協定不得被用以處理智慧財產權權利耗盡問題……」並不

強制會員要有一致之處理，對於是否權利耗盡之爭議問題，其他會員不得依照TRIPS

之爭端解決機制提起申訴。亦即，各國可以自行決定採國際耗盡或國內耗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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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本國的立場，採國際耗盡可讓消費者以較低的價格購得真品。然而，科技

水準較我國為高的美、日、德等國專利權人，將其產品輸入我國時，會希望我國採

國內耗盡，以便讓專利權人可取得較高的利益。 

各國科技水準的高低是相對的，例如日本，科技水準相對於我國較高，會希望

我國採國內耗盡，但其面對德國專利權人時，日本最高法院是採國際耗盡原則23。

從日本及本件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來看，法院最後還是比較重視國內消費者。 

美國是科技強國，專利權人到其他國家取得專利權時，常常希望其他國家採國

內耗盡，以便安排適當的製造基地，從進口權中獲取較高的利潤，我國也曾經面對

其壓力。如今，美國最高法院正式宣告美國專利權是採國際耗盡，未來美國專利權

人到其他國家實施專利權時，恐怕很難再要求其他國家必須採國內耗盡原則。 

陸、結 論 

專利權耗盡原則發展至今，美國最高法院明確宣示「自動的權利耗盡」以及

「國際耗盡原則」，對於許多回收再製業者是個福音。長年以來，碳粉匣或墨水盒

的所謂「原廠」業者，想盡各種方式綁住印表機所有人，賺取耗材的高額利潤。原

廠業者所製造的耗材若有較佳品質，則較高定價尚屬合理，但實際情況是其定價常

常高出非原廠數倍，所憑藉的不單是品質也包含專利權的威力。在循環經濟受到重

視的今日，回收再製也是重要的產業之一，本件判決釐清了專利權的界線，兼顧專

利權人、回收再製業者、以及消費者的利益，對於相關產業的良性發展頗有助益。 

                                                        
23 日本最高裁判所平成9.7.1「自動車之車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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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財策略管理與 
企業經營整合》二部曲 
—— 忽略智財策略管理的問題與風險及 

失敗企業之警惕 

陳奕之* 

壹、前 言 

智財策略管理於企業經營層次所欲達成之目標，應與任何其他企業策略之本質

相當；換言之，成功的智財管理策略必須能夠對企業經營之獲利帶來實質顯著貢

獻。因此，智財管理策略主要目標似可歸納為三：提升競爭能力、增加相對優勢與

維持永續經營，而描述企業獲利 基礎之公式則為「π = (P ∗ Q) − C」，其中，π

為利潤、P為價格、Q為數量、C為成本；由此觀之，智財管理策略較淺顯之目標，

應為利用企業自行創造或向外取得的各種智慧財產，發展相關策略方針與相對應採

取之行動，使企業能夠面對大環境景氣變遷與勝過競爭者表現，永續得以更高的價

格(P)與更低的成本(C)，占有更大的市占率(Q)。 

談論企業智財策略管理前，吾人須先體認智慧財產與一般財產間，兩者具有本

質上的不同，智慧財產除了於交易時，難以單獨具有價值，至多僅有略微增加公眾

                                                        
DOI：10.3966/221845622018040033006 
收稿日：2017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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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度之間接價值1；一般財產則為有形且具使用功能，得以觀之，看似較無形的智

慧財產為優，但仔細觀察後，不難發現消費者之所以願意支付對價，購買與使用特

定產品，卻大多係基於有形物質背後所蘊含之無形技術思想、知識和技藝，即此方

為實際使用一般財產具有實用性之價值創造者。 

當無形技術思想與知識和技藝，經過合法程序取得保護後，即成為足以排除他

人進入市場與其競爭之智慧財產，反之將落入公共知識範疇，而可為任何人利用，

亦大幅降低了對企業之幫助；因此，智慧財產於今日商業交易與競爭中，具有舉足

輕重的地位。然而，取得智慧財產僅為進行企業智財策略管理的先決條件，然若智

慧財產所保護之內容，未經企業智財管理妥善策劃，並與其服務建立關聯，或用以

牽制競爭者商業行為之彈性，可能導致無法和企業或競爭者之產品或服務建立關

聯，無從有效提升自身產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透過排除競爭者進入市場之手段，為

企業帶來直接利潤。相同概念正如同老子於道德經所提到的：「三十輻共一轂，當

其無，有車之用。挻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

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2」皆一再顯示「有形」與「無形」於表面觀之

雖處於相互對立面，但兩者任一欲產生功用，卻又不能不合而為一，故非全有或全

無，而是有無相合。 

企業透過智慧財產保護產出固然重要，惟不應不計代價為之，毋寧宜仔細平衡

投入之資源（包括時間、人力、資金與機會成本），與預期能夠獲得之回收（包括

金錢、策略性資源與合作關係）。舉例而言，維持專利於法定期間內有效的存續，

專利權人須定期繳納年費，而商標則另有持續使用之要求，亦或為保全營業秘密不

被公開，採取之相關措施不可避免會產生一定之成本，倘若該等資產所保護之標

的，無法得到企業為提升商業優勢，而進行妥善利用時，不僅難以為企業帶來價

值，對企業之貢獻甚至是負面的；甚者，一旦累積之智財組合達到相當規模、品質

欠佳或技術過時，企業更將面臨無法順利將智財化為金流之困境，而陷入食之無

味、棄之可惜之兩難3。 

                                                        
1 See general Marlo T. Miksche & Steven W. Roth, A Balanced Approach to Patent Utilization, 5 

CYBARIS 99, 101 (2014). 
2 楊照，亂世裡的南方智慧：老子，2011年，84-85頁。 
3 例如鴻海富士康（Foxconn）曾於2015年11月與ICAP進行合作，將百餘筆專利分為27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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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營策略未與智財管理同步思考之問題與風險 

多數企業對於企業經營的策略管理，目前仍然忽略智慧財產和相應策略，而其

之所以難以實踐，主因為專業的企業經營管理階層未體認經營策略未與智財管理同

步思考，可能帶來之問題與風險，而居於企業上位者，縱使日理萬機，實不應只是

進行任務分工與定期檢討營運狀況，更應該善盡其綜觀市場和鳥瞰全局的敏銳才

能，進而統籌運帷擔任領航者的責任。 

透過正視與重視企業策略性的智財管理，將智財管理納入規劃或調整企業經營

策略之一部分，利用各個部門對策略之資訊交換與互補整合，以便於透過技術部門

掌握既有技術與潛力，布局未來研發策略與方向，如透過法務部門知悉維持或調整

經營策略，對既存與潛在法律風險的影響，及可能須採取的應對與措施，指引市場

行銷部門進行實質有效之產品或服務的推廣，詳細的提供公關與客服部門相關資

訊，以便掌握如何研擬對內與對外之回應，或透過媒體進行必要的資訊操作，而使

人資部門得適時招聘勝任人材，進而容許財務部門得視目前財務狀況與取得外部資

金之可行性及風險，向企業經營管理階層建議及與其他部門溝通，以能夠適當依據

各個部門提出的各種需求及計畫之輕重緩急，擬訂事務之優先性，並相對進行妥善

企業財務資源分配等等4。 

一旦將智財管理從此抽離，即便內部會議具有「橫向溝通」，恐礙於經歷背景

與思維邏輯不同，淪為部會報告或各說各話之現象，而難以整合，於分別評估各個

部門績效時，雖貌似「各司其職」，但不論由內而外或由外而內，卻皆可能「多管

齊下」，而鮮有成果。 

舉例而言，前者如技術部門忽略市場需求，耗費大量資源取得豐富的研發成

果，卻礙於法務部門無從評估各個成果可能產生之價值與市場需求，遂毫無策略的

                                                                                                                                                        
組合進行拍賣，期望將專利無形資產轉化成現金流，所涉之技術包括移動裝置、數位相機、

液晶投影機及顯示器、醫療軟件、電池和充電器等；然而，截至2016年2月1日，27個專利組

合皆尚未成交。詳參：ICAP, Foxconn Corporate Auction, available at http://icappatentbroker-
age.com/foxconn-corporate-auction (last visited Feb. 2, 2017). 

4 阮啟殷、程永順、許維夫、李德育、潘飛、陸義淋，企業智財管理與運用策略經驗分享，收

錄於104年度智慧財產專業人員培訓計畫——企業智慧財產價值創造戰略高峰會演講內容，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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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保護，使其難為市場行銷部門採納，而市場行銷部門之認知亦可能受限於既有

資訊，未能客觀評估或透過市場調查，了解企業其他開創性成果所具有之商業潛

力，導致企業擁有的大多數智慧財產，終其一生皆不曾被實施或向外授權， 後不

但未提升企業競爭力，反而成為消耗性資產，更常見者為市場行銷部門所採取之決

策，往往係為快速回應市場需求，而忽略了事先由技術與法務部門進行風險和可行

性評估之重要性，「各司其職」 後反而招致「喪權辱國」（逐漸失去市占率和相

對競爭力），與「割地賠款」（受禁制令限制進入特定市場或判命給付損害賠償）

之結局；後者例如受到競爭者以智財訴訟來犯，公關部門無能力即時掌握與整合其

他部門以進行綜合評估，僅能夠提供制式回應，可能為企業造成不良後果，市場行

銷部門於猶豫是否應暫時將產品下架或終止服務之際，卻造成企業無謂或更多損

失，法務部門在評估訴訟內容與等待技術部門的回應之時，亦無法進行 佳應對，

而技術部門雖然收到各部門之要求，急於提供協助，卻亦需要其他部門合作，往往

力不從心5。此些僅為企業未整合智財管理於企業經營，可能帶來之風險與傷害之例

示，但卻是現今許多企業之真實寫照，企業往往需要經歷多次「內亂外患」後，方

能漸漸體會妥善進行智財策略管理的重要性，有些或可東山再起，但大多數卻是為

時已晚，僅能夠望洋興嘆6。 

此外，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當企業於同步思考經營策略與智財管理

時，時常僅著眼於內部的同步，而完全忽略外部之發展，造成見樹不見林的現象；

是以，策略性的同步思考不應侷限於針對內部經營，亦須考量產業、市場與競爭者

之變化及舉動，並適時做出因應，否則一旦發生競爭型態改變、競爭者嘗試開發替

代方案、互補性產品或服務之市場受到過分壓縮等情形時，智慧財產 終為企業帶

來之效益，可能不是優勢與機會，而是風險與威脅7。 

                                                        
5 See general James Conley, Peter Bican & Holger Ernst, Value Articulation: A Framework for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55(4) CALIF. MGMT. REV. 102, 102-20 (2013); 
Fabrizio Cesaroni & Andrea Piccaluga, Operational Challenges and ST’s Proposed Solutions to 
Improve Collaboration between IP and R&D in Innovation Processes, 55(4) CALIF. MGMT. REV. 
143, 143-56 (2013). 

6 王柏翔，跨國智慧財產權布局戰略及專利交易，收錄於104年度智慧財產專業人員培訓計

畫——企業智慧財產價值創造戰略高峰會演講內容，2015年，47-50頁。 
7 See William Fisher & Felix Oberholzer-Gee,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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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智慧財產雖給予企業排除他人競爭之權利，惟倘若其他市場競爭者，

感受競爭空間受到過度壓迫，遂決定轉換戰場，則企業依靠智慧財產取得的市場，

將面臨無競爭者可排除之情形，進而導致競爭者失去授權意願和動機。然而，企業

為避免上述情事發生，或可採取預防性之措施予以應對，例如：教育市場消費者，

使消費者對相關產品或服務形成高度認同，以牽制競爭者在是否轉換戰場決策時，

猶豫不決，或藉由開發替代性方案以競爭，造成退出的可能性降低，惟企業為達成

此目的，亦須支付相當對價；與此同時，具有市場主導地位之企業為持續維持市場

與主導規格，亦可積極透過授權機制，試圖降低競爭者進入門檻及自行研發之動

機；此外，現今消費者對多功能與高度整合之產品或服務的需求不斷提升，特定產

品或服務與其他產品或服務間，能否達到充分相容與互補，已然成為消費者高度關

注之重點，甚至足以影響其使用意願之核心，故企業應確保智慧財產權之行使，不

至於損及其產品或服務之相容性與互補性8。 

綜上所述，透過適當調整，使部門間達到互補作用，並將經營策略與智財管理

進行同步思考，從企業經營與管理層面以觀是相當關鍵，不論是僅具有單一或同時

擁有多商業目標或多元化事業體，對前者之重要性為其將風險歸於一處，策略錯誤

可能使企業瞬間殞落，後者雖透過分別提供不同產品與服務，能夠於一定程度分散

單一事業體失敗影響企業整體營運之風險，但進行策略規劃之複雜度，亦隨之提

升，同樣須針對各個商業目標與事業體進行經營策略與智財管理之同步思考，更要

能夠著眼如何有效整合各個事業體之策略，以得到符合企業核心價值，整體和諧且

合理差異化之企業策略；此外，企業經營管理階層亦須眼觀四方、耳聽八方，隨時

注意外部變化，進而調整內部策略，因此，如何將經營策略與智財管理同步，甚至

調和若干內部與外部策略間之關聯，不僅重要且具有相當挑戰性，其結果更將直接

影響企業經營之成敗9。 

                                                                                                                                                        
Integrated Approach, 55(4) CALIF. MGMT. REV. 157, 161 (2013). 

8 Id. at 161-64. 
9 See Joachim Henkel, Carliss Baldwin & Willy Shih, IP Modularity: Profiting from Innovation by 

Aligning Product Architecture w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55(4) CALIF. MGMT. REV. 65, 65-8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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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管理階層忽略智財布局與風險控制之問題與風險 

在高度競爭的商業環境，創新固然重要，資源分享亦的確有助技術或技藝累積

創新；然而，企業應該體認未受到充分且合理保護的創新成果，實則為對自己殘

忍，對競爭者仁慈，且終將導致企業降低或喪失競爭力之開端。 

有鑑於此，國際間為數眾多之新創事業、中小企業，乃至大型跨國企業，紛紛

以不斷累積必要之智財組合，並積極主張相關權利，作為企業經營重要方針，透過

策略性管理與企業整體決策接軌，掌握市場契機和鞏固市場競爭力，將「無形」的

智慧財產與「有形」的物品或零組件，進行「虛實整合」，以便持續提升其產品與

服務之價值10；由此觀之，相較於國內多數企業仍舊停留在代工思維，將製造能力

與產能作為企業之核心價值，卻鮮少著眼於智財布局與管理，國際企業似乎更能體

會老祖宗的智慧！  

企業缺乏透過教育訓練與僱傭契約，根植員工尊重智慧財產思維，以契約約束

員工對職務內所生之智慧財產之揭露、保護與獎勵機制，亦未採取適當手段，避免

營業秘密、可專利之研發成果、各種類型契約等企業專屬資訊，於受到妥善保護

前，即落入外人之手11，為管理階層忽略智財布局與風險控制所造成之問題。 

此外，當企業欲進入特定市場提供產品或服務以前，需要透過合理的風險分

析，包括侵權分析（infringement analysis）與有效性分析（validity analysis）之自由

實施（freedom to operate）檢索，以充分評估推出相關產品或服務可能帶來之風

險，而忽略智財布局與風險控制之危機的企業經營管理階層，可能導致企業之產品

或服務蒙受「尚未進入市場即注定侵權」（dead on arrival）之命運，進而面臨被迫

立即將產品下架與停止服務，或支付高額權利金以維持市場，甚或承擔未來可能須

負擔損害賠償之風險等困境。 

上述風險特別是針對企業本身不具備必要智慧財產，而無法制衡其他競爭者

                                                        
10 See Abdulrahman Al-Aali & David Teece, Towards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55(4) CALIF. MGMT. REV. 15, 15-18 (2013). 
11 See e.g., Harry J. Gwinell & Katherine S. Boyle, Ascending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Pyramid, 5 CYBARIS 118, 128-29 (2014); Jeffrey D. Sullivan, First Steps in Building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gram and Portfolio, 17 J. INTELL. PROP. L. 361, 362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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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企業除了對於可能侵害之智慧財產，消極進行分析外，可採取之補救策略尚有

選擇挑戰其有效性、開發不侵權替代方案迴避、談判取得授權、規模與資金足夠之

企業可考慮向外購入大量智財之模糊策略、或是以大規模且快速之方式，強行進入

市場，先行創造可觀之商業與公共利益後，使未來談判取得授權之困難度下降；應

注意者，不論採取任何補救策略，皆伴隨不同程度之風險及所需經費，故於採取

前，須進行完善之策略評估、分析與沙盤推演，擬定相關細節12。此中較為有趣之

現象，為上述5種補救策略，依本文作者淺見，似乎皆能夠與三十六計，此中國古

代著名兵法計策，進行呼應。 

選擇挑戰有效性之策略，乃係「釜底抽薪」之計，若透過訴訟或行政舉發程

序，針對可能會侵害之智慧財產的有效性提出質疑（如：專利無效或非著作權保護

標的），或主張其使用未對相關智慧財產構成侵害（如：著作權或商標之合理使

用），企業必須考慮策略如願執行之可能性，以決定產品或服務是否進入市場與進

入之時機，智慧財產權人於自己權利曝露於風險時，除了消極反抗外， 直覺的應

對莫過於以侵權訴訟回擊，使企業須正視假設策略失敗，可能須支付高昂之侵權損

害賠償；然而，若企業尚未使相關產品或服務進入市場，將造成智慧財產權人喪失

此種回擊之可能，此時企業面臨之風險貌似可控制於訴訟或行政舉發程序之費用，

而不須擔憂潛在的損害賠償，但假設在耗時費力又花錢後，成功破壞相關智慧財

產，卻可能發生市場已隨時間改變，使原計劃推行之產品或服務的需求大幅降低，

且即便需求仍存在，因相關智慧財產所築之進入門檻已不復存在，受惠者自然不僅

限自己企業，更包括在周圍環伺已久，之前皆選擇「隔岸觀火」，而如今欲分一杯

羹之競爭者，在喪失先行者優勢的狀況，可期待之獲利亦將不如預期13。「釜底抽

薪」之計雖不失為企業在不具必要智慧財產時，得以考慮採取之方案，但應謹慎所

伴隨之風險與所須經費亦相當可觀。 

採取此策略的有趣案例為智財蟑螂Semcon於2012年時，以晶圓CMP製程專利控

告了包括Intel、IBM、高通、博通、Nvidia、技嘉、三星、德州儀器、美光、富士

電子、格羅方德、台積電在內等知名晶圓產業相關企業 14，其中至少高通、

                                                        
12 See Fisher & Oberholzer-Gee, supra note 7, at 158-59. 
13 Id. at 169-70. 
14 Douglas Perry, Patent Troll Goes After Intel, IBM, TI, Micron, Samsung, May 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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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idia、格羅方德、台積電選擇與之和解15，而美光則主張了專利無效，且 後亦

為地方法院所支持16，惟在上訴的過程中，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地方法院於

審理的過程，對於諸多證據的解讀存有瑕疵，以該案尚具有重大事實爭議問題未

決為由，將案件廢棄發回至地方法院17，雙方於2017年1月17日再次進行言詞辯

論 18，目前 新進展為地方法院於2017年6月15日認定Semcon之專利有效且美光構

成專利侵權19，而Semcon為避免美光繼續上訴，亦與美光於2017年6月28日達成和

解20。 

後見之明以觀，美光整體所會支出的費用理應高於當初選擇和解的企業，而讀

者相對會讚賞當初選擇和解的企業的決定正確；然而，試想假設此案件的結局是地

方法院仍認為Semcon之專利無效，且亦為上訴法院所支持，則當初選擇和解的企業

亦有可能不需繼續支付授權費用，而可以同享美光在此過程所付出的努力之成果。 

除了「釜底抽薪」之計以外，企業亦可考慮選擇一方面大張旗鼓表示欲進入特

定市場，但卻不依賴既有方案，自行另開發不構成侵害之替代方案，此類似「聲東

擊西」與「暗渡陳倉」之計，一方面可避免立即發生之爭訟費用，且不至於使準備

搭便車之競爭者能夠得逞，另一方面待替代方案成功開發，亦可提升與競爭者交互

授權之談判地位，三方面於開發過程，企業可隨時依產業與市場變化，針對方案進

                                                                                                                                                        
tom’sHARDWARE, available at http://www.tomshardware.com/news/patent-troll-lawsuit-Friction-
Control,15523.html (last visited Feb. 23, 2017). 

15 See general Semcon Tech LLC v. Qualcomm, Inc., No. 1:2012cv00705 (D. Del., 2013); Semcon 
Tech LLC v. Nvidia, Inc., No. 1:2012cv00700 (D. Del., 2013); Semcon Tech LLC v. 
GlobalFoundries, Inc., No. 1:2012cv00315 (D. Del., 2013); Semcon Tech LLC v.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 North America, Inc. et al., No. 1:2012cv00251 (D. Del., 
2013). 

16 See Semcon Tech LLC v. Micron Technology Inc., No. 1:2012cv00532 D.I. 253 (D. Del., Aug. 17, 
2015). 

17 See Semcon Tech LLC v. Micron Technology Inc., No. 15-1936, D.I. 55 (Fed. Cir., Aug. 19, 2016). 
18 See Semcon Tech LLC v. Micron Technology Inc., No. 1:2012cv00532 D.I. 268 (D. Del., Jan. 17, 

2017). 
19 See Semcon Tech LLC v. Micron Technology Inc., No. 1:2012cv00532 D.I. 277 (D. Del., June 15, 

2017). 
20 See Semcon Tech LLC v. Micron Technology Inc., No. 1:2012cv00532 D.I. 278 (D. Del., June 2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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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調整或改變，甚至可能獲得意外成果；然而，此策略必須謹慎思考與評估重點，

主要為開發替代方案之難易度，與伴隨之各類成本是否符合商業利益？蓋企業所處

產業不同，技術、技藝和相關資訊飽和度亦不同，於發展相當成熟產業，成功迴避

已為他人圈地為王之板塊，具有的挑戰性自然較高，惟於發展中產業或新興領域，

此策略則相對較為容易21。 

採取此策略的有趣案例為2016年9月三家載具用雷射雷達公司之間的訴訟，

Quanergy為此領域的新創公司，其不接受此領域已有相當成果及知名的Velodyne的

合作要約，選擇自行開發產品， 近一方面向法院提起確認產品不侵害Velodyne之

專利的訴訟，另一方面控告其合作夥伴Caterpillar，私下將其合作開發中產品及營業

秘密交由Velodyne拆解研究，三方曾於2017年1月時，多次對可能的和解方案進行談

判，但由 PACER的記錄以觀，三方談判顯然未果，三方針對證據開釋程序

（Discovery）涉及的範圍進行協調22，目前 新進展為三方針對申請專利範圍的解

釋（Claim construction）進行交鋒23。假設 後案件的發展較有利於Quanergy，其一

方面向此領域其他競爭者宣誓了自己的實力，二方面則可能獲致更多的資源及合作

要約，三方面亦將容許消費者具有更多的產品和服務得以選擇；然而，一旦案情急

轉直下，不利於Quanergy時，基於新創公司擁有的資源通常都相當有限，Quanergy

可能就此於領域消聲匿跡。 

當然，資源分配係企業經營管理階層每天必須面對的課題，而除了人力資源

外， 重要的莫過「時間」和「金錢」，自行開發替代方案或許能為企業帶來長期

經營彈性，且成本亦可於一定程度獲得控制，但從計畫擬訂至實際進入市場將需要

相當時間，是否具有可能替代方案成功後，時機已然消失，另市場接受度亦在未定

之天，代表金流與報酬率皆具風險，對發展中企業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亦即當企

業發展面臨必要之資源取捨時，企業經營管理階層要捨得付出即時性較低的損失，

以換取長遠發展的可能性；此時可考慮作法為透過談判以取得智財授權，「李代桃

                                                        
21 See Fisher & Oberholzer-Gee, supra note 7, at 170-71. 
22 See general Quanergy Systems, Inc. v. Velodyne LiDAR, Inc. et al., No. 5:16-cv-05251 D.I. 52-53 

(N.D. Cal., Feb. 2016). 
23 See general Quanergy Systems, Inc. v. Velodyne LiDAR, Inc. et al., No. 5:16-cv-05251 D.I. 58-81 

(N.D. Cal., May-Jul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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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的以金錢換取時間，一方面能夠迴避部分的侵權疑慮，二方面測試市場反應，

三方面維持營收。應注意者，企業間相互合作有別於自行開發，其中必然涉及交易

成本，與可能誤觸反競爭「紅線」，交易各方皆應當謹慎思考，而當自己企業尚且

處於毫無對方可能需要之智慧財產時，不論是在談判地位或授權條件，皆將居於相

對劣勢，亦或如同發展相當成熟之產業，不容易自行開發以迴避之邏輯，授權金堆

疊問題在此類產業亦難以避免，因此，欲採取此策略之企業，仍應積極的將部分資

源投入自行開發，以期在中、長期能夠透過交互授權，逐漸提升談判地位，並降低

授權金出超之程度24。 

商業競爭沒有絕對的敵人或朋友，不論同業競爭者或跨領域之授權皆時有所

聞，較為近期的案例例如是英特爾取得安謀晶片架構授權25、Vivo取得高通通訊技

術專利授權26、Vevo取得華納影音授權27、LEO Pharma取得AstraZeneca藥品開發授

權28、德州農工大學取得西雅圖海鷹隊「12th Man」商標授權29等。 

除了上述三種作法外，對於規模與資金足夠之企業，尚可以「樹上開花」之

計，選擇向外購入相當大量相關卻未必直接需要之智財以虛張聲勢，當多家處於相

                                                        
24 See Fisher & Oberholzer-Gee, supra note 7, at 170-71. 
25 Ian King, Intel Licenses ARM Technology to Boost Foundry Business, BloombergTechnology, 

Aug. 17,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8-16/intel-licenses-
arm-technology-in-move-to-boost-foundry-business (last visited June 18, 2017). 

26 Qualcomm, Press Release: Qualcomm Signs 3G/4G China Patent License Agreement with vivo, 
Aug. 8,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qualcomm.com/news/releases/2016/08/07/qualcomm-signs-
3g4g-china-patent-license-agreement-vivo (last visited June 18, 2017). 

27 Tim Ingham, Warner, Impressed By Vevo’s ‘New Vision’, Confirms Licensing Deal, Music 
Business Worldwide, Aug. 2,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musicbusinessworldwide.com/warner-
impressed-vevos-new-vision-confirms-licensing-deal/ (last visited June 18, 2017). 

28 AstraZeneca, Press Release: AstraZeneca enters licensing agreements with LEO Pharma in skin 
diseases, July 1,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astrazeneca.com/media-centre/press-releases/2016/ 

 astrazeneca-enters-licensing-agreements-with-leo-pharma-in-skin-diseases-01072016.html (last  
 visited June 18, 2017). 
29 Coral Garnick, Texas A&M, Seahawks reach new licensing agreement on ‘12th Man’ trademark, 

report says, Austin Business Journal, Aug. 12,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bizjournals.com/ 
austin/news/2016/08/12/texas-a-m-seahawks-reach-new-licensing-agreement.html (last visited June 
1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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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相近產業之企業皆擁有相當數量相關智財時，各方皆不敢保證一定不會侵害他

方智財，進而任意造次，此模糊策略更可能有助於促使產業間其他企業與自己企業

進行交互授權，避免訴訟；舉例而言，福特汽車及通用汽車皆曾向外購置相當大量

的專利，卻不曾以之主張權利，又或者例如是Canon，當其一旦發現開發中之產

品，有侵害競爭者智慧財產之虞時，採取之作法為詳實研究該競爭者之產品，判斷

是否也有侵害其曾申請或購置的大量智慧財產的可能，則可依此進一步的主動與競

爭者展開交互授權之談判30。然而，此作法不僅可能導致各方皆耗費大量資金外，

更可能產出大量無關緊要之智慧財產，且此策略面對不從事生產及提供服務，因而

對於侵權訴訟免疫之智財蟑螂，仍束手無策31。 

當企業不但規模與資金足夠，且願冒著可能構成故意侵權之風險時，則「無中

生有」之計為可行策略，即先以虛的行動，使利害關係人放鬆其警惕，再利用有利

時機，迅速的且大規模的採取真實的行動，進而達到目的，亦即企業明知相關產品

或服務有高度可能性會構成智慧財產侵害，事先卻以促進公益、鼓勵創新等，貌似

對智慧財產權人之利益無關緊要之動機埋伏，再攻其不備得於速度及廣度，積極建

立可觀之具商業價值的公共利益，一旦智慧財產權人驚覺，並且欲以侵權訴訟相威

脅時，企業一方面可嘗試以提升公共利益為由迴避，另一方面基於雙方皆同時處於

有利可圖及有權可失之狀態，亦得以同時進行智財授權談判，企業若採取此策略並

獲得成功，將能夠享有龐大利益（如：Google’s Library Project32），惟一旦策略未

奏效時，不僅須支付巨額損害賠償，甚至可能退出市場（如：Napster33）34。 

上述五種策略相關之敘述，皆係企業本身不具備必要智慧財產，無法制衡其他

競爭者之角度觀之，因而謂為補救策略，對於另外一方，則為應謹慎注意之風險與

機會；在高度競爭之商業環境，企業應積極修正過去不足與強化未來需求，使所涉

智慧財產皆得到充分保護，以確保企業現在與未來之創新活動能夠有效率的發展，

惟於累積充分與必要智慧財產的過程，實非一蹴可幾，故亦可適時採取對外收購的

                                                        
30 See Fisher & Oberholzer-Gee, supra note 7, at 170-71. 
31 Id. at 172. 
32 See Authors Guild v. Google, Inc., 804 F.3d 202, 202 (2nd Cir. 2015). 
33 See A&M Records, Inc. v. Napster, Inc., 239 F.3d 1004, 1004 (9th Cir. 2001). 
34 See Fisher & Oberholzer-Gee, supra note 7, at 1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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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擴展。 

企業唯有確實做到妥適靈活運用專利、營業秘密、商標、著作權、積體電路之

電路布局等多元智財管道，並搭配適當的策略詳細檢視企業產出及所欲進入之市

場，並隨時評估與分散風險，方可能期待企業在商業化之過程，能永續競爭。 

肆、企業未妥善分析與運用智財組合之問題與風險 

基於企業絕大多數的智慧財產，可能礙於未與自己企業或競爭者之產品或服務

產生交集，亦或品質欠佳或技術過時，終其一生皆不曾被企業與競爭者實施或向外

授權，導致其不但未協助企業提升競爭力，反而成為消耗性資產；而造成此現象之

原因，本文由相關文獻，大致歸納三個層次之問題：企業未充分掌握其所擁有之智

財組合、企業無能力評估或提升智財組合之價值、不具策略性之智財應用與維

護 35。因此，隨著智財組合逐漸累積，企業如何透過智財策略管理，進行妥善分析

與運用，將成為智財布局後，相當重要之課題。 

一、企業未充分掌握其所擁有之智財組合 

主張企業應要先充分掌握其所擁有之智財組合之問題，此建議或見解雖看似極

其荒謬且多餘，但相當不幸的是，大多數企業確實未能理解其智財組合之中，到底

存在哪些「寶物」與「雞肋」；企業之智財來源除了內部自生外，亦有部分來自於

向外購買，如本文前所提及之「樹上開花」之計，當企業於特定時點係基於虛張聲

勢，而選擇向外購入相當大量智財時，則企業將非常可能存在無法確實判斷該等智

財有無其他使用、交易、防禦及策略價值之可能。欲掌握智財組合之精髓，絕非僅

                                                        
35 See e.g., Louis Carbonneau, What makes a patent valuable; A patent broker’s perspective, Feb. 3,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ipwatchdog.com/2015/02/03/what-makes-a-patent-valuable-a-patent-
brokers-perspective/; Michael Gulliford, Sound Patent Portfolio Management is the Key to Innovation 
Success, Nov. 1,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ipwatchdog.com/2015/11/01/sound-patent-portfolio-
management-key-innovation-success/; Paul Lerner, Portfolio Management: A Reassessment May Be 
In Order, Jan. 11,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ipwatchdog.com/2016/01/11/portfolio-management-
a-reassessment-may-be-in-order/ (last visited Mar. 1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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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單純藉由內部資料庫或透過上網檢索，並列表匯出即可，若僅以專利或商標件

數，評斷企業競爭力，而未仔細評估其品質與斟酌各該智財組合間，相互加乘可能

產生之綜效，則勢必將會得到扭曲，甚至是誤導之結論，進而導致擬定或調整經營

之策略時，發生嚴重謬誤。 

若企業經理人與智財團隊無法知悉單一智慧財產或智財組合所保護之標的、其

可涵蓋企業所提供之哪些產品或服務、目前是否遭受其他企業所侵害，則縱使擁有

再多的智慧財產亦係枉然，一旦面對競爭者之侵犯、第三人提出智財授權和技術移

轉或交互授權之要約、具有智財評價之需求等情形，即便是天時、地利、人和，且

企業的確握有適當之智財組合，仍將不知所措。 

舉例而言，若未能掌握智財組合將會影響評估訴訟態勢之準確性，或難以判斷

應以哪些智財組合提出反訴或進行和解，甚至未必需要的耗費大量資產，向外取得

資源；面對授權之要約，亦將徘徊在接受與拒絕間猶豫不絕，進而延誤或做出未必

符合企業最佳利益之決策；此外，企業與其他企業於進行交易、爭訟、租稅、資訊

管制或內部管理，亦或者其他必須於事先進行智慧財產或無形資產之評價之情況

時，即便確知評價標的之價值標準與價值前提，或許能夠評價特定且少數之標的，

但仍舊無法針對企業所擁有之全部智慧財產皆進行評價，進而得出妥適之評價結

論。 

因此，企業應充分掌握其擁有之智財組合，只有相關資產能與資訊整合時，方

能發揮其應有之功用，並使客觀而言已喪失價值之資產原形畢露36，否則即便企業

熟悉各種價值衡量之技術，或願意選擇性的拋棄價值小於成本之資產，恐怕仍將力

不從心。 

二、企業無能力評估或提升智財組合之價值 

就企業不了解如何評估或提升相關智財組合之現存與潛在價值之問題，首先須

嘗試說明者，在於有哪些因素實際影響或能決定智財組合之價值，既有大部分研究

                                                        
36 See Michael Gulliford, Sound Patent Portfolio Management is the Key to Innovation Success, Nov. 

1,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ipwatchdog.com/2015/11/01/sound-patent-portfolio-management-
key-innovation-success/ (last visited Mar. 1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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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係基於專利資料之透明度 高且容易取得，故選擇以之為中心，進行探討，而各

研究所採取之研究方法與研究所得之結論不一而足，部分係採取量化指標，主要係

以專利權人數、發明人數、技術領域、專利類型、申請專利範圍總項數、申請專利

範圍之獨立項數、圖示數量、專利前引證案數、非專利文獻引證項數、專利後引證

案數、國際專利分類數、美國專利分類數、專利家族規模、官方審查意見次數、審

查時間、專利剩餘期間等指標；另一部分則採取以過去專利訴訟之相關損害賠償，

評估可能獲得之侵權損害賠償，作為價值之依據37。 

兩種管道看似皆具有相當道理，暫且不深究其立論依據及相關細節，本文認為

應回歸市場法則，透過了解為何市場會認為特定的智財（專利）組合具有價值，願

意進行交易。就此，國內、外皆有專家認為當特定智慧財產或智財組合於市場銷售

和交易時，相對人無非係基於自己需要，亦或係認為及認知到他人（特別是直接或

間接競爭者）有需要38，本文對此看法亦深表贊同：前者如企業目前所提供或即將

問市之產品與服務，有侵害該智慧財產之可能，即倘若該智慧財產落入他人手中，

將可能對自己企業之計畫造成不利影響；後者則如智財蟑螂取得專利或搶註商標之

唯一目的——據以威脅實際實施或具有需求之企業，支付高額授權金與之和解，或

企業知悉競爭者握有不利於己之相關智財組合，而銷售中之智財組合又恰巧足以作

為反制之武器（即競爭者有構成侵害之虞），則乘機購入以牽制競爭者，用以達到

                                                        
37 參見杜慧玲，以無形資產評價檢視我國智慧財產判決損害賠償計算方式之研究，政治大學智

慧財產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7月，124-44頁；黃守萬，專利事業體Acacia Research 
Corporation的專利指標及訴訟之實證分析，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1
月，18-24頁；車慧中，以美國專利侵權訴訟判決建構專利鑑價模型之研究，中華大學科技

管理所碩士論文，2009年8月，10-36、136-39頁；陳蕙君，論專利權的價值——以選擇最適

鑑價機制為基礎，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1月，29-68頁；詹炳耀，智慧財產

估價的法制化研究，臺北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7月，51-84頁；葉柏宏，以專利

訴訟進行專利價值影響因素之分析，中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8月，4-
26、52-116頁。 

38 See Louis Carbonlneau, What makes a patent valuable; A patent broker’s perspective, Feb. 3,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ipwatchdog.com/2015/02/03/what-makes-a-patent-valuable-a-patent- 

 brokers-perspective/ (last visited Mar. 15, 2017). 
另參宋皇志，103學年度智財交易與行銷課程講義——智財交易與行銷課程介紹，2015年，

10-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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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平衡」，或作為未來進行交換授權之工具。 

因此，智慧財產具有之價值，顯然無法體現在確保企業於提供市場特定產品或

服務時，全面的規避面臨智財訴訟之風險，其價值毋寧係附麗於政府透過相關法

律，進而賦予權利人能夠透過行使「排它權」，排除競爭者未經許可實施企業所擁

有之智慧財產進入市場，或使其必須負擔較高之成本，而交易市場之存在，則係基

於市場參與者對高品質之智慧財產有所需求，且相關權利依法亦能夠進行移轉或授

權。 

由上述分析觀之，如企業欲評估或提升所擁有之相關智財組合的現存與潛在價

值，較適合之作法毋寧應藉由假設性訴訟出發，嘗試分析特定智慧財產遭舉發撤銷

之概然率，以及特定智慧財產所保護之技術或技藝是否為自己企業所實施或遭受他

人侵害。透過此二標準，即可過濾出企業所擁有之智慧財產，有相當可觀數量係屬

於價值小於維護成本者39；然而，企業能夠進行這項評估之前提為充分掌握其所擁

有之智財組合，而評估之結論欲帶來實際功效，關鍵仍在於能夠揚棄持續維護智財

組合永遠優先於選擇性拋棄資產之觀念，適當的將所過濾出之智慧財產拋棄或進行

交易（詳參本節後述），畢竟不同企業依其事業性質皆有所不同，對於智慧財產之

需求亦有所差異，可能發生「一個人的垃圾，是另一個人的寶貝」（One man’s 

trash is another man’s treasure.）之情形。 

三、不具策略性之智財應用與維護 

企業之營運使內部每日皆會不斷的產出，並不定期藉由合作、購買或授權等手

段向外部取得許多資訊與技術，透過妥善之保護，日積月累，企業擁有之智慧財產

將會迅速增加，但企業耗資取得與維護智慧財產可能係基於各種不同原因，常聽聞

者至少有降低企業提供產品或服務之風險、暫時維繫新產品或新服務獨占市場之能

力、積極向外授權以提升獲利、作為與競爭者們維持恐怖平衡之工具、合理化企業

進行研發與創新之支出、保持企業不斷創新之公眾形象、過往遵循之作法、滿足特

定人之期待或慾望等40。 

                                                        
39 周延鵬，智慧財產全球行銷獲利聖經，2010年，42-49頁；宋皇志，同前註。 
40 See Paul Lerner, Portfolio Management: A Reassessment May Be In Order, Jan. 11,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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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企業其實有許多資訊與技術一開始即無以智慧財產保護之必要，甚至是

包含取得保護之支出亦係無謂耗費資金，即便當時經審慎評估為必要者，隨著資訊

快速傳播和技術日新月異，相關智財組合可能已喪失繼續保護之策略目的或使用與

交易之價值，一旦其能夠帶來之策略與經濟效益不再顯著時，宏觀而言，該等智慧

財產已實質的成為負債（liabilities），而不再是資產（assets），除了智財團隊可能

未具備應有能力外，造成企業罹患「智財囤積症」（IP Hoarding Disorder）41之原

因，尚可能為企業管理文化使然。例如DDG美商方策顧問之執行總監史孟康即曾撰

寫短文，表示台灣之所以不易於本土培養出國際級品牌，問題根源往往與經營管理

策略，造成組織僵化或不健全有關，其中她提到「中階主管和員工過度依賴企業經

營者做大大小小的決定，這個以來導致企業的效率降低，甚至會發生不一致的決策

方向」與「企業經營者不習慣於策略性的放權與分工，拖慢了企業的發展，也完全

消弭了員工參與決策的意願和動力」42；由此可見，若企業智財團隊未能得到充分

授權，即便其評估後，了解特定智財組合已不具（繼續）保護之必要，仍難以果斷

的逕行做出放棄特定資產，此於表面貌似不利於企業之決定，僅能夠提供評估報告

供上級參考，任由其決定。 

此時，假若企業經營管理階層無法客觀評估智財團隊之意見，執迷不悟深信企

業產出，必定與產業及市場之期待與需求相符合，則持續維護智財組合優先於選擇

性拋棄資產之謬誤決定，必然將一再重覆，使企業深陷於智財囤積症之泥淖，並流

失大量維護資金，及錯失將「雞肋」當「寶物」授權的時機，而降低競爭力。企業

應透過適當的「資源回收（包裹後出售或授權）」與「清理垃圾（拋棄或不繼續維

護）」，方能夠將日益增加之智財成本，進行「開源」與「節流」，此為必要且刻

不容緩之任務，惟卻是相當多企業所忽略的一環。 

                                                                                                                                                        
available at http://www.ipwatchdog.com/2016/01/11/portfolio-management-a-reassessment-may-
be-in-order/ (last visited Mar. 19, 2017).  
另參見王柏翔，註6文，4-16頁。 

41 A&E Network Corp., Hoarders, available at http://www.aetv.com/shows/hoarders（此用語發想自

美國電視影集《Hoarders》，該影集為描述一群囤積強迫症患者與心理醫師互動之紀錄片） 
(last visited Mar. 20, 2017)。 

42 史孟康，台灣為何難養出國際級品牌？問題出在這3個經營盲點！，經理人，2016年3月1日，

網址：http://www.managertoday.com.tw/columns/view/52143，最後瀏覽日：2017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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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徘徊於是否保護、如何保護、應否維持等議題外，對新興或寡占之產業，

企業亦可於取得保護後，適度的開放相關資源，此舉之好處有宣示自己企業雖然有

自信的居於產業領先地位，卻不失良性商業競爭下之厚道，降低競爭者授權金堆疊

問題，以鼓勵互補性產品與服務得以共生，並且給予競爭者有限之競爭空間，藉此

創造新需求以形塑市場43。亦即進行智財策略管理，若無法使智慧財產發揮策略價

值，僅一味的將企業產出進行保護，並不正確或未必係 佳的選擇；較為適當之作

法，毋寧係企業應清楚認知，進行智財策略管理並非一時一刻即能見效，在策略執

行過程中沒有絕對的得，也沒有純粹的失，得中有失，失中有得，適時且具策略性

的「拋磚引玉」，方為上策。 

舉例而言，因石油資源有限與環境妥善保護議題，逐漸受到關注，各國開始投

入電動車發展，而電動車理論上將是未來 符合環保與能源效益之交通工具，礙於

目前發展仍受限於電池技術與普及率不高，造成了行駛距離受限及電能補充不易之

問題。因此，電動車大廠特斯拉（Tesla）便率先的於2014年6月，開放公司持有的

電動車相關專利，推動電動車產業的發展44，但Tesla關注之技術方向係以鋰電池組

作為電能來源，此舉造成以氫燃料電池組作為電能來源之豐田汽車（Toyota）的恐

慌與警覺，一旦電動車產業之電源規格被定型，屆時Toyota將難憑一己之力參與競

爭，而市場機制屆時亦將迫使Toyota放棄氫燃料電池組之方案，Toyota遂於2015年1

月開放氫燃料電池相關專利45；這樣的策略選擇至少容許Toyota在其與Tesla的規格

戰中，占有一席之地，如今各大車廠亦陸續選邊站，日產汽車（Nissan）跟隨Tesla

之方案，而奧迪汽車（Audi）則選擇了Toyota之方案，接下來可能會進一步影響各

自旗下相關品牌46，這場電動車之電源規格戰， 後鹿死誰手，目前尚難論斷，但

                                                        
43 See Fisher & Oberholzer-Gee, supra note 7, at 168-69. 
44 Elon Musk, Press Release: All Our Patent Are Belong To You, June 12,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tesla.com/blog/all-our-patent-are-belong-you (last visited July 7, 2017). 
45 Bob Carter, News Release: Toyota Opens the Door and Invites the Industry to the Hydrogen 

Future, Jan. 5, 2015, available at http://corporatenews.pressroom.toyota.com/releases/toyota+fuel+ 
cell+patents+ces+2015.htm (last visited July 17, 2017). 

46 Vanja Kljaic, Audi Buys Fuel-Cell Patents From Ballard Power Systems, Feb. 22, 2015, VR World, 
available at http://vrworld.com/2015/02/22/audi-buys-fuel-cell-patents-ballard-power-systems/  

 (last visited July 1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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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已印證了好的智財策略管理必須進行適度取捨，即「有捨才有得」之重要性。 

四、小 結 

本文首先提及一旦企業將企業經營策略與智財管理分離，亦或根本的忽略智財

管理，將導致各部門雖貌似「各司其職」，但不論由內而外或由外而內，卻皆可能

「多管齊下」，而鮮有成果。本文接續以「釜底抽薪」、「聲東擊西」、「李代桃

僵」、「樹上開花」、「無中生有」等不同策略論述企業於面對不同情境時，基於

自身的資源考量，可加以評估並應用的對策。 後，藉由企業未充分掌握其所擁有

之智財組合、企業無能力評估或提升智財組合之價值、不具策略性之智財應用與維

護等三種不同面向的問題，說明其分別對於企業將企業經營策略與智財管理整合

時，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相互加乘顯示出企業未妥善分析與運用智財組合之

問題與風險，對不具策略性之智財保護與維護之問題，部分原因可歸咎於企業不具

有獨立之智財團隊或智財團隊未能充分掌握其所擁有之智財組合，與充分辨識和提

升相關資產價值能力，導致對於如何選擇性拋棄已喪失策略目的或經濟價值之資

產，勢必將力不從心，如同無法有系統的記錄庫存和區分商品品質之店家，不但

終將導致倉儲中大量商品過期或腐敗外，且提供消費者之商品亦陳列得雜亂無章與

品質良莠不齊，自然難為其帶來穩定之客源與財富。 

伍、忽略智財策略管理的失敗企業實例 

經過前述的說明後，以下將利用柯達（Eastman Kodak）及全祿（Xerox）兩者

相當有名，且過去曾非常成功之國際級大型企業，顯示這些企業究係如何從一開始

的沒沒無名，步步邁向成功，兩者在與智財管理相關之企業經營策略層面，究竟又

分別犯了哪些錯誤和消極的不作為，導致嗣後的衰敗，以突顯企業智財策略管理之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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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個人攝影王國之殞落——Eastman Kodak 

一、柯達與數位相機 

多數讀者皆生活或成長於數位資訊之時代，舉凡數位音訊播放器、數位相機到

智慧型手機等，早已完全融入了日常生活之一部分，但僅有少數人知道柯達

（Kodak）係第一個完整的將原始手持數位相機模型建構出來之企業47；除此之外，

更鮮少有人聽聞鴻海急於併購夏普，取得超過7成之股份48，進而能夠掌握的有機發

光二極體（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 OLED）技術，其實柯達不但事實上是 早

期即投入OLED技術之相關研究，甚至可謂係 早得到具體研發成果之企業49，柯達

更對於後續的主動有機發光二極體（ active-matrix 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 

AMOLED）技術之發展具有顯著貢獻50，不僅如此，連我國的奇美電子和全球極少

數有能力生產大尺寸OLED面板的樂金顯示，所使用之相關技術一開始亦係分別向

柯達授權和收購取得的51。 

                                                        
47 Steve Brachmann, The Evolution of Digital Cameras – A Patent History, Oct. 28,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ipwatchdog.com/2014/10/28/the-evolution-of-digital-cameras-a-patent-history/id= 
 51846/ (last visited Aug. 15, 2017). 
48 Pavel Alpeyev and Takashi Amano, Sharp, Foxconn Push to Close Deal After a Month of Delays, 

BloombergBusiness, Mar. 28,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
03-28/sharp-foxconn-push-to-close-rescue-deal-after-a-month-of-delays (last visited Aug. 28,  

 2017). 
49 Ching W. Tang, Steven Van Slyke & C.H. Chen, Electroluminescence of Doped Organic Thin 

Films, 65(9)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3610, 3610-16 (1989); Ching W. Tang, Steven Van Slyke, 
Organic Electroluminescent Diodes, 51(12)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913, 913-15 (1987); OLED-
info, Kodak OLED technology, available at http://www.oled-info.com/kodak-oled-technology (last 
visited Aug. 28, 2017). 

50 TAKATOSHI TSUJIMURA, OLED DISPLAY FUNDAMENTALS AND APPLICATIONS 5-7 (2012). 
51 Lisa Wang & Chi Mei, Kodak Ink Deal to Make Slimmer Screens, TAIPEI TIMES 12, 12 (2007); 

Franklin Paul & Gerald McCormick, Kodak sets patent pact, OLED unit sale, with LG, Reuters, 
Dec. 4,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kodak-idUSTRE5B32UD20091204; 
Seamus Byrne, LG says white OLED puts it a decade ahead of competitors, CNET, Sept. 11,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cnet.com/news/lg-says-white-oled-gives-it-ten-years-on-tv-competition/  

 (last visited Aug. 2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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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柯達，想必多數讀者對此品牌皆不陌生。柯達 初係由George Eastman於

1888年所成立，採取之商業模式為「刮鬍刀策略」，亦即先透過相當低廉之價格販

賣商品主要構件，再透過未來販賣特定規格之補充性商品獲取高額利潤。柯達致力

於提供一般消費者皆能負擔之膠卷相機，並於消費者使用完後，一方面透過販賣新

膠卷獲利，另一方面則係收取費用，協助消費者將膠卷中之影像沖洗輸出為相片，

兩者當中，柯達主要係藉由販賣新膠卷，此一種毛利逾7成之商品獲取高額利潤，

而柯達於全盛時期享有美國近9成之市占率，即便從全球市場以觀，柯達亦取得了5

成以上之市場。柯達不僅係成功的將攝影從專業攝影，重新的定義為眾人皆能夠從

事之活動，進而使大眾能夠方便的將瞬間體驗轉化為永恆回憶，更難得的是其近百

年的成功經營，相關技術大多係依賴內部自行開發之成果52；然而，此番豐碩成果

亦直接的造成了後續柯達企業經營管理階層盲目追求與維護其膠卷事業之獲利，並

深信單純憑藉內部研發即能夠保持其於市場之領先地位，導致柯達於市場環境與消

費者習慣改變時，遲遲不願嘗試變通之道， 終導致了此稱霸一時的膠卷王國企業

急轉直下，迅速的衰敗53。 

柯達與數位攝影 初的交集來自於剛從研究所畢業，進入柯達擔任工程師的

Steve Sesson，其當時所受指派的第一項任務，即為嘗試研究感光耦合元件（charge-

coupled device, CCD），在實務應用上，對攝影是否具有任何潛力，經過一番努力

與嘗試後，Steve Sesson成功的結合CCD、鏡頭（lens）、類比數位轉換器（analog-

to-digital converter, ADC）與數位資訊記錄器（digital-data cassette recorder），將

原始的數位相機模型拼湊建構出來，該模型之整體尺寸和重量能夠為一般成年人雙

手掌握（詳見下圖1），而該初步組合後亦於1978年，順利取得美國專利第US 

4,131,919號54；然而，當時的模型相當不成熟，不僅是外觀十分的笨重，其需要20

餘秒才能夠完整完成記錄影像，並需要30餘秒才能夠將0.01百萬畫素（mega-pixels, 

                                                                                                                                                        
陳良榕，「夢幻技術」OLED的敗部復活，天下雜誌，2015年12月，587期，168-169頁。 

52 See Michelle Wiles, A Picture of Bankruptcy: Through the Lens of Kodak, 3(2) JCCC HONORS 

JOURNAL1, 6-7 (2012). 
53 Kamal A. Munir & Nelson Phillips, The Birth of the ‘Kodak Moment’: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Adop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26(11) ORGANIZATION STUDIES 1666, 
1666-73 (2005). 

54 Brachmann, supra note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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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的黑白影像輸出至電腦螢幕55。 

 
圖156 

儘管Steve Sesson不斷的根據摩爾定律（Moore’s Law）57，說明技術將快速的

演進，並在15到20年左右達到成熟階段，且該產品為目前市場所未見，只要稍作改

良後，將會具有相當的競爭潛力，甚至未來進一步與結合訊號傳輸設備，即可使用

電話線路分享相片；然而，企業經營管理階層卻對此模型的商業化潛力興趣缺缺。

大阻力應係來自於企業的營運與市場行銷部門58，此由Steve Sesson去年接受紐約

時報採訪時所述內容59，可見端倪；其考慮層面有三：其一，企業經營管理階層的

                                                        
55 James Estrin, Kodak’s First Digital Moment, New York Times, Aug. 12, 2015, available at 

http://lens.blogs.nytimes.com/2015/08/12/kodaks-first-digital-moment/?smid=pl-share&_r=0 (last 
visited Aug. 28, 2017). 

56 Stewart Wolpin, 20 Years Ago, Apple and Kodak Launched the Digital Camera Revolution, 
Mashable, Jun. 22, 2014, available at http://mashable.com/2014/06/21/digital-camera-20th- 

 anniversary/#Vz0RPR.ZEOqF (last visited Aug. 28, 2017). 
57 DAVID BROCK AND GORDON MOORE, UNDERSTANDING MOORE’S LAW: FOUR DECADES OF 

INNOVATION 1, 25-35, 97 (2006). 
58 See Wiles, supra note 52, at 7, 11. 
59 Estrin, supra note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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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信念，認為人們拍照之主要目的是為了取得與保留實體相片作紀念，因而，不

認為消費者使用習慣會從取得實體相片，轉為透過電腦螢幕瀏覽或分享；其次，則

是假設此產品能夠順利通過市場考驗，並得到商業成功，則其將會直接與柯達當時

所採取的刮鬍刀商業模式相駁，亦即一旦人們開始習慣以螢幕瀏覽或分享，將相對

的會減少對膠卷的依賴與需求，而對膠卷生意帶來衝擊，並對既有可預期之獲利增

加與之後在膠卷營收的損失的不確定性；其三，考量多數專業經理人僅會在同一企

業任職數年，除非企業經營狀況已處於虧損或停滯不前狀態，而迫使其即便存在風

險，仍須大膽一搏，立即採取任何貌似可行之策略，否則，如柯達當時所處之盛

況，欲要求專業經理人面對可觀的既有獲利（和分紅），與至少十餘年後（可能已

離職）尚不一定能夠實現的成就間做出選擇，其自然未必會（願意）客觀的評估，

其他實際更能符合企業短、中、長期 佳利益之決策。 

企業經營管理階層因此而未快馬加鞭，積極利用該技術與優化該模組，嘗試開

發相關產品，僅消極的允許Steve Sesson與其團隊成員，繼續研究數位相機之「概

念」、影像壓縮技術、儲存媒體等60；距離Steve Sesson與其團隊成員提出的模型約

3年，Sony於1981年時推出了首款Mavica系列之相機，雖然Mavica當時暫且稱不上

數位相機，但其已係將CCD所擷取之電子訊號，並且以類比訊號型式儲存於能夠

「重複讀寫」之專用2吋磁片（Mavipak），且其畫質亦相當於0.28 MPs，不僅是畫

質已大有進展，更重要的是其代表消費者已有不再依賴需不斷購買新膠卷才能繼續

使用的膠卷相機的替代選擇61，而柯達的企業經營管理階層卻仍舊沈醉於憑藉廉價

相機與膠卷獲利。 

更令人不可思議者，當富士軟片遠從日本帶著比柯達便宜許多的膠卷相機與膠

卷，欲嘗試進入美國市場與其爭食市場，柯達的企業經營管理階層竟然天真得深信

美國的消費者，對其品牌具有極高之認同感，不會因此改用富士軟片產品，但此種

自負使其逐漸的失去市場，也導致其賴以為生之主要利潤每況愈下62。 

                                                        
60 Estrin, supra note 55. 
61 Digital-photography-tips.net, History of digital photography – consumer digital cameras, available 

at http://www.digital-photography-tips.net/history-of-digital-photography-consumer-digitals.html  
 (last visited Aug. 28, 2017). 
62 The Economist, The last Kodak moment?, Jan. 14,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economi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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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達的第一次「半覺醒」是在10年後，當面臨了富士軟片和Dycam分別在1989

年和1990年推出了DS-1P和Model 1相機，儘管兩者之畫質仍皆遠小於百萬畫素，卻

已是名副其實的消費者級數位相機63，柯達此時才緊急於1992年推出DCS200相機，

該相機雖具有1.5 MPs，但其僅係單純結合Nikon的機身與柯達的數位轉換裝置，且

使用者必需隨時攜帶笨重的硬碟，售價更高達2萬美金64；換言之，當競爭者已逐漸

利用消費者級數位相機嘗試開拓新版圖，並改變人們對相機的認知與使用習慣，柯

達所採取之因應策略竟然是推出一般消費者不可能有能力負擔之型號，因此本文上

稱柯達當時至多僅是「半覺醒」。柯達此舉之原因除了企業營運與市場行銷部門不

希望數位相機產品與其膠卷相機正面交鋒，另外則是包含Steve Sesson在內之技術部

門皆不認為消費者會接受低於2 MPs之數位相機65。 

柯達真正的覺醒應係在1994年協助蘋果電腦，開發並代工製造0.3 MPs的

QuickTake 100型相機後66，眼看低畫質之數位相機竟仍然相當得受到市場消費者之

歡迎，遂於隔年與後年相繼的推出DC40與DC25，該兩款數位相機之畫質分別為

0.38 MPs與0.18 MPs，且後者係首款以CompactFlash（俗稱「CF卡」）作為儲存媒

體之數位相機67，但此時包含Fujifilm、Casio、Olympus、Nikon、Ricoh、Sony、

Canon、Contax、Epson、Pentax等來自全球各國競爭者皆已紛紛搶食瓜分數位相機

市場68，而柯達原本可憑藉其領先產業之技術，在數位相機市場享有之優勢，也在

歷任經營團隊履履錯估市場態勢、無謂的排斥畏懼進行改變、經理人未以企業 終

利益為決策依據，而足足耽誤了至少15年，已不復存在。 

                                                                                                                                                        
node/21542796 (last visited Aug. 28, 2017). 

63 Benj Edwards, Looking back at 35 years of the digital camera, Jan 4,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macworld.com/article/1156514/cameras/35yearsofdigitalcameras.html (last visited  

 Aug. 28, 2017). 
64 Id. 
65 Steve Brachman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pany that Invented Digital Cameras, Nov. 1,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ipwatchdog.com/2014/11/01/the-rise-and-fall-of-the-company-that- 
 invented-digital-cameras/id=51953/ (last visited Aug. 28, 2017); Brachmann, supra note 47. 
66 Wolpin, supra note 56; Edwards, supra note 63. 
67 Edwards, supra note 63. 
6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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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達在距離Steve Sesson與其團隊成員提出的模型至今約40年期間，於數位相機

領域，唯一稱得上做的可圈可點的事，當屬其完善的以智慧財產保護各階段之研發

成果，並且透過訴訟與授權取得損害賠償及授權金69；一位自2001年起始終不看好

柯達前景之評論人，即曾在柯達於2012年申請破產保護時70，表示「柯達 主要的

問題，即在於企業經營管理階層未專注於如何用其 具有價值之事業帶來營收，反

而係依賴授權智慧財產所得之權利金為生；其破產的結局雖然相當令人同情，但從

其策略的擬定和管理的方式看來，此並非意外71」。 

二、柯達與有機發光二極體技術 

柯達早期除了在數位相機技術，在同步評估企業策略與智財管理方面，具有嚴

重疏失外，更少為人知的是其在OLED技術上，也同樣的從原先占有產業領導地

位，到 後或係再度錯估該技術之前景，亦或受限於深不見底的財務黑洞，節節敗

退，而出售OLED部門及相關權利。 

柯達不但相當早期即投入OLED技術研究，甚至可謂係產業間 早得到具體研

發成果之企業，透過Ching W. Tang博士和Steven Van Slyke研究員領軍的多位柯達研

究部門人員領先全球，不但在1978年率先成功開發出多層OLED結構，並取得了包

含美國專利第4,164,431號與第4,356,429號等，再以美國專利為母案，向外申請不同

國家專利，且未曾停止相關研究，並陸續有所進展，後於 1989年研發出全彩

AMOLED結構，亦取得了美國專利第6,384,529號，且多次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72，

                                                        
69 Estrin, supra note 55; Dana Mattioli, At Kodak, Patents Hold the Key to the Futur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 19,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48703757 
 504575194331184972428 (last visited Aug. 29, 2017). 
70 Michael J. De La Merced, Eastman Kodak Files for Bankruptcy,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9, 

2012, available at http://dealbook.nytimes.com/2012/01/19/eastman-kodak-files-for-bankruptcy/?_ 
r=0 (last visited Aug. 30, 2017). 

71 Andrew Martin and Michael J De La Merced, Deccan Herald, Kodak Vows Rebound Bankrupcy 
Filings, Jan 23,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deccanherald.com/content/221259/kodak-vows-
rebound-bankruptcy-filing.html (last visited Aug. 29, 2017). 

72 Tang, Slyke & Chen, supra note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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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達對於後續技術之發展亦具有顯著貢獻73。 

值得一提者，不同於當初消極投入數位相機產品開發，考量OLED技術並不會

與既有膠卷相機事業構成直接衝突，柯達對於OLED結構及其衍生之技術所採取之

態度，則相對係積極許多，一方面設法與其他擁有相關重要技術之企業展開合作，

進行具有商業可行性之產品開發，例如：柯達與三洋在1999年起即緊密合作，並成

立合資公司，以結合柯達的OLED技術與三洋的低溫多晶矽（Low Temperature Poly-

silicon, LTPS）材料，雙方先是在1999年公開展示2.4吋全彩OLED顯示器，此為當

時全球 先採用LTPS為驅動材料的OLED顯示器，兩者於2000年和2002年又接續的

發表5.5吋全彩AMOLED產品和15吋全平面OLED設計雛型，雙雙皆為當時全球尺寸

大之主動式全彩產品；而柯達本身亦於2003年推出EASYSHARE LS633 Zoom型相

機，此為全球首款內建有OLED顯示器之數位相機；另一方面，柯達亦積極將技術

向外授權，獲取權利金，或透過交互授權，得到技術互補，當時包括Pioneer、

Sanyo、TDK、eMagin、Nippon Seiki，以及國內的錸德科技和奇美電子在內等數十

家，有意願投入研究和發展面板事業之國內外企業，其初期所使用之相關技術，皆

係向柯達取得授權後展開的74。 

然而，隨著膠卷營收持續萎靡，亦導致了柯達慢慢步入財務危機，其先是於

2004年宣布將會停止在北美與歐洲市場販賣膠卷，並且裁員近15,000人75，此後又

                                                        
73 TSUJIMURA, supra note 50, at 37-68, 122-81, 205-24. 
74 Wang & Mei, supra note 51; Kodak, New Full-Color OLED Display - Bigger, Thinner, More 

Energy-Efficient, available at http://www.kodak.com/country/US/en/corp/researchDevelopment/ 
productFeatures/oled.shtml; Kodak, Milestones, available at http://www.kodak.de/ek/de/de/corp/ 

 aboutus/heritage/milestones/default.htm (last visited Sep. 1, 2017). 
 另參見黃俊欽，挑戰LCD王朝的新興顯示技術——OLED，2000年9月14日，網址：

http://www.moneydj.com/report/zd/zdc/zdcz/zdcz_AF65E3C4-89CB-11D4-A1A4-00E018 
 B00AED.djhtm，最後瀏覽日：2016年4月1日。 
75 James Bandler, Kodak to Cut Staff up to 21%, Amid Digital Pus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 22,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7473602280008486; David Teather, Kodak 
pulls shutter down on its past, The Guardian, Jan. 23,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 
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04/jan/23/newmedia.gadgets?INTCMP=ILCNETTXT3487 (last  

 visited Sep. 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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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透過併購和授權智慧財產76，希望能憑藉多角化經營，與倚賴授權金收入暫時

渡過難關77，但事與願違，曾經稱霸一方的柯達， 後在2012年1月19日向法院聲請

破產保護以前78、79，能做的卻只有倚靠不斷的出售各個事業體和相關資產80，其中

亦包括於2009年12月將OLED事業體出售予樂金顯示，不僅造就樂金顯示成為了全

球極少數有能力生產大尺寸OLED面板之企業81，且該技術亦為近期鴻海願意砸重金

併購夏普的主要原因之一82，產業板塊會如此發展恐怕亦係柯達當初始料未及，反

                                                        
76 Wang & Mei, supra note 51; Pinnacor, Kodak To Market Lexar Memory Cards, Forbes, May 17,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forbes.com/2004/05/17/0517kodakpinnacor_ii.html; Claudia H. 
Deutsch, Kodak Bets Old Strategy Can Go Digital, The New York Times, JAN. 26,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05/01/26/business/kodak-bets-old-strategy-can-go-digital.html?_r=0;  

 Ian Austen, Company News; Kodak Confirms $980 Million Bid For Creo, The New York Times,  
 Feb. 1, 2005, available at http://query.nytimes.com/gst/fullpage.html?res=9C00E7D9123BF932 
 A35751C0A9639C8B63 (last visited Sep. 2, 2017). 
77 Wiles, supra note 52, at 8. 
78 Dawn McCarty, Beth Jinks, Kodak Files for Bankruptcy as Digital Era Spells End to Film, 

BloombergTechnology, Jan. 20,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2-
01-19/kodak-photography-pioneer-files-for-bankruptcy-protection-1-; De La Merced, supra note 
70. 

79 Wiles, supra note 52, at 8-9. 
80 Slumping film sales leave Kodak figures deep in red, The Guardian, Aug. 2,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06/aug/02/2; Ian Austen, Kodak Selling X-Ray and 
Medical Image Lines,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1, 2007, available at http://query. 
nytimes.com/gst/fullpage. html?res=9C02EFDA1230F932A25752C0A9619C8B63; Rohm and 
Haas to buy Kodak’s light management films unit, Reuters, Apr. 19,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 

 reuters.com/article/idUSBNG 4106720070419; Paul & McCormick, supra note 51 (last visited Sep. 
2, 2017). 

81 Supra note 51. 
82 Pavel Alpeyev and Takashi Amano, Foxconn Signs Deal, Ending Sharp’s Century of 

Independence, The Washington Post, Apr. 3, 2016, available at http://washpost.bloomberg. 
 com/Story?docId=1376-O4ZXNM6JTSI201-0KHBOEVVHEMUG62U0SR047PQIJ; Makiko  
 Yamazaki, Foxconn seals $3.5 billion takeover of Sharp as executives seek to shake off doubts, 

Reuters, Apr. 2,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sharp-hon-hai-idUSKCN0WZ 
 06G (last visited Sep. 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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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柯達後續發展，截至其2013年9月3日脫離破產保護前83，其能做的仍舊為繼續出

售事業體、退出獲利未如預期之市場，與裁員以降低成本84。 

三、小 結 

綜上所述，柯達的失敗並不是輸在智慧財產本身的布局、管理及應用，而是此

些層面與企業經營的整合，基於企業經營管理階層及企業的營運與市場行銷部門對

於營銷的短視近利（marketing myopia）85，以及沈迷於前期發展之豐富成果，多次

錯估內部自主研發且具有高度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之數位相機的商

業潛力與價值，並懼怕一旦新產品及服務成功的導入，會對於原本的膠卷相機事

業、刮鬍刀商業模式及企業資源造成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86，使其無

以復存，而將企業主要資源皆放在「『既有』產品『商業化』」及「『不斷』技術

                                                        
83 Mike Spector, Dana Mattioli, Jacqueline Palank, Kodak Reaches Financing Deal With 

Bondholder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 12,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wsj.com/articles/ 
SB10001424127887324439804578115002926147158 (last visited Sep. 2, 2017). 

84 Stephen Shankland, Kodak’s image-sensor spin-off gets a name: Truesense, CNET, Feb. 8,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cnet.com/news/kodaks-image-sensor-spin-off-gets-a-name-truesense/; Jim 
Fisher, Kodak to Cease Digital Camera Production, PC Magazine, Feb. 9,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pcmag.com/article2/0,2817,2400039,00.asp; Kodak to sell film business that made its 
name, Chicago Tribune, Aug. 24, 2012, available at http://articles.chicagotribune.com/2012-08-
24/business/chi-kodak-to-sell-film-business-that-made-its-name-20120824_1_patent-sale-chief- 

 executive-antonio-perez-eastman-kodak; Matthew Daneman, Kodak quits printers, wants new 
deadline, USA TODAY, Sept. 29,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usatoday.com/story/money/ 
business/2012/09/28/kodak-quits-printer-business/1600265/; Kodak in $525 mln patent deal, eyes 
bankruptcy end, Reuters, Dec. 19,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kodak-patent-
sale-idUSL4N09T6CK 20121219 (last visited Sep. 2, 2017). 

85 V S RAMASWAMY & S NAMAKUMARI, MARKETING MANAGEMENT 27-30 (2013). 
86 Sean Malstrom, The End of the Schumpeter Prophecy, Nov. 2, 2010, Malstrom’s Articles News, 

available at http://seanmalstrom.wordpress.com/2010/11/02/the-end-of-the-schumpeter-prophecy/ 
(last visited June 27, 2017).（知名產業分析家Sean Malstrom即曾於其部落格為文，表示

Christensen的破壞性創新理論與Schumpeter的創造性破壞理論兩者，並不是迥然不同，且實

質上兩者間具有不可逆的因果關係，其認為破壞性創新的出現，終究會導致對應的創造性破

壞，惟創造性破壞的成因則未必是破壞性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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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研發』」，而未即時的審慎的評估市場需求及潛力，並嘗試整合其智財策略管

理與企業經營，逐步將數位相機商業化，結果導致企業喪失市場，也失去競爭力。

追根究底而言，本文認為企業皆應體認，任何產品或服務皆不過是滿足市場消費需

求的一種媒介，亦即一旦市場上出現了其他高度新穎或更能夠充分滿足消費需求的

新產品或服務時，現有的產品或服務就相當有可能會被淘汰。 

透過以上柯達的案例所帶來另一個值得思考的智財策略管理與企業經營整合的

問題，在於為究竟應該「讓企業智財『引導』事業發展」或「讓企業智財『配合』

事業發展」，本文作者初步認為兩者其實不僅並非絕對的互斥，較適當的毋寧為兩

者實質上為相輔相成。 

申言之，於商業活動，兩種做法可能分別與共同的存在，且孰先孰後亦未必具

有固定模式。舉例而言，新創企業的興起有可能是創始團隊先產生了「點子」（經

保護後成為智慧財產），並認為其具有「商業潛力」（發展為事業），則為「讓企

業智財『引導』事業發展」，惟隨著事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企業必需依據消費者需

求，對原本的點子做出改良，以滿足此需求，則為「讓事業發展『配合』企業智

財」；反面以觀，團隊亦有可能是先注意到了「市場需求的存在」（發展為事

業），因此思考可滿足該需求的「產品或服務」（經保護後成為智慧財產），則為

「讓事業發展『配合』企業智財」，但企業為能夠提升其競爭力，而不斷的對既有

產品或服務進行再創新，並嘗試開發其他產品或服務，以強化既有事業並使事業更

加多樣化，則為「讓企業智財『引導』事業發展」。由此可見，此2種做法在企業

經營並非僅能擇一或以特定順序存在，雖然單純依賴企業智財不足以使企業邁向共

維繫成功，但確保智財策略管理與企業經營充分整合，實為成功的企業所不可或缺

的。 

上述雖然未透過具體個案支持「讓企業智財『引導』事業發展」及「讓企業智

財『配合』事業發展」可同步存在的主張；然而，其實藉由柯達的案例即可見得。

如前所提及，不同於當初恐懼數位相機的發展，必將危及其既有的膠卷相機事業，

而消極對待數位相機的產品開發，「讓事業發展『消極的』『配合』企業智財」；

柯達對於與其膠卷相機事業不衝突的OLED結構及其衍生之技術所採取之態度，則

相對積極許多，此部分即為「讓企業智財『引導』事業發展」，本文猜測柯達 終

仍未獲致成功的主因並非OLED事業的相關嘗試無效，而是OLED事業仍在起步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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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能夠帶來的獲利自然相當有限，但柯達堅決不放棄的膠卷相機事業，卻持續擴

大柯達早已相當沈重的財務黑洞。 

由了解柯達此一企業是如何從無到有，逐步透過技術的突破和商業策略的應

用，至占有產業的絕對領先地位，吾人可知其於智財保護層面和智財「對外（透過

授權或出售）」金流化，所做的努力和得到的成果不只可圈可點的，更讓柯達後期

得以苟延殘喘近10年；然而，其針對智財「對內（透過提供產品或服務）」金流化

之作為，卻是墨守陳規、頑固不化，在歷任企業經營管理階層盲目的「顧傳統」收

益來源，無謂的懼怕和「多次」排斥妥善利用「自己研發」且領先產業之技術，更

在競爭者兵臨城下時，仍選擇「以不變應萬變」，導致逐步衰敗，並陸續被道瓊指

數、標普500指數和紐約證交所除名87，縱使後期嘗試進行策略改變，卻是為時已

晚； 後，甚至一度受到破產保護，即使嗣後再重回正軌，柯達已然完全的喪失其

原本可能享有之市場地位，實令人不勝唏噓。 

柒、從文書到「穩輸」——Xerox 

一、Xerox與個人電腦 

不論是全祿（Xerox）這家企業，或是「Xerox」這個字眼，在吾人眼中幾乎等

同於影印，但若岔開話題問及是哪家企業推出首支個人電腦之廣告，大多數人恐怕

都會回答IBM、微軟（MicroSoft）或蘋果電腦（Apple）；出乎意料者，正確答案

其實是Xerox，Xerox在1979年的廣告是首支個人電腦之廣告88，而且Xerox也是首家

成功開發出個人電腦之企業。 

                                                        
87 Kodak removed from Dow index, Dayton Business Journal, Apr. 1,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bizjournals.com/dayton/stories/2004/03/29/daily29.html; Hibah Yousuf, S&P 500: 
Netflix in, Eastman Kodak out, CNN Money, Dec. 10, 2010, available at http://money.cnn.com/ 
2010/12/10/markets/SP_500_new_companies/; Struggling Kodak film group split up, shares soar, 
Reuters, Jan. 10,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kodak-idUSTRE80913I2012 
0110 (last visited Sep. 2, 2017). 

88 ComputerHistory, Xerox Parc ― Office Alto Commercial on May 14, 1979, available a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0zgj2p7Ww4 (last visited Sep. 2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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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一提的是Xerox不僅是首家成功開發出個人電腦之企業，上述廣告除展

現個人電腦外，亦同時展現許多吾人日常生活中，幾乎難以避免的科技及這些科技

相互間是如何運作的，諸如滑鼠、圖形化使用者介面、電子備忘錄、乙太網路、電

子郵件、雷射印表機等；然而，礙於企業經營管理階層之前瞻性及敏感度的不足，

且未能體會研發團隊之成果的潛在價值，竟然在未妥善完成智財布局以前，即以相

當低廉之代價，容許外人進入參觀，甚至是當Xerox文書產品部門，嘗試將個人電

腦進行商業化時，經營團隊竟然因為不滿個人電腦產品獲得市場較多關注而「大發

醋勁」，進而掠奪部門原本已相當有限之支援， 終成為產品失敗主因之一，更導

致了大量研發人員之求去，假設Xerox在30年前能夠於妥善智財布局下，成功將廣

告中的個人電腦和相關設備商業化，本文作者相信「Xerox」這個字，如今所代表

的絕不會僅止於列印89。當然，Xerox至今之所以尚能夠擁有和維持其今日之商業地

位，並且使眾人將其商標直接與影印作聯結，表示其一路上仍有相當成功之處。 

Xerox的前身是一家創立於1906年，名為Haloid的公司，該公司主要從事製造與

販賣相片用紙和相關設備，且為Xerox第一任董事長兼執行長Joseph Wilson之祖父所

創立，而Joseph Wilson則係於1946年自其父親手中接棒企業後，認為目前從事之業

務，未來勢必會更加競爭，且市場和獲利也都將受限；Joseph Wilson看好電子圖像

影印（xerography）會是未來之趨勢，為了能夠順利進入並擴展市場潛力，其先是

與名為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之非營利機構簽約，以便取得相關技術發明人

Chester Carlson之專利90的使用權。 

經過數年發展後，成果並不如預期，為了確保繼續投入資金後，能於未來獲致

成功時，較強勢的立足於市場眾競爭者間，遂於1954年，將專利、技術與相關人等

皆一起納入Haloid，並將公司更名為Haloid-Xerox，而自其就任至第一台Xerox 914

                                                        
89 DOUGLAS K. SMITH & ROBERT C. ALEXANDER, FUMBLING THE FUTURE: HOW XEROX INVENTED, 

THEN IGNORED, THE FIRST PERSONAL COMPUTER 13 (1988). 
90 依本文作者進行檢索結果顯示，Chester F. Carlson於加入Haloid前（如今的Xerox），發明並

持有之美國專利至少包括US 2,221,776、US 2297,691、US 2,357,809、US 2,551,582、US 
2,391,457、US 2,624,652、US 2,599,542、US 2,583,546、US 2,681,473、US 2,690,394、US 
2,588,699、US 2,701,764、US RE25,136等10餘筆，而由Chester F. Carlson所發明，但為出資

機構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持有者則包括US 2,776,907和US 2,761416兩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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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影印機91於1960年3月交貨前，Haloid-Xerox共花了數億美元，且亦陸續取得5百餘

項與電子圖像影印技術、裝置或周邊產品相關之專利。Haloid-Xerox考量當時被

Financial World雜誌稱為「影印機界之凱迪拉克92」的售價過高，可能因而降低消費

者的購買意願，故決定採取以租賃機器，收取月租費，並依據影印量收取費用之行

銷策略93。 

高風險帶來高報酬的果實是甜美的，Haloid-Xerox推出Xerox 914型影印機以

前，年營收僅約3千萬美元，但隔年便迅速成長至6千萬美元，且之後皆逐年以倍數

增長，該公司隨後亦陸續推出Xerox 813型94、Xerox 2400型95等影印機，到了1968

年，不僅年營收已飆升至逾11億美元，企業股權價值更較1960年增長66倍，使其市

值初估達到82億美元，且高達20餘萬台Xerox系列影印機已被安裝，而Xerox 914型

影印機甚至曾經被Fortune雜誌譽為「美國有史以來，投資報酬率最高的產品96」。 

基於Xerox系列影印機帶來不可思議的成功，Haloid-Xerox遂將公司更名為

Xerox此一較為精簡之名稱，而「Xerox」這個字至今在吾人眼中，仍舊等同於影

印97；偌大的成功引起20餘家競爭者的覬覦、不滿與控訴，進而使Xerox在1972年遭

受美國公平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處分，雙方花了3年時間

終於達成行政和解，此中值得一提者，FTC於調查報告中指出，Xerox當時在全球文

                                                        
91 Xerox 914型之命名由來為影印輸出之紙張大小為9英吋乘14英吋。See DANIEL GROSS, GREAT 

BUSINESS STORIES OF ALL TIME 203-08 (1996). 
92 GROSS, supra note 91, at 202. 
93 Id. at 210; SMITH & ALEXANDER, supra note 89, at 37. 
94 Xerox 813型之命名由來為影印輸出之紙張大小為8英吋乘13英吋。See GROSS, supra note 91, 

at 203-08. 
95 Xerox 2400型之命名由來為影印輸出之速度1小時可達2400張。See GROSS, supra note 91, at 

203-08. 
96 Edward Tenner, The Mother of All Invention - How the Xerox 914 gave rise to the Information 

age, July-August 2010 Issue, The Atlantic, available at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 
archive/2010/07/the-mother-of-all-invention/308123/; George Parker, Xerox Was Actually First to 
Invent the PC, They Just Forgot to Do Anything with It, Business Insider, Feb. 29,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xerox-was-actually-first-to-invent-the-pc-they-just- 

 forgot-to-do-anything-with-it-2012-2 (last visited Sep. 29, 2017). 
97 GROSS, supra note 91, at 203-10; SMITH & ALEXANDER, supra note 89, at 27-28,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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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影印事業，竟享有高達86%之市場98。 

縱使Xerox在影印界獲得極大的成功，Joseph Wilson並不以此為滿足，並且隨時

保持商業警覺，其了解為使Xerox持續提升競爭力，讓員工得以安居樂業和股東享

有豐碩投資報酬，Xerox不能夠單純依賴影印機事業，毋寧須積極的進行事業多元

化。Joseph Wilson於1966年至1971年間，陸續將董事長、執行長和董事會主席之職

務，交棒給行銷背景出身的Peter McColough，並且囑咐「我們目前只提供客戶以平

面有形形式進行資訊之傳遞，使用者必須記錄相關資訊，並於影印後分享；隨著電

腦時代的來臨，若Xerox在數十年後，還想要繼續維持市場地位，我們必須具備協

助客戶，有彈性的選擇，同時以平面有形形式和數位無形形式，進行資訊傳遞之能

力」99，以40餘年後的今日看來，Joseph Wilson當時對於電子圖像影印和數位資訊

傳輸趨勢的預測，皆是相當精準的。 

Peter McColough認同Joseph Wilson之遠見，並認為若Xerox在數個領域之中，

皆具備有一定之布局，則Xerox將能夠在少數產業衰退時，不具後顧之憂，且既有

較基礎之影印機技術相關專利終將過期，屆時對競爭者之抵抗力將逐漸弱化100，故

其一方面在一片不看好的聲浪，以平均年度獲利近百倍之價格併購Scientific Data 

Systems公司（SDS）101，另一方面則接受研發部門主管Jack Goldman提出之建議，

延攬時任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校長兼教務長的George Pake，在加州帕羅奧圖市成立

並主持名為帕羅奧圖研發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PARC）102的數位科技研

究中心；SDS對Xerox之價值為其與IBM的事業內容相當，但規模相對較小許多，然

而Peter McColough深信Xerox具有能力為SDS「加持」，幫助SDS快速成長，而

Xerox則能夠透過SDS，取得進入數位資訊設備市場之捷徑，另一方面，PARC的任

                                                        
98 GROSS, supra note 91, at 211-12. 
99 SMITH & ALEXANDER, supra note 89, at 23-24. 
100 Id. at 45. 
101 Id. at 30-33. 
102 Xerox的帕羅奧圖研發中心（PARC）之命名相當有趣，一方面係基於該設施所處之地理位

置，另一方面則是考量柯達將其美國紐約州的創新科技研發中心命名為Eastman Kodak 
Park，而Xerox此一設施之主導者Jack Goldman和George Pake刻意藉由PARC與Park之發音相

同，彰顯雙方欲於探索新科技領域競爭，較勁意味十足。See SMITH & ALEXANDER, supra 
note 89, at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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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在於研發和探索下一個能像Xerox 914型影印機等，有潛力紅透半邊天，且廣為市

場消費者喜愛之成果和產品103。 

值得一提者，即便當時（至今亦如是）多數企業論及研究與發展（Research & 

Development, R&D）時，大多僅在乎「發展」，而忽略「研究」，企業經理管理階

層期望研發團隊能夠不斷發展可商業化之成果，甚至單純基於行銷部門提出之市場

需求，「要求」研發團隊設法發展，但Peter McColough了解有價值的研發成果並非

一蹴可幾，而需經過相當時間研究累積，且在資源充裕之環境下才可能產生；此

外，「上對下命令式」之研發策略，不容易吸引一流的研發人才加入，故同意Jack 

Goldman和George Pake僅須了解企業欲發展之技術領域及方向後，採取「下對上願

景式」之做法領導研發團隊104。 

PARC的研發團隊在此種友善之環境下，很快就有了令人驚喜的成果，其中以

Butler Lampson和Chuck Thacker為主等兩位研究人員，與其他多位成員合作，於

1972年，即研發出全球第一台個人電腦——Alto（詳見下圖2），該電腦具備能以點

陣圖顯示之螢幕、滑鼠和鍵盤，透過滑動滑鼠或敲擊鍵盤，所下之指令皆能夠迅速

的反應在螢幕上；更為難人可貴的是，研發團隊於此過程，並非天馬行空的發揮創

意，更注意到產出之品質，和如何在維持相當品質之前提下，透過流程之優化和零

組件之減少，以期能達到降低製造成品之成本，使該產出具有初步商業可行性105。 

                                                        
103 SMITH & ALEXANDER, supra note 89, at 53-63. 
104 Id. at 54-55. 
105 Id. at 87-94; See also Bart Leten et al., IP Models to Orchestrate Innovation Ecosystems: IMEC, A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E IN NANO-ELECTRONICS, 55(4) CALIF. MGMT. REV. 51, 51-5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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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06 

PARC之團隊結構主要可分為 3大塊：自然科學實驗室（ General Science 

Laboratory, GSL）、系統科學實驗室（Systems Science Laboratory, SSL）、電腦科

學實驗室（Computer Science Laboratory, CSL），而George Pake除了主導PARC外，

同時亦掌管GSL團隊，而SSL團隊和CSL團隊則是分別由Bill Gunning和Bob Taylor管

理107。有了Alto為基礎後，各團隊皆致力於開發相關之軟、硬體和周邊設備，3團隊

同時有10數個不同專案在進行，其中與通訊網絡、結合列印設備、文書處理相關者

占大宗，截至1975年，包括能夠連結百餘台電腦和設備之乙太網路（Ethernet）、

電子郵件、雷射印表機、BRAVO所見即所得（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106 左圖擷取自Paul McJones, Xerox Alto file system archive, Computer History Museum, Oct. 24, 

2014, available at http://xeroxalto.computerhistory.org/xerox_alto_file_system_archive.html (last 
visited Sep. 29, 2017). 
右圖擷取自崔綺雯，這個影印機公司，曾經有機會比蘋果和微軟加起來還大，好奇心日報，

2016年2月26日，網址：http://www.qdaily.com/articles/22915.html，最後瀏覽日：2017年9月

29日。 
107 SMITH & ALEXANDER, supra note 89, at 61,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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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SISYG）格式與輸出、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ypsy指令迴避模式輸入、電子備忘

錄等。各項創新之結合，可謂帶領當時個人電腦與周邊設備之互動到達了全新的境

界，PARC團隊在1976年初，曾一度獲得許可，嘗試進行小規模量產Alto及相關之

軟、硬體，到了1976年中旬，在PARC內部到處散布且瀰漫著Alto將會成為Xerox進

軍個人數位文書處理市場之利器108。 

然而，由如今提起Xerox，幾乎無人知道其曾經有機會成為個人電腦和數位文

書處理市場之霸主看來，Xerox的企業經理人顯然在影印機事業大紅大紫後，做了

相當多的錯誤決定，本文推測此與Xerox創辦人Joseph Wilson用人不當和其於1971年

底過世，大有關聯。申言之，Joseph Wilson雖然分別在1966年與1967年將董事長和

執行長之職位交棒予Peter McColough，並於同年由福特公司（Ford）挖角財務背景

出身的Archie McCardell擔任營運執行副總經理；然而，直到辭世前，卻皆維持

Xerox董事身分，若稱其為Xerox於60年代後期的「太上皇」應不為過，而Peter 

McColough和Archie McCardell此二位單純商學背景出身的行銷與財務人才，縱使能

夠理解創辦人之願景，卻無法在欠缺「指導」下，進一步的帶Xerox爬上另一個高

峰！ 

Peter McColough和Archie McCardell曾於1973年，由企業規劃部門、PARC與影

印機事業和企業併購部門高階主管組織委員會，分析Xerox未來策略，提供Xerox究

應如何自影印機事業多角化經營，並使企業永續成長之方向，該委員會被授權得獨

立運作，且暫時無須考量任何潛在法規、行銷或公關問題，甚至給予無上限之預

算。該委員會逐一審視各項數據，並經過謹慎思量後，歸納出Xerox一直引以為傲

的影印機事業，在面對眾多競爭者之侵蝕，已然陷入空有市占率，卻幾乎無獲利之

窘境，委員會提出4個方向：主要建議Xerox應在其熟悉之領域進行轉型，一方面利

用PARC之技術，以進入未來數位文書處理市場，另一方面透過併購適當標的，用

以平衡持續虧損中之SDS、將Xerox完全轉型至其他陌生領域、優化目前的影印機租

賃收費模式。 

可想而知的，忠言逆耳，使得Peter McColough和Archie McCardell皆難以接受這

                                                        
108 Id. at 94-113; See Abdulrahman Al-Aali & David Teece, Towards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55(4) CALIF. MGMT. REV. 15, 18-2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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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建議，該委員會之建議則從未被採納，並且盲目的指示該委員會「去想辦法找一

個規模相當，且能夠像Xerox一樣連續年成長15%之企業」109。本文之所以稱此指示

為盲目，在於透過簡單思考即可了解此指示是完全不符現實的，設想規模相當的企

業，要能夠達到此種幅度永續成長之要求，即隱含者Xerox必須每隔5至6年皆不斷

成功的靠併購成長，且每隔5至6年，對「規模相當的企業」之定義會不斷的以倍數

成長，而PARC的眾多成果對於Xerox的經營管理階層及員工而言，似乎與Xerox之

未來發展毫無關聯，且Xerox未來的可能性亦僅停留在Peter McColough和Archie 

McCardell之想像。 

另一方面，其實Xerox在遭受FTC調查並與之和解後，所帶來之衝擊其實有限，

反而是過分自信預測使用者對其產品的依賴性，而嚴重低估1975年經濟不景氣可能

帶來之影響，造成了預計安裝之影印機數和影印收入皆大幅下降，進而導致庫存量

快速上升，該年度各項費用更占總營收之70%，亦使Xerox股價大幅下跌110。 

針對SDS的事業，礙於組織整合問題，在預算和研發方向又皆未能達成共識，

導致SDS高層與PARC研發團隊和Xerox其他相關人員三方間關係，甚至一度劍拔弩

張，而作為與IBM的事業內容相當，但規模明顯較小許多之企業，竟然在尚未與

Xerox充分整合，亦未經過謹慎規劃，即冒然採取與IBM不同之程式架構，在使用者

大多已習慣使用IBM之程式架構，額外的轉換成本自然造成SDS之產品和服務絲毫

不具競爭力； 後，被 Xerox 併購之 SDS 的表現完全不如預期，不僅 Peter 

McColough當初以併購SDS進入數位資訊設備市場之期望無從實現，SDS甚至連被

Xerox併購前之成果亦無法達成111。 

令人更不可思議者，對於Xerox各項創新研發成果之保護，Peter McColough竟

然曾於The New York Times之訪問當中表示：「專利對於現階段的Xerox而言，已不

如當時事業規模又小又脆弱時來的重要112」，此種智財布局和管理之看法，即便在

當時而言，對照前述柯達案以觀，亦係相當愚蠢且明顯錯誤的；換言之，隨著企業

成長，規模越大，各個事業的風險曝露程度也將會與日俱增，而此時智財布局只會

                                                        
109 SMITH & ALEXANDER, supra note 89, at 135-43. 
110 Id. at 122. 
111 Id. at 55-56, 122-28, 145-47. 
112 Id. at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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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顯得重要。 

本文認為Peter McColough當時可能是將專利之「排它權」誤以為係「專屬實施

權」，這樣的誤解似乎可以解釋為何Xerox於Peter McColough擔任執行長的10餘年

間，取得的4千餘筆專利中，絕大多數仍舊停留在影印相關技術，而可能歸類為保

護前述各種PARC的突破性創新者，至多僅數十筆，顯然完全不成比例。值得注意

的是，專利並非給予專利權人一個「可以專屬實施專利權內容」的權利，而是讓專

利權人取得「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實施專利權內容」的權利，即便專利權人自己

無意實施專利範圍賦予的權利內容，透過妥善的智財布局仍可用以排除他人實施，

或者是以取得授權金或其他代價同意他人實施，因此，在專利布局的考量上，較關

鍵的因素並非完全是自己企業的規模大小或者有無實施意圖，而是其他潛在競爭者

是否有意實施專利權內容。 

PARC內部雖然具有非常多優秀之研發人員，但他們並不具備將產品商業化所

需之完整知識和經驗，然而，當PARC不斷向Xerox企業經營管理階層，請求提供金

錢以外之協助時，卻遲遲未能得到任何善意回應113；Xerox企業經營管理階層無法

理解PARC研發成果，亦完全錯估個人電腦和數位文書處理之重要性及市場潛力，

遂僅以價格因素為考量，認為消費者購買一台打字機僅須4千至1萬3千美元，但Alto

卻須1萬2千至1萬5千美元，甚至以雷射印表機一台須3萬美元，完成忽略了打字機

和個人電腦兩種根本是不同概念之產品，且Alto具有建立互動式辦公環境之能力，

與雷射印表機亦非每台Alto皆必備，於一辦公室環境裝設數台雷射印表機已然相當

足夠等因素，進而否定PARC多項創新商業化之可能，並堅持停留在既存且相當飽

和之文書處理器和打字機市場，繼續與眾多競爭者角逐114。 

當然，造成此結果亦不應完全歸咎Xerox企業經營管理階層，PARC的研發團隊

雖然非常優秀，但他們在Xerox其他員工眼裡是自視甚高的一群人，總覺得自己比

他人高一等，PARC的研發團隊彼此之間高度尊重且認同對方的能力與成果，卻不

願與Xerox其他員工溝通，更遑論是相互合作，且認為企業經營管理階層都是由一

群「無知的官僚」所組成，溝通上不僅完全沒有技巧，甚至是相當無理且不尊重，

                                                        
113 Id. at 161-62. 
114 Id. at 16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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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認為對方理所當然的應該理解自己之語言和意見，對於他人之建議則充耳不聞，

使其他員工完全無從去體會PARC及其研發團隊之價值，只知道PARC是Xerox位於

距離企業總部數千公里以外的一小部分，然而其不僅是對營收毫無貢獻，每年更是

花費相當大量之預算，也因此對於其研發成果則是完全不了解或不在乎115。 

俗話說：「禍不單行」，PARC不僅欠缺Xerox總部在行銷和通路等各方面之協

助，當時任Xerox文書產品部門總經理Donald Massaro和系統開發事業主管David 

Liddle相互合作，在1981年企圖嘗試利用部門和事業可控管之有限預算和資源，將

個人電腦Alto的進化版——Star進行商業化時，即便該嘗試已考量軟體相容性和價格

因素，但仍清楚該嘗試仍具有相當大的失敗風險，且在此過程，經營團隊亦可隨時

主張該決定與Xerox策略不符而要求終止。出乎意料者，經營團隊並未進行阻止，

而 後經營團隊選擇干預的原因，竟然是不滿個人電腦產品獲得市場較多市場關注

而「大發醋勁」，進而掠奪原本已相當有限之支援，導致此嘗試因為欠缺資源而

「被失敗」116。 

然而，本文再進一步思考，認為其實有另一個因素的存在，使得不論當時經營

團隊是否進行干預，此嘗試之結局在還未開始前，即已注定了終將會失敗的命運；

申言之，即便當時此嘗試成功獲得市場的正面回應，基於Xerox對於各種PARC的突

破性創新皆欠缺充分的智財布局之狀況，且Xerox在個人電腦產品亦不具有價格優

勢，使得競爭者能夠有機會快速反應，在短時間內推出類似產品與其搶食市場，而

Xerox卻無從反制，導致Xerox難以藉此獲致長期的商業成功。 

壓垮PARC研發團隊 後一根稻草的卻是Xerox投資部門於1979年，認為以允許

隔年可能即將會上市的蘋果電腦創辦人賈伯斯帶領研發人員參觀PARC，並能夠隨

意記錄、詢問與要求PARC研發團隊，展示任何相關研發成果作為代價，取得以每

股10元，認購10萬股蘋果公司股份的權利，對Xerox而言會是個好的投資機會。賈

伯斯團隊見獵心喜，看到了PARC團隊不斷向Xerox企業經營管理階層解釋卻未果之

潛力和價值117，並於1983年推出名為Lisa的個人電腦，造成PARC研發團隊徹底的心

                                                        
115 Id. at 147-50. 
116 Id. at 228-40. 
117 Ringo Pebam, How Steve Jobs got the ideas of GUI from XEROX, available at http://www. 

youtube.com/watch?v=J33pVRdxWbw; ZDNet Video, PARC scientist recalls Jobs’ famous Xer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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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意冷，導致大量人員陸續求去，其中大部分去了蘋果電腦118，亦有部分利用其任

職於PARC時所累積之知識，並自行創業，包括吾人如今廣泛使用的Adobe PDF格式

即為一例，該格式之前身PostScript格式，即為Adobe創辦人John Warnock和Chuck 

Geschke仍在PARC任職時，被忽略的文書處理成果之一119。 

二、小 結 

由上述可見，Xerox在智財管理層面之問題有相當多，首當其衝者，莫過於企

業在耗費大量資源進行新興技術研發，卻無能力或不願客觀評估其成果，進而不能

體會各成果之既有和潛在價值，且Peter McColough和Archie McCardell雖然招集高階

主管組織委員會，分析Xerox的未來策略， 後卻「只想聽好話」，絲毫不願採納

相關建議。此外，由企業經營管理階層對專利（或智財）保護之態度，和允許外人

任意參觀本應為企業「機房重地」，而應妥善進行「保密防諜」的研發中心之做

法，可見其未完整認知以適當方式保護研發產出之重要性，即便Xerox曾在蘋果電

腦各種產品和Macintosh作業系統陸續推出後，嘗試以著作權訴訟控告蘋果電腦，

後基於不同原因，皆以敗訴或被駁回收場120。而Xerox的高層在擬訂經營策略時，

顯然亦未與智財管理同步思考，例如當Donald Massaro和David Liddle欲嘗試將Star

進行商業化時，卻不知相關技術在當下至多僅受到著作權和營業秘密之保護，而個

人電腦此種產品縱使突破當時市場想像，但卻是相當容易進行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之物品，在未取得充分專利保護前，推出產品之舉動，幾乎等同公開

                                                                                                                                                        
visits, available a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OF-j6Nxm04; Kantaton, Steve Jobs visits 
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in 1979 (dramatiz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youtube.com/ 
watch?v= 2u70CgBr-OI (last visited Sep. 13, 2017). 

118 SMITH & ALEXANDER, supra note 89, at 241-42; See also Malcom Gladwell, Creation Myth-Xerox 
PARC, Apple, and the truth about innov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 
2011/05/16/creation-myth (last visited Sep. 13, 2017). 

119 PREPRESSURE.COM, The history of PostScript, available at http://www.prepressure.com/ 
 postscript/basics/history (last visited Sep. 13, 2017). 
120 Andrew Pollack, Most of Xerox’s Suit Against Apple Barred, The New York Times, Mar. 24, 

1990,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1990/03/24/business/most-of-xerox-s-suit-against- 
 apple-barred.html (last visited Sep. 1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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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給予競爭者加入市場之邀請函； 後，PARC團隊與Xerox其他員工間之互動，亦

印證了本文前述，一旦將需要各部門協力才能夠完成之智財管理，從經營策略中抽

離，成員間將礙於經歷背景與思維邏輯不同，淪為多管齊下，卻鮮有成果之看法。 

Xerox隨著既有影印機事業的逐漸衰退，加上SDS的表現一蹶不振，又失去

PARC大部分之人才和技術後，Xerox已不再可能成為原本潛力十足的明日之星。

Anne Mulcahy於2000年起，陸續接掌Xerox之董事長及執行長職位，於卸任後2年接

受CNBC專訪時，表示其於任內曾做出許多非常困難之決定，一方面大力推動事業

的多元化，包括立即進入彩色影印市場、提供數位影印服務、將PARC由內部研發

中心轉型為Xerox獨立子公司，可積極向外授權研發成果獲利等121；另一方面則是

退出不斷虧損市場，甚至Xerox長久以來倚賴之黑白影印核心事業亦在其中，此些

舉動允許Xerox在後續經營可得到一定彈性122。然而，從Xerox近期模仿HP之做法，

將企業一分為二，並將進行內部事業重整之消息以觀123，其前景似乎並不明朗，後

續發展亦仍在未定之天，是否能夠重返榮耀，值得吾人繼續觀察。 

捌、結 論 

本文藉由說明柯達與Xerox係如何從掘起到殞落，及此過程與智財管理之關

聯。與此同時，吾人應了解柯達和Xerox不僅忽略競爭者的技術進步和市場的客觀

需求，又未妥善保護產出，且未察覺研發成果存在之商業價值，更未能將智財管理

和企業經營同步規劃， 終招致衰敗，但柯達和Xerox並非在企業智財策略管理整

合失敗之特例。 

柯達之失敗結局並非僅在於未妥善的將智財策略管理整合至企業經營，而

                                                        
121 Connie Guglielmo, PARC, 10 Years After Xerox Spin-Off, Says It’s All About Innovation, Forbes, 

May 14,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forbes.com/sites/connieguglielmo/2012/05/14/parc-10-
years-after-xerox-spin-off-says-its-all-about-innovation (last visited Sep. 1, 2017). 

122 CNBC, Learning From Eastman Kodak Struggles, Jan. 13, 2012, available at http://video.cnbc. 
com/gallery/?video=3000067322 (last visited Sep. 1, 2017). 

123 Dana Mattioli, Xerox to split up, announces pact with Carl Icahn, MarketWatch, Jan. 29,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marketwatch.com/story/xerox-to-split-up-announces-pact-with-carl-icahn-
2016-01-29-8485858 (last visited Sep. 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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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rox如今在個人電腦領域空有歷史貢獻，卻未能享有任何實質經濟利益，亦非僅

欠缺智財管理單一環節所致；毋寧應認知欲成功的經營任何企業，不僅需要相當注

意智財管理與其他商業策略細節，主要關鍵仍為企業經營管理階層，有無具備宏觀

之商業和產業視野，能否整合考量各項策略規劃間，是否存有潛在衝突與如何調

整，以及是否具有充分之核心能力，幫助企業迅速的滿足市場需求，如同柯達與

Xerox原本能夠創造與改變市場一般，並時時以符合企業目前與未來發展之 佳利

益，作為進行經營決策之 高核心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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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761號智慧財產法院法官暨技術審查官迴避案 

裁判要旨 

 

 

【大法官解釋】 
【解釋公布院令】民國107年2月9日院台大二字第1070004458號 

【解釋爭點】 

1. 智慧財產法院技術審查官之迴避，準用相關訴訟法法官迴避規定，是否違反法律

保留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 

2. 曾參與智慧財產民、刑事訴訟之智慧財產法院法官，就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訴

訟無須自行迴避之規定，是否違反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 

【要  旨】 

一、法官迴避制度應屬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 

本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

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此乃憲法第

16條保障訴訟權之核心內容（本院釋字第752號解釋參照）。而訴訟權之落實，則

有賴立法機關制定法律，進一步形塑具體訴訟制度。立法機關具體化訴訟制度固然

有一定之自由形成空間，惟仍不得違背前揭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關於訴訟制度

之形塑，須關照之面向不一，法官迴避制度是其中一項。其目的有二：其一是為確

保人民得受公平之審判，並維繫人民對司法公正性之信賴，而要求法官避免因個人

利害關係，與其職務之執行產生利益衝突（本院釋字第601號解釋參照）；其二是

要求法官避免因先後參與同一案件上下級審判及先行行政程序之決定，可能產生預

斷而失去訴訟救濟之意義。綜上，可認法官迴避制度實乃確保法官公正審判，維繫

訴訟救濟本旨所不可或缺，而屬憲法第16條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 

二、智慧財產法院之技術審查官亦有迴避制度之適用 

因智慧財產案件涉及高度專業知識，智慧財產法院設技術審查官室，置技術審

查官，承法官之命，辦理案件之技術判斷、技術資料之蒐集、分析及提供技術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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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並依法參與訴訟程序（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15條第1項及第4項參照）。智慧

財產案件審理法第4條規定，法院於必要時，得命技術審查官基於專業知識，對當

事人為說明或發問，對證人或鑑定人為直接發問，或就本案向法官為意見之陳述。

又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16條規定，法院得命技術審查官就其執行職務之成果，

製作報告書；法院因技術審查官提供而獲知之特殊專業知識，經當事人辯論後，得

採為裁判之基礎。故技術審查官之意見仍可能影響案件審判之結果，為確保人民得

受公平之審判，並維繫人民對司法公正性之信賴，技術審查官於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程序執行職務，根據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亦應有迴避制度之適用。

至其迴避之具體內容，則有待相關機關進一步規定。 

三、系爭規定一與法律保留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牴觸 

憲法所定人民之自由及權利範圍甚廣，凡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保

障。除人民身體之自由屬憲法保留之事項外，其餘各種自由及權利，則於符合憲法

第23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

以規定，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

（本院釋字第443號解釋參照）。鑑於法官迴避制度旨在維護司法公正性，與人民

訴訟權之保障具有重要關聯，其制度重要內涵應由法律加以規定。技術審查官之迴

避亦同。 

系爭規定一明定：「技術審查官之迴避，依其所參與審判之程序，分別準用民

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關於法官迴避之規定。」雖未就技術審查官之

迴避原因及應遵循之程序逐一自為規定，而是採用於該法中規定準用其參與審判各

該程序之法官迴避規定之立法體例，並非沒有規定，是至少就此而言，已符合法律

保留原則之要求；又既然法官迴避事項，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及行政訴訟法已

分別有詳細規定，且技術審查官之迴避事項與法官迴避兩者之性質也確實有一定程

度相類似之處，則系爭規定一基於立法經濟之考量，採準用之立法技術，就技術審

查官應否迴避問題，要求依個案事實，就被準用之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及行政

訴訟法有關法官迴避之規定，加以適度修正、調整地適用，進行判斷，整體而言，

可謂已有具體之指示，是系爭規定一難謂與法律保留原則有違。 

又聲請人主張系爭規定一因規定未臻具體明確，導致參與指定技術審查官裁定

之法官，復得參與聲請技術審查官迴避事件之審理，從而牴觸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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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等語。惟查系爭規定一僅就技術審查官迴避事項為規定，而

聲請人所指摘者，係屬法官迴避之問題，爰應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9條及第20條準用

民事訴訟法關於法官迴避之規定。據此，指定技術審查官之法官，就聲請技術審查

官迴避事件之審理，既非屬行政訴訟法第19條所定法官迴避事由，無須自行迴避。

至有無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聲請迴避事由，屬個案之認事用法問

題，尚非本院所得審查之範圍。綜上，系爭規定一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牴觸。 

四、系爭規定二與憲法訴訟權保障之意旨尚無牴觸 

系爭規定二明定：「辦理智慧財產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之法官，得參與就該訴

訟事件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之審判，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3款之規

定。」考其立法目的，係鑑於智慧財產法院管轄案件之特殊性，包括智慧財產民、

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而關於同一智慧財產權所生之各種訴訟，由相同之法官辦

理，有助於避免裁判之歧異（參見立法院公報第96卷第10期，院會紀錄，第522

頁），以維繫法院裁判見解之一致性，提升人民對於法院裁判之信賴，有其憲法法

治國法安定性原則之依據。 

查法官迴避制度旨在避免法官利益衝突或同一案件救濟程序因預斷失其意義，

以維繫司法公正性，已如前述。立法者為貫徹民事與行政訴訟分由普通法院與行政

法院審理之二元訴訟制度，固非不得規定審理相牽涉民事與行政訴訟事件之法官

間，亦有迴避制度之適用（例如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3款之規定）。惟此種迴避規

定係適用於相牽涉之不同審判制度之案件，不涉及人民就同一案件之審級救濟利益

受法官預斷影響之風險，此種迴避要求即與公平審判無關，毋寧為政策之考量。是

立法者基於智慧財產法院管轄案件之高度專業及特殊性，為避免智慧財產案件裁判

歧異，維繫法院裁判見解之一致性，以提升法安定性，而規定辦理智慧財產民事或

刑事訴訟之法官，得參與就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之審判，無須迴

避，尚不至於違反憲法公平審判之要求，本院應予以適度尊重。是系爭規定二尚與

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無違。舉重明輕，就相牽涉智慧財產民、刑事及行政訴訟事

件，參與程序之技術審查官無庸迴避，應亦與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無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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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民商訴字第4號判決  

 

 

【商標法】 
【裁判日期】107年1月12日 

【裁判事由】商標權權利歸屬等 

【裁判要旨】 

1.系爭合約第1條第a項內容為：「……移轉方於此移轉、讓渡並轉讓予接受方

其本商標於全球的權利、所有權及利益，包含任何登記及普通法權利（商標定義見

附件A），及本商標所有法律或實體之訴訟基礎，以及提起訴訟、執行之權利，包

含在全世界任何對於本商標過往、現在以及未來侵權或不當行為請求損害賠償之權

利。」（見本院卷第18頁），僅記載有關對如附件A所示之商標所為過去、現在及

未來之侵權或不當行為請求損害賠償之權利均包含在該合約內，並非記載該合約範

圍亦及於未來新增註冊之商標，是原告主張依此條款可證兩造合意移轉登記之範圍

包含立約後新註冊之系爭商標乙節，容有誤解。 

2.至系爭合約之附件A雖有記載該附件屬「Subject to update from time to 

time」，而可與時更新，惟仍待原告證明被告確已同意將系爭商標亦更新納入上開

附件，而依兩造於98年12月間簽立之終止協議書，第7頁4c段雖記載「……劉氏或

台灣公司，應將所有商標的所有權轉讓（包括已登記及申請中）給LDPL（按：即

原告）」等語（見本院卷第250頁），然原告自承該終止協議書之立約當事人為被

告之夫劉正雄，並非被告本人所簽署（見本院卷第344頁），卷內亦未見被告出具

授權劉正雄代為簽署上開終止協議書之委託文件，原告雖主張因劉正雄與被告為夫

妻關係，故當然互為代理人，惟按夫妻於日常家務固得互為代理人，但有關契約之

訂立並非日常家務，夫非當然有代理其妻之權限（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1026號判

例意旨參照），是上開終止協議書之效力能否當然及於被告已非全然無疑，且系爭

商標之登記註冊日期均為102年間，有商標註冊資料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1、12

頁），是於98年12月間上開終止協議書簽立當時，系爭商標並非屬該終止協議書所

約定之已登記商標，又經查核該終止協議書所附附件D商標移轉合約內含之附件A

（見本院卷第278、284頁），就案外其餘商標於加拿大、南韓、菲律賓、美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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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等眾多國家之註冊狀態均有標明處於「Pending application」申請中（見本院卷第

281至284、286、287頁），可知該附件A亦有納入立約當時處於申請中狀態之商

標，倘系爭商標當時處於申請註冊中，自亦應予記載，惟附件A並未列出系爭商標

（見本院卷第284至287頁），足證系爭商標於斯時亦非屬上開終止協議書所約定之

申請中商標，無法證明系爭商標確經兩造合意轉讓。 

3.另有關原告向智慧局提出申請本件相關商標移轉變更登記時所檢附之文件，

觀諸智慧局106年3月14日（106）智商40263字第10680120940號函文及所附資料

（見本院卷第156、176至193頁），原告當時申請移轉登記之商標明細並未包含如

本判決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商標，至編號6至16所示之商標雖有包含在該文件內，

惟斯時此部分申請即因被告法定代理人之中英文簽名與智慧局留存之商標所有權人

英文簽名不符，以致遭退件，自仍不足證明被告已同意將系爭商標所有權移轉予原

告。 

4.此外，原告並無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商標亦為系爭合約效力所及，尚難認

原告主張可採，從而，原告所為如訴之聲明所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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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著訴字第55號判決  

 

 

【著作權法】 
【裁判日期】106年12月29日 

【裁判事由】確認著作權 

【裁判要旨】 

(一)原告與訴外人林育民間曾簽訂系爭協議書 

原告與訴外人林育民間曾簽訂系爭協議書，此有系爭協議書1份在卷可稽（參

本院卷第61頁），就系爭協議書之真正，原告初雖否認之（參本院卷第95頁），惟

嗣已不加爭執協議書上之簽名為其親自簽署（參本院卷第128、138頁），是原告與

訴外人林育民間曾簽訂系爭協議書之事實，堪先認定。 

(二)系爭協議書有效成立 

原告固主張系爭協議書並未押署簽訂日期，故可認雙方就系爭協議書第5條所

載「契約期間內」之契約必要之點並未意思表示合致，故系爭協議書尚未有效成

立，不得以系爭協議書第5條約定約束原告云云。但查，立約日期並非契約之成立

要件，且系爭協議書第1條已約定甲方（即訴外人林育民）有隨時終止本協議書之

權，已足推認雙方就系爭協議書之有效存續期間係採不定期之約定方式，故系爭協

議書之有效成立，並無疑義。至系爭協議書第1條雖有以手寫方式記載「雙方合

作，二年後」等字，及於系爭協議書表頭記載「請更改加註、重新印」等字，惟本

件兩造均不爭執系爭協議書因故並未重新擬約，是手寫部分所載約定，可認雙方尚

未達成合致而尚未生效，然此部分並無礙於系爭協議書原以電腦繕打內容之約定已

成立之效力。 

(三)本件系爭著作權歸屬 

1.按（第1項）受僱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以該受僱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

以僱用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第2項）依前項規定，以受僱人為著作人者，

其著作財產權歸僱用人享有。但契約約定其著作財產權歸受僱人享有者，從其約

定。著作權法第11條第1、2項定有明文。 

2.次按（第1項）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除前條情形外，以該受聘人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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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契約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第2項）依前項規定，以受聘

人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依契約約定歸受聘人或出資人享有。未約定著作財產

權之歸屬者，其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著作權法第12條第1、2項亦有明定。 

3.系爭協議書雖未記載契約成立時間，惟無礙於系爭協議書成立生效之認定，

已如前述。而系爭協議書於當事人欄後緊接著即載明雙方係就設立被告公司等事成

立協議，因被告公司設立登記於97年3月21日，此有被告公司設立登記表1份在卷可

稽（參本院卷第8頁），且契約當事人並不否認曾簽署過系爭協議書，是應足以推

論契約當事人就系爭協議書第5條所載「契約期間」之真意，係指自系爭協議書簽

署日至甲方（即訴外人林育民）終止時，應堪認定。且觀諸系爭協議書約定事項之

內容，係約定原告任職於被告公司期間，雙方之權利義務事項。則原告既主張系爭

著作係其於被告公司設立之97年間以5,000元之代價委請臺中技術學院學生即訴外人

○○○所繪製，並提出由訴外人○○○出具之同意書1紙為證（參本院卷第7頁），

應堪採信，因系爭著作嗣用於被告公司之系爭產品，係不爭之事實，則原告委請訴

外人○○○繪製系爭著作一事，自係原告為被告公司於職務上所為之行為，亦足堪

認定。 

4.本件原告固以系爭協議書第3條約定內容及相關事證為據，主張兩造間係委任

關係等語；被告則以系爭協議書第1至3條約定內容及相關事證為據，抗辯原告執行

職務仍受訴外人林育民指揮監督，兩造間並非委任或合作關係，而係僱傭關係等

語。然觀諸系爭協議書第5條約定：「智慧財產權歸屬：乙方（原告）於契約期間

內完成之所有著作、專利等智慧財產權均歸甲方（訴外人林育民）所有，乙方並同

意不行使著作人格權，離職後亦同」，因系爭協議書之雙方當事人間就系爭著作之

著作權應歸屬訴外人林育民所有，已有明文約定，且系爭協議書並無無效或經解除

之情形，則依前揭規定及說明，無論本件兩造間究係成立委任或僱傭關係，契約當

事人間就智慧財產權之歸屬，自應以前揭系爭協議書第5條之約定為準甚明。復依

前述，原告委請訴外人○○○繪製系爭著作一事，係為被告公司為之，則訴外人○

○○所讓與之著作權，依系爭協議書第5條之約定，亦應歸屬訴外人林育民所有。 

(四)至原告固具狀主張被告公司係由其出資設立云云，被告對此則抗辯被告公

司設立登記前之營運費用，係由訴外人林育民經營之醫強公司匯入資金，原告並未

投入任何費用，資本額均係由會計師所投入等語（參本院卷第136-137頁），並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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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強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活期存款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2份為佐（參本院卷第157-

160頁）。經查，依卷附臺中市政府106年9月13日府授經商字第10607455360號函及

所附台昇會計師事務所97年3月19日查核報告書、被告股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資

產負債表、被告之台中銀行中正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活期性存款存摺封面及

內頁影本（參本院卷第77-80頁，原證3）等件，雖可見被告公司申請登記資本額為

500萬元，且前揭查核報告書及股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中關於負責人部分，均記載

為原告。然原告於本院辯論期日自認被告公司資本額係由會計師籌措，其最後會將

資本額連同利息、費用匯還會計師等語（參本院卷第137頁），且有前揭被告提出

之存摺為證，堪認被告公司之資本額500萬元係由會計師籌措，故原告主張被告公

司係由其出資設立云云，並不足採。 

六、綜上所述，系爭協議書有效成立，且雙方就系爭著作之權利歸屬已約定明

確，應屬訴外人林育民享有，故原告就本件訴之聲明之請求，並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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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委員會 
 

2018年4月26日是全國專利師同感榮耀的第一屆專利師節，在「專利師節暨專利師

法施行十週年慶祝大會」上，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將頒發特別獎及長青菁英獎。特別

獎頒予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蔡練生秘書長，以感謝蔡秘書長對於專利師法推動之貢

獻。長青菁英獎（又稱「P100」）將頒發給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會員中年紀與其從事

智慧財產相關工作之年資加總總和為100以上者。感謝各界先進在智慧財產領域的貢

獻，促進中華民國科技產業的進步。 

特別獎 

序 號 中文姓名 服務單位 

1 蔡練生秘書長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長青菁英獎 

序 號 會員編號 中文姓名 服務單位 

1 0061 洪武雄 萬國專利商標事務所 
2 0176 羅 行 巨群國際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 
3 0076 高山峰 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4 0010 賴經臣 聯合專利商標事務所 
5 0022 陳逸南 陳恕琮專利代理人事務所 
6 0001 蔡坤財 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7 0031 陳英本 英傑專利事務所 
8 0036 洪澄文 冠群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 

專利師法施行十週年慶祝大會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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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會員編號 中文姓名 服務單位 

9 0104 惲軼群 聖島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 
10 0009 彭秀霞 中聯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11 0037 周良謀 東大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12 0017 王明昌 兆里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13 0177 陳天賜 冠中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14 0209 吳宏亮 德律國際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 
15 0122 陳和貴 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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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委員會 
 

日  期 內  容 

2017年 
11月28日 

中午十二時半假堤諾比薩召開設計專利實務委員會2017年度第四次

會議。 

2017年 
12月1日 

下午一時三十分假集思台大會議中心米開朗基羅廳，舉辦「2017企
業智權管理實務交流會」，由前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徐弘光

協理以及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郭孟君處長擔任主講人，分別就

「專利的品質管理──由專利訴訟觀點出發」及「企業專利紛爭處

理」兩大議題進行分享與交流，當天近100人出席參與本次活動。 

2017年 
12月4日 

上午九時假研發中心1108會議室，接待江蘇省蘇州市知識產權局交

流團，本會由吳冠賜理事長、林發立副理事長、洪澄文常務理事、

王仁君秘書長、兩岸事務委員會蔡坤旺主任委員、王耀華副主任委

員、陳政大副主任委員代表出席。 

 

會務動態與紀要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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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2017年 
12月8日 

中午十二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提升能見度工

作小組第一次會議。 

2017年 
12月15日 

上午九時三十分假集思交通部會議中心國際會議廳，本會與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共同主辦「2017專利法制與實務發展國際研討會」，邀

請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宋皇志副教授、國立政

治大學法學院王立達副院長、日本知的財產高等裁判所第4部裁判長

高部真規子裁判長、日本東京大學大渆哲也教授進行演講，當天共

有218人次出席參與本活動。下午四時三十分假集思交通部會議中心

國際會議廳，舉辦「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2017年 
12月21日 

上午九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召開「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公聽

會」，本會由發明實務委員會王奕軒委員、設計專利實務委員會鄭

人文主任委員代表出席。 

2017年 
12月22日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假研發中心1108會議室召開發明實務委員會2017
年發明實務座談會，邀請智慧財產法院李維心庭長進行交流座談，

討論主題為：「IP法院對於專利案件之 新審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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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2017年 
12月27日 

中午十二時假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召開智慧財產法院實務委員會

2017年度第三次會議，並邀請經濟部訴願委員會鍾士偉專門委員演

講「專利行政爭訟案例研析」。 

2017年 
12月28日 

中午十二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因應產業創新條例之諮詢會議」，

由吳冠賜理事長、林發立副理事長、秦建譜常務理事、王仁君秘書

長、專利師在職訓練委員會陳群顯主任委員、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

會黃富源主任委員、閻啟泰專利師等代表出席。 

2017年 
12月28日 

本會與互盛股份有限公司租賃影印機之租賃契約於2017年11月30日
到期，依新租賃契約與互盛股份有限公司續約五年，租賃金額及計

費方案維持不變並進行新型事務機替換。 

2018年 
1月1日 

委任勤敏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辦理107年度稅務簽證及各類所得扣繳申

報。 

2018年 
1月9日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於福華大飯店蓬萊邨接待宴請四川省知識產權局

參訪團，並於下午二時三十分假研發中心1101會議室進行交流，本

會由吳冠賜理事長、林發立副理事長、洪澄文常務理事、廖鉦達

常務理事、陳啟桐副秘書長、平謹榕副秘書長、兩岸事務委員會

王耀華主任委員、蔡坤旺委員、童啟哲委員等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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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2018年 
1月10日 

下午二時假研發中心1108室，經濟部工業局、台灣經濟研究院及財

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拜訪本會，研討「無形資產評價」推動事

宜，本會由吳冠賜理事長、林發立副理事長、秦建譜常務理事、

王仁君秘書長、專利師在職進修委員會歐姿漣主任委員、專利師職

前訓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代表出席。 

 

2018年 
1月15日 

上午九時三十分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召開「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第2次公聽會」，本會由發明實務委員會尹重君主任委員、設計專利

實務委員會趙嘉文主任委員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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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2018年 
1月17日 

中午十二時十五分於公會會議室召開專利師在職進修委員會2018年
度第一次會議。 

2018年 
1月24日 

下午三時三十分於公會會議室召開企業智權管理實務委員會2018年
度第一次會議。 

2018年 
1月25日 

專利師季刊第三十二期出刊。 

2018年 
1月26日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於公會會議室召開日本事務委員會2018年度第一

次會議。 

2018年 
1月29日 

上午十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專利師節活動第一次會議。 

2018年 
2月2日 

上午九時二十分智慧財產法院舉辦107年度「智慧財產權相關訴訟議

題暨新興技術研討會」第1場次，由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劉國讚教授擔

任主講人，本會由吳冠賜理事長、陳昭誠常務監事、周良吉理事報

名參加。 
中午十一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2018年度第一次會議。 

2018年 
2月6日 

中午十二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編輯委員會2018年度第一次會議。 

2018年 
2月8日 

上午十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專利師節活動第二次會議。 
中午十二時十五分於公會會議室召開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2018年
度第一次會議。 

2018年 
2月12至13日 

本會委任會計師進行106年度會計查核。 

2018年 
2月12日 

本會接獲經濟部復函107專師收字第015號，訂於4月26日為專利師

節，並經查內政部民政司已於「107年紀念日、節日及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定之日」更新專利師節之資料。 

2018年 
2月23日 

中午十二時假工總十二樓第二會議室，召開第三屆第十一次理監事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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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自2017年7月第30期起，特增設「智慧財產案件審理制度研討專欄」，歡

迎產官學界專家學者針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相關制度，提出研討與建言，議

題包括但不限於針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及其施行細則施行九年來的相關議

題、現行智慧財產案件司法制度議題、智慧財產法規適用於訴訟過程之議

題、如何提升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效能議題、如何增進智慧局有效處理相關事

務議題、公眾利益與智慧財產權人利益衡量議題等等，請各界踴躍投稿，並

於投稿時註明投稿至「智慧財產案件審理制度研討專欄」。經由本刊審稿流

程通過後，本刊將優先以持續性方式於每期《專利師》以專欄形式刊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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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需提供3至5個關鍵

字。此外，請提供以下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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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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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來稿一經刊登，文責由作者自負，本公會得多次利用。本刊編輯委員會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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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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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來稿發表後由本刊贈送當期 1本；本刊稿酬為 12,000字內1字 1.2元，超過

12,000字部分每字0.6元，上限18,000元。 

八、 本季刊於每年1月25日、4月25日、7月25日、10月25日出刊，隨時歡迎產官學

界學者專家踴躍投稿，來稿一經審稿認為可以刊登，即依：(一)來稿先後順

序；及(二)審稿作業流程等因素而刊登於當期或下期《專利師》季刊。 

九、 本刊恕不接受翻譯著作。 

十、 聯絡資訊： 
1. 洽詢：02-2701-1990 分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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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或二名編輯

委員會委員或相關領域專家負責審稿。 

三、編輯委員會綜合審稿意見後，決定予以刊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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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通過後，自中華民國104年2月起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