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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4月26日除了是世界智慧財產權日外，同時也是台灣的專利師節，鑑於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特別將今年的世界智慧財產權日的主題定為「Reach for 

Gold: IP and Sports（力拚金牌：智慧財產權與運動）」，本期專利師季刊亦躬

逢其盛同樣以運動產業為主題發行特刊，並開設〈智慧財產權與運動產業專

欄〉。在專利師公會林宗宏理事長的號召下，除了理事長本人，更邀請童啟哲

專利師、陳怡如專利師以及賴安國律師特別針對智慧財產權與運動產業如何相

輔相成分別為文提出建言，包含： 

林宗宏理事長所著「智慧財產權與運動產業」一文針對智慧財產權制度與

我國運動產業的關係，以及商標權、設計專利權、發明或新型專利權及著作權

在運動產業中的運用，做出扼要說明，希望以此為引，期許專利從業人員在慶

祝專利師的同時，應深思如何推廣智慧財產權在運動產業中的運用，並帶領風

潮，以專利師的專業能力為運動產業創造更大的產值，進而提供更多就業機

會。 

童啟哲專利師所著「發明及新型專利權在運動產業中的運用」一文舉出多

個在運動產業中廣為人知的專利，並說明這些專利對應的相關技術對於該項運

動均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進而使運動產業產生變化。並以此佐證在運動產業之

中，以專利對於創新技術來進行保護是絕對必要且有助於產業發展。 

陳怡如專利師所著「設計專利與運動」一文指出商品外觀是消費者決定是

否購買商品的一項最為直接且重要的因素，也是商品在市場上能否暢銷或成功

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該文同時以Nike的Flynkit技術所生產鞋面的設計專利為

例，說明知名運動品牌如何透過行使設計專利的排他權來鞏固其市場。 

賴安國律師所著「運動場上的商標三兩事」一文以Nike在Reebok贊助的

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場發送印有Nike商標帽子的事件為例來說明運動場上常

見的突襲行銷（ambush marketing）手段，也就是非活動贊助者在活動期間進行



 

 

相關行銷活動，讓消費者誤認為其與該活動之舉辦有贊助關係或者是藉由該活

動來增加其品牌曝光率。另一方面該文也補充說明「國際商標協會」

（International Trademark Association, INTA）針對立法保護突襲式行銷一事的立

場為：「只有發生（或可能發生）不實暗示為贊助商或有關聯關係，或導致公

眾對贊助關係發生混淆誤認之商業活動始應該被禁止。」以及「不應針對不具

識別性的文字或符號給予特別保護，且該等文字或符號應容許為交易上使用，

只要文字或符號並未造成是活動贊助商的錯誤印象。」藉此在合法公眾權益與

不法「突襲行銷」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除上述4篇與運動主題相關的文章之外，本期〈專題研究〉也收錄熱門議題

文章4篇，包含： 

李昆鴻專利工程師所著「優化企業創新研發與智財資源」，該文以財團法

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內部運作實際狀況為例，從各種數據來比較個人創新與團隊

創新之趨勢及適用情境，最後對企業在進行人才組織運用管理上給出寶貴建

言。 

葉哲維科長所著「設計專利之侵權判斷方法討論與案例解析」，該文針對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2016年2月發布的「專利侵權判斷要點」中關於設計專利的

部分進行說明，並自2016年版要點發布後，智慧財產法院所作成有關設計專利

之多個民事判決中整理出諸多重點。 

彭國洋律師所著「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權利的損害賠償責任之認定」，

該文基於我國新型專利採形式審查所致的權利狀態不穩定，以及司法實務上技

術報告的可信賴度不足4成，因而對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之注意義務以及不

當行使權利所致的損害賠償責任認定提出精闢看法。 

葉昭蘭管理師與劉國讚老師所合著「後Alice時代電腦軟體專利說明書撰寫

之研究」，該文根據USPTO在2014年6月19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成Alice案判

決後至今所做出的審查意見，歸納出應如何掌握美國專利法101條專利適格性之

判斷準則，同時提出應如何撰寫說明書及請求項以提高通過101專利適格性審查

機會之撰寫建議。 



 

 

本期季刊特別開設之〈智慧財產權與運動產業專欄〉所收錄的4篇專文，目

的在提醒專利與運動產業從業人員並非僅有科技業需要智慧財產權，市場規模

不亞於科技業的運動產業同樣需要縝密且多元的智慧財產權布局思維來維持其

市場競爭力。〈專題研究專欄〉所收錄之4篇分別有關設計專利侵權分析、企業

內部智財管理、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權利的損賠責任以及美國Alice案後軟體

專利撰寫原則等熱門議題文章，相信也能讓日常工作涉及該些領域的從業人員

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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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與運動產業專欄  

智慧財產權與運動產業 
—— 寫在2019年4月26日世界智慧財產權日暨 

專利師節之前 

林宗宏* 

壹、世界智慧財產權日與專利師節 

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現今正打得如火如荼的美中貿易戰爭的主戰場

就是智慧財產權，對幾乎沒有任何礦產的台灣而言，最珍貴的資源也就是智慧財產

權。為了促進世界對智慧財產權的瞭解，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1於2000年訂定每年的

4月26日為世界智慧財產權日，並從2001年起，在每年的智慧財產權日舉辦慶祝及

宣導活動2，推廣智慧財產權相關知識，並且呼籲世人一起思考如何善用智慧財產權

以促進產業及文化的發展。 

但比較少人知道的是，每年的4月26日同時也是我國內政部核定的專利師節3，

這是專利師們專屬的節日。專利師公會身為全國專利師強制入會的職業團體，同時

也是國際社會的一員，當然對於智慧財產權的推廣與運用責無旁貸，樂於與全世界

的智慧財產權相關組織同步，共同慶祝世界智慧財產權日暨專利師節，以期智慧財

                                                        

DOI：10.3966/221845622019040037001 

收稿日：2019年2月25日 
* 理律法律事務所專利師、專利師公會第四屆理事長。

 

1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azation, WIPO，官網：https://www.wipo.int。 
2 詳見WIPO網站，https://www.wipo.int/ip-outreach/en/ipday/archive/index.html。 
3 內政部核定紀念日及節日與中央各主管機關核定活動日，https://www.moi.gov.tw/files/civil_ 

 download_file/107年度紀念日及節日與中央各主管機關核定活動日(doc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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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制度的利益能擴及於我國的各個層面。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今年特別著眼於運動產業，將今年的世界智慧財產權日的

主題訂為「Reach for Gold: IP and Sports（力拚金牌：智慧財產權與運動）4」，這

個題目恰好切合我國目前的產業需求。我國的國民體育法甫於2017年9月20日修正

通過5，政府承諾體育預算加倍，各個單項協會紛紛改選，2017年夏天的台北世界大

學運動會以及2018年雅加達巨港亞運會中華代表團創下佳績，國人的感動記憶猶

新，而路跑賽事及鐵人三項賽事等公民賽事的熱度也不斷升溫，在在顯示我國的體

育產業似乎已經起飛，國人不只拚經濟，也開始注重體育。在此關鍵時刻，專利師

們實應深思智慧財產權制度如何促進運動產業的發展。 

以下筆者茲簡述智慧財產權制度與我國的運動產業的關係，以及商標權、設計

專利權、發明或新型專利權及著作權在運動產業中的運用，以求拋磚引玉，期待各

方專家能對這個主題有更深入的論述，則幸甚。 

貳、智慧財產權與我國的運動產業的關係 

根據2017年11月29日修訂的運動產業發展條例6，所謂運動產業包括以下項目： 

一、職業或業餘運動業。 

二、運動休閒教育服務業。 

三、運動傳播媒體或資訊出版業。 

四、運動表演業。 

五、運動旅遊業。 

六、電子競技業。 

七、運動博弈業。 

八、運動經紀、管理顧問或行政管理業。 

九、運動場館或設施營建業。 

                                                        
4 詳見WIPO網站，https://www.wipo.int/ip-outreach/en/ipday/。 
5 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20001。 
6 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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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運動用品或器材製造、批發及零售業。 

十一、運動用品或器材租賃業。 

十二、運動保健業。 

十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產業。 

以上每一個項目都需要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否則就很難有高產值。以最後加入

運動產業的「電子競技業7」為例，電競團隊的所有周邊商品都需要商標權的保護，

電競設備的酷炫外觀需要設計專利權保護，電競用電腦的高速運算及高效冷卻技術

需要發明專利權保護，電競直播平台的轉播內容則需要著作權的保護。若沒有適當

規劃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架構，則即使我國的選手能打到世界冠軍，選手拿到獎金，

其獲利其實有可能墊底，所謂的贏了面子，輸了裡子。 

可是綜觀我國的運動產業的發展，似乎在智慧財產權保護的議題上並未受到充

分的重視，導致紛爭層出不窮之外，更是無法提高產能。根據體育署的研究報告8，

如下表所示，我國的運動產業的產值實在少得可憐，只有韓國的大約10分之1，更

不到日本的20分之1，只占全球的0.36%！即使除以GDP（國內生產總值），計算出

其相對於國內總產值的相對值，依然是遠遠落後於全世界的平均值及鄰近的日韓兩

國的平均值，這對積極修法以圖發展運動產業的我國而言，無疑是一大警鐘。 

表 2015年台日韓運動產業產值比較 

 全球 日本 韓國 台灣 

運動產業產值（億美元） 12,123 1,174 404 44 

占全球運動產業產值比重 100% 9.68% 3.33% 0.36% 

占GDP比重 1.63% 2.67% 2.92% 0.39% 
 

在運動產業發展嚴重落後的情況之下，專利師們實應深思本身對經濟發展所背

負的使命，拿出過去在製造業及服務業的發展過程中培養出的實力，為運動產業的

發展貢獻心力，以期提高產值。運動產業得以獲利，就會更多人願意投入運動產

業，刺激更多人運動，再回頭吸引更多投資進入運動產業，形成正向循環。 

                                                        
7 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11070098.aspx。 
8 教育部體育署，推估試算我國104及105年運動產業產值及就業人數等研究案，https://www. 

 sa.gov.tw/Resource/Other/f153690656503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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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這個正向循環中，智慧財產權到底扮演什麼角色？詳細的論述將留待他

文，本文僅試簡述商標權、設計專利權、發明或新型專利權及著作權在運動產業中

的運用如下。 

參、商標權在運動產業中的運用 

商標權在運動產業中的運用可說是無所不在，假設你去看一場球賽，還沒進入

球場，就可以感受到商標權的威力了。以美國的職棒大連盟為例，舊金山巨人隊的

球場不叫大巨蛋，而是叫做Oracle Park，據說Oracle公司為了把公司的商標放在球

場上，就付了2億美元9。 

進入球場以後，場上的運動員幾乎每個人都把自己的本名、別名、招牌動作、

標語、簽名或任何想得到的表徵都申請了商標權，層出不窮。例如林書豪的

Linsanity及招牌上籃動作的剪影，麥克喬丹的Air Jordan及飛人圖樣，大家都耳熟能

詳。即使在運動員退休之後，這些商標仍然可以繼續產生極大的產值，例如光是

Jordan這個商標，就為耐吉公司在2017年創造了31億美元的產值10，跟我國整個運動

產業的產值已經相差無多。 

商標的識別功能把我們的認知行為簡化成一個符號，這個符號代表了我們投射

在選手身上的所有價值跟熱情，所以能快速的吸引更多的粉絲願意投入時間及金錢

關注運動賽事，粉絲的行為直接刺激更多的廠商願意投資在優秀的選手及更先進的

基礎建設上，回頭讓粉絲有更美好的體驗，整個運動產業因而蓬勃發展。 

其實不只是球場及運動員，舉凡球隊、賽事主辦單位、運動器材廠商、運動食

品飲料廠商等等，都受惠於商標權的制度得以創造龐大的價值，其中價值最高的運

動商標就是奧林匹克商標，根據國際奧會的收支計算出來的奧林匹克商標的價值竟

然高達475億美元11，如果跟跨國企業一起排名，將是全世界價值第二高的商標，僅

                                                        
9 Fox Businesse News, https://www.foxbusiness.com/technology/oracle-sf-giants-reach-stadium- 

 naming-rights-deal. 
10 https://www.thestreet.com/story/14205252/1/nike-just-revealed-that-its-most-important-brand-is- 

 raking-in-billions-of-dollars.html. 
11 CNN, http://edition.cnn.com/2012/07/25/sport/olympics-london-2012-google-appl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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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於蘋果電腦商標，甚至高於GOOGLE商標。國際奧會是一個自給自足國際組織，

善用商標權產生高額利益，才得以維持奧運這個幾乎是所有運動的原動力的賽事，

由此可見商標權的重要。 

雖然商標權有這麼高的價值，但申請商標權的成本卻很低，申請人可以選擇在

各國直接申請商標，也可利用關於商權的馬德里協定12，一次申請最多119國的商標

權13，而且只要適當地繼續使用商標，並繳納維持費，就可以無限期持有商標權，

成本其實不高。我國的運動產業一向對商標權不夠重視，鮮少有申請商標權者，實

在應該更積極地利用商標制度創造更高的價值。 

肆、設計專利權在運動產業中的運用 

設計專利權對運動產業的影響更是舉目皆是。不管是運動鞋、運動服、運動器

材，運動背包，甚至是整個體育場館的設計，只要是牽涉到美學，就是設計專利權

保的對象。 

好的設計，不但可以提高商品的價值，甚至可以讓運動員有更好的運動表現，

或是吸引更多人參與運動（很多人真的是為了穿漂亮的運動服而開始運動的），以

及讓高科技運動器材更具親和力。例如，相同品牌相同功能的兩件排汗衣，只因設

計不同，其售價就可能相差數倍，運動產品的廠商無不投注巨大資源就為了設計出

能吸引消費意願的商品，保護好的設計所創造出的價值，就是設計專利權制度的功

能。 

跟商標權相同的，開發好的設計所費不貲，但取得設計專利權的成本相對極

低。申請人可以選擇在各國直接申請設計專利權，有些國家（如我國、日本、美國

等）會在實質審查之後賦予設計專利權，有些國家（如中國、歐盟等）則不經過實

質審查即賦予設計專利權，可謂十分簡便。另外，也可利用關於設計專利權的海牙

協定14，一次最多在70個國家同時申請100件設計專利權15。但在我國，智慧財產局

                                                        
12 即Madrid System，詳參https://www.wipo.int/madrid/en/。 
13 台灣申請人必須在馬德里協定的任一加盟國有住所或居所，或是以加盟國的國民或法人的身

分申請，才能適用馬德里協定。 
14 即Hague System，詳參https://www.wipo.int/hagu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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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只收受大約8,000件設計專利，其數量遠遠落後大部分先進國家16，顯見近年來

我國雖然不斷強調工業設計的重要性，但業界仍然不夠重視設計專利權的取得，專

利師們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伍、發明及新型專利權在運動產業中的運用 

發明及新型專利權制度的目的在於保護技術思想，幾乎所有的技術思想，只要

是新的、進步的、有用的，在提出專利師基於其專業知識撰寫而成的專利說明書之

後，即可取得專利。而科技在運動產業中的運用可說是包山包海，從運動鞋到泳

裝，從網球拍到足球，從穿戴裝置到計時系統，在在隱藏了大量的新科技，發明及

新型專利權在運動產業中的運用實無遠弗屆。 

在發明及新型專利權的保護之下，開發運動器材的廠商可以取得市場優勢獲取

利潤，進而投入更多資源開發更好的器材；研究人員可以取得更多有關於運動及訓

練的數據，以提升選手的運動表現及改良運動器材的性能；運動員得以進行更有效

率的訓練同時避免運動傷害；而一般民眾可以使用更好的設備來維持健康。整個運

動產業在獲利再投資的正向循環下，得以永續發展。 

相對於商標權及設計專利權，發明及新型專利權的取得成本較高，兩種專利都

必須撰寫說明書，而且發明專利更要經過實質審查才能取得。但由於其保護的是技

術思想，而不僅是表徵或外觀，因此其保護範圍更廣。發明及新型專利權可以藉由

分別向各國申請專利並經審查而取得，也可以利用專利合作條約17，同時向152個國

家提出申請程序，並取得國際專利檢索報告及國際預備審查報告書，於申請後3年

之內再決定是否要轉換成各國專利，取得當地國的保護18。 

                                                                                                                                                        
15 台灣申請人必須在海牙協定的任一加盟國有住所或居所，或是以加盟國的國民或法人的身分

申請，才能適用海牙協定。 
16 詳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發布的2018年世界智慧財產權指標，https://www.wipo.int/publications/ 

 en/details.jsp?id=4369。 
17 即Patent Corporation Treaty，詳參https://www.wipo.int/pct/en/。 
18 台灣申請人必須在專利合作條約的任一加盟國有住所或居所，或是以加盟國的國民或法人的

身分申請，才能適用專利合作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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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惜的，我國雖然是世界第7的發明專利大國（以該國的專利主管機關直接

受理的發明專利申請案件數為準），但在專利的國際分類A63項目（運動；遊戲；

娛樂活動）之下，最近幾年的申請案都只有300多件19，可說是少得可憐，顯見我國

的運動產業對於發明及新型專利權的重視度實在不足。 

陸、著作權在運動產業中的運用 

我國著作權法第5條例示了10種著作（語文著作、音樂著作、戲劇、舞蹈著

作、美術著作、攝影著作、圖形著作、視聽著作、錄音著作、建築著作、電腦程式

著作），這些著作跟運動產業都有密切的關係，於此不一一贅述。而我國著作權法

第22條至第29條之1規定的著作財產權，包括錄製權、播送權、網路傳輸權等，其

實是體育活動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例如，2010年在南非舉辦的世界杯足球的總收入

37億美元中，轉播權利金就占了3分之2，高達24億美元20。又例如每年7月的環法自

行車賽在180個國家直播，光是轉播的收入就占了所有賽事收入的60%，可見著作權

對賽事主辦單位的重要性。 

與前述商標權、設計專利權、發明及新型專利權所不同者，著作權的取得並不

需要經過申請，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國際上則有保護表演、錄音物

製作人暨廣播機構之羅馬公約21，特別對廣播提供進一步的保護。 

但隨著網路科技的進步，賽事的觀賞早就不限於現場及電視，透過電腦、手

機、以及各種新興媒體等數位管道觀賞賽事已經非常普及。但數位管道也對智慧財

產權制度形成新的挑戰，數位訊號的非法截取相對容易，點對點分享技術更是讓非

法截取的數位訊號得以迅速傳播，如果不能有效防堵數位訊號的盜取行為，不但會

危及賽事主辦單位的收入，其至會減損賽事本身的價值，這種新興的著作權侵害行

其對運動產業的傷害十分鉅大，如何能完善數位時代下著作權保護，實為我等必須

                                                        
19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歷年專利統計，https://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88299211878. 

pdf。 
20 FIFA Financial Report 2010, https://resources.fifa.com/image/upload/fifa-financial-report- 

 2010-1392045.pdf?cloudid=miuql8kpghitm7kdzha2. 
21 即Rome Convention，詳參https://www.wipo.int/treaties/en/ip/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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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的課題。 

柒、結 語 

體育即國力，越進步的國家，體育就越強，相信這是大部分人都可以輕易觀察

到的普遍現象。所以我國在全力拚經濟的同時，更不可荒廢體育，更何況體育本身

就是一大產業，經濟的一環，發展運動產業可說是一舉兩得，產業整體都將受益。

可惜不管是從我國的運動產業的產值或是我有在運動產業相關領域的智慧財產權的

質與量來看，我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時值今年世界智慧財產權日以IP and 

Sports為主題，我們專利師在慶祝專利師的同時，應深思如何推廣智慧財產權在運

動產業中的運用，並帶領風潮，以專利師的專業能力為運動產業創造更大的產值，

進而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實為國家之福，互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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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與運動產業專欄  

發明及新型專利權 
在運動產業中的運用 

童啟哲* 

壹、運動產業中的技術創新 

相較於其他不同的產業而言，運動產業所涵蓋的範圍十分廣泛。舉凡職業運動

球隊的經營、媒體及活動企劃、訓練設備與運動器材的設計製造、運動用品服裝生

產，以至於運動員所需的營養補給、運動傷害防護及復健治療等後勤支援，均屬運

動產業這個大家庭的一環。雖然運動產業的範圍如此廣泛，然而若是我們分析一下

運動產業的演進，則其實可以發現其演進均不脫於「技術」上的進步。我們可將

「技術」這個概念粗分為運動員本身的技能及其他非運動員本身技巧的技術，例如

設備及器材上的創新；雖然運動員本身的技術精進很重要，但其他非運動員本身技

巧的技術進步則更能全面性地推動整個產業前進。相較於其他各種智慧財產權，發

明及新型專利權所保護的即為此類實體技術的進步；而正是因為如此，發明及新型

專利與運動產業的關係實是密不可分。 

仔細想想運動的本質，其實各類運動的機制其實都是架構於「力學」的各式自

然法則之下：跑步時踏地產生的反作用力、籃球投出時的拋物線、網球拍擊球時的

碰撞、自行車的曲柄力矩及齒輪配比、棒球中投出變化球的空氣力學、游泳時在水

                                                        

DOI：10.3966/221845622019040037002 

收稿日：2019年3月19日 
* 寰灜法律事務所專利師／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第四屆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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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遇到的流體力學等等，無一不是與力學息息相關。雖然運動規則等由人所定出的

規則及運動時人所進行的動作均非屬於實體「技術」，因而無法取得專利；然而在

運動中所使用的設備或器材，則因其具有實體技術特徵而可以發明或新型專利加以

保護。例如可以擊出更遠開球的高爾夫球球桿桿頭設計、可使拍面震動更小的網球

拍材質等等。除了運動中使用的設備或器材外，因應科學化訓練的風潮，近年來在

運動員狀態監測上也有更多新開發的技術，而這方面的技術則應用了較多的電子與

軟體技術。此外，在運動員營養補給、運動傷害治療及復健上，則為食品醫藥及生

物技術的領域。由此可知，運動產業所涵蓋的技術領域實已橫跨了機械、電子、軟

體、食品醫藥及生物技術等不同技術領域；而這些技術領域的創新技術均可以發明

或新型專利權來加以保護。事實上，在運動產業中的各大廠商均不斷的在技術上研

發及創新，並就各自的創新技術提出發明或新型專利申請，以期取得相對其他競爭

者在競爭上的優勢。 

貳、在運動產業中專利運用之實例及影響 

一、以運動裝備或用品的創新而言，此類技術的創新往往可以

為所屬運動項目帶來全新的風貌，以下即提出幾個技術創

新對該項運動帶來革命性影響的例子 

(一)講到研發技術及衍生出的專利對於運動產業的影響，當首推當年Nike, Inc.

自發明人Frank Rudy處取得授權的氣墊鞋專利。在取得氣墊鞋專利的授權之後，除

了產品本身功能性對於運動員表現的幫助之外，Nike更成功地包裝產品形象。藉由

設置氣墊來增加產品的科技感及設計感以影響消費市場，進而逐步提高利潤，並帶

領了運動鞋產業的革命，最終一舉登上這個產業的領先地位1。同時間，由於Nike取

得美國專利US 4,183,156以及US 4,219,945等兩個重要的基礎專利，因此在長達17年

的專利權期限間，競爭對手在美國均無法越雷池一步，Nike也得以拉開與競爭者的

差距。除此之外，由於Nike的崛起及其氣墊技術在籃球鞋上的廣泛應用，對於籃球

運動以及其文化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影響力遍及全世界各個角落。 

                                                        
1 https://www.baltimoresun.com/news/bs-xpm-1996-08-19-1996232041-st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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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圖2 

(二)Speedo International Ltd.研發出俗稱「鯊魚裝」的泳裝設計，其研究成果使

得游泳比賽各項目的世界紀錄產生了戲劇化的大幅躍進。自2000年之後的各屆奧運

賽場上，超過一半以上的選手均身著該設計之競賽泳衣，2008年奧運賽場上而更有

超過90%的獎牌得主是穿著該設計之泳衣2。該公司亦就此申請了一系列的專利，例

如美國專利號US 8,286,262，即就競賽型泳衣設計申請了保護。由於身著此設計泳

衣之選手一再打破紀錄，國際游泳總會（FINA）不得不於2009年正式對泳衣提出規

範和限制3。 

 

圖3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ZR_Racer. 
3 “Fina cracks down on hi-tech suits”, BBC Sport, 14 March 2009. Retrieved 15 March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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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himano Inc.在研發電子變速器上投下無數人力及財力，而其成果亦改變了

自行車運動在變速器上使用的習慣，使得自行車的變速更為準確而減少需要調校的

次數。在研發過程中，Shimano Inc.即申請了十數件的專利保護，例如美國專利US 

6,741,045及其專利家族，以確保其競爭上的優勢。 

 

圖4  

而其競爭對手Campagnolo SRL亦不甘示弱，急起直追，就電子變速器上亦加強

研發的力度。在此過程中，Campagnolo SRL也有了十數件的專利產出，例如歐洲專

利EP2808240及其專利家族，以期保有與Shimano Inc.相抗衡的能力。 

 

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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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述運動器材及裝備技術創新主要是對於運動員的成績及

表現直接提供幫助。然而除了運動員的表現外，部分技術

的創新則是改變了運動規則，而對運動的本質產生了間接

的影響，例如 

(一)近年來在各大網球公開賽所廣為使用「鷹眼」重播輔助判決，來補足線審

肉眼可能產生的誤判。「鷹眼」技術是以多個攝影機的影像建構出3D立體圖像，來

判斷球在落地的一瞬間所對應的位置。當運動員對線審的判斷有所質疑時，即可提

出挑戰而以「鷹眼」來比對線審的判斷是否正確。研發此技術的公司已就相關的技

術提出了公開號WO/2001/041884的PCT專利申請4。 

 

圖6 

(二)2009年跆拳道世界錦標賽正式開始使用電子護具及電子襪，2015年開始使

用電子頭盔，這項變化徹底的改變了跆拳道這項運動。猶記得2010年亞運賽場上楊

淑君因為電子襪不合規定而被判失格，更是全台灣人民心中的痛。自從跆拳道改用

                                                        
4 https://www.rws.com/insights/patents-in-sports-inventions-that-changed-the-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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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護具後，評分即全面電子化，而不再依賴裁判的人為判斷。相對而言，由於電

子護具需承受超過門檻的一定打擊力才會產生感應，因此也使得選手紛紛調整練習

方式及比賽策略。往昔以快取勝的作戰方式不再復見，取而代之的則是設法使感應

器 產 生 感 應 的 作 戰 方 針 。 主 要 製 造 電 子 護 具 的 廠 商 為 韓 國 的 KP&P及 西 班 牙 的

Daedo，其中KP&P是採RFID感應方式來進行偵測；而Daedo則主要以磁感應方式來

偵測5。兩家均就相關技術提出專利申請，例如：PCT公開案WO20100065169A1以

及韓國專利公開號KR20110101568A。 

三、再進一步而言，運動本身成績的進步及規則的改變雖對運

動產業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然而在一個產業中不可或缺

的則是付錢買單的消費方。因此，部分技術的改良主要是

針對於觀眾在賽事觀賞時的體驗及感受。藉由這一類的改

良，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觀眾來觀賞比賽或成為消費群

眾，以達到行銷的目的。例如 

(一)這兩年來，美國各大職業運動的賽事轉播都推出了即時重播的服務，且觀

眾可以自行選擇及改變觀看的視角，而不再受限於轉播單位提供的影像範圍。換言

之，觀眾可藉由主動調整觀賞視角來獲得更多動作上的細節，並可增加臨場感。此

一技術是由Skycam公司所開發，可將觀眾置身於比賽的場地中央6。相關技術已申

請於美國專利US 4,710,819的內容之中。 

                                                        
5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5802/using-electronic-protective-gear-changes-taekwondo-

competition?. 
6 https://www.rws.com/insights/patents-in-sports-inventions-that-changed-the-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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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二)美國職棒大聯盟（MLB）在官方網站上有每一場進行中比賽的即時文字轉

播，稱之為Gameday。為了在進行即時文字轉播時不至於過分枯燥，並吸引更多使

用者使用，因此大聯盟當局也在Gameday的機制上有了這多的改良。在Gameday的

網頁上，大聯盟當局即列出就相關技術提出申請的相關專利，例如美國專利US 

5,526,479, US 5,671,374, US 6,204,862以及US 7,373,587等7。 

 

圖8 

                                                        
7 http://mlb.mlb.com/mlb/gameday/y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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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後，在運動傷害的防護上，運動員為了減少受傷的機

會，並增加動能力，經常會使用各式護具。除了護具外，

最常被使用的防護性用品應該就是肌內效貼布了 

肌內效貼布為日本醫師加瀨建造（Dr. Kenzo Kase）所研發，其原理為利用貼

布的彈性及力學方向，配合肌動學及生物力學，來針對特定肌肉給予強化支撐或放

鬆8。加瀨醫師當年有針對此一創新技術提出專利申請，例如日本專利H1080439及

美國專利US 7,902,420。由於之前有專利的存在，因此肌內效貼布的價格一直居高

不下；但目前部分專利已到期，因此市場上開始出現提供較低價產品的競爭者。 

 

圖9 

參、結 語 

以上舉出了一些在運動產業中較廣為人知的專利，其對應的相關技術對於該項

運動均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並使得運動產業產生了變化。由此可知，在運動產業之

中，以專利對於創新技術來進行保護絕對是必要而且有助於產業發展的。台灣一直

為世界知名的製造強國，其實許多世界知名的運動器材品牌也都是由台灣的業者來

代工；例如自行車、輕艇、滑雪板等等，更不用說其他運動相關的週邊產品。雖然

                                                        
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肌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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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運動人口的數量關係，台灣運動產品的製造仍以出口為大宗，因此每年在台灣

申請運動產業相關專利的數量並不特別突出，平均每年發明申請約為300餘件，新

型申請約為600餘件9。然若是加強研發力度，並輔以專利申請保護，則將有機會在

世界的舞台上對於運動產業造成更大的影響。 

此外，政府近年來致力於朝向運動大國邁進；除了一向為國人所重視的棒球、

籃球及諸如跆拳道、舉重、射箭等奧運及重點賽事的奪牌項目持續發展外，亦積極

藉由爭取承辦如世大運等重要國際賽事來推廣國內的運動風氣及拓展台灣的國際能

見度。隨著運動風氣的日漸興盛及運動人口的增加，這些年的耕耘實已為台灣運動

產業厚植了良好的發展根基；若能再配合對於如發明或新型專利等智慧財產權的重

視，台灣運動產業的興盛將指日可待。 

 

 

                                                        
9 請參見智慧局歷年年報統計，https://www.tipo.gov.tw/lp.asp?CtNode=6721&CtUnit=3231&Base 

DSD=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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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與運動產業專欄  

設計專利與運動 

陳怡如* 

2018年在俄羅斯舉行的世界杯足球賽已於去年7月落幕，相信運動迷、足球迷

們對於此4年一次的精彩賽事仍記憶猶新。在足球迷們看著各參賽國的足球猛將在

球場上叱吒風雲、為其熬夜看轉播、搖旗吶喊的同時，是否有注意到官方指定比賽

用球的外型及設計？此次比賽用球可是大有名堂。去年世足賽用球是由運動大廠 

Adidas所設計，被取名為電視之星18（Telstar 18），特別設計成向1970年世界盃用

球的致敬版1。電視之星18是由6塊經典的黑白2色表皮混合拼接而成，其外型混合黑

色與白色，從正面來看類似風車的外型，設計原意是為了方便觀眾可在觀賞電視轉

播時看清楚球的位置。電視之星18還有特殊的設計，讓球迷可以透過手機或是平板

獲取足球上的數據。對此，Adidas公司除了就其表皮接縫技術與大有來頭的

「NFC」晶片申請發明專利之外，也針對世足用球的外觀申請了設計專利2。對於運

動產品的品牌廠商來說，不僅僅是與功能相關的設計需要發明專利的保護，產品的

外觀亦是表彰其品牌的重要關鍵之一，且可以用設計專利來保護。2019年世界智慧

財產權日的主題「運動與設計」（Sport and Design），恰恰體現了設計專利在近期

所受到的重視。 

                                                        

DOI：10.3966/221845622019040037003 

收稿日：2019年3月18日 
* 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專利師。

 

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8%E5%B9%B4%E5%9C%8B%E9%9A%9B%E8%B6%B3%E5 

 %8D%94%E4%B8%96%E7%95%8C%E7%9B%83. 
2 https://news.cts.com.tw/cts/general/201803/2018030919164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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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商品外觀無疑是消費者決定是否購買商品的一項 為直接且重要的因素，產品

的外觀若能具有對消費者來說有吸引力的設計，更是商品在市場上能否暢銷或成功

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而現今的運動產業不僅講究運動產品功能的增進及改良，如何

設計產品的外觀以傳達品牌精神並且吸引消費者購買，更是重要的環節。消費者所

追求的，除了產品要好用，更要求產品必須要有好看的外型。經過良好設計的產品

除了能帶給與消費者美學上的享受，還可以改善運動員／消費者的體育表現、對運

動產品注入科技感、鼓勵人們參與體育活動並且增加運動品牌的競爭力4。 

舉例來說，新興紡織技術的發展，不但賦予了運動產品獨特外觀，甚至可以達

到舊有技術所無法達成的布料特性；加上運動風的服裝風格也成為另一波流行趨

勢，具有科技感的運動鞋及運動服飾深受消費者歡迎及喜愛，替業者創造可觀的利

潤。另一方面，對於高爾夫球愛好者來說，高爾夫球桿頭的外型設計，除了美觀之

外，亦可能影響擊球的力量與方向，廠商也因此必須不斷研發改良設計不同外型的

高爾夫球桿頭。 

近期的相關新聞正是運動用品龍頭Nike公司所研發的Flyknit技術，Nike公司不

但針對其一體成型的針織鞋面Flyknit系列產品申請了發明專利，也為利用Flyknit技

術所生產的鞋面申請了設計專利，更據此對其他運動品牌大廠Adidas、Skechers、

                                                        
3 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8%B6%B3%E5%8D 

 %94%E4%B8%96%E7%95%8C%E7%9B%83%E6%8C%87%E5%AE%9A%E7%94%A8%E7 

 %90%83。 
4 https://www.wipo.int/ip-sport/en/desig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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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ma等公司提出了專利訴訟，足見各大運動用品公司越來越重視產品外觀設計的保

護。 

與發明或新型專利保護產品的結構或功能性有所不同的是設計專利所保護的標

的是物品在視覺上的裝飾性特徵。從上述世足用球電視之星18及Nike公司Flyknit的

例子可以看出，現今的運動產品往往結合了技術功能和產品外觀設計，設計專利是

保護產品外觀設計的利器。我國在2013年所修正的專利法大幅修正了設計專利制

度，使得申請人可以透過有效且靈活的設計專利對其創作提供更完善的保護。除了

原有的整體設計，進一步導入了部分設計，衍生設計，成組設計及使用者圖形介面

及電腦圖像設計，不但增加了設計專利申請人在布局上的靈活性，也可以因應科技

的發展進一步強化了產品外型設計的保護。 

申請人可以就其產品的整體申請整體設計專利，也可以針對其重要的設計特徵

部位申請部分設計。而對於應用於成組式或成套式產品的設計，申請人則可以利用

成組設計。在原申請案申請之後且在獲准公告之前，申請人若另外構想出與原申請

案相似的設計，則可以利用衍生設計以完善其布局。至於應用在穿戴式運動設備

（例如，運動手錶／手環），電腦圖像設計專利可以保護應用於裝置上螢幕的圖形

化使用者介面或圖像。當然，申請人可以選擇並結合上述各種設計專利制度的其中

一者或多者，來達成所需要的專利布局。 

近幾年來，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運動產業界發展出各式各樣的產品來滿足消

費者的各種需求。在運動產業中，對於權利人來說，由於其產品外觀顯然是吸引消

費者的賣點之一，且科技的應用也對產品外觀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因此設計專利

對於專利申請人來說一直是保護其產品外觀設計的重要工具。設計專利制度不但提

供了申請人多樣的選擇及組合來完善其產品外觀設計的保護，也可以與發明／新型

專利，商標及著作權等配合，形成對於其創作完整而有效而的保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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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與運動產業專欄  

運動場上的商標三兩事 

賴安國* 

在不同的智慧財產權中，商標權可以說是與運動產業最容易發生聯想的智財權

了，國人應該都還記得2016年里約奧運時，我國羽球選手戴資穎女士與中華羽球協

會間關於是否應穿著日本品牌Yonex球鞋的爭議1，也應該都聽說過美國知名籃球選

手麥克喬丹的名字一再被註冊商標所產生的爭議，然而，除了這些爭議外，商標權

的保護其實對於運動產業其實是有促進的效果的，品牌的商業價值在運動產業中甚

為明顯，不管是運動賽是主辦單位、參賽隊伍或是運動員個人的名稱、標識、吉祥

物甚至是標語等等，都可能與商標保護有關，本文將從幾個面向，包括賽事主辦

者、運動員、企業贊助廠商等不同的面向，來討論商標權在運動產業中的運用或趣

事，並希望藉此讓讀者對於商標與運動的關係有更多的瞭解。 

壹、賽事主辦者的商標保護 

說起賽事主辦者辦者的商標權，最常被提及的便是奧林匹克與國際足球總會

（FIFA）的商標了。國際奧會組織為了保護其標誌，早已開始要求奧運舉辦城市之

申請國家，必須就奧林匹克標誌及名稱予以保護，而全世界已有許多國家訂有法律

保護奧林匹克標誌及名稱，例如，法國、英國、澳洲、紐西蘭、德國等。對岸的中

                                                        

DOI：10.3966/221845622019040037004 

收稿日：2019年3月26日 
* 巨群國際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執業律師／專利師。 
1 https://tw.sports.appledaily.com/daily/20160824/37357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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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在2002年已訂定「奧林匹克標誌保護條例」，並在去年（2018年）進行修

訂。依據中國大陸「奧林匹克標誌保護條例」規定，奧林匹克標誌權利人對奧林匹

克標誌享有專有權2，未經奧林匹克標誌權利人許可，任何人不得為商業目的使用奧

林匹克標誌3。 

關於賽事主辦者商標的保護，近年來在運動場上受到主辦單位正式議題便是

「突襲行銷」（ambush marketing）的手法。突襲行銷是指非活動贊助者，在活動

期間進行相關行銷活動，讓消費者誤認為其與活動之舉辦有贊助關係，或藉由活動

的舉辦增加其曝光率。例如，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時，當時Reebok（銳跑）是大會

指定贊助商，Nike（耐吉）於是出奇招，在運送觀眾的巴士接駁中心裡發送印有

Nike商標的帽子，讓他們戴著進入比賽場館，廣告效果比現場的付費廣告看板還

好4。由於突襲式行銷會影響贊助廠商的廣告效果，也會影響賽事主辦者的贊助收

入，故賽事主辦者也不能毫無作為，例如，FIFA便在其官方網站上清楚表達禁止突

襲行銷（ambush marketing），且在2018年的俄羅斯世界盃前，FIFA除了在俄羅斯

也註冊了多件商標（包括將主辦城市名稱與2018年相結合的標誌）外，俄羅斯總理

在2013年6月即已簽屬聯邦第FZ-108號法案，依該法案規定，未經國際足聯許可，

將國際足球總會或世界杯與任何產品或服務作直接或間接連結使用，將受到非法貿

易的處罰5。且，FIFA的官方指南（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official marks）也以圖

文方式，將被禁止使用的情境加以說明，並且特別表明受到保護的標誌包括但不

                                                        
2 中國奧林匹克標誌保護條例第3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奧林匹克標誌權利人，是指國際奧林

匹克委員會、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和中國境內申請承辦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機構、在中國境內

舉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組織機構。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和中國境內

申請承辦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機構、在中國境內舉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組織機構之間的權利

劃分，依照《奧林匹克憲章》和相關奧林匹克運動會主辦城市合同確定。」 
3 中國奧林匹克標誌保護條例第5條規定：「本條例所稱為商業目的使用，是指以營利為目

的，以下列方式利用奧林匹克標誌：(一)將奧林匹克標誌用於商品、商品包裝或者容器以及

商品交易文書上；(二)將奧林匹克標誌用於服務專案中；(三)將奧林匹克標誌用於廣告宣

傳、商業展覽、營業性演出以及其他商業活動中；(四)銷售、進口、出口含有奧林匹克標誌

的商品；(五)製造或者銷售奧林匹克標誌；(六)其他以營利為目的利用奧林匹克標誌的行

為。」 
4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2507/BN-ARTICLE-2507. 
5 https://therussianreader.com/tag/russian-federal-law-no-fz-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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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 

一、官方活動標誌、獎盃、吉祥物； 

二、FIFA標誌、FIFA、FIFA World Cup、2018 FIFA World Cup Russia、World 

Cup； 

三、RUSSIA 2018、舉辦城市與年度之結合圖樣（例如 Moscow 2018）； 

四、官方粉絲標誌（FIFA FAN FEST）； 

五、比賽用球。 

必須注意的是，並不是所有試圖與運動賽事有牽扯之行銷手法都該被禁止，這

其中還牽涉到描述性用語普通使用的公眾合法權益，例如，國際商標協會

（International Trademark Association, INTA）針對立法保護突襲式行銷一事，便曾

提及6：「被禁止的『突襲行銷』應有一定範圍且明確定義，只有發生（或可能發

生）不實暗示為贊助商或有關聯關係，或導致公眾對贊助關係發生混淆誤認之商業

活動應該被禁止。」「不應針對不具識別性的文字或符號給予特別保護，且該等文

字或符號應容許為交易上使用，只要文字或符號並未造成是活動贊助商的錯誤印

象。」等原則，希望能在合法公眾權益與不法「突襲行銷」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貳、運動隊伍的隊名與商標保護 

運動隊伍的商標保護在某程度上與賽事主辦者有所類似，主要涉及的標的為運

動隊伍的名稱、隊徽、吉祥物等的文字或圖樣。不過，比較有趣的事運動隊伍名稱

在註冊商標時，有時會涉及同樣隊名的運動隊伍，或是該名稱不適合給予商標註冊

的爭議，例如，美國國家冰上曲棍球聯盟（National Hockey League）的隊伍中，位

於拉斯維加斯的維加斯金色騎士隊（Vegas Golden Knights），在申請商標時便曾發

生爭議，依據美國商標局的申請過程文件，維加斯金色騎士隊隊在申請「Vegas 

Golden Knights」作為商標7時，美國商標局曾經發出通知，認為「Vegas Golden 

Knights」商標圖樣與紐約聖羅斯學院（The College of Saint Rose）的註冊第3188463

                                                        
6 國際商標協會，http://www.inta.org/advocacy/pages/ambushmarketinglegislation.aspx。 
7 美國註冊第87147239號商標。 



24  

專利師︱第三十七期︱2019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號「GOLDEN KNIGHTS THE COLLEGE OF SAINT ROSE」商標有構成混淆，而打

算駁回維加斯金色騎士隊的商標申請，後來維加斯黃金騎士隊向美國商標局提出了

回覆意見，說服了美國商標局而核准其商標註冊。除此之外，因為美國軍方的傘兵

隊，長期以來也被稱作 Golden Knights ，美國軍方也曾經對「 Vegas Golden 

Knights」商標的註冊表示不同意，不過據報導，雙方應該已經達成合意，維加斯金

色騎士隊可以使用「Vegas Golden Knights」作為隊名跟商標8。 

另外，提及職業運動隊伍名稱的商標，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NFL）的華盛頓紅人隊（Washington Redskins） 商標案是應該是最知名的

案件之一。華盛頓紅人隊早在1960年代便取得商標註冊，由於「華盛頓紅人隊」中

的「Redskins」（紅皮）被許多美國原住民認為有污辱美國原住民之意涵，故美國

原住民團體在1992年間便以該商標詆毀輕蔑美國原住民，違反美國商標法規定為

由，向美國商標審理及上訴委員會（TTAB）申請撤銷華盛頓紅人隊的註冊商標，

TTAB於1999年撤銷該商標，華盛頓紅人隊不服TTAB之決定，向法院提起訴訟，法

院則認為尚無證據顯示在該商標註冊時有相當數量的美國原住民人口認為「紅皮」

一詞具有詆毀輕蔑意涵。在1992年提出的案件不被法院支持後，之後又有其他美國

原住民團體向TTAB申請撤銷華盛頓紅人隊商標，TTAB在2014年撤銷華盛頓紅皮隊

之商標註冊，該案在地方法院審理時，地方法院維持TTAB的決定，但上訴至聯邦

上訴法院時，上訴法院在2018年1月為判決時並沒有支持TTAB的決定，而是維持了

紅隊商標的有效性9。 

參、運動員姓名、暱稱 

運動員將其姓名、暱稱申請商標註冊的情況並不少見，例如手握八面金牌的牙

買加短跑運動員閃電Usain Bolt（尤賽恩‧柏爾特）、華裔籃球明星林書豪等，均曾

以自己的姓名註冊商標，而運動員的姓名、暱稱遭第三人不當搶先註冊，則是最常

                                                        
8 http://www.espn.com/nhl/story/_/id/24143090/vegas-golden-knights-settle-trademark-name-us- 

 army. 
9 https://advertisinglaw.foxrothschild.com/2018/01/fourth-circuit-finally-rules-washington-redskins- 

 trademark-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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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商標爭議案件，從過往知名球星麥克喬丹的姓名在中國的一再被註冊、林書

豪的「Linsanity」在美國被搶先註冊、籃球明星Kobe Bryant（柯比‧布萊恩）的

「The Black Mamba」在美國的商標註冊爭議10，到近來於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時，

法國隊小將姆巴佩（Kylian Mbappe）的姓名在幾天內有超過百件申請案在中國大陸

被提出11，都是有關運動員姓名、暱稱遭不當搶先註冊的商標爭議。 

另外，除了將運動員名稱、暱稱進行商標註冊外，教練、運動員將其標語、口

頭禪申請商標註冊，也是運動場上的商標趣事。早在1990年代時，便有美國的一位

籃球教練John Calipari以「Refuse to Lose」申請取得註冊商標。而近年運動員將標

語、口頭禪申請註冊之情形則更屢見不鮮，例如： 

一、美國NBA籃球皇帝Lebron James在2017年申請註冊的「Nothing Is Given. 

Everything Is Earned. 」與「 I Promise School Nothing Is Given. Everything Is 

Earned.」； 

二、紐約巨人隊防守邊衛Michael Strahan於2012年註冊的「Stomp You Out」及

「Stomp Them Out」; 

三、紐約噴射機隊中後衛Bart Scott於2012年註冊的「Can’t Wait」； 

四、前世界第1網球選手John McEnroe於2008註冊的「You Cannot Be Serious」

都是運動員標語、口頭禪的商標案例。 

對於此種標語、口頭禪的商標註冊，一般引起爭議的是，這句話並不是該運動

員發明的，怎能讓其取得商標註冊？然而，商標法對於申請註冊的要件並非如同專

利法一般，需要是申請人的技術發明，既有的文字、用語也可申請註冊。只是，一

般而言，以口頭禪或標語申請註冊，會面臨到是否具識別性的疑義，因此，不能是

商品服務的描述性用語，且往往需要補強提出已經有相當識別性的證據。 

                                                        
10 https://www.forbes.com/sites/darrenheitner/2017/02/07/kobe-bryant-in-a-trademark-battle-over- 

 black-mamba/#7bc394757e1a. 
11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48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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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企業贊助廠商與運動員的商標爭議 

在運動場上，還會有一種有趣的商標爭議，那就是贊助廠商跟運動員之間的商

標爭議，尤其是當一個運動員長期使用一個由贊助廠商取得註冊的商標，作為自己

的專有個人品牌標誌時。例如，在網球運動界，創下20座大滿貫紀錄的天王Roger 

Federer（羅傑‧費德勒）長期以來一直有一個同名品牌「RF標誌」，但當他在2018

年3月與Nike終止贊助時，雙方便發生了商標爭議12，由於「RF標誌」之前是由Nike

取得標註冊，而依據費德勒與Nike的贊助合約，Nike在贊助關係終止後，似乎也沒

有將商標移轉給費德勒的義務，Nike將可以排除他人（包括費德勒）使用「RF標

誌」，雖然也許會有認為，費德勒可以主張這是自己的名字，故加以使用13，然

而，在這個案件中，費德勒要做如此主張恐非易事，一來「RF標誌」是經過設計的

圖樣，能不能被直接認定為是費德勒的姓名，還有疑義，二來，費德勒的使用方式

也會受到相當的限制，只能以有限的方式來表達這是自己的姓名，而不能被認為是

商標使用。 

伍、結 語 

透過上述運動場上的商標三兩事，不難發現商標權其實是相當有趣的一門學

問，而激烈競爭的運動場上，其實處處充滿商標的影子，運動場上的標誌、名字、

吉祥物圖樣或標語，轉化成商業、法律上的商標競爭時，其背後故事的趣味性有時

也不下於運動場上激烈的賽事，隨著我國運動風氣的日益盛行，相信許多以往在國

外看到的商標案例，也會陸續的發生在我們的運動場上。 

 

                                                        
12 https://www.novagraaf.com/en/insights/roger-federer-battle-nike-over-rf-trademark. 
13 以我國商標法為例，商標法第36條第1款規定，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表示

自己之姓名、名稱，非作為商標使用者，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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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知識不僅是經濟成長的內在動力，也是國際貿易的推手，而知識的擴散與應用

也正改變著全球發展的型態，成為經濟成長及生產力提升的重要關鍵要素。知識經

濟，簡言之，就是以「知識」為主要投入因素的經濟。這些知識投入因素事實上也

都是在計畫性的投資之下所得到的產出，因此在這種經濟體系之下，生產「知識」

產品的經濟活動也就格外的重要。 

創新正驅動著當代的經濟，無論對個人或組織而言，未來的希望就在於能找到

富有創意的解決方案，以應付種種迫切的問題。另外我們也看到了知識投入對現今

的經濟成長與國際經濟的重要性，也意識到知識如果能有效地從原創者轉移給其他

人來共享，讓大家共同來利用該知識，則效果將會倍增。而專利制度基本上就是因

以下這兩個意涵而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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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創新成果應儘速擴散 

以避免重複的研發投入，並且使其他研發人員可以再接再厲，站在前人的肩膀

上開發出前人所無法預見或不能發展的新方向。 

(二) 應獎勵優先發明者 

發明因為多少都會外溢給他人來共享，所以應該給予補助與獎勵。然而重複的

發明不值得獎勵，應該只獎勵第一個發明者。這種獎勵方式可激勵發明者彼此競爭

以爭先，而競爭可提早知識發現的時間，使該知識早日為社會所利用。 

而專利資產的有效管理與運用，不僅可以發揮專利價值、降低高額的維護成

本，同時還可以反映出研發的效率與成果，作為管理與策略的參考。對於企業而

言，專利資產具有多面向的重要性：以管理的角度而言，專利資產可以視為智慧資

本中最重要的策略資本，有效的專利資產管理可以提供企業整體發展的參考指標，

作為企業的策略工具。以商業價值的角度而言，專利資產則是無形資產中可以透過

授權等方式直接獲取利潤的重要資產，能有效掌握專利資產的價值，乃為企業競爭

成敗的關鍵。 

知識經濟時代強調的是「研發」與「創新」，雖然專利對公司具有防禦性及排

他性，但是國內許多專利幾乎沒有關鍵性、路障性等特質，同時也鮮有領先全球的

頂級產品。國內產業在提高專利數量的同時，如何有效提升質的部分更是格外重

要；因此企業唯有在充裕且高水準的研發人力資源基礎上，透過適當的人力調配與

良好的交流互動，才能有效提升生產力與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近年來關於創新研究的相關文獻，多半著墨於團隊創新之探討，包括團隊知識

分享、團隊信任、團隊領導與團隊互動等議題1；但「個人」所產生的創新力量，事

                                                        
1 安蔓雅，創新導向與新產品開發績效：團隊創新、團隊訊息處理及團隊反思連結之迷思，中

國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博士論文，2016年，20-107頁；張浚桓，開放式創新團隊創新

流程精通程度與學習滿意度之研究，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2015年，5-52頁；黃

家齊，團隊多元化與知識分享、知識創造與創新績效，臺大管理論叢，2003年6月，13卷2

期，233-280頁；沈介文、陳月娥、周毓敏、陳銘嘉，以團隊歷程觀點探討團隊結構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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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也不容小覷。以我國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為例，過去三十多年來資策會致

力於推動台灣資訊產業的發展，並持續投入大量研發資源以發展前瞻技術與專利。

而從資策會的專利數據中我們發現，早期由個人所提的專利數占資策會所有專利數

近3分之1。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根據資策會的專利相關數據，比較個人創新與

團隊創新之績效，並進一步佐以實地訪談，以瞭解資策會的專利提案制度，並探討

影響資策會個人與團隊創新專利績效的主要因素。研究問題可大別為： 

(一)資策會專利個人的特徵與創新歷程特徵有哪些？ 

(二)資策會專利團隊的組成特徵與創新歷程特徵有哪些？ 

(三)影響資策會個人與團隊創新專利表現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1.專利的創意來源為何？ 

2.採用個人或團隊提案方式的影響因素為何？ 

3.不同團隊組成、團隊結構與互動進行方式所產生的影響為何？ 

本研究首先扼要回顧有關個人創新與團隊創新之相關研究，繼之說明研究設計

與資策會專利提案制度，最後，呈現分析結果與討論。 

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概述如下：首先釐清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後，確立研究主題及研究

範圍，接著依擬定之研究目的，進行文獻的收集和探討，經由資料的歸納和整理建

立研究架構；接著針對個人與團隊創新的相關文獻資料進行比較分析，再進一步透

過訪談、分析檢定和整合研究資料結果，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之關聯──以團隊信任為中介變項，人力資源管理學報，2005年9月，5卷3期，75-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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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1 研究流程圖 

貳、文獻探討 

創 造 力 研 究 通 常 區 分 為 4 類 （ 4-Ps ） （ Rhodes, 1961 ） ， 包 括 創 意 人

（ person ） 、 創 意 歷 程 （ process ） 、 創 意 環 境 （ press/place ） 與 創 意 產 品

（product）。本研究將創意人區分為個人與團隊兩個層次進行討論。 

而所謂創意人，探討的是創意人的特質，包括人格、動機與態度等。五〇年代

當研究者首度注意創造力的課題時，主要專注在單獨、個別的人身上，譬如，有創

意的人在智能上或許比常人高一些，但不必然是天才2。這方面的研究已有相當的成

                                                        
2 Dorothy Leonard & Walter Swap，激發團隊創意，2000年，9-2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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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3。胡夢蕾2006年便蒐集我國有關創意人特質的論文40篇，歸納出7項創意人格特

徵，包括求知性、積極性、精幹性、獨立挑戰性、想像性、變通性與獨創性。 

一、個人創新研究 

(一) 個人創新歷程 

創新經常是無可預期地、即興地由下而上產生，通常只有等到創新出現的時

候，大家才會意識到所發生的一切。換言之，創新不容易規劃、無法預期，需要適

度的時間等待其浮現4。 

不過，一般仍然認為，創意或創造力歷程可依序分別為準備期、醞釀期、頓悟

期、驗證期與精緻化期5個階段5。Kleysen & Street（2001）為發掘個人創新行為的

主要構面，回顧了28篇關於創新與創造力的文獻，並濃縮289項與創新及創造力相

關的活動，而歸納出個人的創新行為與歷程，包括：機會探尋、創意引發、可行性

探究與發展、鼓吹以及應用5大歷程。 

(二) 個人創新的環境 

有關成員創造力之研究，早期研究的焦點在於成員是否擁有創造力性格，近期

研究則開始從社會心理學觀點，探討組織內社會環境因素（如管理制度與措施、工

                                                        
3 T. M. Amabile, A Model of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n Organizations, 10(1)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23, 123-67 (1988); A. Cummings & G. R. Oldham, Enhancing 

Creativity: Managing Work Contexts for the High Potential Employee, 40(1)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2, 22-38 (1997); D. A. Pierson, A Technique for Managing Creative 

People, 60(1) Personnel 12, 12-26 (1983); R. K. Scott, Creative Employees: A Challenge to 

Managers, 29(1) 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64, 64-71 (1995); R. J. Sternberg, A Three-

Facet Model of Creativity, in THE NATURE OF CREATIVITY: CONTEMPORARY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125 (1988); R. J. Sternberg, O’Hara, L. A. & Lubart, T. I., Creativity as Investment, 

40(1)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8, 8-21 (1997); L. Yong, Managing Creative People, 

28(1) 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16, 16-20 (1994). 
4 Keith Sawyer，團隊的天才：引爆協同創作的力量，2007年，10-280頁。 
5 M. CSIKSZENTMIHALYI, FINDING FLOW: THE PSYCHOLOGY OF ENGAGEMENT WITH EVERYDAY LIFE. 

BASIC BOOKS 35-49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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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團隊支持、資源，以及組織動機等）所形成之組織創新氛圍，對成員創造力的影

響。研究者認為，組織創新氛圍會影響成員對工作環境的主觀知覺，並決定其從事

創新活動之動機與創新行為之展現，進而影響其創造力或創新績效6。因此，組織為

達成創新績效，首要任務是建置有利於成員進行創新活動的工作環境，以鼓勵成員

參與創新活動、展現創新行為，發揮創造力7。 

譬如，對Google的軟體工程師來說，所採用的「70-20-10」時間分配政策相當

於是一張追求自己熱愛事物的通行證。每位開發人員皆可自由將自己20%的時間用

在非核心計畫上，Google透過這種方式鼓勵員工從事核心事業以外的研究開發專

案。這項政策不僅可讓Google不斷更新公司的策略選擇，同時可幫助公司留住最優

秀的人才。Google選擇了興趣廣泛、充滿好奇心的人才加入公司，此20%政策可確

保沒有人需要為了追求個人熱愛的事物而離開公司，也更是Google持續不斷有創新

產品的重要泉源。 

Amabile等人（1996）在發展組織創新氛圍的衡量工具時指出，影響個人創新

的組織創新氛圍可大別為8個構面，包括6個促進創造力的構面（組織鼓勵、主管鼓

勵、工作團隊鼓勵、工作自主性、資源適足度、工作挑戰性），以及2個抑制創造

力的構面（工作量壓力，以及組織障礙）。8則進一步提出，學習成長與空間環境也

是影響組織創新氛圍的構面。 

(三) 個人創新的作品 

創意人具有好奇心與敏銳的觀察力，並能掌握多數人難以組織的資訊，因此能

從日常生活的小細節能發展出不錯的新點子。如任天堂（Nintendo）紅極一時的紅

白機與瑪莉兄弟，都源自於具有過人敏銳度與創造力的個人。任天堂的遊戲設計大

師橫井（Yokoi Gunpei）說，他所設計的掌上遊樂器是來自於看到上班族在電車上

                                                        
6 T. M. AMABILE, CREATIVITY IN CONTEXT: UPDATE TO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 

150-280 (1996). 
7 D. I. Prajogo & P. K. Ahm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novation Stimulus,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36(5) R&D MANAGEMENT, 499, 499-515 (2006). 
8 徐聯恩、樊學良，組織創新氛圍及其效果：創新效能感之中介效果，收錄於2006創新與管理

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年，1-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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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玩電子計算機的靈感。同樣是任天堂的遊戲設計大師宮本茂（ Miyamoto 

Shigeru）則說，任天堂的核心競爭力是產生新型態娛樂的創意，而他所開發的任天

狗遊戲（Nintendogs）的靈感則來自家裡養了4年的狗。 

二、團隊創新研究 

面對今日快速變遷的環境與全球競爭，管理者紛紛採用「團隊」來提升組織的

競爭力。團隊一方面能集合不同的個人能力與特色，另方面具有彈性組合的特色，

因此，最適合履行多變化的任務。不過，團隊之所以為組織帶來創新能力與競爭

力，則有賴於團隊成員之間有效地合作與協調，以建立高品質的工作關係、合作滿

意度以及良好績效9。 

隨著團隊在組織內的運作愈來愈廣泛，對於團隊的相關研究亦愈來愈受到重

視。學者探討團隊與績效的關係時，多以「投入－歷程－產出」（ input-process-

output）作為架構10。長期以來，團隊創新研究使用的投入變項包含：團隊組成（成

員特徵、異質性、能力水準、能力互補程度、領導者能力）與團隊結構（組成方

式、團隊規模、溝通型態、角色、規範、凝聚力）；歷程的變項如：溝通、衝突、

領導行為、討論程序與權力運作等11。 

                                                        
9 A. CARMELI, DUTTON, J. E. & HARDIN, A. E., RESPECT AS AN ENGINE FOR NEW IDEAS: LINKING 

RESPECTFUL ENGAGEMENT, RELATION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CREATIVITY AMONG 

EMPLOYEES AND TEAMS. HUMAN RELATIONS 0018726714550256 (2015); S. Ghobadi, What Drives 

Knowledge Sharing in Software Development Teams: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52(1)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82, 82-97 (2015); K. W. Thomas, Conflict and 

Negotiation Process in Organizations, 3(2) HANDBOOK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651, 651-717 (1992); M. Beer, R. A. Eisenstat & B. Spector, Why Change Programs 

Don’t Produce Change, 68(6)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58-66 (1990). 
10 徐聯恩、高長瑞，團隊研究之回顧，收錄於2007管理與創新學術研討會，2007年，1-12頁。 
11 M. A. Marks, J. E. Mathieu & S. J. Zaccaro, A Temporally Based Framework and Taxonomy of 

Team Processes, 26(3)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56, 356-76 (2001); A. V. Carron, H. 

A. Hausenblas & D. Mack, Social Influence and Exercise: A Meta-Analysis, 18(1) 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1, 1-16 (1996); S. G. Cohen & D. E. Bailey, What Makes 

Teams Work: Group Effectiveness Research from the Shop Floor to the Executive Suite, 23(3) 

JOURNAL OF MANAGEMENT 239, 239-90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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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創新團隊之組成 

團隊成員的異質性或多元化，被認為有助於團隊創新。黃家齊（2003）將團隊

成員多元化分為價值觀多元化、社會類別多元化與資訊多元化，並且研究出價值觀

多元化對於團隊創新有負向影響，社會類別多元化、年資多元化對於創新績效有正

向影響。李信坤（2015）及黃家齊（2006）也研究團隊成員人格特質對團隊績效的

影響，發現個人特質中之神經質會降低知識分享意願，而宜人性、嚴謹性、外向

性、開放性都會提升知識分享的意願。 

而團隊成員的互動也影響團隊績效。汪美香與葉桂珍（2003）從研究開發成員

的角度，透過訪談與內容分析定義出14種互動型態，包括激勵關懷、互信互重、經

驗分享、聯誼活動、團隊合作、溝通協調、與互相支援7種偏向協調合作之「人際

導向」型態；規範導向、使用者導向、與尊重專業3種以順利完成任務為互動重點

之「任務導向」型態；以及各做各的、堅持己見、見死不救、與推卸責任4種各行

其事之「自我導向」型態，並且發現「自我導向」之互動型態，其系統開發績效最

差。 

(二) 團隊創新歷程 

Leonard and Swap（1999）歸納指出，團隊創意過程的基本特徵，主要可以分

成以下5個關鍵步驟：準備、發現創新機會、開展性思考、孵化，以及整合性的思

考。 

(三) 團隊創新的環境 

影響團隊創新的環境因素，同樣以團隊創新氛圍（team climate）最受重視，在

工作環境、工作方式、工作規劃等要求上，給予成員更多的自由空間，並且鼓勵成

員之間討論交流，讓創造力能醞釀、發酵12。 

                                                        
12 X. Huang, J. J. Hsieh & W. He, Expertise Dissimilarity and Creativity: The Contingent Roles of 

Tacit and Explicit Knowledge Sharing, 99(5)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16, 816-30 

(2014); P. Ragazzoni, P. Baiardi, A. M. Zotti, N. Anderson & M. West, Research Note: Italian 

Validation of the Team Climate Inventory: A Measure of Team Climate for Innovation, 17(4)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 325, 325-36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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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團隊創新的因素中，組織是否能提供便於團隊成員討論及促進成員互動的

空間，在近幾年特別受到重視，如團隊工作區塊的設計、開放式空間和高度僅及腰

部的辦公間隔板，或如昇陽（Sun）電腦公司辦公室無固定座位的安排，為的就是

讓協作的氣氛能慢慢形成13。 

(四) 團隊創新的作品 

有些團隊創新的作品也極富盛名，如華德迪士尼公司便由華德迪士尼（Walt 

Disney）和其兄弟洛伊迪士尼（Roy Disney）合力創辦。舉世聞名的迪士尼王國並

非依靠偶然的創意生出米老鼠或小木偶，而是在嚴格的信念下，由一組團隊深思熟

慮並謹慎制定其創新管理的流程14所誕生的。 

又如近年來在創新上最富盛名的Google，便由賴利佩吉與賽吉布林兩人共同創

辦。而Google在內部討論會議的時候，每個Google的工程師都要提出創新的點子。

當每個工程師提出創新的idea，同時也聽完其他人的idea後，會依個人的專長、喜好

去加入誰的專案團隊，這就是所謂用腳投票，以行動表示你希望開發的創意、投入

什麼樣的專案。 

三、個人創新與團隊創新之比較 

團隊能得到多重觀點、多樣的方案或多樣的技能，可有助於團隊的創新與提升

品質，而優於個人的表現，尤其是面對複雜與不確定的問題時更是如此。如Schmidt 

et al.（2001）的實驗研究發現，在執行新產品開發專案的成效上，團隊的表現優於

個人。但相反地，在解決簡單的問題時，由於眾人之力並不重要，因此個人單獨完

成任務，反而會因為注意力不受其他人干擾而會有較佳的績效 15。Moorhead & 

Griffin（1989）則指出，個人決策速度較快，所需時間較少，對於判斷性的工作，

較適合個人決策，也可以避免團隊迷思等問題。但獨自個人思考創新時容易受限於

                                                        
13 Keith Sawyer，團隊的天才：引爆協同創作的力量，2007年，10-280頁。 
14 Warren Bennis，七個天才團隊的故事，1998年，10-220頁。 
15 G. W. Hill, Group Versus Individual Performance: Are N+1 Heads Better Than One?, 91(3) 

PSYCHOLOGICAL BULLETIN 517, 517-39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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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的經驗，在無法自我反思的情況下，易受困於「經驗中學習的錯覺」16，或說

被自己的所知所害17。另外Zajonc（1980）在個人與團隊的研究中發現：相較於在

團隊內執行熟悉的任務，個人在面對不熟悉的任務時，在團隊裡的表現會變差，而

團隊中的個人之所以會比自己一個人時表現更差的原因包括：個人害怕得到他人負

面的評價18，或是因為他人在場，干擾了個人注意力的集中19。此外，搭便車的現

象20也是原因之一，搭便車的現象可能肇因於多數人一起承擔任務的壓力或責任，

使得團隊中的個人所認定的責任或壓力減少，因而減少其付出 21。如Weldon & 

Mustari（1988）的研究發現：當受試者被告知「你的意見將會和其他15個人的意見

一起彙整作成一個最終決策」時，會比個別作決策時付出較少的時間並使用較不複

雜的判斷方式。因此，團隊能否較個人更有效地產生更好的創意，可能仍需視團隊

採用的方法、過程而定。 

從諸多相關的研究來看，不論是個人或是團隊，在創新的歷程中，最重要的是

如何能跳出過去思維所侷限的框架。有些人基於個人特質本身就可以自行達成這樣

的目的，而也有些人則需要在團隊的模式下，才能協助其從框框外重新思考。一般

而言，團隊的優缺點正好與個人的優缺點互補，團隊的優點可補足個人的缺點，而

團隊運作的缺點卻也正好是個人的優點。如下表所示。 

                                                        
16 P. M. SENGE, THE FIFTH DISCIPLINE: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220-325 (2006). 
17 L. Kim, The Dynamics of Samsung’s Technological Learning In Semiconductors, 39(3)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86-100 (1997). 
18 R. G. Geen, S. L. Thomas & P. Gammill, Effects of Evaluation and Coaction on Anxiety and 

Anagram Performance, 9(2)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11, 411-15 (1988). 
19 R. S. Baron, Distraction-conflict Theory: Progress and Problem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 1-40 (1986). 
20 B. Latane, K. Williams & S. Harkins, Many Hands Make Light the Work: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Loafing, 37(6)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22,   

822-30 (1979). 
21 B. Latane & S. Nida, Social Impact Theory and Group Influence: A Social Engineering 

Perspective, PSYCHOLOGY OF GROUP INFLUENCE 3, 3-34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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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團隊的優缺點與常見問題 

團隊優點 團隊缺點 

‧ 成員間可彼此分工合作與協調。 

‧ 結合不同領域 

■產生更多不同想法。 

■能迅速融合不同觀點，補足個體的不足。

‧ 為共同目標努力，彼此鼓勵、互動與 

扶持。 

‧ 共同承擔成敗，減低每個人單獨所面對的

壓力。 

‧ 討論時大多數人花太多時間在思考自身的

問題上，有可能缺乏足夠的時間聆聽、觀

察他人的意見。 

‧ 為了維持彼此的關係，傾向壓仰自己的意

見，盲目的服從團隊而失去了本身創新的

動力。 

‧ 團隊創意激發的過程相對時間較為冗長、

耗時。 

‧ 沒注意到過程中還有許多走進胡同、沒有

下文的點子（易忽略過程中所耗的資源，

以為效果很好）。 
 
 

常見問題 

‧ 低效率的領導 

‧ 低落的團隊士氣 

‧ 雜亂無章的資訊 

‧ 隱藏的個人衝突 

‧ 不完善的時間與資源結構 

‧ 個別能力不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本研究探討目前資策會的運作制度下，個人與團隊在專利提案與創新表現上的

差異，並試圖歸納出有效的流程管理機制，使企業的人力與創新的點子能盡情地發

揮，並從廣泛的專利資料中探討出更具代表性的管理意義。 

本研究將依序進行量化與質化的分析。量化分析的部分，將針對所蒐集之資策

會專利資料進行統計處理，首先將資策會的專利申請資料分成1998至2007年以及

2008至2017年兩個10年的區間，後續亦將針對此兩階段的數據進行研究比較與趨勢

差異變化分析。其次，由於質化研究是希望從研究中獲取不同的創見與可共享的資

訊，同時，質化研究廣義的說，就是藉由產生深入且徹底的描述性資料，並加以解

釋之方法的研究。描述的內容包括人們所說的話、寫的字和可觀察到的行為，以文

字形式而非數字來呈現結果；因此次級資料的蒐集與深入的個案訪談等，都是重要

的資訊分析來源。本研究第2階段將再採取質性研究方式，透過文獻分析、次級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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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分析法、深入訪談3個研究步驟，將蒐集的資料整理、歸納、分析，進而對問題

進行更深入的了解，以達到研究的完整性。研究方法與設計將朝向探索性研究方面

來處理研究問題，並透過事先分類規劃的訪談樣本，經請求錄音訪談同意後，針對

受訪對象以一般式訪談導引的方式來作訪談。 

研究開始時，先根據專利發明人的提案情形，依提案人數的不同將專利提案人

分成5類：一、純個人提案、二、同時有過個人、團隊提案經驗，但提案中有超過

60%是以個人方式提案；三、個人與團隊提案數比例相當；四、同時有過個人、團

隊提案經驗，但提案中有超過60%是以團隊方式提案；五、純團隊提案。而根據資

策會專利資料統計，資策會目前為止總共有1154位專利發明人，其中，純以個人提

案方式來申請專利者60人，同時有個人及團隊提案經驗者41人，多數專利發明人係

以團隊方式來提出專利（1053人）。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2 專利提案人員之分類 

其中只以個人單獨提案的方式來提出專利的有60人，另外曾經同時有過個人及

團隊提案經驗的人數所占比例不多，在所分的中間3類中也分別只有2人、14人與25

人，而絕大多數的發明人（1053人），他們都是以團隊的方式來提出專利。因此，

本研究將訪談對象重新定義成以下3類：一、偏向個人提案類：就是將第一次所分

類的前兩類人員歸在此類、二、偏向團隊提案類：由第一次所分類的第3、4類人員

所組成、三、純團隊提案類：全部都是只以團隊方式來提案的人員。如下圖所示。 

個人提案數＞60% 個人數≒團隊數 團隊提案數＞60%純個人 純團隊 

60人 2人 14人 25人 1053人 

共115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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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3 訪談人員之分類 

由於訪談的對象分別有偏向個人提案與團對提案兩類，因此本研究在研擬訪談

大綱時，也針對此2類不同提案方式設計了不同的提問內容，以更貼切受訪者過去

專利提案的經驗。根據上圖的分類，本研究再次統計專利件數，並就這3類人員整

理出獲得較多專利，同時仍在資策會任職的人員名單，作為訪談對象。本研究分別

從偏個人提案類、偏團隊提案類、純團隊類等不同提案方式的3類人員中，優先聯

絡提案較多且經驗較豐富、資歷較深的同仁作為訪談對象，其中包含擔任經理以上

管理職務以及具博士學位的同仁。期望透過一對一個別訪談的方式，能夠深入瞭解

他們過去提案的過程與經驗，以及從研發角色轉換到兼任管理的職務後，所觀察到

其他同仁提案的情形，經由這些相關的資訊作為本研究分析比較上的重要依據。 

肆、資策會專利制度說明 

資策會的專利提案流程，包括專利構思、提案到審查，相關流程如下圖所示。 

個人提案數＞60% 個人數≒團隊數 團隊提案數＞60% 純個人 純團隊 

個人數≒團隊數

團隊提案數＞60%

純個人 
純團隊 

個人提案數＞60% 

偏向個人提案類 偏向團隊提案類 純團隊提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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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4 資策會內部專利申請流程 

當資策會同仁想出某項可能的技術專利時，必須先依照資策會所提供的提案簡

報格式，詳細描述所需的各項內容（包括：欲解決問題、該技術所屬領域、技術實

施細節、實施例、權利範圍、相關專利檢索、市場價值、迴避性、申請國別等），

資料完備後才能向負責處理專利業務的同仁提出進入審查程序。審查以召開審查會

議的方式進行，而審查會議由該單位的副所長擔任主席，並委派兩位與該專利技術

相關的研發人員及兩位專利工程師擔任評審委員，審查該專利所提的技術是否可

行，以及是否兼具新穎性、進步性、產業利用性等專利基本構成要件進行研判，獲

得評審們通過後，會進一步依照該專利未來可能的市場及價值，核定相對應可申請

的國家別與國家數。順利通過審查的案件，發明人再正式將專利相關文件、資料上

傳到專利管理系統。倘若評審認為所提的專利細節不夠清楚，以致於無法達到申請

的標準時，會請提案者再次補充相關資料，安排後續再次審查。 

通過資策會內部申請的專利提案，將獲得5千元的提案獎勵（以件數來計，不

考慮提案人數），同時委任外面的專利事務所與發明人討論專利細節，以進行專利

說明書的撰寫。一般來說，從討論到事務所中文撰稿完成，約3至4週左右的時間，

另外如有需要修改內容或還有其他國家語言的專利說明書要申請，則時間也將繼續

拉長。最後當資策會同仁與專利事務所均確認說明書所描述的技術方法正確無異議

後，正式送交各國專利局。 

我國專利審查平均所需時間約18個月至2年，相較於其他國家時程算是較短

主席＋4位評審委員 

審查通過 專利管理 
系統 

同仁提案 

協助判斷：專利要件、技術價值 

STPE 1 STP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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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申請中官方有所異議時，還需請發明人提供輔助資料，協助進行專利答辯。

爾後當專利申請案件通過任何一個國家專利局的審查核准後，資策會將再依照獲得

專利證書的國家別，分別提供1至2萬元的獎金給予專利發明人以資鼓勵（同樣以件

數來計，不考慮發明人人數）。根據上述專利提案流程，研發人員從構思專利到獲

得專利所需要時程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5 申請專利所需時程 

在上述的制度下，研發人員必須負責處理的項目，包括提出專利申請，以及自

行完成專利審查所需的相關資料資與報告投影片製作。這部分大約需要1個多月的

時間，如果能順利通過內部審查，才能夠獲得5千元的提案申請獎勵。之後還需要

花1個月的時間與專利事務所的同仁討論與協助校稿，最快至少必須再等待18個月

後才能獲得專利證書，並獲得1至2萬元獎金。也就是說，一件專利從開始著手到最

後獲得認可，前後至少經過20個月的時間。 

資策會除了以上的提案流程制度外，每年年初也會依照所執行的計畫規模大

小，設定該年度欲達成的專利數量，一方面列入各研究單位年度績效評估的項目，

另一方面也提交經濟部作為資策會該年度研發的成果表現。由於執行政府科技專案

的關係，許多計畫都在每年年初開始執行，在第1季甚至到第2季時幾乎都還處於訂

定需求與設計規格的階段，尚未正式開始著手開發，所以各專案在前半年比較沒有

機會想到專利點子，必須到下半年實作的階段，才會陸續產生可行的專利提案，這

也造成研發人員後半年必須同時兼顧計畫上的開發工作，以及設法達成所設定的年

底專利提案件數目標值的雙重壓力。 

1個月～1個半月 至少1個月 18個月以上 

專利獲證： 
每件10,000～20,000元獎金 

提案通過： 
每件5,000元獎金 



42  

專利師︱第三十七期︱2019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伍、分析結果與討論 

一、次級資料分析結果 

(一) 專利通過率之比較 

將資策會的專利申請資料分成1998至2007年以及2008至2017年兩個10年的區間

進行比較，如下圖所示。資策會的專利提案中，早期個人所提的專利件數占所有申

請案件數的36%，而近十年間，個人提案的專利件數也有12%，這表示以個人方式

來提案在資策會仍維持其必要性。另一方面，兩人或三人團隊的專利申請數則占

47%，巧合的是兩個10年間的百分比維持一致，也是資策會專利申請的主要方式。

而值得一提的是，近幾年採用4至6人團隊方式提案的比例大幅增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6 專利申請人數百分比比較 

若由下圖中不同人數的申請件數長條圖來看，可清楚發現早期1998至2007年

時，由個人申請的專利數量最多，依照申請人數的遞增而申請數量遞減，主要原因

在於早期申請專利的情形並不普遍，因此多半為非常優秀的研究人員才會提案，或

是有技術移轉等商業目的時，才會由相關技術主管、研發人員提出專利予以保護。

而隨著國際訴訟、侵權案例逐漸增加，智慧財產權的議題也被更為重視，加上近年

來研究團隊參與國際標準組織的規格制訂，因此近10年的趨勢則轉變為3人及4人的

團隊進行提案，申請的數量也最多。 

1998～2007專利申請人數百分比 2008～2017專利申請人數百分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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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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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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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0%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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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7 專利申請人數趨勢變化 

其次，再將專利申請案件的通過率與被駁回率進行比較，我們發現，個人專利

申請案件中，約有55%獲得專利，亦即45%的提案遭受駁回；而由各種團隊人數所

申請的專利案件通過比率均超過了66%，而被駁回率約維持在30%左右。這項數據

顯示，團隊所提出的專利申請案似乎思慮較為縝密。 

(二) 專利通過國家數之比較 

將資策會歷年不同的人數和專利獲證的國家數進行比較，所呈現的比例如下圖

所示。基本上資策會審查通過的專利會同時申請2至3個國家，而由比較分析圖進一

步剖析，僅通過一個國家的專利比例，隨著發明人數的增加，依序從50%向下遞

減。而通過2個及3國國家的比例，不論人數的多寡，所占的比例相差不多，符合申

請時的預期結果。而針對特別傑出能獲得4至5個國家的專利，發現隨著發明人組成

的團隊人數增加，比例也有越增多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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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8 專利人數與通過國家數比例 

但若進一步探究不同人數實際的專利獲證件數，從下表中可發現，由個人所提

案的專利，能獲得4國及5國的專利的總件數共6件，與2人、5人、6人的總件數不相

上下。由此可見，個人提的專利雖然在整體平均被駁回的比率較高，但仍有幾件傑

出品質的專利不亞於團隊所提的專利，不應因此忽視個人創新的能力！ 

一國
兩國

三國

四國

五國

一國
兩國

三國

四國

五國

一國
兩國

三國

四國

五國

一國
兩國

三國

四國

五國

三人 四人

五人 六人

一人 二人

一國
兩國

三國

四國

五國

一國
兩國

三國

四國

五國

13% 2% 1% 

50%

34% 36%

14% 3% 0%

47% 

31% 

16%
4% 3% 

46%
15%

2%8%

36% 

39%

26%

16%

12% 0%

46% 
24%

6% 3%

3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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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人數對應通過國家數之專利獲證件數 

人數／通過國家數 一國 兩國 三國 四國 五國 

一人 83 56 22 4 2 

二人 87 66 26 5 1 

三人 104 71 35 10 6 

四人 61 66 25 13 4 

五人 26 25 18 5 2 

六人 20 11 7 5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再將資策會專利通過的國家數給予不同的權重，如專利通過一國獲證，

權重為1，通過兩個國家則權重為2，以此類推。此分析方式可同時將專利的「量」

與「質」這兩部分一併考慮，分別計算出2至6人所提案的專利獲得的加權總如下

圖。早期1998～2007年間，由個人所提案的專利加權總和為168，且為不同人數中

的最高值，占該期間加權總和約3分之1，表示在專利的數量上及通過的國家表現

上，個人提案均有不錯的表現。而在團隊的表現上，2至3人團隊之專利加權也很高

（133、121），占49%；超過4個人以上所組成的團隊，不管在提案的件數與獲證的

國家數上都相對減少，因此，經過加權計算後，呈現快速遞減的趨勢。但到了2008

～2017年間，個人所提案的專利加權總和為287，占全體加權總和的比例雖降為

18%，但是與2人（20%）、3人（26%）及4人（20%）的加權值相當，並列為資策

會的主要專利提案比重。從兩個10年區間的趨勢變化來看，資策會的專利早期以個

人提案為主，之後逐漸轉向3人小組的提案方式，其中改變的因素將由後續訪談內

容作進一步探討與解析。 



46  

專利師︱第三十七期︱2019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287
322

421

83

715

72

168
121133

335

16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一人 二人 三人 四人 五人 六人

1998～2007 2008～201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9 以通過國家數加權之比較 

經由上述次級資料的分析可知，以數量上來說，個人專利在資策會所有專利中

的比例與重要性仍存在；2人或3人團隊所獲得的專利數量，則占所有專利的近5成

左右。近幾年，這種以小型團隊來提案的方式，已成為資策會專利提案的主要形

式。再從質的角度上來分析，個人提出的專利申請案品質較不穩定，駁回率大約

45%，明顯高於團隊的30%左右；無論團隊人數多寡，團隊的專利通過率大約維持

在66%以上，顯示團隊所提出的專利申請案在構思上較個人縝密。由通過國家數的

資料顯示，個人僅通過一個國家的比例最高，而隨著團隊人數的增加，通過的國家

數則較多且穩定；但由通過多國專利的專利件數來進行比較，個人專利的品質並不

亞於團隊專利的品質。最後，個人專利的加權總和占18%，仍占有相當比重；而3人

的團隊加權總和占26%，是表現最佳的團隊規模。整體而言，團隊專利雖然逐漸成

為趨勢，但個人專利也不容忽視。 

二、深入訪談分析 

本研究依照訪談對象過去所提案的經驗，分為：偏向個人提案、偏向團隊提案

以及純團隊提案這3大類，分別篩選出這3類中提過專利較多，同時目前仍在職的同

仁名單，以作為個案訪談的對象。同時為了增加本研究的深度與可信度，本研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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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從不同提案方式的3類人員中，優先聯絡提案較多且經驗較豐富、資歷較深的同

仁。經過訪談後將此3類不同提案類型的受訪者意見整理歸納如下： 

表3 專利個人與專利團隊之比較 

 偏向個人類 偏向團隊類 純團隊類 

專
利
想
出
來
的
過
程 

1. 將學校所學的知識應用在

開發的技術上。 

2. 在自己所開發的模組技術

範圍內，提出相關專利。

3. 參考他人已提出的專利，

進行方法的改善與再優

化。 

 

（有在資策會提過專利的經

驗後，漸漸可自行提案） 

1. 將學校所學的知識應用

在開發的技術上。 

2. 團隊討論方式：技術討

論、共同擬定方向並要

求大家同共提出意見。

1. 同樣是在技術討論會議

中想出來的，或是由單

位內技術強項、專利布

局的策略來著手。 

2. 都不是為了提專利而刻

意去組成的團隊。 

3. 研發團隊參加國際標準組織的規格制訂，制訂的團

隊成員一同構思並進行專利提案。 

4. 依照計畫的布局分析規劃結果，針對具潛力價值的

技術議題進行討論。 

提
案
的
原
因 

一
個
人
或
團
隊
方
式 

1. 所負責的工作切割、分配

的非常明確，範圍不大且

沒有與其他人重疊。 

2. 為達成設定的專利數量，

某些同仁被迫去提案。 

3. 對於為了想專利而去組成

的團隊討論方式產生反

感，轉而個人提案。 

1. 專利是在技術討論會議中所想出來的，因此自然就

會以團隊方式來提案。 

2. 為達成設定的專利數量，以團隊討論方式去提案。 

3. 依照計畫的布局分析規劃結果，要求以團隊方式分

組討論並提案。 

年
資
影
響 

在
該
技
術
領
域
的

年資不是主要關鍵，若對技

術熟悉即可提出專利。 

1. 年資不是主要關鍵。 1. 隨著同仁年資的增加，

提 案的 件 數 反 而會 下

降。 

2. 有熟悉該技術的資深人員，對團隊提案有幫助。 

或
提
過
的
經
驗

上
過
專
利
課
程

1. 對於創新點子的構思沒有明顯的影響與幫助 

2. 專利課程可協助新人瞭解

專利構成要件，也可提升

專利品質。 

2. 以資策會整個提案流程中，各階段所需具備的資料

的角度來看，有此經驗的人員在團隊中是有幫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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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向個人類 偏向團隊類 純團隊類 

個
人
（
團
隊
）
提
案
的
優
缺
點

在已有想法的前提下，個人

準備提案的速度會較快。但

若沒有想法時，容易侷限在

自己思維的框架內。 

團隊的優點：品質穩定且

可多人分工。專利整體數

量會比個人提的還多。 

團隊的缺點：意見紛歧使

得討論過於冗長。可能因

分工之後，彼此依賴而造

成積極度不夠。 

1. 優缺點與偏向團隊類的

意見類似。 

2. 團隊中每個人扮演的角

色不同：有的人是「評

審 」， 有 的 則 是「 協

助」的角色。 

3. 團 隊成 員 間 會 互相 激

勵、監督。 

對
團
隊
（
個
人
）
提
案
的
看
法 

1. 團隊專利的點子其實主要

還是來自1或2個人，其他

人是因為資策會提案制度

所衍生出的輔助角色。 

2. 為了想專利而組成的團

隊，通常效率不佳。 

1. 因為環境或工作性質本

身，常有機會大家一起

討論技術，而自然形成

的風氣或模式。 

2. 團隊討論是可以激發點

子比較少的人延伸聯想

到其他專利。 

1. 與個人類的意見一樣，

團隊的點子可能都是來

自1或2個人。 

2. 個人專利往往因為思慮

不周，而容易遭受評審

駁回。 

3. 因為資策會審查需要準

備的相關資料及流程繁

複，團隊分工較快。 

團
隊
組
成
方
式 

 1. 自由隨機的方式組成，或至少是研究領域、個性相

類似的人員。 

2. 有經驗、資深人員帶領新人的方式。 

3. 組合不會一直都是相同的，但長期來看可以發現有

幾個人常常會組在一起。 

同
質
性
與
異
質
性
的
看
法 

 藉由不同背景的人一起來

看這個問題，可以得到不

同角度的觀點與意見。 

1. 提案的專利範圍如果比

較大，也許就需要不同

領域的人來一起合作。 

2. 就算是相同性質的人組

合在一起，但是每個人

的觀點還是會不一樣，

仍會得到不同、有益的

意見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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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向個人類 偏向團隊類 純團隊類 

和
學
界
合
作
的
感
覺 

 1. 學校點子比較多，但是有時候會偏向學術論文的型

態，較少考量到市場價值的部分。 

2. 可由學校提出點子或交

付學術論文，再由資策

會評估，若有適合的技

術才包裝成專利。 

2. 每個學校和老師也都不

太一樣，有的學校教授

在專利這部分會比較積

極。 

3. 和學校教授一起參加國

際標準組織的會議，學

校於提案技術內容深化

方面幫了不少忙。 

團
隊
人
數 

提
案
適
合
的

 以2至3個人為主，不會超

過4個人；但也必須考量到

所提的專利本身涵蓋的範

圍大小。 

以3、4人為主。 

或
團
隊
提
案 

怎
樣
特
質
的
人
適
合
個
人
提
案 

1. 以專利大小、範圍來定義適合使用個人還是團隊的方

式。 

1. 有提過的經驗或個性上

點子比較多的人可以使

用個人提案的方式。 

2. 新進人員或不熟悉專利的

人員，可先採用團隊的方

式。 

3. 點子比較多的人可以個人

提案，或是由團隊分工來

協助完成提案的相關作業

流程。 

2. 當特別為了想專利而想時，適合個人或小團隊的方

式互相激發，效率較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以上的訪談內容統整，接下來將繼續針對第一章所提出的其中兩點研究問

題，試圖分別予以一一回應： 

◎ 資策會專利個人的特徵與創新歷程特徵有哪些？ 

根據受訪者的描述，本研究將資策會個人提案的歷程整理歸納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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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圖10 個人創新歷程 

資策會個人專利提案的方式可分為幾種，一種是因為有提過專利的經驗或是本

身點子比較多的人；還有一種也是為了要達成年底的專利件數，單位主管自己扛下

這部分工作；也有的是先前參與過為了提案而非自願組成的團隊，因為這樣的團隊

會比較沒有目標，可能準備時間會較冗長且沒效率，因此同仁反感的情形下寧願選

擇採用個人提案的方式。這幾類的研發人員在想專利的時候，通常是將過去學校所

學的技術應用在其他領域上，或是針對目前正在開發的技術、模組，將用來解決該

問題的方法包裝成專利，更有的是參考已經通過的專利提案內容，進一步將該技術

方法再予以變化及優化後另提出一件專利。當確認出專利提案的點子後，會再重新

評估該專利所包含的範圍大小，若範圍比較大時可能就需要其他同仁一同協助、討

論，因此也有可能轉換使用團隊提案的方式；否則的話將開始著手準備資策會內部

所要求的各項提案資料。 

送審後若當資策會內部的評審會議認為需要補充資料時，提案者還需再次針對

委員的意見，加強提案的內容；但若直接遭受評審決議不予申請的駁回，且單位內

不予通過??? 駁回??? 

通過 通過 

資料補充 

1或2萬元獎金
專利證書 

5,000元獎金

專利 
獲證 

說明書校稿
評審 
會議 

資料準備 

專利檢索 
市場分析 

過去學校所學

本身負責研發

的技術、模組

參考已通過提

案的技術內容

再予以優化ˉ

延伸團隊中 
討論的點子 

由團隊轉來 

對團隊提案反感 

強迫 

主管自己提 

自發 

有提過的經驗 
本身點子多的人 

專利技術範圍 
是否太大 

轉成團隊提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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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任何肯定的動作與回應時，這會讓提案者認為這段期間白花了時間與人力，

往往也可能影響研發人員的士氣與往後再度提案的意願。相反的若順利通過，該案

件將獲得5,000元的提案獎勵，接著再繼續協助專利事務所撰稿後，就能向各國專利

局提出申請。同樣約兩年後若沒通過官方審查，則此提案將就此結束，期間協助事

務所以及處理專利答辯等事務也可能白費了；但若順利通過，則資策會將再提供1

或2萬元的獎勵並獲得該國的專利證書，而這些獎勵可由提案個人所獨享，因此從

時間成本與獎勵的多寡來看，個人提案雖然沒有其他人可一起分工，因此時間相對

拉長，但是相對的個人所獲得的報酬獎勵也較高。 

資策會專利團隊的組成特徵與創新歷程特徵有哪些？ 

本研究同樣也將資策會團隊提案的成員組成方式，以及提案的歷程整理歸納如

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11 團隊組成特徵與創新歷程 

不予通過??? 駁回??? 

通過 通過 

資料補充 

1或2萬元獎金 
專利證書 

5,000元獎金

專利 
獲證 

說明書校稿
評審 
會議 

資料準備 
專利檢索 
市場分析 

團隊分工

自發組成 

因技術討論會議 

主管要求組員 

組成方式 
新人＋資深人員
彼此個性類似者
有提案經驗者 

組成方式 
研究領域個性類似

有提案經驗者 

依據布局分析結果
針對具潛力的技術

議題討論

先決定技術方向
再腦力激盪 

先個別提出點子
再腦力激盪 

提案點子
彙整 

提案篩選 
（可能不只一個）

針對某技術、問題
進行討論 

內部成員檢視 
與技術補強 

強迫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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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策會專利團隊的形成可分為2種，一種是因為在例行的技術討論會議中，為

了解決某項問題而大家一起在會議中提供解決的方法，過程中當大家都認為某個方

法不錯，可以成為一項專利的時候，便由提出點子以及自願協助的同仁們自然組成

一專利提案的團隊，同時也會視需要請有提過專利經驗的同仁一同參與。因此在這

樣的團隊組成後，就會針對當時在討論會議中提出的技術做進一步的分析、研究，

而團隊中的各成員也會繼續提出意見與加強此方法的完整性，以達成專利提案的要

求標準。 

另一種團隊的組成則是為了要達成年底的專利件數，單位的主管會強迫要求一

些研發人員來提案，因此組成的方式除了個性相類似的同仁會自組在一起外，在來

就是以資深人員或有提案經驗的人員帶領新人的方式，共組成一提案團隊。因為這

是特別為了想專利所組成的團隊，也因此必須從無到有開始構思，普遍採行的進行

方式是由每個成員在討論之前，先獨自想出大概可行的專利點子，爾後在討論會議

時再提出來由成員間共同檢視並給予意見；另一種方式則是成員間先依據本身單位

的技術強項或專利布局的角度，擬定一個提案討論的方向（如省電、行動定位……

等等），再以腦力激盪的方式互相提出各自的想法；還有一種方式是依據研發計畫

申請時，已預先進行的專利布局分析結果，針對未來具潛力及價值的技術議題進行

發想。這3種討論的方式，往往可以激發出許多不同的創新點子，因此成員間會再

以投票或是先後提案等策略，篩選出本次欲準備提案的專利。 

不論是自發或強迫組成，也正因為是團隊的關係，因此在準備資策會內部所要

求的各項提案資料時，可以採用大家一起分工的方式，每個人只需負責準備其中的

幾項內容，可加速提案準備的完成。同樣送審後若當資策會內部的評審會議認為需

要補充資料時，團隊成員還需再次針對委員的意見加強提案的內容，之後其他各項

需協助的部分都與個人提案相同，唯一的差別是不管資料的補充或說明書校稿等都

可由彼此分工的方式來執行，相對的若有其他獎勵的部分時，當然也是由團隊成員

彼此均分與共享。 

三、影響資策會創新專利表現之因素 

本 研 究 繼 續 以 創 造 力 4P 理 論 為 架 構 ， 分 別 從 人 （ person ） 、 環 境

（press/place）、過程（process）、產品（product）這4個不同構面來做探討，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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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本研究的第2項問題：影響資策會個人與團隊創新專利績效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我們關心的議題包括：專利創意的來源、專利提案中個人與團隊的重要影響因素。

以下發現，係歸納整理自訪談所得。 

(一) 發現1：專利的創意源自於少數的一或兩人 

從人（person）的角度來看，具創造力的人格特質為自發性、探索性、獨立

性、觀察敏銳，以及勇於與眾不同等。但是，在訪談過程中，沒有任何受訪者強調

個性因素是個人提案的主因，這或許因為受訪者不願意表達其個性獨立或孤僻、或

對自己較有自信等極端立場。 

3類受訪者意見均表示，無論是個人或團隊的提案方式，專利點子多半都是由

一或兩人所想出來的，團隊中其他人扮演提供意見與輔助的角色。這點與Mumford 

& Gustafson（1988）發現，創新的想法始終來自於成員自己的看法一致。 

(二) 發現2：專利涵蓋範圍是影響提案方式的主要因素 

近幾年專利申請逐漸以2～4人的團隊為主，一方面是因為近幾年資策會開始著

手進行大型系統的研發計畫，包括參與國際標準制訂的會議，因此增加了許多以系

統觀的角度來提的專利，需要不同技術領域的同仁互相討論，才能有全面性完整的

考量。 

不過，若該單位研發的技術可以明確地切割清楚，則每個人在自己所研發的技

術模組範圍內，同樣也可以倚靠對該技術的熟悉與瞭解，由個人的方式提出品質不

錯的專利。 

(三) 發現3：資策會的提案流程是影響提案方式的次要因素 

從環境（press/place）或是創新氛圍的角度來看，資策會每年都會針對不同的

研發計畫設定專利數量的目標值，而資策會所執行的計畫往往都是在上半年設計，

下半年後才正式著手開發，因此，專利與開發的業務都將集中於下半年。由於專利

提案所需準備的資料與檢索工作都不輕鬆，於是，各研發單位逐漸朝向團隊分工的

方式，共同負責提案流程中的一小部分，以期順利完成專利提案。 

此外，到了接近年底時，在時間壓力下，有些部門主管會選擇要求某些少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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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執行專利提案的業務，或是由自己個人來負責，以避免干擾研發同仁正在進行的

開發工作。不過，也有些部門主管基於公平原則，要求所有同仁分組討論，共同達

成年初預定的專利目標。正如22所強調的，工作負荷量過重或過度的時間壓力會抑

制創造力，這也是資策會內各單位分別採取不同提案方式的原因。 

(四) 發現4：專利構想的主要來源來自於研發人員技術討論的過程 

從過程（process）或是創新歷程的角度來看，不論是個人或是團隊的提案方

式，主要的專利點子都圍繞在所負責的技術，有的專利點子是在團隊的技術討論會

議中，為了解決某項問題而想出來的；也有的是因為在這樣的討論過程中，延伸聯

想到可以由自己個人來提專利。 

在為了達成專利數目標而組成的團隊中，團隊討論都會使用腦力激盪的方式。

在每次的討論會議前，每個成員都必須先獨自想過一些點子，並在會議中提出來與

大家分享、討論，雖然最後提出來的專利不一定是某一個人當初所想到的，但是這

樣的討論過程，會激發彼此想得更多、更廣泛。 

(五) 發現5：全球均逐漸重視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專利申請與布局規劃

成為研發時基本且必要程序，也是專利發想時的依據 

早期運用智財權進行保護的概念並不普遍，因此專利申請量也不多，多半資深

研發人員或重要、有價值之技術才會申請專利，但近10年國內外訴訟爭議頻繁，加

速促成了進行研發、製造的企業瞭解到專利布局的重要性及必要性。近年來資策會

同樣在計畫申請前，均預先進行了專利的檢索與布局分析，以掌握目前全球專利已

布局現況，進而規劃未來的研發方向與值得再投入專利布局的重點項目，因此在申

請專利時，即能夠依照事先判斷有潛力及價值的技術議題進行專利發想討論，並藉

由團隊分工討論的方式完成所規劃預計申請的專利項目。 

(六) 發現6：以2至4人自由組成的團隊創新績效較佳；團隊中有資歷較

深、提過專利經驗的成員，有助於提升專利品質 

不論是由於技術討論或是為了提專利而組成的團隊，成員主要都是自組而成

                                                        
22 AMABILE, supra note 6, at 15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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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的是因為技術相關而主動協助，也有的是因為個性、思考風格比較類似，當

然也有的是以資深人員帶領新人的方式，以上這樣的組成方式在討論的過程中比較

融洽，同時與有經驗的人一起合作，無形中也可以讓新人熟悉、瞭解，並由互相討

論與技術切磋的火花中，提升專利的品質。Chatman & OReilly（2004）與Ayers, 

Dahlstrohm & Skinner（1997）也發現，當新產品策略團隊中成員的相關知識、技巧

及觀點，若能經由團隊合作的創意激盪有效整合時，會提高新產品的成功率。 

對於團隊組成是否應該著重異質性，受訪者沒有共識。不過，由於每個人的求

學背景不太一樣，同樣的問題每個人思考的角度也會不同，只要是不同的個體，大

抵都能提出不一樣的意見與看法。這點與West et al.（2004）的看法接近。他認為，

團隊成員雖然技能相同，但是，僅由於彼此間有不同的技術背景，便可以產生良好

的效果。另一方面，異質性或跨領域的組合有助於激發創意，但是當團隊成員的差

異度過大時，就容易發生彼此的認知不同，形成沒有效率、成效不彰的團隊23。 

對於團隊人數的多寡，受訪者認為，一方面必須考慮專利範圍的大小，另方面

由於專利點子主要來自1、2人，因此可以採用逐漸擴增人數的方式，當需要其他同

仁支援時，再慢慢增加，原則上仍以不超過4人的運作較佳。 

(七) 發現7：整體而言，個人提案效率高，團隊提案數量多、品質優 

從產品（product）（專利品質、數量與效率）來看，個人提案的數目仍然維持

一定程度，雖然平均通過率低於團隊申請案，但就通過國家數而言，個人專利與團

隊專利可說是平分秋色。個人專利申請案之所以數量不少，是因為這些專利構想所

涵蓋的範圍，僅在研發人員個人所負責開發的模組內，相對較為單純、能力所及，

因此，在解決這類的問題時，眾人之力並不重要，由個人獨力來完成，反而不受他

人干擾，效率更高24。 

團隊作業由於必須整合成員不同意見，彼此間必須相互配合、妥協，因此當意

見紛歧時，便容易缺乏效率。不過，藉由整合大家的意見，有的人從評審的角度找

                                                        
23 T. R. Zenger & B. S. Lawrence, Organizational Demography: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Age and 

Tenure Distributions on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32(2)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53, 353-76 (1989). 
24 Hill, supra not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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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缺點，有的人從協助的角度予以補強，不斷琢磨讓提出的專利品質更佳，通過的

比率也因而提升。而團隊成員間彼此的討論、分工，共同達成資策會內部所設定的

專利數量目標，減輕獨自由一個人承擔的壓力，這樣的環境氣氛以及不錯的提案過

程與經驗，也是促成近年團隊提案風氣形成的原因之一。 

陸、結 論 

本研究以一個管理的角度出發，綜合以上的結論以及透過創造力4-Ps理論逐步

地檢視，發現在資策會這樣的專利提案制度流程下，環境因素確實隱約影響著研發

同仁選擇使用個人或是團隊的方式來提出專利。近幾年資策會團隊提案的盛行，除

了因為團隊可以滿足員工在組織中的需求外，最重要的理由是所執行的任務本身所

造成的影響，因團隊的組合可以納入具備不同知識技能以及功能背景的成員，而複

雜的提案資料也需要團隊各功能的人員一同分擔，因此越快越好的創新提案，漸漸

轉而傾向使用團隊分工的方式。 

由個人單獨提案的專利多半是經驗較豐富或資歷相對較深的人員，一方面因為

有了過去的經驗，因此在專利提案與構思上面都能達到相當的水準。而團隊所提案

的專利主要都是以資深人員帶領新人的方式，引領新人接觸以及熟悉該領域；相對

的在這樣團隊分工與討論的模式下，如果有充裕的時間持續進行，往往可以產生多

項專利提案，比起個人提案的方式，在同時間內能產生數量更多、品質較佳的專

利。 

因此本研究比較個人創新與團隊創新後歸納出5個重點：一、由於創新歷程與

專利範圍的關係，無論就質或量而言，個人創新仍然是資策會申請與獲得專利的重

要形式。二、近年來團隊已經成為資策會申請與獲得專利的主要形式。三、專利涵

蓋範圍是影響提案方式的主要因素。四、整體而言，個人提案效率高，團隊提案數

量多、品質優。五、專利構想的主要來源來自於研發人員技術討論的過程，而最初

的專利創意多源自於少數的一或兩人。 

針對研究分析的結果，建議企業在進行人才組織運用管理時，可參考以下兩點

做為個人、團隊適用時機的調控依據：一、依照研發單位的技術特性，分別採用個

人或團隊不同的提案方式：如果該單位的技術是可以切割成明確的各個小模組，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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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模組研發的人員也不多時，則可以採用個人提案的方式，畢竟專利的範圍不大，

使用個人提案的效率會較高，同時在自己的技術能力範圍內，同樣能夠設想周全，

提出品質不錯的專利。相對的當專利是偏向比較大系統的架構時，則需要較多的人

一同討論，由不同的意見、觀點相結合，才能達到面面俱到的效果。二、自發性的

團隊組合，並適時融入有經驗、不同資歷的同仁，且鼓勵不同觀點的意見討論：從

小我們就知道眾志成城、團結力量大，腦中的圖像是許多人一齊同心朝著共同的目

標邁進，其中總有一個英明的領導人在前面帶隊。然而，不是把一群人放進團隊裡

面就能展現創造力，這也正是為什麼多數的團隊在應用腦力激盪激發創意時效果不

彰的原因之一。在團隊組成的方式中，建議仍以自發性的結合為主，當想法相同、

志趣相投的人發現彼此時，團隊自然就會形成了；或是打造可以合併、也可以分解

或再重組的團隊，畢竟過程中干擾不大的小型團隊（2至4人最佳），創新能力將遠

勝過仔細規劃的團隊。 

整體而言，個人創新與團隊創新是研發創新的兩種重要途徑，因此企業在進行

人力資源管理時，均不應有所偏廢。畢竟每個成員都有可能是創意的源頭，唯有組

織有效的運用這些人才，給予適當的資源環境，並依照同仁的個性與工作內容，妥

適地分別採用個人或團隊的運作模式，才能真正激發出每個人潛在的創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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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設計專利之侵權判斷 
方法討論與案例解析 

葉哲維* 

壹、前 言 

早於1996年，中央標準局（即智慧財產局之前身）即曾發布「專利侵害鑑定基

準」，其大致建立了侵權判斷的雛形；後經2004年修正，並改稱為「專利侵害鑑定

要點」（下稱「2004年版要點」），此版本則具備了較完備的侵權判斷原則。而鑑

於近年專利法的多次修訂，包含2011年專利法的全面性修正，以及國際間已形成諸

多重要的判決案例，智慧財產局遂於2014、2015年間著手研究專利侵權判斷方法及

相 關 案 例 ， 並 於 2016 年 2 月 發 布 「 專 利 侵 權 判 斷 要 點 」 （ 下 稱 「 2016 年 版 要

點」），以供各界參考利用；該2016年版要點包含發明／新型專利及設計專利共2

個篇章，本文主要係就設計專利部分予以重點說明，另外，本文並觀察自2016年版

要點發布後，智慧財產法院近年所作成有關設計專利之諸民事判決，並就該等判決

中整理出幾個重點，以供給實務界者在進行設計專利侵權判斷時為參考。 

                                                        

DOI：10.3966/22184562201904003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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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官兼科長，文章內容僅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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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利侵權判斷要點──第二篇設計專利侵權判斷」

之重點說明 

一、2016年版要點有關設計專利部分之修正概述 

2016年版要點有關設計專利部分的修正重點在於，其刪除了2004年版要點之新

式樣1鑑定流程中「是否包含新穎特徵」的必要判斷步驟，而餘「是否相同或近似」

之主要判斷步驟。亦即，2016年版要點係參考了近年美國設計專利侵權判斷實務上

的變革 2，由過去的「雙重檢測方法」（ two-fold test） 3修正為「一般觀察者」

（ordinary observer test）的單一檢測方法，而所謂一般觀察者檢測法即是對應我國

之「是否相同或近似」的判斷步驟。此外，2016年版要點並納入了近年美國實務界

所常使用之「三方比對法」，作為設計專利侵權判斷的輔助分析方法。 

簡言之，2016年版要點有關設計專利的侵權判斷，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

段為「確定專利權範圍」，第二階段為「比對、判斷確定後之專利權範圍與被控侵

權對象」4（見圖1）。而其中第二階段，主要即是在比對設計專利與被控侵權對

象，並判斷二者是否構成近似，包含「物品的相同或近似」及「外觀的相同或近

似」，若是，且無相關阻卻或抗辯事由成立者，將認定為構成侵權。是本文以下就

2016年版要點有關「設計專利權範圍的確定」、「物品之相同或近似判斷」及「外

觀之相同或近似判斷」為重點說明。 

                                                        
1 有關「新式樣」一詞，2011年11月29日修正、2013年1月1日施行之專利法施行前稱「新式樣

專利」、施行後改稱「設計專利」，本文除涉及舊法條文或2004年版鑑定要點之內文外，皆

統一稱「設計專利」以利說明。 
2 美國實務界在2008年以前，設計專利的侵權判斷方式大致係採「雙重檢測方法」，直至2008

年Egyptian Goddess案（Egyptian Goddess, Inc. v. Swisa, Inc., 543 F.3d (Fed. Cir. 2008)），美

國聯邦巡迴上訴法（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廢棄了雙重檢測方法中

的「新穎特徵檢測法」，並重申「一般觀察者檢測法」才是設計專利侵判斷的唯一方法。 
3 「雙重檢測方法」，包括Gorham案之「一般觀察者檢測法」（ordinary observer test）及

Litton案之「新穎特徵檢測法」（point of novelty test），設計專利必須通過此雙重檢測，始

構成侵權。 
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侵權判斷要點，2016年，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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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專利權範圍 解析被控侵權對象

未構成侵權 構成侵權 

物品是否相同或近似

外觀是否相同或近似

是否適用申請歷史 
禁反言或先前技藝 

阻卻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圖1 

二、設計專利權範圍的確定 

由於設計專利係保護「物品」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簡稱『外

觀』）」，故設計專利之專利權範圍是指「外觀」結合所應用之「物品」。相對於

發明／新型專利的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或解釋請求項，設計專利之專利權範圍，並非

係藉由請求項的文字予以界定，而是透過圖式中所呈現的各視圖予以確立。亦即，

設計專利是以圖式為基礎，並適度地參酌說明書的文字說明，以合理地建構出該

「物品的外觀」以為其專利權範圍。 

實務上，確定設計專利權範圍較常見的錯誤是，當事人常將設計專利的圖式轉

化為文字的解釋，並比照發明／新型專利請求項的比對模式，就轉化後的文字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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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侵權對象進行文義比對。另外，在2016年版要點以前，在確定設計專利之專利權

範圍時，必須先確認設計專利的「新穎特徵」，以作為雙重檢測方法中之新穎特徵

檢測的基礎；惟2016年版要點已刪除了獨立的「新穎特徵」檢測，故在確定專利權

範圍階段，已無須再對新穎特徵先行認定。 

因此，在確定設計的專利權範圍，其目的僅在正確認知圖式所呈現之「外觀」

及其所應用之「物品」，以合理確定其權利範圍5，其並無須將圖式所揭露之內容轉

化為詳細敘述之文字，亦無須再進行新穎特徵的認定。 

三、物品之相同或近似判斷 

物品相同或近似判斷，主要是就系爭專利圖式及說明書中明確記載或實質隱含

之用途來認定該物品，並就此與被控侵權對象進行比對，若二者之用途相同或相

近，則將認定為相同或近似之物品。判斷時應模擬普通消費者實際選購、使用商品

的情況及商品的產銷狀況來進行判斷6。 

四、外觀之相同或近似判斷 

(一) 整體比對原則 

設計專利的侵權比對，是採「整體比對」（As a whole）原則來進行外觀的相

同或近似判斷，亦即，係就設計專利圖式所揭露之形狀、花紋、色彩所構成的整體

內容與被控侵權對象中相對應之設計內容進行比對，並依普通消費者之觀點，判斷

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的整體外觀是否構成相同或近似7。而2016年版要點大致記載了

兩種分析方法來進行比對判斷，包含「相同相異點之綜合評價法」及「三方比對

法」，其皆係基於「整體比對原則」所發展出來的判斷方式。 

(二) 相同相異點之綜合評價法 

按2016年版要點之說明，「綜合判斷」係依普通消費者之觀點，考量每一設計

                                                        
5 同前註，62頁。 
6 同前註，78頁。 
7 同前註，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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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之異同（即共同特徵及差異特徵），綜合考量該等設計特徵對於整體視覺印象

的影響，據以分析被控侵權對象與系爭專利之整體視覺印象是否構成混淆，以判斷

二者之外觀是否近似8。而就上述之判斷方法，本文以下統稱為「相同相異點之綜合

評價法」。 

在考量共同特徵或差異特徵對整體視覺印象之影響時，得依該專利產品之性

質、功能限制、先前技藝及共通形態等因素，並以容易引起普通消費者注意的部位

或特徵為重點，包括「系爭專利明顯不同於先前技藝的設計特徵」、「正常使用時

易見的部位」，再併同其他設計特徵，構成整體外觀統合的視覺印象，而進行整體

性及綜合性的評價判斷。若二者之共同特徵大致上屬容易引起普通消費者注意的重

點部位或特徵，其間之差異又僅為不足以影響被控侵權對象之整體視覺印象的細微

差異（minor difference）者，則將判斷二者已產生混淆之整體視覺印象，而認定為

外觀近似；反之，若該差異已足以影響被控侵權對象之整體視覺印象，而不致與系

爭專利產生混淆者，則認定外觀不近似9。筆者以為，上述之「相同相異點之綜合評

價法」，其實頗類似於歐盟判決實務中所採用的「不同整體印象檢測法10」。 

(三) 三方比對法 

「三方比對法」，係指藉由先前技藝分析系爭專利所屬技藝領域之先前技藝狀

態及三者之間的相似程度，輔助判斷被控侵權對象與系爭專利是否近似的分析方

法。原則上，使用三方比對法應在被控侵權對象與系爭專利並非明顯不近似（not 

plainly dissimilar）時，即必須在被控侵權對象與系爭專利具有一定之相似程度的情

況下，運用三方比對法方具有實益11。以下就進行三方比對時所遭遇的幾種情況為

簡要說明： 

                                                        
8 同前註。 
9 同前註。 
10 歐盟設計侵權訴訟中所常使用的「不同整體印象檢測」，大致上係依以下步驟進行：(1)定

義產品；(2)定義適度認知的使用者；(3)確認設計領域；(4)確認設計自由度與設計限制；(5)

確定設計所產生之整體印象。詳參：葉雪美，解析歐盟設計侵權訴訟中的侵害認定檢測──

從Proctor & Gamble案例談到Apple v. Samsung案件(四)，收錄於TIPA智慧財產培訓學院精選

文章，2013年，最後瀏覽日：2018年10月9日。 
1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4書，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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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控侵權對象較接近系爭專利 

若「被控侵權對象與系爭專利的相似程度」（如圖2b之相似程度1）比起「系爭

專利與先前技藝的相似程度」（如圖2b之相似程度2）更為接近，且比起「被控侵

權對象與先前技藝的相似程度」（如圖2b之相似程度3）亦更為接近，則傾向於判

斷被控侵權對象與系爭專利之外觀近似。惟應注意者，當所納入比對的第三方（即

所選定的先前技藝）不甚洽當時，例如該先前技藝與系爭專利、被控侵權對象的相

似程度甚遠時或在特徵上明顯不相關，很可能造成被控侵權對象與系爭專利近似與

否之誤判，是三方比對法有時未必適用於所有情況。 

 

圖2a 圖2b 

2.先前技藝較接近系爭專利 

當先前技藝與系爭專利相當接近時，如圖3，則在判斷被控侵權對象與系爭專

利是否近似時，二者之間原本不被注意的局部差異（small differences）可能會對普

通消費者之觀察產生重要的影響12，從而影響其整體視覺印象。此原則通常係適用

於產品發展成熟度高、技藝領域擁擠之情況，因系爭專利與先前技藝亦十分接近，

專利權範圍狹小，故系爭專利的近似範圍應予以限縮。筆者以為，其頗有「專利有

效原則推定」之概念延伸，基此原則，在系爭專利所屬技藝領域已相當成熟但仍推

                                                        
1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4書，82頁。 

相以程度2 相以程度3

相以程度1 

相以程度1

相以程度2 相以程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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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該專利為有效的情況下，系爭專利不同於先前技藝的新穎特徵，即代表了其是克

服系爭專利有效性的重要部分，而若被控侵權對象未包含該重要部分者，理應判斷

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未構成侵權。 

 

圖3 

3.先前技藝較接近被控侵權對象 

當「被控侵權對象與先前技藝的相似程度」（如圖4之相似程度3）比起「被控

侵權對象與系爭專利的相似程度」（如圖4之相似程度1）更為接近，則應認定被控

侵權對象與系爭專利之外觀不近似13。筆者以為，此概念應係源自於「先前技藝阻

卻」，其係為避免不當擴張專利權範圍進而影響先前技藝的實施，系爭專利權範圍

不應涵蓋近似於先前技藝的被控侵權對象，而應對專利權範圍給予一定的限縮。 

 

圖4 

                                                        
13 同前註，83頁。 

相以 
程度2 

相以程度1 

相以程度1 

相以 
程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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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 結 

綜上，若為前揭之狀況2、3，此時可據該先前技藝以證明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

未構成近似，但若為前述之狀況1，往往仍需視實際情況，來輔助證明系爭產品與

系爭專利是否近似而構成侵權。 

參、案例解析 

觀諸我國近年來有關設計專利之民事判決，其已不再使用過去雙重檢測方法，

而大致已改採用2016年版「專利侵權判斷要點」所建議的設計專利侵權分析方法，

是以下就近年設計專利之幾件民事判決案例為介紹與分析，並分就以下幾個面向為

重點說明，包括「設計專利權範圍的確定」、「物品之相同或近似判斷」、「外觀

之相同或近似判斷(1)──相同相異點之綜合評價法」及「外觀之相同或近似判斷(2)

──三方比對法」。 

一、設計專利權範圍的確定 

(一) 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民專上字第31號──「鞋幫」 

1.案情簡介 

本件民事一審（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訴字第100號）判決認定，被告所製

造及販賣之系爭產品「涼鞋」已落入系爭專利（第D139575「鞋幫(三)」設計專利）

之專利權範圍，且被告所主張之證據均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無效，故判定系爭產品

侵害系爭專利權，並應負損害賠償之責。被告不服遂提起上訴，經智慧財產法院民

事二審（即本件）判決判定「上訴駁回」，其大致維持了民事一審之判斷結果，認

定該專利有效且侵權成立。 

然而，本件民事二審判決對於系爭專利之專利權範圍的認定，與民事一審略有

不同。民事一審認為，系爭專利雖無主張色彩14，惟其整體圖面仍呈現不同灰階

                                                        
14 按系爭專利（第D139575「鞋幫(三)」設計專利）核准審定時之2010年專利法施行細則及審

查基準之規定，若新式樣（設計）包含色彩者，應另檢附該色彩應用於物品之結合狀態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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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明暗但不考量色相及彩度）層次變化之視覺感受，使位於其橢圓凸點周圍複

數呈放射狀分布的弧形條狀飾紋產生轉動狀之動態視覺效果，因而在專利有效性的

判斷上，認定系爭專利與有效性證據被證7相對應之「弧形條狀飾紋」特徵（無灰

階變化）不同。然民事二審判決則指，系爭專利之專利權範圍應為如圖面所示之鞋

幫「形狀及其花紋，而不包含色彩（色彩之色相、彩度、明度皆應排除）」，專利

權人所主張「系爭專利之創作特點應包含不同灰階或明暗之變化云云」應不足採；

惟由於被證7雖在該「弧形條狀飾紋」特徵與系爭專利相似，但被證7與系爭專利尚

具有其他特徵差異而無法證明系爭專利不具創作性，所以智慧財產法院最終仍認定

被告所主張之相關證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無效。 

表1 

系爭專利（D13957515
） 系爭產品 

 

 

有效性證據（被證7） 

      

                                                                                                                                                        

敘明所有指定色彩之工業色票編號或檢附色卡，而未敘明所指定色彩之工業色票編號或檢附

色卡者，視為該新式樣（設計）未包含色彩；本件申請人即係以彩色照片為該設計之圖式，

但未敘明所指定色彩之工業色票編號或檢附色卡，故該案並未主張照片中之色彩。 
15 系爭專利（D139575）公告本所附圖面實際為彩色照片，囿於本報告所呈現者僅為黑白方

式，詳細請參考智慧財產局網站所公告之專利公告文獻，https://gpss.tipo.gov.tw/，最後瀏覽

日：2018年10月9日。 

弧形化開擴狀紋飾

中央呈弧形收束 

V形縫紉線 

另一側表面呈光滑狀 
（未設有V形縫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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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決解析 

(1) 確定設計專利權範圍，重點在於合理認知系爭專利核准審定時所界定的 

權利範圍 

本件所爭執的其一重點在於，系爭專利之專利權範圍是否包含不同灰階（僅包

含明暗但不考慮色相及彩度），以及其在專利侵權及有效性判斷上的判斷基礎為

何。本件民事二審之判決指出，基於色彩學對於色彩之定義，構成色彩之三要素包

含色相、彩度、明度，專利權人所稱「不同灰階」即屬色彩學之明度（明暗程

度），而為構成色彩之要素之一；又按系爭專利核准公告時之相關規定，新式樣包

含色彩者，應另檢附該色彩應用於物品之結合狀態圖，並應敘明色彩之工業色票編

號或檢附色卡，未檢附者應認定為該新式樣不包含色彩16。由於系爭專利於申請階

段並無檢附色彩應用於物品之結合狀態圖，且無敘明指定色彩之工業色票編號或檢

附色卡，故應確定系爭專利之專利權範圍為「如圖面所示之鞋幫形狀及其花紋，而

不包含色彩（色彩之色相、彩度、明度皆應排除）」。 

亦即，專利權人於本件訴訟中雖主張該設計專利應包含如圖面所呈現之不同灰

階或明暗之變化（但不考慮色相及彩度），而產生放射出的視覺效果，惟色彩之構

成要素既包含色相、彩度、明度三者，而專利權人於申請專利時既未有任何主張色

彩之表示意思，之後於民事訴訟中方稱「系爭專利之創作特點應包含不同灰階或明

暗之變化所呈現的視覺效果」，似無理由。因此，由本件判決可知，設計的專利權

範圍固應以圖式為主，惟在參酌說明書及系爭專利核准審定時之相關規定後，仍必

須合理的認知系爭專利於核准審定時所界定的權利範圍為宜。  

(2) 確定專利權範圍時，無須再就「新穎特徵」先為確定 

另值得一提的是，本件民事二審判決認定，系爭專利之專利權範圍為「如圖面

所 示 之 鞋 幫 形 狀 及 其 花 紋 ， 而 不 包 含 色 彩 （ 色 彩 之 色 相 、 彩 度 、 明 度 皆 應 排

除）」。亦即，法院在確定專利權範圍時，僅係就圖式所揭示之內容為合理認知，

但已不再於此階段就「新穎特徵」為先認定。 

                                                        
16 2000年11月16日修正發布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33條第3項後段：「新式樣包含色彩者，應另

檢附該色彩應用於物品之結合狀態圖，並應敘明所有色彩之工業色票編號或檢附色卡」；

2005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3-1-7頁：「若未檢附結合狀態圖，或未檢附色卡或未敘明

工業色票編號者，應認定該申請之新式樣不包含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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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民專訴字第4號──「冷卻水箱」 

1.案情簡介 

本件判決認定，被告所販售之系爭產品「引擎冷卻水箱」已落入系爭專利（第

D158843「引擎冷卻水箱(三)」設計專利）之專利權範圍，且被告所主張之證據均不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無效，是系爭產品侵害系爭專利權，並應負損害賠償之責。被告

不服續提起上訴，經智慧財產法院民事二審（106年度民專上易字第1號）判決認定

「上訴駁回」，其維持了民事一審認定專利有效及侵權的判斷結果，被告未再提上

訴而告確定。以下主要係就該民事一審之判決為重點解析。 

表2 

系爭專利（D158843） 系爭產品 
 

 

 前視圖 右側視圖 

  

 前視圖 右側視圖 

 

2.判決解析 

◎ 「純功能性特徵」的判斷，係以是否屬於「必然匹配」（must-fit）為主要 

判斷原則 

本件所爭執的其一重點在於，被告主張系爭專利之「入水口與該等流口等元件

的位置設置」，僅係為了配合銜接相應之管路而連通於引擎使用狀態下所應具備之

考量，當屬功能性設計云云。因此，被告稱系爭專利與被證2等有效性證據之差異

主要係在入流口、出流口及入水口的位置差異，其均係遷就於引擎既有的管路配

置，並不具設計自由度，而對於冷卻水箱具有適度認知的使用者，本會考量入水

入水口

第一
流口

第二
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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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出水口、入流口位置與引擎管路的利用關係，此部分僅為產品或其中零件的技

術功能或規格性考量而已，非創作特徵，對於普通消費者或所屬技藝領域之通常知

識者，系爭專利與有效性證據間所存在之差異對整體視覺效果不會有實質影響，系

爭專利並無創作性。 

然本判決認為，入水口與該等流口等元件之設置，雖係為了與引擎之管路連結

而有其實用性之目的，惟其設置位置及數量仍可透過設計手法或重新構成而產生兼

具視覺性特徵之結果，故非屬純功能性特徵，侵權及有效性比對、判斷時仍應予以

考量；而在有效性的判斷上，本件判決亦指，該引擎冷卻水箱之外形及相關構件上

的表面配置，難謂其屬於「必然匹配」（must-fit）的「純功能性特徵」，或稱其全

然不具「設計自由度」而無任何視覺創作之融入，況且該等入水口、入流口、出流

口占該水箱整體外觀具有極大之視覺面積，而難謂為普通消費者在選購該引擎冷卻

水箱之產品時不會注意的部位，該等特徵差異已足影響系爭專利之整體視覺效果，

故判斷被告所主張之諸有效性證據均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無效。 

因此，由本件判決可知，有關設計專利之純功能性特徵的認定，並不僅因該設

計特徵具功能性考量即認定為純功能性特徵，而係採是否屬於「必然匹配」的判斷

原則，同時本件亦考量了該設計特徵所占整體外觀的視覺面積，而認定其仍應屬設

計專利權範圍的一部分，故在侵權及有效性的判斷上不應就該特徵排除比對。 

二、物品之相同或近似判斷 

(一) 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民專訴字第62號──「機車」 

1.案情簡介 

本件原告（即專利權人）主張被告所製造、販售之系爭產品1「SSTB」及系爭

產品2「MANY2代」之電動自行車產品分別侵害系爭專利1（第D130968號「機車

（九十五）」設計專利）及系爭專利2（第D163886號「機車（一二四）」設計專

利），以及被告於其電動車商品所使用的「CANDY」、「CINDY」字樣侵害原告

所有之「Candy」商標權。經智慧財產法院判決判定，被告之系爭產品1、2分別侵

害 系 爭 專 利 1、 2， 以 及 被 告 所 使 用 之 「 CANDY」 及 「 CINDY」 商 標 侵 害 原 告

「Candy」商標之商標權，並應負損害賠償之責。本件未再上訴而告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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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系爭專利1（D130968） 系爭產品1 

 
 

表4 

系爭專利2（D130968） 系爭產品2 

    

2.判決解析 

(1) 本件創設「設計者觀點」方法作為物品相同或近似的判斷方法 

本件有關專利的主要爭點在於，系爭產品1、2之「電動自行車」與系爭專利

1、2之「機車」是否屬相同或近似之「物品」（被告就二者之「外觀」為近似，則

不爭執）。被告主要指稱，依現行相關交通法規，「機車」與「電動自行車」的定

排氣管 蓋板 

蓋板排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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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不同17，欲購買電動自行車之消費者不可能購買機車，反之亦然，是兩者功能、

市場、用途不同，亦不近似，應非相同或近似物品云云。然本判決認定，系爭產品

1、2之「電動自行車」與系爭專利1、2之「機車」係屬近似之物品，惟本件法院並

不採取過往一向採用的「依普通消費者觀點，判斷物品的用途之相近情況」為其判

斷原則，而係創設了一全新的「設計者觀點」之判斷方法。 

過去以來，設計專利在物品的相同或近似判斷上，係以物品的用途是否相近為

其判斷原則，其係模擬普通消費者實際選購、使用商品的情況及商品的產銷狀況，

判斷該物品所應用的領域是否相近，例如「凳子」與「靠背椅」、「鋼筆」與「原

子筆」、「餐桌」與「書桌」皆屬用途相近而屬近似物品，但「蠟筆」與「口紅」

則因繪畫與化妝的用途明顯不同則非屬近似物品18。又參考過去的判決案例，如智

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22號、101年度民專訴字第34號等民事判決，其皆認

定「機車」與「電動自行車」僅是動力來源之差異而已，兩者皆屬二輪交通運輸工

具，用途相同，而屬近似之物品。 

然本件判決並不採取上述之「以普通消費者觀點，判斷物品的用途的相近情

況」為判斷物品相同或近似之方式。其認為，物品的相同或近似部分會隨著物品分

類的粗疏與精細，即可能得到相同或不同的結果，以本案為例，如果將物品分為二

輪交通工具或非二輪交通工具，系爭產品即可認為與系爭專利之物品相同，但如果

進一步將二輪交通工具又分為電能驅動或引擎驅動，則又可以認為系爭產品與系爭

專利之物品不相同，所以單純根據物品分類來判斷物品的相同或近似與否，可能人

言言殊；既然設計專利是保護對於物品之外觀視覺訴求創作，為落實設計專利之周

延保障，避免將設計進行無創作價值之轉用，即可脫免權利範圍，物品是否相同或

近似，即應以此類外觀設計創作者是否可輕易地將系爭專利轉用於被控侵權物品而

為判斷，此即為本件判決中所創設之「設計者觀點」判斷準則。而依此準則，對此

類外觀設計創作者而言，其係可以輕易地將機車轉用於電動自行車上，故本判決認

定系爭產品1、2與系爭專利1、2屬近似之物品，系爭產品1、2分別落入系爭專利之

                                                        
17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電動自行車」與「腳踏自行車」均屬

「自行車」，車速緩慢，以插頭充電，且不須駕駛執照即可騎乘，其用途在短距離代步，無

法搭載乘客；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項第6款：「機車」之行駛速率高，需駕照方可騎乘。 
1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4書，77、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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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範圍。 

(2) 放寬「物品相同或近似」對於侵權判斷上的限制作用（惟是否屬法院一致之

見解，仍有待觀察） 

由本判決可知，其似是有意識地擴大設計專利權範圍，其放寬了「物品相同或

近似」對於侵權成立判定上的限制作用，若外觀設計對設計創作者而言可為輕易轉

用者，例如：將汽車設計轉用於模型汽車上，即可認定為物品為相同或近似。是本

件判決大大地弱化了傳統設計侵權判斷上對物品的限制作用，而欲朝向美、歐設計

保護制度所著重「設計專利係保護『設計』，而非『物品』」之概念，然本件判決

是否已成為法院一致之見解或僅屬個案，尚不得而知，而仍有待後續觀察。 

三、外觀相同或近似的判斷(1)──相同相異點之綜合評價法 

(一) 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民專上字第31號──「鞋幫」 

1.案情簡介 

有關本件案情詳參前節所述，本節不再贅述。 

2.判決解析 

(1) 「相同相異點之綜合評價法」，係評價各設計特徵對於整體視覺效果的影響 

 本件在進行外觀是否相同或近似的判斷上，係採用「相同相異點之綜合評價

法」進行設計專利之侵權分析判斷，該分析步驟大致可分為以下二步驟 

‧ 步驟1：經整體觀察比對，分別列出系爭專利與系爭產品之共同特徵及差異

特徵。共同特徵為「a.長條狀之整體」、「b.複數開擴狀的紋飾」、「c.V形

縫紉線」及「d.橢圓形區塊」，而差異特徵則為「e.圓點」19。 

                                                        
19 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民專上字第31號判決有關系爭專利與系爭產品之特徵的詳細描述，其

中共同特徵包含「a.鞋幫係由二片相黏合而概呈一長條狀之『整體』，其呈現兩端末端寬度

較大、中央呈弧形收束的形狀」、「b.鞋幫之一側表面設有以『橢圓凸點』為中心呈弧形化

放射出『複數開擴狀的紋飾』」、「c.鞋幫另一側表面則設有『V形縫紉線』」、「d.於鄰

近弧形化開擴狀紋飾的黏合端位置設有──『橢圓形區塊』」；差異特徵為「e.系爭專利鞋

幫之一側表面於紋飾其間交錯布設若干圓點（系爭產品則未布設有圓點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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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2：進行綜合評價，亦即就各特徵對設計的整體視覺效果的影響予以評

價，以判斷二者是否已產生相同或混淆的整體視覺印象。本件由於該共同特

徵a、b、c、d係設於鞋幫兩側表面而為該涼鞋、拖鞋等相關產品正常使用時

易見的部位，而容易起引起普通消費者注意，又經比對相關先前技藝，系爭

產品已具有系爭專利明顯不同於先前技藝的b、d之設計特徵；而系爭產品與

系爭專利之差異特徵e則僅占鞋幫整體外觀之視覺比例甚小且該特徵甚不明

顯，為不足以影響系爭產品之整體視覺印象的細微差異，故在綜合考量前諸

特徵對於整體視覺印象的影響後，整體比較觀之，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已產

生混淆之整體視覺印象，認定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之外觀近似。 

(2) 若共同特徵大致上屬相對重要的特徵部位，而其間之差異特徵則皆屬於較不

具視覺影響性的細微差異，應判斷為外觀近似 

故依上述「相同相異點之綜合評價法」，若在評價時認定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

間的共同特徵大致上屬相對重要的特徵部位，例如屬於「系爭專利明顯不同於先前

技藝之設計特徵（即「新穎特徵」）」或「正常使用時易見的部位」等普通消費者

容易注意的部位或特徵，而其間之差異特徵則皆屬於較不具視覺影響性的細微差異

（minor difference）者，在此情況下，將判斷二者產生混淆之整體視覺印象，而構

成外觀近似。 

(二) 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民專訴字第7號──「切卷機」 

1.案情簡介 

本件原告（即專利權人）主張被告所製造及販賣之系爭機台「單軸自動切卷機

（全罩式）」侵害系爭專利（第D139001號「切卷機」新式樣專利）。經智慧財產

法院判定，系爭機台未落入系爭專利之專利權範圍，本件未再上訴而告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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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系爭專利 

    

系爭機台 

    

 

2.判決解析 

(1) 並不僅因系爭產品包含系爭專利之新穎特徵，即認定為二者外觀近似 

本件亦係採用「相同相異點之綜合評價法」進行設計專利之侵權分析判斷，大

致可分為以下二步驟： 

‧ 步驟1：經整體觀察比對，分別列出系爭專利與系爭機台之共同特徵為「a.

安 全 罩 」 ， 而 二 者 之 差 異 特 徵 為 「 b.控 制 箱 」 、 「 c.底 殼 」 、 「 d.右 側

壁」、「e.操作盒」、「f.拉門」及「g.拉門開啟後之變化狀態」20。 

                                                        
20 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民專訴字第7號判決有關系爭專利與系爭產品之特徵的詳細描述，其中

共同特徵為「a.工作機台前方均設有弧形之透明安全罩」，差異特徵包含：「b.系爭專利

『控制箱』外殼前板上方呈圓弧形，向下延伸一大傾斜面，底部呈向內傾斜面，後方頂部及

底部亦設傾斜面，並於前板表面設有控制面板；而系爭機台之『控制箱』外殼則概呈矩形箱

控制箱

控制面板 
工作機台

安全罩 

工作機台

控制箱

兩扇滑軌式拉門 

工作機台
工作機台 控制箱 

兩扇拉門 
安全罩 

控制面板 

控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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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2：進行綜合評價。本件系爭機台與系爭專利之共同特徵僅在於特徵a，

亦即其二者僅在於安全罩部分的外觀相似；然系爭機台之控制箱及工作機台

的其他部位設計特徵（差異特徵b、c、d、e、f、g），皆與系爭專利對應之

特徵明顯不同，由於切卷機之工作機台及控制箱皆屬於該類產品容易引起注

意的部位或特徵，系爭機台之整體外觀與系爭專利已具明顯區別，依普通消

費者選購相關商品之觀點，其二者並不致產生混淆之視覺印象，故系爭機台

與系爭專利之外觀不相同亦不近似，系爭機台未侵害系爭專利。 

綜上，依上述「相同相異點之綜合評價法」，雖然二者之共同特徵似屬於「系

爭專利明顯不同於先前技藝之設計特徵」，亦即系爭機台應包含有系爭專利之新穎

特徵；然而，由於系爭產品尚有其他諸多部位與系爭專利不同，二者之差異特徵亦

多為諸多普通消費者容易注意的部位或特徵，因此，判斷二者之外觀不相同亦不近

似。 

(2) 設計的比對，並非在於比對各個功能元件之有無，而係著重於視覺性特徵之

相同或相異點 

另本件專利權人主張，系爭專利及系爭機台皆具有「A.系爭專利切卷機主要係

由一控制箱以及一工作機台所連結組成；B.該控制箱外殼前板上方傾斜，於其表面

設置有控制面板，外殼前板並呈圓弧形設計；C.該工作機台前方設有弧形之透明安

全罩；D.該工作機台後方則設有兩扇滑軌式拉門；E.由圖面可看到工作機台右側壁

設有一上下料缺口；F.該工作機台中段突設一操作盒位於弧形透明安全罩上方」之

                                                                                                                                                        

體，前板上方設有傾斜面，向下延伸呈一垂直平面，後方亦係呈一垂直平面，另於前板頂部

之傾斜面上設有控制面板」、「c.系爭專利之『底殼』呈圓弧形，並設於安全罩下方；而系

爭機台之『底殼』則呈長L形，亦設於安全罩下方」、「d.系爭專利『右側壁』前方設有上

下料的圓弧缺口，後方之上下角隅呈斜角修飾；而系爭機台『右側壁』前方亦設有上下料的

圓弧缺口，前後頂端角隅呈圓弧角，底端則呈直角」、「e.系爭專利之工作機台頂面設置有

──『操作盒』，其背面呈弧面；而系爭機台之『操作盒』整體呈矩形」、「f.系爭專利之

兩扇『拉門』呈梯形狀（由頂部呈一斜面，於中段延伸一平面及一反向凹折之內凹斜面）；

而系爭機台則是設有四扇『拉門』，且皆呈垂直平面」、「g.系爭專利拉門開啟後，工作機

台之外觀係呈拉門可滑動到控制箱後方的變化狀態；而系爭機台拉門之中間兩扇設於外軌

道，左右兩扇設於內軌道，故拉門開啟後，中間兩扇拉門交疊於左、右兩扇拉門，而不會超

出工作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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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特徵，而稱系爭機台整體外觀與系爭專利屬近似云云；然法院認為，系爭專利

與系爭機台之控制箱外殼形狀並不相同，工作機台後方滑門數量及開啟後外觀亦不

相同，操作盒形狀亦有不同等等，專利權人所稱系爭專利與系爭機台之共同特徵，

實未就各該形狀之設計內容所產生之視覺印象進行實質比對，而不同意原告之比對

結果。 

故由本判決可知，設計專利中所謂共同特徵及差異特徵之比對，並非在於比對

各個功能元件之有無，其重點應在於各設計特徵或比對單元的視覺性外觀是否相同

或相異，此亦為設計專利與發明或新型專利不同之處。 

(三)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民專訴字第81號──「行李箱」 

1.案情簡介 

本件原告（專利權人）主張被告所銷售之系爭產品「拉絲紋20吋霧面拉桿箱／

拉鍊箱」侵害系爭專利（第D146727號「行李箱」設計專利）。經智慧財產法院本

件判決判定，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之專利權範圍，本件未再上訴而告確定。 

表6 

系爭專利（D146727） 系爭產品 

  

拉桿 

中央 
拉鏈 

前側 
拉鏈 

本體

滾輪 



設計專利之侵權判斷方法討論與案例解析 77 

專利師︱第三十七期︱2019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2.判決分析 

(1) 若差異特徵屬「容易引起普通消費者注意的部位或特徵」，則將可能判斷為

外觀不近似 

本件亦係採用「相同相異點之綜合評價法」進行設計專利之侵權分析判斷，大

致可分為以下二步驟： 

‧ 步驟1：經整體觀察比對，分別列出系爭專利與系爭機台之共同特徵包含

「a.箱本體」、「b.滾輸」、「c.拉桿」、「d.中央拉鏈」，而二者之差異特

徵則為「e.前側拉鏈」、「f.肋條」21。 

‧ 步驟2：進行綜合評價。由於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之之差異特徵「e.呈傾斜

的前側拉鏈」及「f.肋條排列」為系爭專利之新穎特徵或係位於正常使用時

易見的部位，而屬「容易引起普通消費者注意的部位或特徵」，而共同特徵

a、b、c、d，即「矩形箱本體」、「4個滾輪」、「拉桿」及「中央拉鏈」

則屬僅在於一般習知行李箱之基本共通形式，故經綜合判斷後，二者外觀之

差異特徵已可使系爭產品之整體外觀與系爭專利產生明顯區別，並不致產生

混淆之視覺印象，故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之外觀不相同亦不近似，未落入系

爭專利之專利權範圍。 

(2) 係考量該等共同特徵及差異特徵對整體視覺印象的影響，而非數算共同特徵

及差異特徵之數目多寡 

本件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具有共同特徵a、b、c、d，而其差異特徵則僅為e、

f，雖看似二者具有相對較多之共同特徵，惟所謂「綜合評價」，係考量該等共同特

徵及差異特徵對整體視覺印象的影響，並非在於數算共同特徵及差異特徵所占數目

                                                        
21 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民專訴字第81號判決有關系爭專利與系爭產品之特徵的詳細描述，其

中共同特徵包含：「a.『箱本體』呈一長方矩形，四角隅呈圓角」、「b.箱本體底部設有4個

『滾輪』」、「c.箱本體後側頂部設有一略呈弧形之『拉桿』」及「d.箱本體之中央圈設有

一條『中央拉鏈』，而區隔出前、後殼部」；差異特徵包含：「e.系爭專利前殼部設有一條

傾斜的『前側拉鏈』（系爭產品前殼部所設之『前側拉鏈』則係垂直向下，於接近下方位置

以90度之圓弧狀彎折向前面板）」、「f.系爭專利前面板設有數條上下直伸、寬窄相間的

『肋條』，該等肋條上端沿著殼體形狀呈彎折狀，下端則呈中間較長、兩側略短之排列；系

爭產品前面板亦設有數條上下直伸、寬窄相間的『肋條』，但肋條之上、下端則呈平直狀排

列，且上端僅止於殼體表面而未呈彎折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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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寡；亦即，在評價時會以該共同特徵及差異特徵是否屬「容易引起普通消費者

注意的部位或特徵」為其評價重點，綜合考量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之間，是否足以

對整體視覺印象產生區別，或使整體產生混淆之視覺印象，若為前者，應認定為不

近似之外觀，若為後者，則應認定二者整體外觀無實質差異，而為近似之外觀。 

而本件即係認定該等共同特徵僅在於一般習知行李箱之基本共通樣式，反觀其

差異特徵（即「e.呈傾斜的前側拉鏈」及「f.肋條排列」）則為系爭專利之新穎特徵

或係位於正常使用時易見的部位，而屬「容易引起普通消費者注意的部位或特

徵」，故本件認定其二者整體外觀並不構成近似，未構成侵權。 

四、外觀相同或近似的判斷(2)──三方比對法 

(一) 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民專訴字第81號──「行李箱」 

1.案情簡介 

有關本件案情詳參前節所述，本節不再贅述。又本件專利權人尚有主張利用

「三方比對法」，欲以證明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近似，故本件判決除了採取上開

「相同相異點之綜合評價法」外，亦有依專利權人之舉證輔以三方比對法進行判

斷，以下就本件有關三方比對法之判斷為說明。 

2.判決解析 

(1) 在比對三者之相似程度時，仍應基於「整體比對原則」 

原告在主張三方比對法時，其係依被證3、4、5先前技藝個別之面板設計與系

爭專利進行三方比對，而稱由此可明顯察知系爭產品與爭專利皆具寬窄相間之突起

肋條之面板設計，較諸先前技藝所呈現之整體視覺印象明顯更為近似，得作為輔助

判斷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近似云云。惟依三方比對法分析三者間的相似程度時，應以

系爭專利的整體外觀與系爭產品、先前技藝相對應的設計內容進行整體的相似性判

斷，而非僅依局部設計特徵相似，即判斷其整體外觀近似，否則將有違設計的「整

體比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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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設計所屬技藝領域相當成熟時，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間的局部差異通常較

容易影響整體視覺印象 

又系爭專利行李箱產品外觀設計，已屬相當成熟的技藝領域，系爭專利進行創

作變化之設計重點主要在於行李箱殼體表面，系爭專利相較於先前技藝之主要差異

即在於行李箱前殼體之「前面板之肋條排列」及「呈傾斜之前側拉鏈」特徵，而系

爭產品與系爭專利之差異特徵亦在於此部分，故該差異特徵已堪影響其整體視覺印

象，故系爭專利與系爭產品藉由先前技藝進行三方比對分析結果，亦可證明該差異

特徵可影響其整體視覺印象，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不構成近似。 

因此，按三方比對法之判斷原則，當設計所屬技藝領域相當成熟時，系爭產品

與系爭專利間的局部差異（small differences）將容易影響整體視覺印象，此時系爭

產品是否包含系爭專利之新穎特徵，則屬相對重要之判斷因素。 

(二) 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專訴字第71號──「旅行箱」 

1.案情簡介 

本件原告（專利權人）主張二被告所分別製造、銷售之行李箱侵害系爭專利

（第D176244號「旅行箱」設計專利）。經智慧財產法院判定，該二系爭產品皆未

落入系爭專利之專利權範圍，惟本件尚於合法之上訴期間，而未為最終確定之判

決，先予敘明。又該二系爭產品之外觀相同且爭執情事亦同，是以下僅就其一系爭

產品為判決解析。 

2.判決解析 

(1) 為避免系爭專利的權利範圍不當地擴張至先前技藝，可適時地利用三方 

比對法 

本件在進行外觀是否相同或近似的判斷上，係直接採用了「三方比對法」進行

設計專利之侵權分析判斷。 

本件判決指出，在審視被告所提出之諸先前技藝後，其皆呈現系爭專利與先前

技藝有多處相同情形，而該等相同之設計特徵也占據了相關普通消費者於消費選購

時，一眼望去的主要視覺感受；而在此情形下，如果只是因為系爭產品與先前技藝

有部分影響主要視覺感受的設計特徵相同，就被判定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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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近似範圍，將會使系爭專利的權利範圍不當地擴張到連先前技藝也被包括在內，

是為了避上述情況，法院採取了系爭專利、系爭產品、先前技藝的三方比對法。而

此原則的適用，頗有類似先前技藝阻卻之意涵。 

(2) 系爭產品比起接近系爭專利，卻更接近於先前技藝，應判斷系爭產品不構成

侵權 

而本件經進行三方比對後發現，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相同的地方，其實同時也

都是系爭專利與先前技藝（被證11）的相同之處；但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的兩個差

異處，相較於系爭專利，系爭產品更接近於被證11，這包括：「e.系爭產品採取長

形腳部，系爭專利採用圓點形腳部，被證11則為長橢圓形腳部」、「f.系爭專利採

取橢圓形之密碼鎖件，但系爭產品與被證11都採用鑰匙形密碼鎖件」，而基於如果

系爭產品相對於系爭專利與先前技藝時，系爭產品比起接近系爭專利，卻更接近於

先前技藝，應認為系爭產品根本不在系爭專利的相似範圍，而不構成侵權。基此，

本件判決判斷系爭產品並未侵害系爭專利的專利權範圍。 

表7 

系爭專利 

  

複數道間隔排列之「凸起」 

較寬之「中央凸起」 

「弧狀飾板」 

「橢圓形密碼鎖件」 

「圓點形腳部」

「邊框及鉚釘式裝飾」a d

c

b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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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產品1 

  

先前技藝（被證11） 

  

肆、結 語 

有關設計專利的侵權判斷實務，過去大致上是參照2004年版要點，採用包括

「是否相同或近似」判斷步驟及「是否包含新穎特徵」判斷步驟之「雙重檢測方

法」，而智慧財產局於2016年2月所發布的專利侵權判斷要點，則參考了美國實務

界的判決判例，廢棄了其中「是否包含新穎特徵」，而僅餘「是否相同或近似」為

主要且單一之檢測方法。然僅餘「是否相同或近似」之判斷，該如何進行更客觀且

b

a c d

f

e

f

e

dca

b
「長橢圓形腳部」

「長形腳部」 

「鑰匙形密碼鎖件」 

「鑰匙形密碼鎖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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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設計專利侵權分析，除了參照上述要點中所建議的判斷原則外，尚有賴法院

的判決實務以逐漸累積並建立一具可信的侵權判斷方法。是本文選取並分析近年有

關設計專利的民事侵權案例，列出以下幾個重點： 

一、在「設計專利權範圍的確定」方面 

(一)確定設計專利權範圍時，重點在於合理認知系爭專利核准審定時所界定的

專利權範圍； 

(二)無須再就「新穎特徵」先為確定； 

(三)「純功能性特徵」的判斷，係以是否屬於「必然匹配」（must-fit）為主要

判斷原則。 

二、在「物品之相同或近似判斷」方面，由智慧財產法院105年
度民專訴字第62號可知 

(一)該判決創設了「設計者觀點」方法作為物品相同或近似的判斷方法。 

(二)該判決放寬了「物品相同或近似」對於侵權判斷上的限制作用，惟其是否

屬法院一致之見解，仍有待觀察。 

三、在「外觀之相同或近似判斷(1)──相同相異點之綜合評價

法」方面 

(一)「相同相異點之綜合評價法」，係在評價各設計特徵對於整體視覺效果的

影響。 

(二)比對時，並非在比對各個功能元件之有無，而係著重於視覺性特徵之相同

或相異點；綜合評價時，並非在數算共同特徵及差異特徵之數目多寡。 

(三)評價時若認定共同特徵大致上屬相對重要的特徵部位，而其間之差異特徵

則皆屬於較不具視覺影響性的細微差異，將判斷為外觀近似；若差異特徵屬「容易

引起普通消費者注意的部位或特徵」，則將可能判斷為外觀不近似。 

(四)並不僅因系爭產品包含系爭專利之新穎特徵，即認定為二者外觀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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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外觀之相同或近似判斷(2)──三方比對法」方面 

(一)在比對系爭專利、系爭產品及先前技藝三者之相似程度時，仍應基於「整

體比對原則」。 

(二)當設計所屬技藝領域相當成熟時，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間的局部差異通常

較容易影響整體視覺印象。 

(三)為避免系爭專利的權利範圍不當地擴張至先前技藝，可適時地利用三方比

對法；而系爭產品比起接近系爭專利，卻更接近於先前技藝，將判斷為不構成侵

權。 

故本文藉上述所列重點，期盼其能供實務界者在進行設計專利侵權判斷時為參

考並能有所助益，更盼拋磚引玉，令有志者願提供更精闢之見解與指教，一同為臻

進我國設計保護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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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權利的 
損害賠償責任之認定 

彭國洋* 

壹、前 言 

2003年我國專利法修正改採新型形式審查制，新型專利申請只要符合形式要

件，無須實審即可取得新型專利權，所以其權利狀態並不穩定；本法同時參考日本

實用新案法第29條之2和第29條之3的規定，增定第104條之新型專利權人提示新型

專利技術報告以行使權利的規定，以及第105條之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權利之損

害賠償責任的規定，以平衡新型專利權人與公眾間之利益。 

根據學者的實證研究，在新型專利爭議事件或侵權訴訟中，約有8成的技術報

告之內容形式上雖為有利於新型專利權人的評價，但約有4成的新型專利權人所行

使或據以起訴的新型專利權，其技術報告的有利評價代碼6與事實不符，是不值得

信賴的；亦即，只有剩下約4成的技術報告之內容是較值得信賴的1。若再考量下述

之技術報告因檢索範圍有限所致形式上高度欠缺信用性，技術報告之內容不值得信

賴的蓋然率將超過6成，則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若不提示技術報告，反而由

被控侵權者被迫提起舉發或於訴訟時提出專利無效抗辯，極可能對於被控侵權者之

                                                        

DOI：10.3966/221845622019040037007 

收稿日：2018年7月20日 
* 

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專利師／大陸代理人／律師。本文謹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任職之

事務所無關。
 

1 彭國洋，民事專利侵權訴訟被告的故意或過失之認定，專利師，2018年10月，35期，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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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活動造成不當干擾。所以2003年施行新型專利形式審查制後造成新型專利權的

權利狀態不穩定的情形確實存在；於此情形，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於應然面

和實然面上，本應就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盡相當之注意。所以，2003年專

利法第104條之立法目的所稱防制新型專利權人「濫用權利」的責任，本應由新型

專利權人自負，不應轉嫁由被控侵權者承擔。 

新型專利權的權利狀態不穩定的原因，除因未經實體審查外，尚可能是新型專

利技術報告所應審酌之事項過於簡略所致。2003年專利法第103條規定新型專利技

術報告所應審酌之事項僅涵蓋專利實體要件中之新穎性（公開於刊物、公開使用、

公眾知悉）、進步性、擬制喪失新穎性、先申請原則，不包含同法第107條規定之

其他新型專利舉發事由，所以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形式上本不具高度信用性，其對應

之新型專利形式上具備前述可專利性要件的比例甚至低於發明專利申請案的平均核

准率2。惟目前實務上鮮有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後因新型專利權遭撤銷確定，而須

依據2003年專利法第105條或2011年專利法第117條負損害賠償的案例，其中問題為

何，值得討論。 

貳、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之注意義務 

一、侵權行為人之過失的內涵
3
 

一般侵權行為人需具備故意（Vorsatz）、過失（Fahrlässigkeit）之主觀要件。

所謂故意者，指行為人對於構成侵權行為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直接故

意），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間接故意或未必故意）；所謂過

失者，指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防止）者（無認

識過失），或對於構成侵權行為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有

認識過失）是，均以行為人對受害人具有注意義務為前提。而注意的必要條件為，

對侵害結果的預見性及可避免性；行為人是否有過失係針對「侵害權利損害」並不

                                                        
2 同前註，22頁。 
3 同前註，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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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於「結果侵害」4。此外，過失的程度在民法上可分重大過失、具體輕過失、抽象

輕過失，而於侵權行為過失之認定，學說和實務認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應以抽

象輕過失為準，此稱為過失之客觀化。至於行為人已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應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以考量，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

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而有所不同5。至於過失之內涵，學者提出「注意義務之

存在」和「注意義務之違反」作為判斷依據。 

二、2003至2011年之舊法時期 

(一) 專利法之規定 

我國於2003年專利法（下稱「舊法」）修正改採新型形式審查制後，新型專利

申請案只要符合形式要件，無須實審即可取得新型專利權，所以其權利狀態並不穩

定。是以舊法修正時增定第104條：「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新型專利權時，應提示新

型專利技術報告進行警告。」及第105條：「新型專利權人之專利權遭撤銷時，就

其於撤銷前，因行使新型專利權所致他人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前項情形，如係

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或已盡相當注意者，推定為無過失6。」此2條文係沿

襲日本實用新案法第29條之27和第29條之38的規定。 

                                                        
4 王澤鑑，侵權行為法，2015年，260、263頁；楊佳元，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2009年，61

頁。 
5 參見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851號民事判決（呂秀蓮控告新新聞案）；王澤鑑，同前註，

334-337頁；孫森焱，民法債偏總論（上冊），2004年，243頁；姚志明，侵權行為法，2014

年，98頁。 
6 本條第2項規定新型專利權人之損害賠償責任有推定過失原則之適用，但其法文「推定為無

過失」於我國立法例上尚屬罕見，參考其他推定過失原則之立法，例如民法第191條之規

定，其意義應可等同於「但其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並無欠缺（基於新型專利技

術報告之內容），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 
7 日本實用新案法第29條之2：「實用新案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非經提示登記實用新案的

技術評價書且提出警告後，不得向侵害自己實用新案權或專用實施權的人行使權利。」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569371&ctNode=6685&mp=1，最後瀏覽日：2018年1月

23日。 
8 日本實用新案法第29條之3：「(1)實用新案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對侵害人等行使權利，或做

出警告者，在登記實用新案無效的審決（依據第37條第1項第6款記載的理由做出的審決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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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舊法第105條之規定，新型專利權人於其專利權遭撤銷確定時，具有推定

過失原則之適用，原則上仍由新型專利權人舉證證明其行使權利之行為無過失9；例

外（於第2項之情形）則新型專利權人有機會舉反證（非絕對）免責（「推定為無

過失」未必使新型專利權人絕對免責10），此後再由本案原告即前案專利侵權訴訟

的被告舉證證明本案被告即新型專利權人有故意或過失。亦即，第105條第1項之推

定過失原則，依同法第2項之反面解釋，其具有一項法律推定──於新型專利遭撤銷

確定時，推定新型專利權人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有欠缺11或未盡防免

侵害他人之權益的注意義務而有過失，應由新型專利權人舉反證證明，其行使權利

係「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或「已盡相當注意」，以反證推翻此項過失

推定；之後再由原告證明被告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仍有欠缺，而有侵

權之過失。 

此外，舊法第105條第2項規定之「已盡相當注意」，為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

之注意義務的概括規定，依其立法理由三，係指提示與技術報告（例示規定）相當

之自行檢索報告或徵詢外部專業鑑定意見等。若然，則同法第104條之規定應解釋

為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有就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盡相當之注意的義

務，且並不以提示新型技術報告為限，藉以事前防止權利之濫用，並有利於新型專

                                                                                                                                                        

外）確定時，得對因行使權利或發出警告而給對方造成的損失負賠償之責。但基於實用新案

技術評價書的實用新案技術評價（該實用新案登記申請的創作或登記實用新案依據第3條第1

項第3款及第2項（僅限同款規定的創作）、第3條之2及第7條第1項至第3項及第6項的規定，

取得不能進行實用新案技術的評價者除外）進行權利行使或警告，或盡相當注意而行使權利

或做出警告者，不在此限。(2)前項的規定，對進行第14條之2第1項或第7項的實用新案登記

申請的申請書附帶的說明書、實用新案登記之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的訂正，於授予實用新

案權登記時的實用新案登記之申請專利範圍外的創作進行權利行使或警告的情況準用之。」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569371&ctNode=6685&mp=1，最後瀏覽日：2018年1月

23日。 
9 鄭中人，專利法規釋義，2009年，3-303頁。 
10 朱世仁，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法律性質定位之研究，東海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33頁。 
11 未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行使權利為其事例之一，所以新型專利權人若曾申請新型專

利技術報告者，僅能推定其無過失，並不能絕對證明其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並

無欠缺而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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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權人依據第105條規定之「基於新型技術報告之內容」或「已盡相當注意」推定

其無過失，使得第104、105條就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的注意義務之規範密度一

致，符合專利法之體系解釋12。 

依舊法第105條第2項的規定，新型專利權人若要免除不當行使權利之損害賠償

責任，應擇一適用「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或「已盡相當注意」，以舉證

獲得無過失推定。所以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之注意義務在於提示技術報告或與

之相當的自行檢索報告或外部專業鑑定意見。 

(二) 實務上的適用情形 

舊法時期有判決13（下稱「參考判決一」）即認為被告係於取得第一份技術報

告後，並基於該報告之內容而對原告提起前案訴訟，縱系爭專利嗣後遭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下稱「智慧局」）撤銷在案，被告亦係基於第一份技術報告之內容14，申

請更正系爭新型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並進而行使權利15，應推定為無過失。原告自

應舉證證明被告就系爭新型專利權之行使有可歸責之事由。原告於被告申請更正系

爭新型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後申請第二份技術報告，其中所引用之文獻除第一份技術

報告所引用之4份先前技術外，另有新引用之先前技術，並依被告申請並經實體審

查公告之更正本進行比對，且認定系爭專利更正後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12項均不具

進步性。原告以與第一份和第二份技術報告所列先前技術之一部分和其他證據之結

合舉發系爭新型專利並經智慧局審查作成舉發成立之審定而確定。 

亦有判決16（下稱「參考判決二」）認為被告即前案專利侵權訴訟之原告對原

告即前案訴訟之被告行使系爭專利權時，未提示技術報告書且系爭專利亦有應撤銷

之事由，足認被告對原告行使系爭專利，即有過失。但因行為與損害間不具相當因

                                                        
12 彭國洋，註1文，24頁。 
13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公訴字第4號民事判決。 
14 該技術報告認定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至7、11、12項不具進步性，而第8至10、13至17

項則未發現足以否定其新穎性等要件之先前技術文獻等。 
15 被告隨後以原告銷售之系爭產品侵害系爭專利更正後申請專利範圍第5、6、8、9項之權利範

圍（即更正前之申請專利範圍第8、9、13、14項）為由，對原告提起訴訟。 
16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211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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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關係17，因此判決原告敗訴。參考判決二之上訴審判決（下稱「參考判決三」）

認為，被告對原告行使系爭專利權（寄發警告函）時，因智慧局尚未完成技術報告

而未提示之，智慧局後來完成之技術報告雖顯示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但技術報告

既屬機關無拘束力之報告，即表示專利權亦不因此而當然被撤銷，故尚不得以技術

報告之內容，作為被告行使專利權時有故意過失不法侵害原告權利或利益之依據。

況被告於發函警告前即已申請新型技術報告，故實難以被告於行使權利時，未提出

新型技術報告，即認定權利人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行為18。 

此時期其他多數判決認為舊法第105條之規定僅係防止新型專利權人濫用權利

而設，非得單憑未經提示技術報告之事實，遽認被告行使權利未盡相當注意19。因

此實務上於此時期尚未有新型專利權人因不當行使權而負損害賠償責任之案例。 

三、2011年以後之新法時期 

(一) 專利法之規定 

2011年專利法修正時原第104條僅移列至第116條，其內容未做修正。2013年專

利法第116條則修正為：「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新型專利權時，如未提示新型專利技

術報告，不得進行警告20。」之禁止性規定，使得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在行使新型專

                                                        
17 事實上本件判決係認定「原告無法證明被告行使系爭專利，有造成原告有何損害。」本文認

為，本案原告因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權利而受有權益之不利益，即為損害。本件判決所稱

原告無法證明其有何損害，應係指就其權益之不利益所計算之損害額無法證明。若然，此非

本件判決標題「參、得心證之理由、三、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二)行為與損害間不具相當

因果關係」所稱「行為與損害間不具相當因果關係」（責任成立之因果關係），而是責任範

圍之因果關係是否成立之問題。 
18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上字第33號民事判決。 
19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98年度上字第966號、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訴字第2號、最高法院96年

度台上字第2787號及臺灣板橋地方法院95年度智字第30號判決。 
20 其修正理由為：「 

一、我國專利法第一百十六條乃參酌日本實用新案法第二十九條之二之規定，該法明訂，新

型專利權人行使其權利時，應踐行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進行警告，非經提示技術報告

予以警告不得行使其權利。惟我國專利法第一百十六條於規定上有所疏漏，未將『非經

提示技術報告不得行使其權利』等字句納入其中，以致專利權人每當行使其權利時即成為

警告他人之情況，以及法院對於提示技術報告與否而是否受理該案件之見解有所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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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權的過程中地位更形重要；技術報告之提示係行使權利之前提要件，權利人並無

選擇是否提示之自由21。本文認為，現行專利法第116條規定之「新型專利技術報

告」應目的性擴張及於其他已盡相當注意之事項，例如自行檢索或徵詢外部專業鑑

定意見22。 

舊法第105條於2011年經修正為現行專利法第117條：「新型專利權人之專利權

                                                                                                                                                        

二、爰新型專利採形式審查，未對是否合於專利要件進行實體審查，導致新型專利權的權利

內容存有相當程度的不安定性及不確定性。為防止利權濫用，影響第三人對技術之利用

及開發，並於行使權利時有客觀之判斷資料，現行法遂規定，行使新型專利權時，應提

新型技術報告進行警告。 

三、從專利法第一百十六條條文觀之，本條條文採強制規定的『應』，然查專利法第一百十

六條之立法理由認為，提示技術報告進行警告，僅係防止權利濫用，並非在限制人民的

訴訟權利，縱使新型專利權人未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亦非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院

就未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案件，亦非當然不受理。條文與立法理由之間的矛盾，造

成現行實務上對於是否將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並進行警告列為主張新型專利權之要

件，見解亦不一致，使得專利法第一百十六條因此似乎僅為訓示規定，而非必要踐行程

序。 

四、『提示』、『警告』雖為行使新型專利權的樣態之一，但『提示』、『警告』並非主張

本法新型專利權的必要程序，並不受現行法規範。新型專利權人於主張權利之前，既使

未提示技術報告進行警告，法院依然會受理並進行訴訟，但仍有因未提示技術報告而未

進行實質審判予以駁回者。 

五、依我國對於新型專利採形式審查，並未對實體要件進行審查即給予專利權之特性，縱使

取得專利權，並非為必然有效之權利，應配合以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以佐其專利之有效

性，並專利權人於行使其權利時應提示並進行警告，始為該當權利之行使。惟提示新型

專利技術報告進行警告，依現行法規定，並非為行使新型專利權之前提要件，然而，如

未提示並警告，表面上雖得行使權利，但當被行使者質疑其專利權時，仍需提示技術報

告，始能有效行使其專利權。因此，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應為主張其權利之要件之一，

並進行警告後方得行使專利法賦予之權利，包括損害賠償請求權，未經提示技術報告進行警

告後，應不得主張其新型專利權。因而可使得技術報告在行使新型專利權的地位更為重要，

落實侵權行為發生時，以專利法作為救濟途徑的特別法地位。 

六、爰此，宜將『提示』、『警告』列為主張本法侵權行為態樣之先行程序，以落實專利權

人主張其新型專利權時必須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以先行警告之法理。」http://lis.ly. 

gov.tw/lglawc/lawsingle?00BC438C94BA000000000000000001400000000400FFFFFD00^0 

 1924102053100^001A0001001，最後瀏覽日：2018年7月4日。 
21 楊崇森，專利法理論與應用，2014年，394頁。 
22 彭國洋，註1文，28頁。 



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權利的損害賠償責任之認定 91 

專利師︱第三十七期︱2019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遭撤銷時，就其於撤銷前，因行使新型專利權所致他人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但

其係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且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23。」依本條

規定，新型專利經撤銷後，新型專利權人就撤銷前行使新型專利權所致他人之損

害，應負賠償責任。本條本文之規定乃以新型專利遭撤銷確定時，推定新型專利權

人具有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有欠缺而侵害被控侵權者之權益的過失，

新型專利權人要舉反證證明其行使權利係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且已盡相當

之注意者，所以其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並無欠缺，且已盡防免侵害他

人之權益的注意義務，始可免責。 

依照現行專利法第117條但書之反面解釋，本條本文規定新型專利權人於新型

專利權遭撤銷確定時，具有推定過失原則之適用，由新型專利權人舉證證明其無過

失。亦即，本條本文之推定過失原則，依同條但書之反面解釋，其具有一項法律推

定──新型專利權遭撤銷確定時，推定新型專利權人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

認定有欠缺24，或未盡防免侵害他人之權益的注意義務，此時應由新型專利權人舉

反證推翻此項推定。由於依照同法第115條製作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已排除舊法

第113條關於新型技術報告所應審酌之申請前「已公開使用」及「已為公眾所知

                                                        
23 修法理由：「一、（略）二、（略） 

三、原條文第二項修正後移列但書規定： 

(一) 原條文第二項係屬新型專利權人舉證免責之規定，自應由新型專利權人負舉證責任，

為使舉證責任之分配更加明確，爰修正移列但書規定。 

(二) 另原條文第二項規定，常導致新型專利權人誤以為欠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等客觀權利

有效性判斷資料，亦得就僅經形式審查之新型專利直接主張權利；或認為只須取得新

型專利技術報告，即得任意行使新型專利權，而不須盡相當注意義務，不僅對第三人

之技術研發與利用形成障礙，亦嚴重影響交易安全。 

(三) 按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即使比對結果無法發現足以否定其新穎性等專利要件之先前技術

文獻等，並無法排除新型專利權人以未見諸文獻但為業界所習知之技術申請新型專利

之可能性，考量新型專利權人對其新型來源較專利專責機關更為熟悉，除要求其行使

權利應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外，並應要求其盡相當之注意義務，始為周妥，

爰予修正。」 
24 未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即屬之，所以新型專利權人若曾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並基於新型

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行使權利者，得證明其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並無欠缺而免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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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二事項，其形式上信用性較舊法時期製作者更低25，則新型專利權人即使基於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也不能如同舊法第105條必然推定無過失，仍須再盡相

當之注意，始可免責。 

此外，現行專利法第117條規定之「已盡相當之注意」，依其立法理由三 、

(二)和(三)之說明，應係用以要求新型專利權人應有義務補充智慧局製作本條所述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時檢索範圍不足之處，亦即「已盡相當之注意」為屬於基本

規定的「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之補充規定。所以，新型專利權人若要免

除不當行使權利之損害賠償責任，應累積適用「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和

「已盡相當之注意」二項要件，以反證推翻本條本文之過失推定。本文認為，既然

依照第115條製作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形式上信用性不高，則第117條規定新型專

利權人有義務進一步就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盡相當之注意，亦屬合理。新

型專利權人於不及取得技術報告之情形下，仍有義務自行檢索或徵詢外部專業鑑定

意見；若其檢索或鑑定之內容已超出技術報告應審酌之事項者，即屬「已盡相當之

注意」之事例26。所以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之注意義務在於提示技術報告，或

與之相當的自行檢索報告或外部專業鑑定意見，以及補充前述報告或意見檢索範圍

不足之處，例如申請前「已公開使用」及「已為公眾所知悉」二事項等。 

(二) 實務上的適用情形 

新法時期有判決（下稱「參考判決四」）認為，本案被告即前案侵權訴訟中之

原告（新型專利權人）不得僅以其形式上取得新型專利權，在欠缺新型專利技術報

                                                        
25 彭國洋，註1文，26頁。 
26 有見解認為，「本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行使權利既為排除損害賠償責任所必要，則對於專利

權人權益影響將更為重大，蓋一旦專利主管機關誤將本應合法有效之專利權評價為不合法，

專利權人即可能因憂心權利日後遭撤銷須負擔濫權行使之賠償責任，而懼於行使。於欠缺妥

適立法建置之情況下，對專利權人保障實屬不周。故立法論上建議參考德國及中國大陸之法

制，法規面去除應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規定，且捨棄得以推定為無過失之法律效果，而

僅保留『新型專利權人進行警告及行使權利應盡相當注意』，使權利人本於新型專利技術報

告進行警告及行使權利僅為選項之一，只要其已盡相當注意，並不以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提

出為絕對必要。」參見林衍如，新型專利制度之比較研究，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2年，1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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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情形下進行警告。則本案被告疏未注意，未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即進行警

告，致本案原告即前案侵權訴訟中之被告所有系爭商品遭部分交易相對人下架，自

有過失，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侵權行為責任。被告雖已鑑定原告

販賣之系爭商品侵害系爭新型專利權，惟被告尚未取得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無從提

示，仍為警告行為，堪認其所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且顯失公平，應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25條規定，亦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規定。是原告主張被告

依公平交易法第29條、第30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等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亦

屬有據27。惟於本案中，原告即前案侵權訴訟之被告無法證明其因前案訴訟受有損

害而敗訴。但其上訴審判決（下稱「參考判決五」）認為，被告即新型專利權人業

已先徵詢專業意見確認侵害事實，始對新型專利權人之通路商為專利侵權通知，應

認新型專利權人已舉證證明其已盡相當之注意，主觀上並無侵權之故意、過失甚

明28。 

亦有判決（下稱「參考判決六」）認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性質，既屬機關

無拘束力之報告，被告欲提起訴訟本應盡相當之查證。被告提出系爭新型專利侵權

訴訟前，業盡（專利侵害比對）查證之義務，故實難以被告於行使權利時，未提出

新型技術報告，即認定權利人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行為29。 

另有判決（下稱「參考判決七」）認為，被告即新型專利權人前於寄發警告函

時已附上技術報告（代碼：6），雖系爭新型專利後經舉發撤銷確定，但是系爭新

型專利經智慧局審定撤銷或經司法機關30認定不具新穎性之時間點，既在新型專利

權人和專屬被授權人發函之後，實難僅憑系爭新型專利事後遭認定不具新穎性或進

步性，即反推新型專利權人和專屬被授權人於發函當時係明知系爭專利具撤銷原因

而有侵權之故意31。 

                                                        
27 參見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4年度訴字第785號民事判決。 
28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民公上易字第2號民事判決。 
29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民專訴字第87號民事判決。本件上訴審判決同院105年度民專上字

第30號民事判決同此意旨。但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作成107年度台上字第2360號

民事判決，將原判決廢棄，發回智慧財產法院。 
30 參見同院另案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訴字第125號民事判決。 
31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民專上字第15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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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判決32（下稱「參考判決八」）認為，被告即新型專利權人前於寄發警告

函時已附上技術報告（代碼：6），該技術報告認為「請求項1欠缺與感應器開關配

合而驅動之伺服馬達，及伺服馬達與活塞缸間之連接，……即使參酌說明書與圖

式，仍無法明確認定請求項之創作，因此無法進行有效之調查與比對」，是否可謂

系爭專利有違反核准時即2004年專利法第108條準用第26條第3、4項之情事（下稱

「簡潔且為說明書所支持」事項），已非無疑義，何況該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亦僅供

申請人參考，並非智慧局所為之行政處分，亦不生拘束之法效。再者，不論訴外人

提起之N01舉發案，抑或原告於前案一審訴訟程序中，雖經專業專利商標事務所及

訴訟代理人之協助，皆未認系爭專利有違反核准時簡潔且為說明書所支持事項之情

事。參以，系爭專利請求項有無違反核准時簡潔且為說明書所支持事項，本屬較為

專業之判斷，實難苛責被告於取得技術報告後，即對於其依法取得之專利權必須意

識到上開撤銷原因之高度注意義務，因被告前於寄發敬告函及事後提起保全、訴訟

程序等行使系爭專利權時，主觀上應係認知系爭專利為合法有效，自無侵害原告權

利之故意或過失存在。 

再有判決33（下稱「參考判決九」）認為，被告1為系爭新型專利之權利人，被

告2為販售被告1委託他人製造之反摺傘的合作廠商，被告2未經被告1之授權亦未申

請並提示技術報告，即向原告1和原告2之下游經銷商寄發警告函（未附上鑑定報告

和技術報告），違反專利法第116條，有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事，構成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34和第2項之侵權行為。被告1向網路購物平台寄發警告函（附上鑑定報

告，但無技術報告）之行為，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和第2項之侵權行為。 

新近判決35（下稱「參考判決十」）認為，被告公司未提示技術報告即寄發律

師函為警告之行為，雖違反專利法第116條，但並未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侵權

行為。判決理由在於其新型專利欠缺進步性之事非依業界通常知識而得明知，且新

型技術報告作成之日在其寄發律師函之後，其應無故意侵害原告即律師函受信者之

                                                        
32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專訴字第76號民事判決。 
33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公訴字第14號民事判決。 
34 由本判決就非財產上之損害的論述可知，原告似有「商譽權」遭到侵害，屬於民法第195條

第1項所稱之「其他人格法益」。 
35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專訴字第80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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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又被告公司係徵詢專業意見並取得專利侵害鑑定報告後，始對原告及其網路銷

售平台商家為專利侵權通知，其於發函前已盡查證義務，亦無侵權過失可言。本判

決復認為被告公司寄發律師函之行為均合乎公平會警告函處理原則之規定，屬公平

交易法第45條正當行使專利權之行為，而無公平交易法之適用，則被告公司之發函

係本於系爭專利合法有效而行使權利，且於發函前並已盡相當之注意，並無權利濫

用情事，不構成公平交易法第24、25條之不正競爭行為。 

此時期之法院判決寬認專利法第117條所述「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

為例示規定、「已盡相當之注意」為概括規定，復誤認新型專利權人進行專利侵害

比對查證屬於「已盡相當之注意」之事例之一。新法時期僅有參考判決九有新型專

利權人因不當行使權利負損害賠償責任之案例。  

參、日本實用新案法第29條之3的規定和法院的相關 
實務見解 

一、日本實用新案法第29條之3規定的實用新案權人之注意義務 

如前所述，我國舊法第105條規範新型專利權人因不當行使權利而負損害賠償

責任之規定係沿襲日本實用新案法第29條之3的規定。依照日本實用新案法第29條

之3的規定，實用新案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對侵害人行使權利或提出警告，須「基

於實用新案技術評價書的實用新案技術評價」或「盡相當注意」，方得免責。但依

其立法理由36，由於特許廳製作之「實用新案技術評價書」所調查的範圍仍有不足

                                                        
36 日本特許廳，實用新案法，收錄於工業所有権法（産業財産権法）逐条解説〔第20版〕，

2017年，937-941頁：日本實用新案法第29條之3的〔設立宗旨〕： 

 本條文為平成5年（1993）部分修正時所新增，規定了實用新案權人及專用實施權人在行使

其權利時之責任。 

 根據平成5年（1993）部分修正，是希望權利人（包含專用實施權人，以下同）在未經實體

審查而賦予權利時，請勿濫用有瑕疵的權利，而是在更慎重的判斷下行使權利（包括警告，

以下同）。意即，未經實體審查而賦予權利的權利人在行使權利時應具備有更高度的注意義

務。 

 第1項規定，其行使之權利無效時，權利人違反注意義務，將轉換舉證責任，只要權利人無法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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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37，其法文所謂「盡相當注意」即包含評價書調查範圍內出現之新的公開文獻

而特許廳不及知卻為權利人早已知曉者，或評價書調查範圍外之公開文獻、公知、

                                                                                                                                                        

證其是盡相當之注意且行使權利，則需負損害賠償責任，此是為了不讓第三者蒙受不測之損害之

緣故。 

 如此一來行使無效權利權利人的舉證過失責任轉換時，權利人為了免責必須舉證已盡相當之

注意且行使權利，為了舉證，權利人有必要藉由申請實用新案技術報告（下稱「報告」）、

自行調查、鑑定等來確保自身權利之有效性。惟，鑑於權利人可活用報告作為判斷權利有效

性之有利手段是報告制度立法宗旨，例如基於報告之評價（不具申請要件之評價除外）且行

使權利之後，報告調查範圍內出現新證據導致權利無效時，則該證據出現前之行為，原則上

將不問其過失是為妥當。但若權利人有早知曉導致權利無效之公開文獻等特殊情事，即使是基

於非否定申請要件之報告之評價而行使權利，權利人仍不能免責。 

 再者基於報告之調查對象外之文獻、公知、公開之技術而導致權利無效，於認定權利人是否已盡

到相當注意時，應就其文獻、公知、公開技術認為有需要之範圍來調查，也要包含與其相關之當

事者雙方有無利用其來鑑定來進行具體判斷為妥當。 

 為明確上述宗旨，權利人基於評價（不具申請要件之評價除外）行使權利時、基於其他相當之

注意且行使權利時，規定權利人免負損害賠償責任。 

 平成10年（1998）及平成23年（2011）部分修正中，伴隨著第7條的修正而有形式上的修

正，第2項相當於舊特許法第52條第4項（行使臨時實施保護權時之權利人責任）後半之規

定，因行使權利後之修正結果導致權利範圍變更，為其行使權利對象之對方所實施之行為，

即使不包含於申請登記時實用新案申請範圍內所載之創作之技術範圍內，仍需負前項規定之

損害賠償責任。 

 平成14年（2002）部分修正中，伴隨特許法第36條第2項「說明書」從「專利申請範圍」中

分離，本項也加入同樣之修正。平成16年（2004）部分修正中，伴隨第14條之2進行形式上

的修正。 

 字句解釋：  

 「損害を賠償する責めに任ずる＝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此規定之設立僅以權利行使是有過失之推定，但就民法709條（不法行為）之解釋，不法行為

成立要件為「違法性」（侵害權利）「損害的發生」「責任」（故意、過失），因此僅以權

利行使是有過失之推定，原本就缺乏違法性而不法行為是不成立，此對遭受有瑕疵之權利行使

之第三者的保護恐有未盡完全之虞。因此，鑑於根據無效權利所提起之訴訟之違法性有明白確認

之需要，規定只要缺乏無過失舉證，權利人則須負起損害賠償責任。 
37 評價書所應審酌之事項僅涵蓋專利實體要件中之新穎性（公開於刊物、公開使用、公眾知

悉）、進步性、擬制喪失新穎性、先申請原則，其中新穎性評價範圍僅包含公開於刊物者，

公開使用和公眾知悉的先前技術則不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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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之技術而為權利人可得而知者，權利人之注意義務仍及之38。所以，我國學說

有稱依日本實用新型法第29條之3的規定，行使實用新案專利權須提示技術評價書

「及」盡相當注意義務，與我國舊法第105條規定，行使權利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

告之內容「或」盡相當注意義務，有所不同39、40。 

依日本實用新案法第29條之3的立法解釋，新型專利權人基於技術評價書之評

價（除不具申請要件之評價以外）行使權利後，在評價書之調查範圍內，若被告提

出新證據導致權利無效時，則新型專利權人在該證據出現前之行為，原則上不負過

失責任。但若權利人有早知曉導致權利無效之公開文獻等特殊情事，即使是基於非

否定申請要件之報告之評價而行使權利，權利人仍不能免責41。亦即，日本特許廳

製作之技術評價書的調查範圍係以公開之文獻為主，新型專利權因該新文獻證據之

出現而經撤銷確定時，新型專利權人在得知該新文獻證據之後行使權利所致被控侵

權者之損害的行為，負過失責任。 

本文認為，舉輕以明重，若在評價書之調查範圍外，例如公開使用或公眾知悉

的證據，被告提出新證據導致權利無效時，則新型專利權人在該證據出現前之行

為，當然亦不負過失責任。總之，新型專利權人對於調查範圍內和外明知或可得而

知會導致權利無效的證據出現以後之行為，負過失責任。所以，新型專利權人應隨

時盡注意義務以合理行使權利。若雖然新型專利權人基於報告就相關證據之有利評

價行使權利，法院卻認為相關證據之個別和（或）組合導致權利無效者，此時若新

型專利權人未就相關證據進行專利有效性調查、鑑定者，應評價為未盡相當之注意

而有過失。 

                                                        
38 參見前註36日本實用新案法第29條之3的立法理由。 
39 黃文儀，日本新型法修正與我國之借鏡，萬國法律，2005年8月，142期，115頁；李鎂，新

型專利形式審查制度下的一些政策抉擇，智慧財產月刊，2005年8月，80期，16-17頁；楊崇

森，註21書，393頁。黃氏認為，此差異的一個原因在於，日本的技術評價書在評價新穎性

要件時，僅對公開刊物之技術列入調查，亦即，先前技術限於申請前的公開「文獻」；申請

前的公開使用、公知物品並不在調查之列。 
40 參見註87和本文「肆、一、(三)、1」節的說明。 
41 同註36；楊崇森，註21書，396頁。 



98  

專利師︱第三十七期︱2019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二、日本的相關實務見解 

日本特許廳近10年內每年受理的實用新案申請數已跌破1萬件，近期約為6千餘

件，其中在已辦理實用新案權登錄的專利中，有申請技術評價書的比例，從早期的

9%不到至近期的5.5%不到42。甚至每年已登錄的實用新案權被提出無效審判請求的

數量不及10件，不到申請技術評價書的件數的2%左右43。其原因可能是當技術評價

書內含有否定的評價內容時，權利人即不敢貿然向他人寄發警告函，或者收受者亦

不以為意，所以少有人會提出實用新案權的無效審判請求44。也可見有申請技術評

價書的實用新案權中，技術評價書內完全為肯定的評價內容者，應為少數45。 

日本有一、二審法院判決46曾就實用新案法第29條之3規定的「已盡相當之注

意」進行判斷。一審判決查明，本案被告即新型專利權人ISOWA的實用新案專利權

是從原有發明專利案件分割後再改請實用新案專利案而來。ISOWA前後二次向日本

特許廳申請實用新案專利「技術報告書(1)」（記載先前技術D1和D2）和「技術報

告書(2)」（記載先前技術D1、D2和D3），都得出請求項1和4相較於可知文獻恐缺

乏進步性的結論。對此，ISOWA所委託的外部專家進行再次分析後，質疑技術報告

                                                        
42 參見日本特許廳特許行政年次報告書2017 ・年版〈統計 資料編〉第1章第3部，https://www. 

jpo.go.jp/shiryou/toushin/nenji/nenpou2017/toukei/0103.pdf，最後瀏覽日：2018年2月14日。 
43 參見日本特許廳特許行政年次報告書2017 ・年版〈統計 資料編〉第1章第7部，https://www. 

jpo.go.jp/shiryou/toushin/nenji/nenpou2017/toukei/0107.pdf#page=3，最後瀏覽日：2018年2月

14日。對之，我國每年已登錄的新型專利提出舉發的數量占申請技術報告的件數的比例，從

2007 年 的 32.84% 逐 年 下 降 到 2016 年 的 20.47% ， 參 見 2016 年 智 慧 財 產 局 年 報 ，

https://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742614333126.pdf，最後瀏覽日：2018年2月14日。 
44 城山康文，知的財產訴訟實務大系Ⅱ，收錄於1-34實用新案權訴訟，2014年，135-136頁。 
45 根據日本特許廳就2002年的統計，實用新案專利技術評價書的代碼為1的占總完成量的7%；

代碼為2的占總完成量的53%；代碼全為6的約占總完成量的30%，其中代碼部分為6的約占

總完成量的40%（本文按：應該包含代碼全為6者），所以申請實用新案專利技術評價書的

實用新案專利創作中形式上相較於特許廳檢索的先前文獻而具有絕對新穎性、擬制新穎性、

進步性、先申請原則者僅約3成；參見日本特許廳，実用新案制度の現状と課題，平成15年7

月1日，6頁，https://www.jpo.go.jp/shiryou/toushin/shingikai/pdf/jituyou_01/paper03.pdf，最後

瀏覽日：2018年1月23日。 
46 參見大阪高等法院平成12年（ネ）第4023號、第4024號、原審大阪地方法院平成10年（ワ）

第5090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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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1)和技術報告書(2)的可信性47。ISOWA依據技術報告書(1)向本案原告即前案專

利侵權訴訟之被告梅谷製造所發出警告函，指其印刷機侵害系爭實用新案專利。平

成7年6月，梅谷以ISOWA的實用新案專利權欠缺進步性（基於先前技術D1、D2、

D3和D4）為由，向特許廳提起登錄無效審判。平成7年8月，ISOWA以梅谷侵害其

系爭發明專利及系爭實用新案專利專利為由，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專利侵權訴訟。 

平成7年12月，特許廳就梅谷提起的實用新案專利舉發案作成「舉發不成立之

審定48」。梅谷對此不服，於平成8年2月向東京高等法院提起撤銷審定訴訟。平成9

年6月，東京高等法院就梅谷提起之訴作成判決，撤銷特許廳作成的實用新案專利

舉發不成立之審定49；特許廳重新審理該舉發案，同年11月作成該實用新案專利無

效之審定，同判決確定。因此該實用新案專利遭撤銷確定。平成10年5月，特許廳

就梅谷提起之發明專利權舉發案作成「原發明專利無效之審定」。同年ISOWA對此

不服，於同年向東京高等法院提起撤銷審定訴訟。平成12年，東京高等法院就

ISOWA提起之訴作成判決，撤銷發明專利權無效之審定，同判決確定。因此發明專

利權確定有效。 

一審判決認為，即使不論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書中存有否定的內容，因以下幾項

的要件 終認定新型專利權人「已盡相當之注意」：(一)技術報告書中提及有欠缺

進步性之慮的公開資料與在無效訴訟判決中所引用作為否定進步性之根據的公開資

料不同。(二)若只是根據本案「技術報告書(1)(2)」中記載的公開文獻是無法判斷本

創作因缺乏進步性而無效，因此不能說2名專利師判斷本案「技術報告書(1)」評價

缺乏適切性的判斷有誤50。(三)於本案聲請撤銷審定訴訟中，特許廳依照舉發人梅谷

                                                        
47 ISOWA委託專利師D鑑定實用新案專利「技術報告書(1)」評價的適切性及其實用新案專利

專利權是否存在其他無效事由。專利師D依據實用新案專利「技術報告書(1)」所引用文獻為

範圍進行鑑定，並於平成7年3月2日出具鑑定書，認為該實用新案專利創作並無被判定無效

之疑慮。ISOWA又委託專利師F鑑定實用新案專利「技術報告書(1)」評價的適切性。專利師

F於平成7年3月10日出具鑑定書，認為實用新案專利「技術報告書(1)」評價欠缺適切性。 
48 特許廳認為，系爭實用新案專利與D1間的差異，非能基於D2-D4的揭露而輕易完成，所以系

爭實用新案專利具有進步性。 
49 東京高等法院認為，系爭實用新案專利與D1間的差異1和差異2，能分別基於D4和D2的揭露

而輕易完成，所以系爭實用新案專利欠缺進步性。 
50 被告ISOWA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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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張理由及證據方法作成無法判定本案實用新型為無效之審定；與本案構成

極為相似的原專利，特許廳依據與本案聲請撤銷審定訴訟中主張缺乏進步性同一引

用文獻做出缺乏進步性的審定，因此原發明專利遭撤銷。由此事實可知本案實用新

型的進步性判斷是相當微妙51。 

本文認為，實用新案專利權人ISOWA於收受「技術報告書(1)」和「技術報告

書 (2)」時確實難以預見如東京高等法院作成撤銷判決時基於新出現的現有技術

（D4）而認定實用新案專利權無效，所以ISOWA基於「技術報告書(1)」向梅谷製

造所發出警告函時似無注意義務之違反。不過，ISOWA向東京地方法院起訴梅谷侵

權其發明和實用新案專利權時，梅谷製造所已向特許廳舉發；斯時，ISOWA應已注

意到D4之存在而可委任外部專家評估系爭實用新案專利權之可專利性，卻不為之，

實難稱無過失。 

日本亦有判決認為，被告明知其權利被認定無效而不得主張權利的可能性高，

卻仍發警告函給他人。在這情形下，又不隨函檢附技術評價報告，換言之，被告以

行使「專利有效性沒有問題」的權利形式寄發警告函，不可不謂已構成為毀損他人

商譽而告知虛偽事實的行為，構成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條的信用毀損行為。被告未

檢付技術評價書，而發函要求原告停止販售，並通知網路業者主張原告商品侵權並

要求其等答覆。前者屬於未提供技術評價報告即行使權利，後者屬未提供技術評價

報告而進行警告。如同前述，這構成不正競爭的同時，也使收信人沒機會知道權利

有無效的可能性，已違反實用新案法第29條之2的立法目的。被告明知其新型專利

被無效的可能性高，卻未提供技術評價書，使部分受信的業者停止交易系爭商品，

應認為被告具故意，其行為的違法性也很高，因此被告應負不正競爭防止法第4條

的損害賠償責任52。 

                                                                                                                                                        

 「本案創作是被告長期花費許多時間及金錢最終開發成功之物件，且其專利實施物立即獲得

實用性的評價並商業上的成功。 

 關於與本案創作有相同內容的發明，被告已於平成5年11月30日於美國取得專利權，特許廳

就本新型創作之舉發案原作成梅谷舉發申請不成立之審定；之後於本案聲請撤銷審定訴訟中

雖然原審定遭撤銷，但其判決是依據本創作『技術報告書(1)(2)』中無引用的文獻為基礎來

判斷本案創作缺乏進步性，這是很難預測的行為。」 
51 大阪高等法院平成12年（ネ）第4023號、第4024號二審判決大致同此見解。 
52 參見大阪地院平成26年（ワ）第5064號實用新案權侵害差止請求權不存在確認等請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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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學說認為，新型專利權人 好取得評價為6的技術評價書後再行使權

利，此時即使被告提出新型專利權人意想不到的前案致使新型專利權遭撤銷確定，

新型專利權人亦無過失而不需負損害賠償責任53。新型專利權人若取得評價非6的技

術評價書， 好經由訂正縮減申請專利範圍而取得評價為6的技術評價書後再行使

權利；即使取得評價為2的技術評價書，若由專利師經過公正合理的解釋後認為實

用新型創作非能輕易完成者， 後新型專利權遭撤銷確定時，新型專利權人亦無過

失而不需負損害賠償責任54。對之，若新型專利權人早已知道會使其權利無效的公

知文獻，即使技術評價書上沒有否定權利可登錄性的評價，權利人行使權利時仍然

沒有盡到相當之注意，而無法免責55。 

肆、本文之見解 

一、不當行使新型專利權所生損害賠償責任原則上由智慧 
財產法院管轄 

依照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3條第1款之規定，智慧財產法院對於專利權等智慧

財產權法或公平交易法所保護之智慧財產權所生之第一、二審民事訴訟事件有優先

管轄權56，普通法院對此等事件亦有管轄權。惟同法第3條第4款復規定司法院亦得

指定由智慧財產權法院管轄之案件。與本文有關的是，司法院曾就不當行使智慧財

產權所生損害賠償爭議事件，指定由智慧財產權法院管轄57。因此，除非有民事訴

                                                                                                                                                        

（安定高座椅子事件）。 
53 近島一夫，実用新案の活用，パテント，2011年11月，64卷14期，94頁，https://system.jpaa. 

or.jp/patents_files_old/201111/jpaapatent201111_089-097.pdf，最後瀏覽日：2018年1月23日。

類似見解，參見小池豊，権利行使後に権利が無効となった場合の権利者の責任，收錄於斉

藤博，牧野利明編，裁判実務体系第27巻，知的財產関係訴訟法，1997年，540-542頁。 
54 同前註。 
55 清水将博等，實用新案制度の活用に関する一考察，特技懇，2013年1月，268期，86頁。 
56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9條固規定，智慧財產民事、行政訴訟事件非專屬智慧財產法院管

轄，仍有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25條有關合意管轄、擬制合意管轄規定之適用。 
57 參見司法院97年4月24日院台廳行一字第0970009021號函。 



102  

專利師︱第三十七期︱2019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訟法第24條、第25條規定之情形，本類事件均由智慧財產權法院管轄58。 

二、舊法規定不當行使新型專利權之損害賠償責任的要件 

(一) 舊法關於不當行使新型專利權的損害賠償責任之立法目的 

舊法第105條係規範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權利之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

依其立法理由二及智慧局就本條之解釋59，係要求新型專利形式審查制下的新型專

利權人在相當審慎之情形下行使權利，即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應負有高度之注

意義務。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後，若該新型專利遭到撤銷，顯見該新型專利不具

備專利要件，如新型專利權人（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未盡相當之注

意，實可「推定」其權利行使存有過失。惟此項立法理由之說明顯然誤解本條之結

構。 

實則，依本條第1項之規定，根據僅經形式審查之新型專利遭到撤銷（確定）

之事實，根據新型專利權可能具有無效事由之高度蓋然性，可以「推定」新型專利

權人行使權利時（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存有過失；但卻非本條之立

法理由二所稱「如新型專利權人未盡相當之注意」，方可推定之。蓋若新型專利權

人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或甚至對於新型專利權「具有得撤銷事由」

未盡相當之注意，法律上自然可認定（而非「推定」）其權利行使存有過失，方能

達到同法第104條之立法理由二所稱「防止權利之濫用」的立法目的。 

雖然本條未規定新型專利遭撤銷「確定」時，新型專利權人始負不當行使權利

之損害賠償責任，但舊法第108條準用第73條第2項已規定新型專利權經撤銷確定

者，專利權之效力，視為自始即不存在，此時才能佐證新型專利權人就其新型專利

權之初步有效性有欠缺，並確定其有過失。所以本條應解釋為新型專利遭撤銷「確

定」，其效力才視為自始即不存在時，新型專利權人始負不當行使權利之損害賠償

責任，以免新型專利權之效力尚未確定不存在的期間，新型專利權人卻須負責之不

合理現象。此外，依民法第197條第1項之規定，本條規定的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

權利之侵權責任的消滅時效，其時效期間為2年或10年。又依民法第128條，消滅時

                                                        
58 參見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智抗字第2號民事裁定。 
59 參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法逐條釋義，2008年，212-213頁。 



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權利的損害賠償責任之認定 103 

專利師︱第三十七期︱2019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並指行使請求權在法律上無障礙時而言60。準此，原

告依本條向新型專利權人主張不當行使權利之損害賠償責任者，其請求權之效滅時

效應自新型專利遭撤銷確定時起算，蓋至此以後，系爭新型專利權確定失其效力，

原告行使本條之請求權在法律上方無障礙可言。 

(二) 本條之賠償義務主體 

舊法第105條規範「新型專利權人」因不當行使權利而負損害賠償責任，惟本

條所沿襲之日本實用新案法第29條之3規定的賠償義務主體為「實用新案權人或專

用實施權人」，按日本法上得就專利侵權事件行使專利權之主體為專利權人和專屬

被授權人61，基於權利義務對等性，日本實用新案法第29條之3規定如此規定自

屬當然。 

按我國1944年專利法第81條即規定發明專利權人、實施權人和承租人為行使權

利之主體62；1994年專利法第88條則開始規定專利權人、特定條件下之專屬被授權

人為行使權利之主體63。2003年專利法第84條與1994年專利法第88條的規定大致相

同，但放寬該特定條件，使得專利權人、契約未為相反約定之專屬被授權人為行使

權利之主體64。準此，未經契約限制之專屬被授權人行使權利時亦可能不當，也有

權申請新型技術報告65，則舊法第105條規範「新型專利權人」因不當行使權利而負

損害賠償責任，於契約未為相反約定之專屬被授權人亦得類推適用，方符合權利義

務對等性原則和公平原則。 

(三) 不當行使新型專利權之行為 

按侵權行為人之行為包括作為與不作為，到底侵權行為人之作為或不作為應評

價為侵害他人之加害行為，應以該行為是否已經對被害人之利益發生不利影響為

                                                        
60 參見最高法院95年度第16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貳之結論。 
61 專利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請求防止或預防侵權（特許法第100條第1項；實用新案法第27

條）、損害賠償請求權（特許法第102條、第103條；實用新案法第29條；民法第709條）。 
62 新型專利權、新式樣專利權準用（同法第110條、第129條）。 
63 新型專利權、新式樣專利權準用（同法第105條、第122條）。 
64 新型專利權、新式樣專利權準用（同法第108條、第129條）。 
65 參見2003年專利法第103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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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66。基於舊法第105條之立法理由，新型專利權人向他人主張僅形式審查通過之新

型專利權之行為，因新型專利權可能具有無效事由之高度蓋然性而有損害該他人的

權益之危險時，即具有防止損害發生之義務，亦即具有「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

效性認定並無欠缺」之作為義務。亦可認為，新型專利權人向他人主張權利之行為

本身並無不法，但若未以適當方法避免可預見的危險，該危險因而現實，則應負

責。所以，本條之新型專利權人的侵害他人權益的行為乃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權

利之行為。至於「非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或「未盡相當注意」僅作為推

定新型專利權人具有過失之基礎而已。 

(四)不當行使新型專利權之不法性 

按舊法第105條規定新型專利權遭撤銷確定時，推定新型專利權人對於新型專

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有欠缺卻行使權利而侵害被控侵權者之權益之行為有過失。

其立法目的似乎是強調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權利的行為致他人受有損害的違法

性。蓋新型專利權人行使其專利權本屬合法行使權利，其單純侵害他人權益，未必

不法67；惟若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逾越合理之範圍，超越一般人於商業行為上得

以忍受之限度，致違法性程度甚高者，即得肯認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之行為不

法。本條第2項即在規範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的合理範圍即注意義務為，基於新

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或已盡相當注意；逾越此合理範圍者，專利權人違反注意義

務，即有過失，依行為不法說，具有違法性。本文稱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的合理

範圍乃新型專利權人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無欠缺。本條並未規定新型

專利權人對於新型專利權之有效性必須竭盡所能地認定之，方無過失。 

(五) 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之注意義務的內涵 

1.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有初步證明其權利穩定性之行為義務 

我國在2003年專利法修正後提出的新型專利申請只要符合形式要件，無須實審

                                                        
66 陳聰富，侵權行為法原理，2017年，43-44頁。 
67 簡資修，保護他人之法律，所為何來？──最高法院一○○年度台上字第一○二號民事判決

評釋，裁判時報，2012年12月，18期，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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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取得新型專利權，所以其權利狀態並不穩定；加以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形式上

信用性不高，因此舊法第105條和現行專利法第117條仿照日本實用新案法第29條之

3的體例，規定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權利之損害賠償責任，有推定過失原則之適

用，藉以平衡權利人與公眾間之利益。至於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權利的過失內涵

為何，此涉及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應如何認定其注意義務的問題。學說上認

為，侵權行為人之注意義務，乃其採取一定行為，引起損害發生之危險性，負有避

免該危險性實現化，而導致損害發生，所生防範損害發生之注意義務68。 

本文認為，新型專利權人依據舊法第104條和現行專利法第116條之規定，行使

權利時負有法令上之注意義務。蓋舊法第104條所定「新型專利權人……應提示新

型專利技術報告進行警告」之強制性規定，依其立法理由69，本條係防制權利人濫

用其權利。根據智慧局之解釋70，本條規定「並非在限制人民訴訟權利，僅係防止

權利之濫用，縱使新型專利權人未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亦非不得提起民事訴

訟，法院就未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案件，亦非當然不受理。此為新型專利技術

報告制度設計之核心，尚與日本實用新案法第二十九條之二規定，明訂新型專利權

人行使其權利時非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不得行使權利者，仍有程度上之差

異71。」本條所沿襲之日本實用新案法第29條之2的立法目的原本即係賦予新型專利

權人有一行為義務，須於行使新型專利權時初步證明其權利穩定性72。現行專利法

                                                        
68 陳聰富，註66書，211頁。 
69 參見本條之立法理由二：「由於新型專利權未經實體審查，為防範新型專利權人濫用其權

利，影響第三人對技術之利用及開發，其行使權利時，應有客觀之判斷資料，亦即應提示新

型專利技術報告。核其意旨，並非在限制人民訴訟權利，僅係防止權利之濫用，縱使新型專

利權人未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亦非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院就未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之案件，亦非當然不受理。此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制度設計之核心。爰參照日本實用新案法

第二十九條之二規定，明定新型專利權人行使其權利時，應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進行警

告。」 
70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法逐條釋義，2008年，211-212頁。 
71 2003年專利法新增第104條之規定與日本實用新案法第29條之2有所差異的原因在於，避免新

型專利技術報告之提示會成為訴訟受理的形式要件，因為之前大法官會議作成釋字507號解

釋文，所以智慧局才沒有把這段話加進法條當中，參見智慧局前局長王美花之發言，立法院

公報第102卷第43期委員會紀錄，108頁。 
72 日本特許廳，註36書，937-9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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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條規定：「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新型專利權時，如未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不得進行警告73。」使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在行使新型專利權的過程中地位更形重

要，技術報告之提示係行使權利之前提要件，權利人並無選擇是否提示之自由74。 

2.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之注意義務不以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為限 

由於目前實務上技術報告之內容不值得信賴的蓋然率超過6成75，所以舊法第

104條之規定應解釋為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有就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

定盡相當之注意的義務，且並不以提示新型技術報告為限，藉以事前防止權利之濫

用，並有利於新型專利權人依據舊法第105條規定之「基於新型技術報告之內容」

或「已盡相當注意」推定其無過失，使得舊法第104、105條就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

利的注意義務之規範密度一致，符合專利法之體系解釋76。同理，舊法第104條於

2013年修正後之現行專利法第116條之規定亦應解釋為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

有就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盡相當之注意的義務，且並不以提示新型技術報

告為限77，藉以事前防止權利之濫用。 

                                                                                                                                                        

 日本實用新案法第29條之2的〔設立宗旨〕： 

 本條文為平成5年（1993）部分修正時所新增，鑑於實用新案權是未經實體審查而賦予權

利，為防止權利濫用的同時避免給第三者帶來不可預測的損害，規定了權利人之權利行使若

非在其提示對其權利有效性的客觀判斷材料的實用新案技術報告（第12條）之後，則不被承認。

藉此權利人的權利行使將變得適當且慎重，可防止有瑕疵的權利力濫用情事發生。 

 違反此規定就以下解釋，亦即在沒有提示實用新案技術報告而行的警告將不被視為有效，即

使以此狀態提起侵權訴訟，雖然訴訟不會立即遭駁回，但若就此無提示報告書狀態，專利權

人請求緊急處分、請求損害賠償等將不被承認接受，https://www.jpo.go.jp/shiryou/hourei/ 

kakokai/cikujyoukaisetu.htm，最後瀏覽日：2018年1月23日。 
73 同註20。 
74 楊崇森，註21書，394頁。 
75 彭國洋，註1文，21頁。 
76 同前註，24頁。 
77 但有相反見解認為「只要其已盡相當注意，並不以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提出為絕對必要。」

林衍如，註26文，1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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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權利致被控侵權者受有損害，具有雙重過失之

推定 

所謂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權利之過失，係指新型專利權人對被控侵權者行使

權利時具有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並無欠缺的注意義務並違反之，已如

前述。依照舊法第105條第2項之規定，其具體注意義務規定為「基於新型專利技術

報告之內容」或「已盡相當注意」；依照現行專利法第117條但書之規定，其具體

注意義務規定為「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且「已盡相當之注意」。除此之

外，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是否仍有其他注意義務，值得討論。 

按行為人對於構成侵權行為之事實有預見性，為判斷其是否構成過失之必要條

件，而一般侵權行為之客觀事實不外乎：行為人之行為侵害他人之權益，造成該他

人之損害，侵害行為與權益侵害間有因果關係。準此，行為人對於侵害行為、權益

侵害、因果關係需有預見可能性，方有注意義務。新型專利權人對於不當行使權利

之侵害行為的預見可能性，可見於舊法第104條和現行專利法第116條規定之新型專

利權人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的行為義務78。新型專利權人對於其行使權利時會侵

害被控侵權者之權益，亦應有預見可能性，即新型專利權人可以預見其所行使權利

之初步有效性認定有欠缺會對於被控侵權者造成權益之不利益79；新型專利權人對

於其不當行使權利之侵害行為於通常情形會造成被控侵權者之權益侵害亦應有預見

可能性80。 

舊法第105條第1項和現行專利法第117條本文推定的過失，除包含法律（舊法

第104條和現行專利法第116條）違反的過失外，是否包含新型專利權人對他人權益

侵害的過失，值得討論。依舊法第105條之立法理由三，新型專利權人應對其權利

內容有相當之確信後始行使權利，故於本條第2項規定，其行使權利前應有之注意

義務為，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或已盡相當注意。而本條所稱「已盡相當注

意」概括條款似乎是包含與「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相同查詢範圍之事

項，例如依本條之立法理由三所稱「已審慎徵詢過相關專業人士（律師、專業人

                                                        
78 得以認定有無法律違反的過失。 
79 得以認定有無對他人權益侵害的過失。 
80 得以認定有無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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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專利代理人）之意見，而對其權利內容有相當之確信後，始行使權利」之情

形；而此概括條款是否如日本實用新案法第29條之3的立法解釋所述，包含在新型

專利技術報告調查範圍內或外，新型專利權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並不明確。 

對此問題，本文認為應採肯定見解。否則，若新型專利權人執行與「基於新型

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相同查詢範圍之事項，可推定其已盡相當注意而無過失；而

新型專利權人已調查其明知或可得而知但智慧局無從得知者，可彌補智慧局或專業

人士檢索能力之不足，卻無法可推定其已盡相當注意而仍有過失，顯有違事理之

平。所以現行專利法第117條的修法理由三(三)81即肯認新型專利權人「已盡相當之

注意」的範圍包含新型專利權人明知或可得而知的現有技術。再者，後者的調查與

否應為前者的查詢事項之補充規定，即新型專利權人執行前者的查詢事項之後，後

者的調查方有彌補智慧局或專業人士檢索能力之不足的意義；反之，若新型專利權

人先進行後者的調查，卻未執行前者的查詢事項，則難謂其已盡相當注意，此觀之

現行專利法第117條的修法理由三(三)亦可得證。 

此外，基於注意義務之相對性，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之注意義務的範圍僅

及於其危險範圍內合理可預見之先前技術；亦即，其注意義務僅及於其能力範圍內

可查知的先前技術。依照漢德公式關於過失的經濟分析，當從事危險行為的成本

（預期損害(L)82乘以損害的機率(P)83）大於避免危險事故的成本（預防成本(B)84）

時，行為人本有從事避險行為之誘因卻採取錯誤的決定，竟未投入預防成本以避免

損害之發生，即違反注意義務85。為避免有權利之濫用的情事，新型專利權人對於

技術報告調查範圍外的公開使用和公眾知悉的先前技術之查證並無困難，其查證成

本不高，所以仍有注意義務，此觀之現行專利法第117條的修法理由三(三)即可明

證。 

本文認為，關於新型專利權人有無對他人權益侵害的過失，端視在新型專利技

術報告調查範圍內或外，有無新型專利權人明知或可得而知會導致權利無效的證據

                                                        
81 同註23。 
82 被控侵權者的人身權利（名譽權、信用權）或利益（衍生性經濟上損失、純粹經濟上利益）。 
83 彭國洋，註1文，11頁。 
84 向智慧局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或與之相當的自行檢索報告或徵詢外部專業鑑定意見。 
85 陳聰富，註66書，236頁；請參見彭國洋，註1文，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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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而定。亦即，新型專利權人應隨時盡注意義務以合理行使權利，以免造成權利

之濫用。若新型專利權人基於技術報告就相關證據之有利評價行使權利，但是法院

卻認為相關證據之個別和（或）組合導致權利無效者，此時若新型專利權人未就相

關證據進行專利有效性調查、鑑定者，應評價為未盡相當之注意而有過失。 

至於與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相異查詢範圍之事項，例如屬舊法第107條規定之其

他新型專利舉發事由，但未屬於技術報告應記載事項者86，雖亦有助於防止損害之

發生，然除非其為新型專利權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者，否則不在新型專利權人的注意

義務所及範圍之列，以免加重新型專利權人的負擔，而有違我國新型專利採形式審

查之立法目的。換言之，我國新型專利採形式審查雖不利於專利權狀態之穩定性，

但以某種形式提升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就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的注意

義務以平衡之。否則，若一味加重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就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

效性認定的注意義務，使之及於其他新型專利舉發事由者，則與採實質審查的發明

專利申請無異，有失我國新型專利採形式審查之立法初衷。 

綜上所述，在通常情形，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權利是否有過失的關鍵在於，

有無違反專利法規定之「新型專利權人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並無欠

缺」（舊法第105條或現行專利法第117條）的注意義務，以及有無違反「行使權利

避免損害他人權益的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亦即，舊法第105條第1項推定的過

失包含：新型專利權人違反專利法第104條的過失，以及新型專利權人對他人權益

侵害的過失；現行專利法第117條本文推定的過失包含：新型專利權人違反現行專

利法第116條的過失，以及新型專利權人對他人權益侵害的過失。換言之，新型專

利權人不當行使權利時即使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有欠缺，而有法律違

反之過失，但行使權利造成被控侵權者之權益損害並未違反注意義務時，仍得舉證

其無過失而免責。 

(六) 舊法第105條第2項就新型專利權人舉證免責之規定的疑義 

不過，舊法第105條第2項的規定：「前項情形……推定為無過失」於我國立法

例上尚屬罕見，其係規定「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或「已盡相當注意者」

                                                        
86 違反下列之一者：新型專利之定義，新型專利優惠期，公序良俗，補充、修正未超範圍，說

明書明確、充分、可據以實現，申請專利範圍明確、簡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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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擇一適用，易使新型專利權人誤以為行使權利時，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提示似乎

可有可無，容易產生當事人間徒增訟累、新型專利權人之權利不能迅速有效獲得保

障的弊害87。本文認為，若肯認舊法第105條第1項推定的過失包含違反專利法第104

條的過失（簡稱「A過失」）以及對他人權益侵害的過失（固有意義侵權行為過

失，簡稱「B過失」）者，即本條第1項推定新型專利權人具有雙重過失，則本條第

2項規定「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或「已盡相當之注意者」的擇一適用，

並規定其擇一適用的法效為「……推定為無過失」，在邏輯上和法理上並非無

疑 88，且與我國推定過失原則之立法例常見之規定「……不在此限」的法效為絕對

舉證免責仍屬有間，以致適用時問題叢生。 

由舊法第105條第2項之規定觀之，本條第1項具有新型專利權遭撤銷（確定）

時，新型專利權人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有欠缺之法律推定；根據第2

項之規定，再由新型專利人舉反證推翻之。按法定舉證責任轉換之規範目的，有認

為係考量特定之危險行為造成損失之程度及機率（即PL值）甚高，依照追求資源配

置極大化之漢德公式進行交易成本分析後，選擇保護被害人，肯定他人之行為義務

存在及損失移轉，此際為了降低被害人實現轉嫁之執行成本（即舉證之所在，敗訴

之所在之訴訟成本），訴訟法上之舉證責任亦為相應之調整，以落實法律經濟分析

                                                        
87 參見智慧局於2008年8月26日專利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之第105條的說明： 

「三、 然未依前述規定提示技術報告進行警告者，其所提起之侵害訴訟，法院固不得以其欠

缺起訴要件而裁定駁回；惟因新型專利權人之權利有效性欠缺客觀判斷資料，法院多

以無理由判決駁回，不僅當事人間徒增訟累，且新型專利權人之權利亦不能迅速有效

獲得保障，實有違新型制度修正之本旨。 

四、鑑於本條第2項：『……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或」已盡相當注意而行使權

利者，推定為無過失。』之規定，常導致新型專利權利人誤以為欠缺專利技術報告等

客觀權利有效性判斷資料，亦得就僅經形式審查之新型專利直接主張救濟獲得保護，

致前述問題橫生，不僅對第三人之技術研發與利用形成障礙，亦嚴重影響交易安全。

為回歸制度本旨，促使權利之合理行使，爰修正第二項規定為『……基於新型專利技

術報告之內容「且」已盡相當注意而行使權利』，以落實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

應就其權利有效性為客觀證明並盡相當注意義務之制度要求。」 
88 邏輯上，新型專利權人的過失要件為：A過失和B過失，則其無過失要件為：NOT（A過失

和B過失）＝NOT（A過失）或NOT（B過失）；所以本條第1項之構成要該當時，推定新型

專利權人具有A過失和B過失，則新型專利權人要舉證其無過失，只要主張其無A過失或無B

過失，即可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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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實體價值決定89。 

不過，舊法第105條第2項似乎並非新型專利權人之絕對舉證免責規定90，反而

是相對舉證免責規定──原則上（於第2項之情形以外之情形），新型專利權人具有

推定過失原則之適用，仍由新型專利權人舉證證明其無過失91；例外（於第2項之情

形）則新型專利權人有機會（非絕對）免責（「推定為無過失」未必使新型專利權

人絕對免責），於第2項之情形，轉由原告即被控侵權者舉證證明被告即新型專利

權人有過失。 

(七) 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權利造成之損害 

再者，舊法第105條第1項規定之「新型專利權人之專利權遭撤銷」（應為遭撤

銷確定）的要件，非用於推定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有過失，而是用於認定新型專

利權人不當行使權利之對象即前案訴訟之被控侵權者受有損害。蓋雖然新型專利權

人起初行使形式上合法的權利，被控侵權者本有容忍之義務，但嗣後新型專利權已

因遭撤銷確定而溯及失效，則被控侵權者所遭受之不利益──權利（名譽權92、信

用權93）或（衍生性經濟上損失、純粹經濟上損失94，例如因被警告或起訴而回收

                                                        
89 此說認為過失侵權行為責任之「行為義務違反」判定，於法律經濟分析上均隱含依漢德公式

（Hand rule）即社會總體經濟價值最大化為判斷之意，若由行為人損害防制措施之成本負擔

（B即Burden）小於因此所減少之預期損害即所生效益（PL即發生機率Probability×損害

Loss），即應令行為人負作為義務；此時將損失移轉由行為人承擔，始符於經濟效益，並提

供其積極防制損害或消極不從事風險活動之誘因。故而於PL值遠大於B值時，法律即以規範

推定過失、因果關係，目的在引導行為人履行作為義務、採取符於經濟效率之防果行為，故

有第191條等推定過失之規範。參簡資修，危險責任之生成與界限：舉證責任與過度防制，

臺北大學法學論叢，2001年6月，48期，47頁；簡資修，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過失推定：經

濟功效與司法仙丹，政大法學評論，2003年9月，75期，90-93頁。 
90 絕對舉證免責之規定例如將「推定為無過失」以「不在此限」取代者，即表明於本條第2項

之情形不適用第1項之規定，所以於本條第2項之情形，新型專利權人不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而

免責。有學者認為，第105條第2項尚非新型專利權人之絕對舉證免責規定，參見楊崇森，註

21書，395頁。 
91 鄭中人，專利法規釋義，2009年，3-303頁。 
92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訴字第3號民事判決。 
93 參見民法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 
94 王澤鑑，註4書，405頁；陳聰富，註66書，137頁。 



112  

專利師︱第三十七期︱2019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被控侵權產品的費用、侵權鑑定費用、訴訟費用、律師費用等），已非被控侵權者

所應容忍者，即應評價為其所受之損害。 

德國實務上創設出營業權的概念95，我國法院實務上曾有類似見解96，但學說

上不肯認97。所謂衍生性經濟上損失係指，非因人身或所有權等權利受侵害而產生

的經濟上或財產上的不利益，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係指，因人身或所有權等權利受

侵害而產生的經濟上或財產上的不利益98。 

(八) 小 結 

根據上述分析，舊法第105條規定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權利之損害賠償責任

的成立要件為： 

1. 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新型專利權，其初步有效性認定有欠缺而遭撤銷確

定，致侵害被控侵權者之權利或利益 

(1)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新型專利權，向潛在的侵權者進行警告或提起訴訟； 

(2)新型專利權因其初步有效性認定有欠缺而遭撤銷確定，此時新型專利權之權

利瑕疵由法律推定之，此時新型專利權人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並無欠

缺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3)侵害被控侵權者之權利（名譽權、信用權）或利益（衍生性經濟上損失、純

粹經濟上損失），逾越合理之範圍，超越一般人於商業行為上得以忍受之限度，致

違法性程度甚高者而具有違法性99； 

(4)新型專利權之瑕疵與被控侵權者之權利或利益受侵害間有因果關係。 

 

                                                        
95 王澤鑑，同前註，431頁。 
96 參見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096號民事判決。 
97 王澤鑑，註4書，434-435頁；陳聰富，註66書，60、165頁。 
98 王澤鑑，註4書，405頁；陳聰富，註66書，138-139頁。 
99 本條之規定彰顯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有瑕疵之專利權致被控侵權者損害的違法性。其違法性的

認定似乎是以新型專利權人以明顯有瑕疵的專利權起訴（行使權利）他人，已超出他人得以

忍受之範圍，不屬於新型專利權人之正當行使權利，該當權利之濫用。參見陳聰富，註66

書，296-2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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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型專利權人推定有過失 

(1)新型專利權人之專利遭撤銷確定，推定新型專利權人違反其就該新型專利之

初步有效性認定並無欠缺的注意義務而侵害原告之權益而有過失。 

(2)新型專利權人得舉證而「推定無過失」，轉由原告即前案訴訟之被控侵權者

舉證新型專利權人仍有過失。本條屬侵權行為責任之規定，維持過失責任原則，且

採過失推定，以保護侵害僅經形式審查而權利狀態不穩定的新型專利權之被控侵權

者。不過，新型專利權人可舉證其行使權利時曾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或已盡相當

注意，以推定無過失，再由原告即前案訴訟之被控侵權者舉證被告有過失： 

A.推定新型專利權人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有欠缺，新型專利權人

已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並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其內容並無負面結果）

進行警告而行使權利者，為新型專利權人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並無欠

缺之事例之一，但不能據此認定新型專利權人絕對無過失。原告即前案訴訟之被控

侵權者得舉證證明新型專利權人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仍有欠缺。 

B.新型專利權人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例如已審慎徵詢過相

關專業人士（律師、專業人士、專利代理人）之意見，而對其權利內容有相當之確

信後，始行使權利，則可佐證新型專利權人對於造成被控侵權者之損害的防範已盡

相當之注意，即可免責。新型專利權人應證明其就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

意，係以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有欠缺為前提，有此欠缺即造成被控侵權者

之損害之危險，新型專利權人自負有防止其發生損害之義務（作為義務）。 

三、舊法時期判決之簡評 

如本文「貳、二、(二)」節就舊法時期判決之摘要，參考判決一認定本案中之

被告即新型專利權人，只要於行使權利之初，係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有利內

容，即可反證被告無過失。惟被告嗣後於持續行使權利的過程中，可得知本案原告

即前案專利侵權訴訟之被告申請第二份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並取得對被告不利之內

容，而為被告可合理可預見者100，則被告行使權利時之注意義務亦應及之；若第二

份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揭露之先前技術得證明系爭新型專利欠缺可專利性者，則此後

                                                        
100 依照舊法第105條之立法理由三，即應徵詢外部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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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行使權利之行為即可能具有過失，否則即有違事理之平。此情形與前述日本大

阪地裁判決相類。 

參考判決二有正確適用舊法第105條。惟其中原告敗訴的理由為，被告之不當

行使新型專利權的「行為」與「損害」間不具相當因果關係101，看似指責任成立的

因果關係不成立──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權利之行為，造成本判決之原告有「權

益侵害」，但因為本判決認為原告無法證明其先前因被控侵權而受有損害（應指損

害金額之計算），所以實應是指責任範圍的法律上因果關係不成立。蓋原告未指明

其受侵害之權益為何，而其所提關於損害金額之計算的事項包括：因被告之警告

函，導致其另行委請他公司設計模具與生產，為此支出設計生產費用；另將產品送

交他測試，致支出測試費用；因被告行使系爭專利，導致原告之供應廠商停止銷售

侵權產品，似指利益（衍生性經濟上損失、純粹經濟上利益）受損，只是原告並未

舉證以實其說。 

參考判決三認為要求被告即新型專利權人於行使權利之初即取得技術報告，現

實上過於苛求，因而不認其行使權利時未提示技術報告即為有過失。本文認為，新

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本可自行檢索或徵詢外部專業鑑定意見以代替技術報告，亦

可滿足舊法第104條防制權利之濫用之立法目的，也可符合同法第105條所述「已盡

相當注意」之反證要件102。新型專利權人未反證其行使權利時已盡注意義務，即無

法推翻第105條第1項關於新型專利權人有過失之法律推定。參考判決三之見解會使

舊法第105條形同具文。蓋其似未審酌舊法第105條之立法理由三，說明新型專利權

人行使權利時的注意義務之範圍，及於技術報告或與技術報告相當之自行檢索報告

或徵詢外部專業鑑定意見等，即其於行使權利時不以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為限，

已如前述。 

四、2011年專利法第117條規定的構成要件 

現行專利法第117條與舊法第105條兩者之規定大致相同，其間差異值得討論

者，如下所述。 

                                                        
101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211號民事判決。 
102 彭國洋，註1文，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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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條之賠償義務主體 

舊法第105條規範「新型專利權人」因不當行使權利而負損害賠償責任，於契

約未為相反約定之專屬被授權人亦有適用，方符合公平原則，已如前述。同理，現

行專利法第96條第4項規定專利權人、契約未為相反約定且在授權範圍內之專屬被

授權人為行使權利之主體103，則同法第117條之規定，於契約未為相反約定且在授

權範圍內之專屬被授權人亦得類推適用104。 

(二) 現行專利法第117條加重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之注意義務 

舊法第105條於2011年經修正為現行專利法第117條：「新型專利權人之專利權

遭撤銷時，就其於撤銷前，因行使新型專利權所致他人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但

其係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且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本條文修

正後更貼近日本實用新案法第29條之3的規定105，已明確規定新型專利權人之損害

賠償責任有推定過失原則之適用。其法文「但其係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且

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將舊法時期規定之「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

容」或「已盡相當注意」的擇一適用以達「推定無過失」之法效，修正為累積適用

「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和「已盡相當之注意」，屬於新型專利權人之舉

證免責要件。本條屬於我國推定過失原則之典型立法例106，其意義應可等同於「但

其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並無欠缺（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

且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不負賠償責任）。」依本條

規定，新型專利經撤銷後，新型專利權人於撤銷前行使新型專利權所致他人之損

害，應負賠償責任。本條本文乃以新型專利遭撤銷確定推定新型專利權人具有對於

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有欠缺的過失以及對他人權益侵害的過失（固有意義

侵權行為過失），新型專利權人要擇一舉反證證明任一過失，即可免責；惟依本條

但書規定，其行使權利前有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且」已盡相當之注意者，始可

免責。 

                                                        
103 新型專利權、設計專利權準用（同法第120條、第142條）。 
104 相同見解，參見楊崇森，註21書，394頁。 
105 註35判決。 
106 例如民法第191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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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法第105條第1項規定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權利之損害賠償責任，其推定新

型專利權人的過失包含違反同法第104條的過失（A過失）以及對他人權益侵害的過

失（B過失）的雙重過失，已如前述，則新型專利權人要舉證其無過失，只要主張

其無A過失或無B過失，即可免責。然現行專利法第117條之規定對於新型專利權人

較不利，新型專利權人即使先有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再行使權利（現行專利法第

116條，無A過失），依本文就舊法第105條之意見，即可免責；但依現行專利法第

117條非如同舊法第105條必然推定無過失。蓋在現行專利法第115條和第117條的規

定下，技術報告之信用性更低，權利人除需證明其行使權利前有申請新型專利技術

報告為憑外，尚須已盡相當之注意者，始可免責，已如前述。 

依現行專利法第117條之其立法理由「三(二)、(三)）」，「基於新型專利技術

報告之內容」為主義務（C義務），「已盡相當之注意」為其補充義務（C’義

務），已擴大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之注意義務的範圍；新型專利權人若要免除

不當行使權利之損害賠償責任，應累積適用「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和

「已盡相當之注意」2項要件，以反證推翻此項過失推定，已如前述。亦即，違反

法定義務（非「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即有過失；即使遵守法定義務

（「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只要仍違反對於他人權益侵害的注意義務

（「未盡相當之注意」），新型專利權人仍有過失。是以，現行專利法第117條已

加重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之注意義務。 

五、新法時期判決之簡評 

如本文「貳、三、(二)」節就新法時期判決之摘要，參考判決四係正確適用現

行專利法第117條。參考判決五、六和七寬泛認定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對於

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已盡相當之注意」，其中參考判決五認為現行專利

法第117條所述「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僅為「已盡相當之注意」的例示

之一，兩者並非不同之舉證要件。本文認為，參考判決五顯然未慮及本條之修法理

由，以致錯誤適用法律107。實則，「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為新型專利權

                                                        
107 學說有同此見解者，參見楊智傑，美國智慧財產權虛假訴訟與我國智慧財產權不當行使之案

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2017年10月，25卷4期，1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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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注意義務之基本規定，且不以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為限，而「已盡相當之注意」

則為「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之補充規定，應累積適用該基本規定與補充

規定，以認定新型專利權人之注意義務有無違反，已如前述。再者，參考判決五和

六所稱「徵詢專業意見確認侵害事實」顯然只是徵詢外部專家關於系爭產品有無文

義或均等侵權系爭專利請求項。此與被告即新型專利權人是否已舉證證明其對於新

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已盡相當之注意，主觀上並無不當侵害被控侵權者的權

利（名譽權、信用權）或利益（衍生性經濟上損失、純粹經濟上利益）之故意、

過失無涉108，其等判決理由過於牽強109。 

參考判決五復認為，本案原告即前案侵權訴訟之被告需證明本案被告即新型專

利權人已取得對其不利之新型技術報告卻隱藏之，或依業界通常知識顯然明知其專

利權具有撤銷事由存在，或在行使新型專利權前未徵詢專業意見即恣意行使新型專

利權等情形，可認其有不當行使專利權侵害他人權利之故意過失。惟前述證據事實

皆為對於本案被告即新型專利權人不利之事實，不可能反由新型專利權人提出為反

證，以證明其無過失。參考判決五如此論證應係肇因於本案中之原告即前案侵權訴

訟之被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和第2項，主張本案被告即新型專利權人不當

行使權利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時，未專依專利法第117條主張之，以致原告仍

須就新型專利權人即被告的故意、過失負舉證責任；或未說明被告如何違反「保護

他人之法律」而得推定其行為有過失。 

參考判決七認定本案中之被告即新型專利權人，只要於行使權利之初，係基於

                                                        
108 有學者採類似結論，認為專利侵權鑑定報告不能對於專利權之有效性進行判斷，兩者不能等

同觀之，參見顏雅倫，新型專利權之行使與競爭秩序，月旦民商法雜誌，2018年3月，59

期，156頁。 
109 類似見解，參見楊智傑，註107文，123-124頁。參考判決六後經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最高

法院作成107年度台上字第2360號民事判決：「按100年12月21日修正公布之專利法第117條

規定：『新型專利權人之專利權遭撤銷時，就其於撤銷前，因行使專利權所致他人之損害，

應負賠償責任。但其係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且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

限』……稽諸第117條修正之立法理由……足見修法之目的，係為防範以形式審查即取得新

型專利權之人，濫用或不當行使其權利，於該新型專利權遭撤銷時，應就他人所受損害負賠

償責任，並加重其免責之舉證責任，即明定須證明自己係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及

已盡相當之注意，始得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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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有利內容，即可反證被告無過失，甚至無故意。惟系爭新型專

利於專利權人寄發警告函後不久，即經第三人就系爭新型專利提出舉發案（引用先

前專利D1-D4），並經智慧局認定其相較於D1不具新穎性和進步性。系爭新型專利

於同時期的另案民事訴訟中，亦被認定相較於D1不具新穎性。本文認為，被告嗣後

於持續行使權利的過程中，當可得知智慧局就原告提出之系爭新型專利的舉發申請

案作成舉發成立之審定以及另案民事訴訟判決之系爭新型專利無效的認定，而為被

告可合理可預見者110，則被告行使權利時之注意義務亦應及之；此後被告行使權利

之行為即可能具有過失，否則即有違事理之平。 

參考判決八認為，「新型專利權人取得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後，若有客觀事證可

認其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確信其專利權之行使為正當，縱認嗣後該新型專利因具撤

銷原因，經舉發成立撤銷確定，亦不得率認新型專利權人前本於新型專利合法有效

而行使權利，即屬權利濫用，而有何侵權之故意或過失之情事111。」固非無見，惟

本案中之被告即新型專利權人於提起前案專利侵權訴訟前，已向智慧局申請二次新

型專利技術報告，並於起訴前後分別取得第一次和第二次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其中

皆指出「請求項1欠缺與感應器開關配合而驅動之伺服馬達，及伺服馬達與活塞缸

間之連接，即使參酌說明書與圖式，仍無法明確認定請求項之創作」之瑕疵。即使

此等瑕疵非屬於現行專利法第115條規定智慧局製作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時應審酌之

事項（無此代碼），但新型專利權人應已注意此瑕疵並謀求改正之，此之所以新型

專利權人申請更正系爭新型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然因尚無人就系爭新型專利提出舉

發案繫屬，智慧局即無從實質審查112更正事項，而為智慧局所否准。 

參考判決八復認為，系爭專利請求項有無違反核准時簡潔且為說明書所支持事

項，本屬較為專業之判斷，實難苛責被告於取得技術報告後，即對於其依法取得之

專利權必須意識到上開撤銷原因之高度注意義務。惟，雖然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無此

                                                        
110 依照舊法第105條之立法理由三和現行專利法第117條之修法理由「三、(三)」，即應徵詢外

部專業意見。 
111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專訴字第76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五、(二)」。 
112 根據現行專利法第118條第2項之規定，更正形式審查事項，除申請專利階段應審查之5項形

式要件外，另須審查有無「明顯超出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據以判

斷是否應准予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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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疵之對應代碼，但新型專利權人於收受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時已知悉此瑕疵，依照

舊法第105條之立法理由三和現行專利法第117條之修法理由「三、(三)」，即應徵

詢外部專業意見，以形成對其權利內容之有效性的確信，方屬已履行相當之注意義

務，而非閉門造車或將之棄置不論或視而不見。否則，若如本判決所言，「因被告

前於寄發敬告函及事後提起保全、訴訟程序等行使系爭專利權時，『主觀上』應係

認知系爭專利為合法有效，自無侵害原告權利之故意或過失存在。」即是求諸本案

被告即新型專利權人個人對於系爭專利之合法性的確信，似有違現行司法實務上過

失之客觀化的趨勢，使得現行專利法第117條為加重新型專利權行使權利之注意義

務的立法目的難以實現。況且本案被告提起前案專利侵權訴訟時亦有委任律師，非

無就此瑕疵諮詢外部專業意見之可能，卻未為之，仍屬有過失。 

在參考判決九中，因原告1和原告2未依現行專利法第117條主張權利，所以法

院並未適用現行專利法第117條，而是認定被告1和被告2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和第2項之侵權行為。本判決認為被告1於申請新型技術報告前，對原告1之下游

廠商寄發警告函，未通知原告1亦未說明系爭專利之明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

體事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45條及2015年警告函處理原則第3、4點之規定，因公平

交易法係保護消費者利益之法律，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至於被告1

有何過失而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本判決似未言明。本判決似指

被告1違反公平交易法第45條，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惟本文認為，

被告1尚未取得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前即為警告行為，法院若認不該當於公平交易法

第45條所稱之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即應另行適用公平交易法之其他條文，例如應

如參考判決四所述，認為其所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且顯失公平，應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25條規定，而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規定113。 

參考判決十認為被告公司之新型專利的新型技術報告作成之日在其寄發律師函

之後，其應無故意侵害原告即律師函受信者之意；又被告公司係徵詢專業意見並取

得專利侵害鑑定報告後，始對原告及其網路銷售平台商家為專利侵權通知，其於發

函前已盡查證義務，亦無侵權過失可言，所以不構成民法之侵權行為責任。惟本文

                                                        
113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42號民事判決，認為公平交易法舊法第24條之違反有民法第184

條第2項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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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專利侵害鑑定報告之作成不同於被告公司已舉證證明其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

步有效性認定已盡相當之注意，主觀上並無不當侵害被控侵權者的權利或利益之故

意、過失，已如前述。實則，被告公司之新型專利尚未經撤銷確定，尚不能證明新

型技術報告之負面結論有法律上之效果，致使其行使權利逾越合理之範圍，進而肯

認其行使新型專利權之行為不法。至於被告公司寄發律師函時未附上新型專利技術

報告之行為，雖然違反現行專利法第116條而有權利濫用之情事，難稱於發函前已

盡相當之注意，但公平會警告函處理原則並未就此有所規範，是否屬公平交易法第

45條正當行使專利權之行為，非無疑義，本判決之理由稍嫌速斷114。 

六、舊法第105條之規定類似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違反保護
他人之法律」的獨立侵權行為類型 

本文認為，舊法第105條第1項規定推定過失原則，與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

者，不在此限。」的獨立侵權行為類型，有異曲同工的效果。通說認為民法第184

條第2項有以下之構成要件。 

(一) 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人之行為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我國學說認為，所謂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係指一般防止危害權益，或禁止

侵害權利之法律。凡直接或間接以保護個人之權益為目的者，均屬之。至於專以國

家社會之秩序為保護對象者，則不在此範圍之內115。舊法第105條第1項規範之賠償

義務主體即新型專利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其所違反的保護他人之法律，應該是舊

法第104條。蓋舊法第104條之立法理由既為防止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之濫用，則

                                                        
114 本案原告不服參考判決十而提起上訴，智慧財產法院上訴審作成107年度民專上易字第5號民

事判決，認為被告即專利權人之行為雖違反現行專利法第116條，但其法效為何，專利法未

設規定；其雖未及取得型技術報告，然業已先徵詢專業意見確認侵害事實，已盡查證義務，

無侵權之故意、過失可言，亦屬公平交易法第45條正當行使專利權之行為。惟此上訴判決仍

未思及現行專利法第116條係規範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有就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

定的注意義務，其違反效果係體現在同法第117條，較為可惜。 
115 孫森焱，註5書，248頁；王澤鑑，註4書，3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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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應有保護他人即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之對象即被控侵權者之目的，旨在宣示

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應有對於新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並無欠缺之 低

注意義務。本條立法時所參考之日本實用新案法第29條之2，其設立宗旨即稱「鑑

於實用新案權是未經實體審查而賦予權利，為防止權利濫用的同時避免給第三者帶

來不可預測的損害116」，則本條即有保護他人之目的存在。 

(二) 客觀構成要件──侵害他人之權利或利益 

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862號民事判決：「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二項所保護之

客體，須權益所遭受之侵害為保護他人之法律所欲防止者，換言之，違反保護他人

之法律而構成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義務，必需具備二個要件，一為被害人須屬於法律

所欲保護之人之範圍，一為請求賠償之損害，其發生須係法律所欲防止者。」亦即

被侵害人需為法律所欲保護之人，他人被侵害之權利或利益必須是該「保護他人之

法律」所欲保護之客體，始足當之。舊法第104條所欲保護之客體應為新型專利權

人行使權利（進行警告或起訴）之對象即被控侵權者的人身權利（名譽權、信用

權）或利益（衍生性經濟上損失、純粹經濟上利益）。 

(三) 客觀構成要件──須有損害發生 

關於損害之內涵，雖然實務上和學說上多主張差額說，以事故發生前後對於被

害人的財產所生之不利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以受有實際損害為要件，若

無損害，則無賠償117。惟本文認為，此所謂損害應是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之對象

即被控侵權者的人身權利（名譽權、信用權）或利益（衍生性經濟上損失、純粹經

濟上利益）受侵害本身118。其損害計算（金錢評價）則就財產上損害（所受損害、

所失利益）及非財產上損害即精神上損害分別計算予以合計，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

適當處分119。 

                                                        
116 陳聰富，註66書。 
117 參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736號民事判決；王澤鑑，註4書，248頁；孫森焱，註5書，

229頁。 
118 陳聰富，註66書，415、417頁。 
119 參見民法第19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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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客觀構成要件──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 

此因果關係包括責任成立的因果關係和責任範圍的因果關係120。前者指可歸責

的「不法行為」與「權益侵害」間之因果關係，屬事實要件121；後者指在責任成立

的因果關係確定後，「權益侵害」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責任成立的因果關係

和責任範圍的因果關係的判斷皆以事實上因果關係（條件關係）和法律上因果關係

（我國法稱因果關係「相當性」，德國法稱「法規目的說」，英美法稱因果關係

「可預見性」122）認定之。舊法第105條第2項未規定「其損害非因行使新型專利權

所致者，不在此限。」所以未推定責任成立的因果關係以及責任範圍的因果關係，

而仍須由原告舉證證明之。 

(五) 主觀構成要件──推定過失 

我國學說有認為此過失係指「法律之違反」的過失123，此為德國通說之見解124，

但我國通說認為此過失兼含「法律之違反」的過失及「對於他人之權利或利益造成

損害」的過失（固有意義侵權行為過失）125。學說有認為，由加害人之免責要件為

「其行為無過失」觀之，尚包含對於他人之權利或利益造成損害的過失，蓋加害人

之注意義務，不僅以遵守法令為限，如違反其他應注意之事項，仍屬有過失126。亦

有實務判決採此見解127。既然我國民法係以過失責任作為侵權責任之單一歸責原

                                                        
120 王澤鑑，註4書，256頁；陳聰富，註66書，322-325頁。 
121 王澤鑑，註4書，258頁。 
122 王澤鑑，註4書，293-300頁；陳聰富，註66書，325頁。 
123 史尚寬，債法總論，1983年，114-115頁；馬維麟，民法債編註釋書(一)，1995年，第一八四

條，邊碼283；楊佳元，註4書，62-63頁。此為德國之通說，參見王澤鑑，註4書，399頁。 
124 王澤鑑，註4書，399頁。 
125 王澤鑑，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1983年，208頁；蘇永欽，再論一般侵權行為的類型──

從體系功能的角度看修正後的違法侵權規定，政大法學評論，2002年3月，69期，190頁；陳

聰富，註66書，407頁；陳忠五，論契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保護客體：「權利」與「利益」

區別正當性的再省思，國立臺灣大學法學論叢，2007年9月，36卷3期，186頁；曾宛如，論

證券交易法第二十條之民事責任──以主觀要件與信賴為核心，國立臺灣大學法學論叢，

2004年9月，33卷5期，80頁。 
126 孫森焱，註5書，250頁。 
127 最高法院69年度台上字第2927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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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而若採取德國通說之見解，即無異於認為對於侵害他人權益造成損害之部分應

採取無過失責任，此一結論將與以過失責任作為歸責原則的基礎理論有所扞格，從

而德國通說之見解於我國法不足為採。依通說和實務之見解，行為人構成民法第

184條第2項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的獨立侵權行為者，其過失在於違反「保

護他人之法律」及「不侵害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之注意義務，屬於雙重過失之概

念 128。則加害人之免責要件為其行為沒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之過失或沒有

「侵害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之過失。 

於舊法第105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權利造成他人受有損

害者，其過失在於完全違反同條第2項所稱之「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或

「已盡相當注意者」。亦即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寄發警告函、起訴）時，若未

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A過失），也未盡相當注意（B過失），足證其就新

型專利權之初步有效性認定有欠缺，亦違反「不侵害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之注意義

務；此時新型專利權人違反同法第103條規定的「保護他人之法律」之注意義務以

及「不侵害他人之權利或利益」之注意義務。所以，根據舊法第105條第1項之規

定，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權利若有適用推定過失原則之情形，即推定其非基於新

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且未盡相當注意而行使權利者，亦會同時該當於民法第184

條第2項之規定。蓋根據通說關於本條項推定雙重過失之見解，只要欠缺任一過

失，即無責任。則若新型專利權人雖然違反舊法第103條之規定，係未基於新型專

利技術報告之內容而行使權利，但得舉證其已盡相當注意者，例如新型專利權人已

執行與「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相同查詢範圍之事項，已審慎徵詢過相關

專業人士（律師、專業人士、專利代理人）之意見，而對其權利內容有相當之確信

後，始行使權利，則可免其責任。綜上所述，舊法第105條與民法第184條第2項兩

者的構成要件大致相同，但前者為後者之特別法，依請求權競合理論129之法條競合

說，需優先行使舊法第105條。 

對之，於現行專利法第117條規定之情形，新型專利權人不當行使權利造成他

人受有損害者，其過失在於違反同條但書所稱之「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

                                                        
128 陳聰富，註66書，407頁。 
129 王澤鑑，註4書，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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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已盡相當之注意者」，其中「已盡相當之注意者」為屬於基本規定的「基於新

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之補充規定，所以本條相對加重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時

之注意義務，已如前述。於新型專利權人違反現行專利法第116條之情形（不以提

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為限），即使其舉證其注意義務之範圍已包含新型專利權人明

知或可得而知的現有技術，實已盡相當之注意，仍無法脫免其責任。 

換言之，現行專利法第117條但書規定新型專利權人須有「基於新型專利技術

報告之內容」且「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之累積適用，方能有效舉反證推翻本條本文

之法律推定，而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推定被告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的過

失以及「對於他人之權利或利益造成損害」的過失，被告只要擇一適用之，即無責

任。所以，此二條文之構成要件並不相同，依請求權競合理論之請求權相互影響

說130，原告得擇一行使131。原告若行使民法第184條第2項，則本條項之適用應受現

行專利法第117條的構成要件之影響，新型專利權人舉反證時應累積適用「基於新

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和「已盡相當之注意者」。當違反現行專利法第116條之

情形（不以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為限）時，即再無可能舉反證免責。 

(六) 違法性 

只要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的行為造成他人之權利或利益受侵害的結果，除非具

有阻卻違法事由外，其違法性已被推定（結果不法說）132。此要件旨在確定加害人

                                                        
130 或稱「請求權規範競合說」，參見王澤鑑，註4書，85頁。 
131 學說上對於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適用有特殊見解，參見顏佑紘，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

侵權責任之研究，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342頁：「本文之所以認為別

有侵權責任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時，行為人無庸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負侵

權責任，其理由有二，一為若該侵權責任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係一推定過失責任時，則再要

求行為人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負侵權責任實際上並無意義；而更重要者係第

二點理由，亦即該侵權責任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可能有其特殊規範設計，若貿然使違反規定之

行為人亦應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負侵權責任，則將可能架空該侵權責任之特

殊規範設計，因此為避免此一不當結果之發生，必須別無侵權責任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

時，行為人始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規定負侵權責任。」 
132 陳聰富，論侵權行為法之違法性概念，月旦法學雜誌，2008年4月，155期，174頁；顏佑

紘，同前註，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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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行為客觀上違反法規範價值，亦即其行為不符合社會上之期待133。 

伍、結 論 

新型專利權人依據舊法第105條推定過失之規定，負不當行使權利之損害賠償

責任的前提是，其無法證明其對於新型專利之初步有效性認定並無欠缺，也無法證

明未違反不侵權他人之權益之注意義務。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係基於新型專利技

術報告，乃其盡注意義務的基本規定，並不以此為限；新型專利權人若可合理預見

被告後續提出之另一技術報告或抗辯專利權無效（或舉發申請）之證據，仍應隨時

注意其等是否可破壞新型專利之初步有效性認定，否則即有過失之虞。於此情形，

亦可該當於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的獨立侵權行為類型。 

現行專利法第117條已加重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之注意義務，新型專利權人

行使權利時，除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或與之相同的外部專家意見）之內容外，

亦應就技術報告法定審酌範圍內和外明知或可得而知會導致權利無效的證據一併注

意，缺一不可，否則即有過失之虞。實務上所稱「徵詢專業意見確認侵害事實」概

與本條規範新型專利之初步有效性認定無涉。新型專利權人持續行使權利的過程

中，只要可合理預見可破壞新型專利之初步有效性認定者，若無法自行判斷，即應

徵詢外部專業意見134，以形成對其權利內容之有效性的確信，方屬已履行相當之注

意義務。 

                                                        
133 陳聰富，同前註，180頁。 
134 依參考判決9，申請技術報告費用為訴訟之必要費用，則此項徵詢外部專業意見之費用亦屬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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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Alice時代電腦軟體 
專利說明書撰寫之研究 

葉昭蘭*、劉國讚** 

壹、前 言 

2014年6月19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下稱

「最高法院」）公布Alice v. CLS案1（下稱「Alice案」）判決，其結果對電腦軟體

相關發明之可專利性產生極大影響。此案判決後至今，電腦軟體專利標的適格性

（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風險，無論在審查中或訴訟中，均高度增加。Alice案判

決後長達半年時間，無任何一案專利在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判決中通過適格性考驗。而Alice案判決發布

當時及之後，在美國專利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之電子商務軟體專利申請案亦大受影響，如何掌握美國專利法第101條專

利適格性之判斷準則，如何撰寫說明書及適格請求項等等，成為眾多相關從業者傾

力關注之議題。 

Alice案判決後（下稱「後Alice時代」）至今，最高法院建立的「二步驟架構」

（two-step framework）檢驗已成為CAFC判斷專利適格性之主要測試流程及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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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lice Corp. v. CLS Bank Int’l, 134 S.Ct. 2347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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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CAFC之適格性案例以每年近30件之量陸續出爐2，然而法院如何操作這些判斷

準則仍然困擾不少從業者。 

統計Alice案之後直至2017年底，CAFC發布了專利標的適格性判決共71件，通

過適格性檢驗之案例僅有9件，且多半集中在2016年之後，亦即，後Alice時代通過

適格性考驗之案件比例不及13%。因此，雖然2014年年中之後專利適格性議題即持

續受到關注，但正面案例產出速度緩慢，直至2017年才累積稍具規模之數量，以資

研究CAFC的適格性判斷準則。 

關於Alice案之後的CAFC判決研究，已經有相關的文獻3，多年來實務界雖然已

瞭解其判斷原則，也清楚許多專利案被認定為抽象概念而無效。但專利說明書與申

請專利範圍究竟該如何撰寫才能通過審查，必須從通過CAFC的適格性考驗事件方

能得知。本文以後Alice時代，CAFC於2016及2017年所判決6件正面適格性之案例見

解，探討最高法院所建立之「二步驟架構」適格性判斷準則關鍵，並對「發明概

念」提出相關問題進行探討，此外針對如何提高通過101專利適格性審查機會，提

出說明書及請求項之撰寫建議。 

貳、美國最高法院Mayo及Alice案二步驟判斷原則 

最高法院在2012年Mayo v. Prometheus案（下稱「Mayo案」）判決中首次使用

「二步驟架構」來判斷發明是否屬於美國專利法第101條之適格客體，此判斷方式

相較過往長期以來之判決先例有著極大的轉變。兩年後，最高法院做出眾所矚目的

Alice案判決，美國關於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之專利適格性判斷自此開啟了新頁。此後

美國專利訴訟中相關之101法條專利適格性爭議案件，無論專利請求項之司法例外

（ judicial exception）類型是否屬於如Mayo案之「自然法則」，即便是「抽象概

念」類型之司法例外，亦同樣使用二步驟架構進行判斷，且無論在美國各州地方法

院或是CAFC，幾乎均依循此架構進行判斷而持續至今。 

                                                        
2 USPTO, https://www.uspto.gov/patent/laws-and-regulations/examination-policy/subject-matter- 

 eligibility (ieg-sme_crt_dec.XLSX) (last visited May 20, 2018). 
3 劉國讚、徐偉甄，美國Alice判決後電腦軟體之可專利性的美歐調和，專利師，2015年10

月，23期，94-1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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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二步驟架構」檢驗分析法，乃一專利標的適格性判斷之流程及原則，首

先，第一步驟先判斷請求項是否指向不具專利適格性之基本原理原則（即101法條

之司法例外三類型：「自然法則」、「自然現象」、「抽象概念」），如結果為否

定，則具專利適格性，反之，如第一步驟之結果為肯定，則繼續進入第二步驟檢

驗；第二步驟，判斷請求項中額外的元件（the additional elements）在單獨或「作為

有序組合」（as an ordered combination）情況下，是否顯著超過（ significantly 

more）前述不適格之基本原理原則本身，可否轉化請求項之本質（ transform the 

nature of the claim）成為專利適格之應用，此第二步驟即尋找「發明概念」

（inventive concept）。 

Mayo案以及Alice案已經有文章討論4，本文不再贅述，但為了方便進行後續討

論，以下仍就Alice案做簡要介紹並介紹USPTO最新版MPEP針對適格性審查之相應

基準更新重點。 

一、Alice v. CLS案 

CLS（CLS Bank International and CLS Services Ltd.）於地方法院提起確認訴

訟，主張Alice（Alice Corporation）之美國專利第5,970,479號等4件專利無效，Alice

提起反訴，指控CLS侵害其該4件專利，地方法院准予專利無效簡易判決聲請。此後

本案兩度進出CAFC，Alice並向最高法院提出移審令請求，最高法院於2014年6月19

日作出維持CAFC全院法官聯席之479等4件專利系爭請求項無效之判決。 

因篇幅有限，本文僅列示479專利代表方法請求項33內容如下： 

「33.一種在各方之間交換債務（exchanging obligations）的方法，每一方於交

換機構（exchange institution）各自持有一信用紀錄（debit record）和一借方紀錄

（debit record），該信用紀錄和該借方紀錄用以交換預定債務，該方法包括以下

                                                        
4 何美瑩、許維蓉、鄭中人，變動中的可專利客體適格性判斷標準──「Mayo v. Promethus

案」之後，專利師，2012年7月，10期，23-56頁。陳龍昇，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Alice v. 

CLS bank案探討電腦軟體專利適格性，萬國法律，2014年8月，196期，13-20頁。吳科慶、

林育弘，由CLS v. Alice案看美國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審查基準之變革趨勢分析，智慧財產權

月刊，2013年9月，177期，6-22頁。劉國讚、徐偉甄，電腦軟體之專利標的適格性在美國的

演變──從Bilski到Alice判決，專利師，2015年7月，22期，94-1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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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a)建立每個利益相關方的影子信用紀錄（shadow credit record）和影子借方紀

錄（shadow debit record），由一監管機構（supervisory institution）從該交易機構獨

立持有； 

(b)從每個交換機構獲得每個影子信用紀錄和影子借方紀錄的開始日餘額（start-

of-day balance）； 

(c)對於導致交換債務的每筆交易，該監管機構調整各方的影子信用紀錄或影子

借方紀錄，在任何時候，只允許那些不會造成該影子借方紀錄值小於該影子信用紀

錄值的交易，且每個調整紀錄按時間順序進行；以及 

(d)在當天結束時，該監管機構指示該交易機構之一根據上述允許之交易調整，

交換信用或借方至各方之該信用紀錄及該借方紀錄，該信用及該借方係放置於交易

機構之不可撤銷及不隨時間變化之債務。」 

在第一步的檢驗中，最高法院以2012年時該院判決之Bilski案5作為類比，於判

決文中說明本案即如 Bilski 的風險對沖（ risk hedging ）一樣，中介式結算

（intermediated settlement）概念是「在我們的商業體系中長期盛行的一個基本的經

濟活動」。因此得到「Bilski案的風險對沖概念與此處的中介結算概念之間沒有明

顯的區別，兩者都在抽象概念的範圍內」之結論。於是，系爭請求項進入第二步檢

驗。 

在Mayo的第二步檢驗，最高法院認為，使用電腦創建和維護「影子」帳戶相當

於電子記錄只是電腦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即便考慮到「作為一種有序的組合」，從

整體上看，系爭請求項仍只是簡單地列舉了通用電腦執行的中介結算的概念，「沒

有對改進電腦技術進行具體或限制的敘述……」。因此，最高法院就Mayo第二步檢

驗的結論為：只需要通用電腦實現的方法權利要求，不能將該抽象概念轉化為專利

發明。 

至於本案系統請求項與媒體請求項之專利適格性，最高法院認為，事實上幾乎

每個電腦均包括能夠執行方法請求項所要求的基本計算，儲存和傳輸功能的「通信

控制器」和「數據儲存單元」。因此，最高法院結論為本案系統請求項與媒體請求

                                                        
5 Bilski v. Kappos, 130 S.Ct. 3218, 323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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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主張，對底層的抽象概念沒有任何實質內容，也均不具備專利適格性。 

二、美國專利審查程序手冊MPEP 

USPTO在2018年1月更新了MPEP（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成

為第9版、2017年第8次更新之MPEP（Ninth Edition, Revision 08. 2017, Last Revised 

January 2018），近年來困擾不少申請人的專利適格性審查，USPTO也做了大幅度

的編修，彙整了先前存放於專頁上的分散資料，系統性地放入MPEP新的章節

2106.03至2106.076。MPEP 2106章節以一分析流程圖（如圖1）來指引審查人員判斷

一請求項是否符合101法條專利標的適格性標準之步驟，此稱為二步驟檢測法（two-

part test ） ， 其 係 遵 循 最 高 法 院 於 Mayo 案 判 決 中 制 定 之 Mayo 測 試 框 架

（framework）。 

MPEP審查流程之步驟2A──「司法例外」測試，即為最高法院Mayo測試第一

部分（步驟一），為確定請求項是否針對抽象概念、自然法則或自然現象。如果請

求項涉及司法例外，即進入MPEP審查流程之步驟2B──「顯著超過」測試，此為

最高法院Mayo測試第二部分（步驟二），係為確定請求項是否列舉了比司法例外更

多的額外要件，最高法院稱為尋找「發明概念」。 

若有一類型請求項，從整體上來看，很明顯不打算占用任何司法例外，以致其

他人不能實踐，則無論該請求項有或無陳述司法例外，可適用精簡的適格性分析做

判斷。此類請求項無需進行全面分析，因為其適格性是不言自明的（ self-

evident）。當然，若針對那些在完整分析步驟2B之後，應不符合適格性的請求項，

則不適合精簡分析，因其缺乏不言自明的適格性。 

針對旨在明確改進電腦相關技術的請求項，亦不需要完整的適格性分析。另

外，除了電腦技術的改進之外，針對其他技術或技術過程的改進之請求項可能也可

不需要進行完整的適格性分析審查。 

MPEP提到，如果技術或電腦功能之改進並不明顯，審查人員還是應該進行完

整的適格性分析。此類型個案請求項可能先被視為指向抽象概念，而後於尋找發明

                                                        
6 USPTO MPEP 2106, https://mpep.uspto.gov/RDMS/MPEP/current#/current/d0e197004.html (last 

visited Apr. 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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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步驟時，因為該系爭請求項提出了「基於技術的解決方案」（a technology-

based solution），並且遠遠超過所述的抽象概念，而最終被判為符合專利適格性。 

 

 

 

 

 

 

 

 

 

 

 

 

 

 

 

 

 

 

 

 

 

 

 

 

資料來源：USPTO MPEP 2106 (Ninth Edition, Revision 08. 2017, Last Revised January 2018). 

圖1 產品與方法之專利標的適格性測試流程圖（Rev.08.2017, January 2018 2100-16） 

整體看待請求項，建立最寬度合理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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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後Alice時代通過CAFC檢驗之案例 

本文探討6件CAFC認為符合專利標的適格性案例，依序為Enfish v. Microsoft

案7、Bascom v. AT&T案8、McRO v. Bandai案9、Amdocs v. Openet案10、Thales 

Visionix v. U.S.案11及Visual Memory v. Nvidia案12，每案主要就專利標的適格性爭議

之代表請求項進行說明。 

一、Enfish v. Microsoft案 

Enfish（Enfish LLC）於地方法院指控Microsoft（Microsoft Corp.）的ADO.NET

產品侵害其美國專利第 6,151,604號及第 6,163,775號兩項專利，地方法院准予

Microsoft提出專利無效簡易判決（summary judgment）之聲請。Enfish因而向CAFC

提出上訴，CAFC審理後於2016年5月12日推翻地方法院判決並發回重審。 

本案’604專利係關於一種表格模式的資料庫邏輯架構，其中表格的行對應到資

料記錄，而表格的列包含紀錄的屬性。根據專利說明書，此項以表格為基礎的模式

由於將所有資料保存於單一表格內，而且每一個縱列（column）可以透過表格中其

他行的紀錄加以定義，因此具有特定的自我參照（self-referential）功能，與傳統資

料庫架構係將資料儲存在不同的表格相比，此發明具有明顯改善傳統資料庫效率的

功能。 

例如，公司龐大的專案計畫資料通常有許多相應的專案名稱、作者、位址、類

型等等需儲存資料，傳統軟體處理係設計多個表格，再以指標方式串聯指向一筆筆

資料，此方式架構需要較大的記憶空間，且資料串聯固定，存取彈性不足。’604專

利採用單一表格即可儲存所有屬性資料，並且可將表格之列資料定義同一表格之行

資料（即自我參照表格意義），此種特定的邏輯架構可節省資料搜尋時間，並提升

存取靈活度。 

                                                        
7 Enfish LLC v. Microsoft Corp., 822 F.3d 1327 (Fed. Cir. 2016). 
8 Bascom Global Internet Services, Inc. v. AT&T Mobility LLC, 827 F.3d 1341 (Fed. Cir. 2016). 
9 McRO, Inc. v. Bandai Namco Games America Inc., 837 F.3d 1299 (Fed. Cir. 2016). 
10 Amdocs (Israel) Ltd v. Openet Telecom, Inc., 841 F.3d 1288 (Fed. Cir. 2016). 
11 Thales Visionix Inc. v. United States, 850 F.3d 1343 (Fed. Cir. 2017). 
12 Visual Memory LLC v. Nvidia Corp., 867 F.3d 1253 (Fed. Ci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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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Table 

ID Title Address Author

1 PROJECT PLAN C:\WORD\PROJ.DOC 1 

 

 

 

Person Table 

ID Label Employed By 

1 SCOTT WLASCHIN 1 

 

 

 

Person Table 

ID Label Aaddress 

1 DEXIS 117 EAST COLORADO

圖2 習知技術之資料庫資料儲存架構 

 

圖3 ’604專利之資料庫資料儲存表格架構（自我參照表格） 

Document.Author     refers to     Person.ID 

Person.ID. Employed_By     refers to     Company.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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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請求項為’604專利系統請求項17，其內容為： 

「17.一種用於電腦記憶體的數據存取系統，包括：用於根據邏輯表配置該記憶

體的裝置，該邏輯表包括：多個邏輯行，每個該邏輯行包括用於標識每個該邏輯行

的對象標識號（object identification number, OID），每個該邏輯行對應於一資訊紀

錄；與該多個邏輯行相交的多個邏輯列以定義多個邏輯單元（logical cells），每個

該邏輯列包括用於標識每個該邏輯列的OID；以及用於索引（indexing）儲存在該表

中的數據的裝置。」 

請求項 17係使用手段功能用語之語法，根據美國專利法第 112條第 6段

（ 2006），地方法院將該「依據邏輯表格之配置記憶體手段」（ means for 

configuring said memory according to a logical table）的語言解釋為需要4步驟之演算

法： 

(一)在電腦記憶體中建立不需要在電腦記憶體中連續儲存的邏輯表，該邏輯表

由行和列組成，該些列對應於記錄，該些行對應於區段或屬性，且該邏輯表能夠儲

存不同種類的紀錄。 

(二)分配每個行和列一個對象標識號（OID），當儲存數據時，可以充當指向

相關聯的行或列的指針，並且可以在數據庫之間具有可變長度。 

(三)對於每一行，將關於該行的資訊儲存在一列或多列中，通過建立新的行定

義，將表自我參照（table self-referential），附加到邏輯表中，可供立即使用新的行

紀錄。 

(四)在由行和列的交集定義的一個或多個單元格中，儲存和取出數據，其可以

包括結構化數據，非結構化數據或指向另一列的指標（pointer）。 

CAFC認為在分析判斷Alice/Mayo第一步驟的抽象觀念時，須避免不當的將專利

請求項置於一個過高的抽象層次，以致於與原請求項的語言脫離（untethered），而

過分簡化了請求項自我參照元件。例如，上述演算法的第三步解釋，該表儲存與該

列相同的行的相關資訊，以便可以通過在該表中建立新的行來添加新的列。CAFC

特別指出，地方法院在解釋該手段功能（means-plus-function）請求項時，忽略了該

等請求項並非指向任何形態的儲存資料表格，而是僅指向該專利所請求的電腦資料

庫所特定的自我參照表格。CAFC認為由本說明書的教導支持請求項旨在改進現有

技術，所要求保護的發明實現了與傳統數據庫相比的其他優點，例如增加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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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的搜索時間和更小的記憶體要求。CAFC並特別提到「電腦技術方面的許多進

步包括對軟體的改進，它們本質上可能不被特定的物理實體特徵定義，而是由邏輯

結構和過程來定義。」13以此來肯定軟體的改進也是技術的改進，以軟體改進電腦

技術並不被排除於適格專利之外。 

本案特別之處為系爭請求項17係使用手段功能用語之語法，根據美國專利法第

112條第6段（2006），解讀該請求項範圍時參照說明書解釋為需要四步驟之演算

法，因而得到一特定具體之技術方案，有利於系爭請求項脫離抽象概念範疇。 

二、Bascom v. AT&T案 

Bascom（Bascom Global Internet Services, Inc.）於地方法院指控AT&T（AT&T 

MOBILITY LLC, AT&T Corp.）侵害其美國專利第5,987,606號，地方法院判決606專

利無效，BASCOM公司因而向CAFC提出上訴，CAFC審理後於2016年6月27日撤銷

地方法院判決並發回重審。 

’606專利係關於一種透過遠程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伺服器（ remote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server）以過濾（filtering）網際網路電腦網路檢索到的網際網路內

容，並將其轉發到本地客戶端電腦（local client computer）的方法和系統。該方法

和系統將至少一個過濾方案（ filtering scheme），諸如包容性或排他性過濾器

（inclusive or exclusive filter），和至少一組過濾元件，諸如允許或排除的站點的列

表，匹配到本地客戶電腦所產生的每個網際網路瀏覽請求（access request），且過

濾方案在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伺服器上實現。本發

明特徵是通過在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伺服器上提供單獨的最終用戶可客製化瀏覽控

制過濾和數據儲存，以克服現有技術只有一套過濾標準的缺點。該系統不需要在用

戶現場安裝專用軟體，即可允許用戶選擇過濾方案，且在本地電腦端很難篡改或規

避。以下為’606專利涉訟之系統請求項1、請求項22。 

代表系統請求項1，其內容為： 

「1.一種內容過濾系統，用於過濾由個人控制的存取網路帳戶（ individual 

controlled access network accounts）從網際網路電腦網路檢索的內容，該過濾系統包

                                                        
13 Enfish LLC v. Microsoft Corp., 822 F.3d 1327, 1339 (Fed. Ci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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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本地客戶電腦產生對該各個受控存取網路帳戶的網路瀏覽請求；至少一個過濾

方案；多組邏輯過濾元件；以及耦合到該客戶電腦和該網際網路電腦網絡的遠程網

際網路服務提供商伺服器（remote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server），該網際網路服

務提供商伺服器將每個該網路帳戶與至少一個過濾方案和至少一組過濾元件相關

聯，該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伺服器還從該客戶電腦端接收該網路存取請求，並利用

該關聯的一組邏輯過濾元件執行該關聯的過濾方案。」 

代表請求項為’606專利系統請求項22，其內容為： 

「22.一種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伺服器，用於在遠程客戶端電腦上過濾轉發給受

控瀏覽網路帳戶的內容，該網路帳戶生成網路瀏覽請求，每個網路瀏覽請求包括目

的地址字段，該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伺服器包括： 

多個被排除的站點的排他列表（exclusive-lists of excluded sites），每個受控的

存取網路帳戶與排除的站點的該多個排他列表中的至少一組相關聯；以及過濾方

案，如果該目的地地址存在於該主內含列表（master inclusive-list）上但不存在於該

至少一個關聯的排他列表（associated exclusive-list）上，則該過濾方案允許該網路

瀏覽請求，由此該受控存取帳戶可以唯一地與一組或多組排除網站相關聯。」 

CAFC雖認同「內容過濾」是一抽象概念之見解，但CAFC不同意地方法院對有

序限制組合的分析（analysis of the ordered combination of limitations）。CAFC認

為’606專利系爭請求項描述和要求保護的發明構思是在遠離最終用戶的特定位置安

裝過濾工具，其具有特定於每個最終用戶的可客製化的過濾特徵。這種設計兼顧了

本地電腦上過濾器的好處以及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伺服器上過濾器的好處。 

本案CAFC於第一步驟判斷系爭請求項是針對「過濾網際網路內容」，乃指向

一抽象概念，因此繼續進入第二步驟檢驗；在第二步驟，CAFC認為系爭請求項之

發明概念可以在有限的有序組合中找到：「接收網際網路內容請求的特殊ISP伺服

器，ISP伺服器與特定的用戶、特定的過濾方案和元素相關聯。」此發明概念提供

了一個完全根植於電腦技術的解決方案，解決使用網際網路所面臨之問題，足以將

抽象概念轉化為專利適格之應用，且不會先占在網際網路上或在執行傳統活動的通

用電腦部件上過濾內容的抽象概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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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McRO v. Bandai案 

McRO（McRO, Inc.）於地方法院指控Bandai Namco Games America, LLC等總

共超過20家之電腦遊戲廠商產品侵害其美國專利第6,307,576號以及第6,611,278號，

地方法院判決該些專利不具專利適格性，McRO公司因而向CAFC提出上訴。CAFC

審理後於2016年9月13日推翻地方法院判決並發回重審。 

’576專利係一種用於自動動畫三維人物的嘴唇同步和臉部表情的方法，該方法

與電腦裝置集成在一起，使動畫人物產生準確和逼真的嘴唇同步和臉部表情。例

如 ， 當 角 色 由 靜 默 到 開 始 說 話 ， 將 自 動 地 在 適 當 的 時 間 點 安 插 關 鍵 幀

（keyframe）、臉部表情間進行內插（interpolation）、設定權重（weights），以使

動畫人物的表情與唇形同步自然呈現，且與預先錄製的對話同步說話。發明提供一

種非常快速和成本有效的手段，利用一組規則，該規則將一輸出變形權重14集合串

流（output morph weight set stream）定義為以音素序列（phoneme sequence）及該音

素序列的時間（time of phoneme sequence）為兩種參數生成之函數，並依此產生權

重值。簡言之，針對動畫人物發音與其表情之搭配，習知技術係由人工處理設定權

重，’576專利減少人工操作，自動在適當時間點以多個子序列音素之特定規則設定

不同權重，即可讓動畫自然呈現，且請求項明確記載改善手段方案與技術目的。 

代表請求項為’576專利方法請求項1，其內容為： 

「1.一種用於自動動畫三維人物的嘴唇同步和臉部表情的方法，包括：獲得將

輸出變形權重集合串流（ output morph weight set stream）定義為音素序列

（phoneme sequence）和該音素序列的時間（time of phoneme sequence）的函數之第

一組規則（first set of rules）；獲得具有多個子序列（sub-sequences）的音素的定時

數據文件（timed data file of phonemes）；通過針對該第一組規則評估該多個子序

                                                        
14 Bandai Namco Games America Inc., 837 F.3d at 1305. 「中性模型」是動畫角色的靜止臉部表

情三維表示。角色臉部的其他模型被稱為「變形目標」，並且每個模型表示臉部發音的音

素，這些變形目標和中性模型中的每一個已經在臉上的某些地方確定了稱為「頂點」的點。

中性模型和變形目標之間的這些頂點的位置差的集合形成，表示兩個模型之間的頂點位置變

化向量的「增量集」，對於每個變形目標，存在相應的增量集合。在製作動畫製品時，通常

動畫製作者設定每個增量分配一個從0到1的值，這個值即為「變形權重」，現有技術的動畫

方法通過使用0到1之間的變形權重來生成中間人臉，以將多個變形目標混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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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產生兩個相鄰形態權重組（adjacent morph weight sets）之間的輸出變形權重集

合和多個轉換參數（transition parameters）的中間串流（intermediate stream）；以

期望幀的速率（at a desired frame rate）從輸出變形權重集合的該中間串流和該多個

轉換參數產生輸出變形權重集合的最終串流（final stream）；以及將該輸出變形權

重集合的該最終串流應用於一系列動畫人物，以產生該動畫人物的唇形同步和臉部

表情控制。」 

CAFC首先進行系爭方法請求項1之權利範圍解釋（claim interpretation），並認

為該請求項僅限於評估由多個序列音素組成的子序列的規則。亦即，請求項限制必

須透過該第一組規則評估多個子序列來產生中間形態權重集和轉換參數，若一規則

僅僅評估個別音素，則無法滿足這種限制。因此請求項僅限於具有特定特徵的規

則。請求項本身對第一套規則提出了有意義的要求並足夠明確：他們將變形權重集

合串流定義為音素序列和與該音素序列相關的時間的函數。    

CAFC於第一步驟判斷時認定系爭請求項「以音素序列和該音素序列的時間為

參數來生成函數，並產生輸出變形權重集合串流之非傳統規則」提出了有意義的限

制並足夠明確，係一針對三維電腦動畫功能的技術改進，非指向抽象概念，且系爭

請求項並無先占所有自動化唇形與表情同步方法之虞，因此在第一步驟後即結束檢

驗，判決系爭請求項為專利適格性標的。 

四、Amdocs v. Openet案 

Amdocs（Amdocs Limited）於地方法院指控Openet（Openet Telecom, Inc.與

Openet Telecom, Ltd.之合稱）旗下軟體產品侵害其美國專利第7,631,065號、第

7,412,510號、第6,947,984號及第6,836,797共4件專利。地方法院判決此4件專利無

效，Amdocs公司因而向CAFC提出上訴。CAFC審理後於2016年11月1日推翻地方法

院判決並發回重審。 

本案’065專利等4件系爭專利均為美國專利第6,418,467號之延續案或部分延續

案，提供了一種監控並記錄網路活動及處理網路計費資訊的系統和方法，傳統使用

龐大的中央資料庫，造成龐大資料流量嚴重影響網路。系爭專利透過分散式架構來

降低網路的衝擊，於接近資源之處進行資料收集與處理，無須採用龐大的中央資料

庫；’065專利涉及用於在基於網路的過濾（filtering）和聚合（aggregating）平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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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數據的系統，方法和電腦程式，以及用於增強網路記帳數據記錄的相關裝置，

簡言之，專利涉及一種網路帳號資料處理的技術，使不同來源的使用者帳號彙聚在

一個平台上，此平台採集追蹤各使用者在網路上的行為，以加強記錄並進行計費。

專利請求項記載關於不同網路來源的資料彙集與整合。為節省篇幅，本文僅討

論’065專利，’065專利代表媒體請求項1，其內容為： 

「1.一種體現在電腦可讀儲存媒介（a computer readable storage medium）上用

於處理網路計費資訊（network accounting information）的電腦程式產品，包含：用

於從第一來源接收第一網路計費紀錄的電腦碼（computer code）；用於將該第一網

路計費紀錄與可從第二資源獲得的計費資訊相關聯（correlating）的電腦碼；以及用

於使用與第一網路計費紀錄相關聯的計費資訊來增強（enhance）第一網路計費紀錄

的電腦碼。」 

CAFC首先確認了地方法院針對請求項中「增強」（enhance）一詞的解釋，意

義為「以分散式方式應用一些場域增強」（to apply a number of field enhancements 

in a distributed fashion）。並在如此解讀之下，批准了地方法院將「以分散式方式」

（in a distributed fashion）以及「接近資料庫源」（close to the source）之網路資訊

需求讀入到「增強」這個術語中。 

本案CAFC判斷’065專利適格性方式較為特別，雖然基本上還是遵循二步驟架

構檢驗分析概念，但判斷流程並未嚴謹地依此二步驟順序來進行，而是採先前判例

比較法，將’065專利系爭請求項與自Alice案之後5件請求項性質與本案相近之CAFC

適格性先例進行比較，做為判決依據，該5件先前判例之其中3件為不適格先例：

Digitech案 15、Content Extration案 16、TLI案 17，另2件為適格先例：DDR案 18、

BASCOM案。 

然而CAFC認為從宏觀角度來看，’065專利系爭請求項1可以被描述為「專注於

關聯兩個網路計費記錄以增強第一個記錄」（enhance the first record），還可以用

                                                        
15 Digitech Image Techs., LLC v. Electronics for Imaging, Inc., 758 F.3d 1344, 1350 (Fed. Cir. 2014). 
16 Content Extraction and Transmission LLC v. Wells Fargo Bank, N.A., 776 F.3d 1343, 1347 (Fed. 

Cir. 2014). 
17 In re TLI Communications LLC v. AV Automotive LLC, 823 F.3d 607, 613 (Fed. Cir. 2016). 
18 DDR Holdings, LLC v. Hotels.com, L.P., 773 F.3d 1245, 1259 (Fed. Ci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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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式來描述，例如「包含用於接收初始資訊的電腦程式碼之電腦程式，用於將

該初始資訊與附加資訊相關聯，以及使用該附加資訊來增強初始資訊（enhance the 

initial information）」。重點即在於請求項中之「增強」（enhance）一詞，CAFC認

為在此之「增強」其運作可參考專利說明書中之相關說明「採集器提供增強功

能。……採集器也以分散式方式運行」，請求項1包括此「增強」限制而足以成為

適格，因為「增強」對應之系爭專利「分散式架構」及「就近彙整到離最近之資料

庫」得以解決網路資料龐大之特定技術問題，正如專利所強調，此分散式增強是對

現有技術的重要改進，有助於提高系統本身的性能。 

因此，加上審視’065專利說明書內容之後，CAFC認為系爭請求項1包含了分散

式架構之限制，在適格性之判斷上可類比於通過適格性考驗之DDR案與BASCOM

案。當請求項限制被單獨考慮並作為有序的組合時，分散式架構提供了發明概念。

因為分散式的遠程增強產生了非常規的結果，減少了數據流量並減小了數據庫的可

能性。此種安排也未被廣泛描述而引起先占問題，其僅限於特定系統。 

五、Thales Visionix v. U.S.案 

Thales Visionix（Thales Visionix, INC.）於美國聯邦索賠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Federal Claims）指控美國政府F-35聯合攻擊戰鬥機中的頭戴式顯示器

（helmet-mounted display, HMDS）侵害其美國專利第6,474,159號。美國聯邦索賠法

院判決159專利無效，Thales Visionix公司因而向CAFC提出上訴。CAFC審理後於

2017年3月8日推翻美國聯邦索賠法院之判決並發回重審。 

’159專利係一種跟蹤物體相對於移動參考座標系（moving reference frame）之

移動的系統，例如跟踪移動平台（例如飛機）上之物體（例如頭盔）的系統。傳統

採用物體跟踪器及平台跟踪器係相對於地球之感測，誤差校正感測則是相對於移動

平台感測，此方式有精準度的缺陷。專利中公開的慣性傳感器（inertial sensor ）不

使用測量相對於地球的慣性變化的傳統方法。移動平台的慣性傳感器直接測量平台

座標系（platform frame）中的重力場（the gravitational field），物體慣性傳感器計

算相對於移動平台座標系（frame of the moving platform）的位置資訊，通過改變參

考座標系（reference frame），系爭專利將物體跟踪器改為根據相對移動平台感測，

能夠在不需知道高度、移動平台之方向等資訊下就能夠有效跟踪物體。由於像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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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移動平台之運動比地球的旋轉更加動態和不可預測，一個傳統的系統（測量

相對於地球的慣性數據）難以精確計算移動平台上物體的慣性數據，以’159專利方

法，基於不同參考座標系的傳感器布置和計算的組合，可消除關於地球的慣性計算

來降低誤差。請求項記載發明與習知技術之差異，亦即物體跟踪器信號係根據相對

移動平台感測所得，而非來自相對於地球之感測。 

代表第一組請求項為’159專利系統請求項1，其內容為： 

「1.一種用於跟踪物體相對於移動參考座標系（moving reference frame）之移

動的系統，包括：安裝在被跟踪物體上的第一慣性傳感器（inertial sensor）；安裝

在移動參考座標系上的第二慣性傳感器；以及適於接收（adapted to receive）來自該

第一慣性傳感器和第二慣性傳感器的信號並且被配置為基於從該第一慣性傳感器和

該第二慣性傳感器接收到的信號來決定該物體相對於該運動參考座標系的方位

（orientation）的元件。」 

代表第二組請求項為’159專利方法請求項22，其內容為： 

「22.一種方法，包括：決定物體相對於移動參考座標系的方位，基於從分別安

裝在該物體上和該移動參考座標系上的兩個慣性傳感器信號。」 

CAFC認為系爭請求項涉及使用慣性傳感器在非傳統系統和方法的方式，以減

少測量移動物體相對於移動參考座標系（moving reference frame）的位置和方位的

誤差。正如針對定義在通用電腦設備上運行的數據庫的新的和有用的技術的請求項

是專利適格的19，本案也是針對使用新的和有用的技術傳感器以更有效地追蹤移動

平台上的物體，因此’159專利請求項不指向抽象概念。且系爭請求項指定了慣性傳

感器的特定配置以及使用來自傳感器的原始數據的特定方法，以更精確地計算移動

平台上的物體的位置和方位，請求項試圖僅保護物理學應用於所公開的傳感器的非

常規配置。 

本件Thales Visionix v. U.S.案，CAFC於第一步驟判斷時認定系爭請求項「指定

了慣性傳感器的特定配置，以及使用來自傳感器的原始數據的特定方法」可減少測

量相對位置和移動物體的方位的誤差，係一針對運動跟踪系統的技術改進，非指向

抽象概念，因此在第一步驟後即結束檢驗，判決系爭請求項為專利適格性標的。 

                                                        
19 Enfish LLC v. Microsoft Corp., 822 F.3d 1327, 1337-38 (Fed. Ci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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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Visual Memory v. Nvidia案 

Visual Memory（Visual Memory LLC）於地方法院指控Nvidia侵害其美國專利

第5,953,740號。地方法院判決’740專利無效，Visual Memory公司因而向CAFC提出

上訴，CAFC審理後於2017年8月15日推翻地方法院判決並發回重審。 

’740專利係一種電腦記憶體系統，可連接中央處理器並具有基於中央處理器特

性的可編程操作特徵（Computer memory system having programmable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characteristics of a central processor），該記憶體系統包括幾

個快取記憶體（cache）和連接到總線（bus）的主記憶體（main memory）。’740專

利目的是透過可編程操作特徵，讓快取記憶體有效地與不同類型的處理器運作，而

不會讓系統效能降低。傳統的記憶體系統針對適用的處理器有特定的設計，若搭配

不同處理器會降低效率，因此缺乏可轉換性；而’740專利提出三層記憶體階層的架

構，以一主記憶體搭配三個快取記憶體，來解決傳統記憶體系統的缺點，使其能適

應各式處理器。 

代表系統請求項為’740專利請求項1，其內容為： 

「1.一種可連接到處理器並具有一個或多個可編程操作特徵（programmable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的電腦記憶體系統，該特性是由該電腦根據該處理器的

類型（type of said processor）進行配置（configuration）來定義的，其中該系統可通

過總線（bus）連接到該處理器，該系統包括：連接到該總線的主記憶體（main 

memory）；以及連接到該總線的快取記憶體（cache）；其中該系統的可編程操作

特徵確定由該快取記憶體儲存的數據的類型。」 

此外，依附於請求項1之其他附屬項亦進一步定義可編程操作特徵，即，確定

快取記憶體是否儲存了代碼和非代碼數據（請求項2）以及快取記憶體是否緩衝儲

存（buffering of data writes）來自總線主控器和處理器的數據（請求項3）。 

如同前述Enfish案，CAFC多數法官於第一步驟判斷時認定請求項1要求記憶體

系統「具有一個或多個可編程操作特徵，該特徵通過該電腦基於該處理器類型的配

置來定義」，以及「確定由該快取記憶體儲存的數據的類型」。系爭專利說明書及

請求項「要求一種具有主記憶體和快取記憶體的記憶體系統，其中該記憶體系統由

基於連接的處理器類型來配置快取記憶體的可編程操作特徵」係一針對電腦功能的

技術改進，非指向抽象概念，’740專利的教導可避免為每種類型的處理器設計單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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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記憶體系統，可降低成本並提升記憶體系統效能。因此在第一步驟後即結束檢

驗，判決系爭請求項為專利適格性標的。 

本案特別的是，多數法官引用很多系爭專利說明書內容來解釋請求項的優點與

其可實施性。從本案判決法官的幾項觀點可發現，專利說明書記載內容似乎也成為

判斷專利適格性的依據。 

七、正面適格性案例小結 

電腦軟體類發明提案欲申請美國專利時，應留意專利適格性議題，可預先檢視

請求項是否落入法院已提出之抽象概念，即使宏觀來看發明目的與抽象概念範疇接

近（例如Bascom v. AT&T案之過濾網際網路內容，被CAFC在步驟一視為一組織人

類行為的方法，屬抽象概念），仍有機會因具備發明概念而成功轉化。此時更須謹

慎處理請求項撰寫方式，避免引述抽象概念，而須記載發明之技術手段，此類型請

求項更須特別描述具體限定之技術方案，以凸顯發明概念。 

綜上，可精簡結論：請求項是否具備「發明概念」係專利適格性之關鍵因素，

而「發明概念」之體現，由前述CAFC案例，嘗試歸納出具體而實用之適格性判斷

原則，即「用非習知且特定之技術手段，提供技術上的改進，以解決特定之技術問

題」，或簡要稱之為「特定技術精進解決方案」，建議可作為二步驟分析架構之請

求項適格性輔助判斷原則。 

肆、問題與討論 

一、適格性二步驟架構檢驗中之「發明概念」所指為何？ 

關於「發明概念」意涵之演進，2012年Mayo及2014年Alice兩案之法院判決見

解，「發明概念」（inventive concept）曾一度被解讀為接近新穎性或非顯而易見性

之意涵。Mayo案中，最高法院在第二步驟判斷適格性時提到，系爭請求項中之「判

定」步驟方法告訴醫生如何測量，而該判斷方法在所屬技術領域中已為人知，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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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領域科學家以前已經在做、已被瞭解、日常的、傳統的活動20。且最高法院在

Mayo案判決文中亦述及「在評估附加步驟的重要性時，101法條專利適格調查和102

法條新穎性調查有時可能會重疊，但並非總是如此，且若將專利適格審查完全轉移

到後面部分，其風險會造成更大的法律不確定性」21。而Alice案中，最高法院判決

見解亦提到：「將系爭請求項元件分開來看，電腦在過程中每個步驟所執行的功能

都是『非常傳統的』，使用電腦創建和維護『影子』帳戶相當於電子記錄只是電腦

最基本的功能之一。」22，凡此均易令人產生「適格性」意涵似乎與「新穎性」或

「非顯而易見性」接近之聯想。 

觀察此見解之核心精神，應是彰顯專利權之授予關鍵在於技術貢獻，蓋發明所

解決的是技術領域問題，而得到技術上的精進，該問題係軟體專利工程師所面臨之

問題，而非一般大眾的問題，若發明中電腦的使用並非只是單純取代人工，提高作

業效率或正確性，而是原來已有電腦或網路的做法，但可能不夠快（例如前述 

Enfish v. Microsoft案），或不夠客製化（例如前述Bascom v. AT&T案），或用網路

處理有網路處理所遭遇的問題（例如DDR Holdings v. Hotels.com案，傳統網路使用

情況無法將客戶留在原網站），所以發明要解決的是此類之技術問題，必須運用某

一技術手段後得到電腦或網路功能之技術上的精進，而非只是單純把電腦或網路當

成工具取代人工作業，如此方屬接近適格性之「發明概念」意涵。 

二、「發明概念」與新穎性或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準則差異 
為何？ 

2018年2月8日Berkheimer v. HP, Inc.案23判決後，USPTO針對審查人員先是在

2018年4月19日發布了「因應Berkheimer v. HP, Inc案之101適格性審查程序修改」備

忘錄24（Memorandum - Revising 101 Eligibility Procedure in view of Berkheimer v. HP, 

                                                        
20 Mayo Collaborative Servs. v. Prometheus Labs., Inc., 132 S.Ct. 1289, 1298 (2012). 
21 Prometheus Labs., Inc., 132 S.Ct. at 1304. 
22 CLS Bank Int’l, 134 S.Ct. at 2359. 
23 Berkheimer v. HP, Inc., 881 F.3d 1360 (Fed. Cir. 2018). 
24 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memo-berkheimer-20180419.PDF, posted  

 April 19, 2018 (last visited June 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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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繼之又在2018年5月7日發布101「專利標的適格性：習知的，常規的，傳統

的活動」訓練資料25（Training: Well-Understood, Routine, Conventional Activity）。

備忘錄中提到：關於請求項額外元件是否代表了「習知的，常規的，傳統的活動」

與35 U.S.C. 102新穎性及35 U.S.C.103非顯而易見性之相較於先前技術的可專利性係

不同的問題，因為即使在35 U.S.C.103規定下，顯示額外元件是顯而易見的，或甚

至在35 U.S.C.102規定下，額外元件缺乏新穎性，都不足以建立額外元件在相關領

域中係「習知的，常規的，傳統的活動」。 

此外，訓練資料中強調審查人員若引用書籍等出版物表明額外元件係「習知

的，常規的，傳統的活動」，則僅僅在單個專利或已公開申請案中找到額外元件，

並不足以證明該額外元件係「習知的，常規的，傳統的活動」，除非該專利或公開

申請表明該額外元件在相關領域中是普遍使用或常用的。亦即，新穎性和非顯而易

見性之規定較嚴謹，只要某先前技術曾公開出現，即構成違反102新穎性或103非顯

而易見性規定之風險，但要構成違反101適格性風險，必須審查人員所找到之先前

技術文件中已表明該額外元件是普遍而常用的。 

適格性要件與非顯而易見性要件之審查存在差異，額外元件之「顯著超過」或

具備「發明概念」，僅是讓請求項脫離抽象概念，或說將抽象概念轉化成應用達到

專利適格條件，但是否有其他相近前案之揭露，使該發明之請求失去新穎性或非顯

而易見性，則又是另一層次之問題。 

三、如何撰寫請求項及專利說明書，以取得電腦軟體專利 
並維持專利有效性 

相關資料顯示，聯邦最高法院Alice案判決結果影響最大為電腦軟體結合商業方

法的類型26，其他電腦軟體專利亦受影響，有鑑於此，後續在申請電腦軟體專利之

                                                        
25 https://www.uspto.gov/patent/laws-and-regulations/examination-policy/subject-matter-eligibility  

 Training: Well-Understood, Routine, Conventional Activity (berkheimer-training-20180427.pptx), 

posted May 7, 2018 (last visited May 11, 2018). 
26 JEFFREY A. LEFSTIN, PETER S. MENELL & DAVID O. TAYLOR, FINAL REPORT OF THE BERKELEY 

CENTER FOR LAW & TECHNOLOGY SECTION 101 WORKSHOP: ADDRESSING PATENT ELIGIBILITY 

CHALLENG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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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項及說明書撰寫策略上必須有所調整。 

根據相關適格性法院判例及USPTO適格性審查指南，本文建議專利申請人避免

在易被歸類為抽象概念類型之電腦軟體發明請求項中，僅撰寫電腦十分基本的、習

知的功能，例如資料蒐集分析顯示、創建電子記錄、追蹤交易等等，因為此做法極

容易被類比為Alice案；反之，若專利請求項記載能提升電腦本身功能或精進科技技

術領域之手段，即屬於有意義的額外限制，便有較高機會通過「顯著超過」之測試

而符合101法條專利適格性規定。總之，建議請求項要儘可能引述比傳統電腦處理

步驟或功能更多之技術實施方案內容。此外，在撰寫語言的使用上，避免在說明書

中使用過於抽象或類似商務的語言，也避免在請求項中使用被視為人為心智思想的

術語。 

請求項是否具備「發明概念」係專利適格性之關鍵因素，在專利請求項之撰寫

上若能夠掌握呈現法院的判斷檢視原則：具體限定以及技術精進之手段方案，避免

過度上位廣泛的請求項，應即有很大機會在審查之步驟中即不被視為抽象概念。但

申請人若擔心請求項之限定（specific）技術手段過分限縮權利範圍，可考慮多撰寫

幾組不同程度限定之獨立項及附屬項以增加彈性。 

基本上，請求項之具體限定手段方案，需要說明書詳細敘述實施例技術內容以

支持之，實施內容描述愈明確，愈有利請求項技術特徵之解讀。且說明書盡可能描

述一項技術方案如何解決一項技術問題。至於電腦功能或其他技術領域功能改進的

呈現，亦有賴於說明書撰寫時多加著墨發明相較於習知技術的改進，產生的技術功

效，因為觀察本文前述之6件CAFC案例，法院皆以說明書中敘述的優點或是功效作

為通過步驟一或步驟二的理由之一。 

此外，雖然101法條專利標的適格性判斷係以請求項記載內容為主，但由前述

諸多CAFC案例顯示，專利說明書記載內容似乎也成為判斷專利適格性的依據。參

酌說明書內容雖形成某程度的解釋限定或範圍限縮，然此種情況反而有利正面適格

性認定，因為此種聲明較無壟斷或先占所有技術方案之虞。因此衡量情況若有必

要，甚至將請求項以手段功能用語語法撰寫，應有利提高專利適格之機會。 

至於電腦軟體專利申請審查過程中，若遭遇101法條適格性核駁，可以如同克

                                                                                                                                                        

Series, Research Paper No. 254, 3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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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103顯而易見核駁一般，說明發明特徵與先前技術相較，具備可專利性，且表明

請求項之額外元件顯著超過審查人員所認為的抽象概念，並強調請求項並未先占

（preempt）該抽象概念。並且，善用USPTO MPEP適格性審查內容中相對有利申請

人之規定，當請求項被審查人員以抽象概念核駁時，申請人可質疑該所謂的「抽象

概念」是否與法院判決相一致。 

四、電腦軟體專利說明書記載詳細流程圖的重要性 

電腦軟體本身並非實體物件，其產生目的也是為了與電腦硬體協同運作產生特

定之功能，過往許多專利申請人為了取得較大權利範圍，甚至僅於請求項記載軟體

運作之功能或結果，然而現今此種廣泛無具體限定之請求項記載方式，極容易在審

查過程中即被認定為不符合101專利適格性規定而遭核駁，或遇到102新穎性、103

非顯而易見性之核駁，此時若說明書具備足夠詳細的軟體流程說明，就能夠有較多

的機會將說明書內容納入請求項中克服上述核駁，反之則缺乏限縮請求項範圍之可

用素材。 

基於本文前述分析，美國專利適格要素中「發明概念」之體現，須藉請求項之

「特定技術精進解決方案」，而電腦軟體具體技術方案的呈現，有賴在說明書中藉

由詳細之演算法系統化流程圖，搭配說明敘述以強化之。我國現行電腦軟體相關發

明審查基準中述及，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不具技術性而不符合發明之定義的類型之

一為「簡單利用電腦」。「惟若某個方法步驟原本需藉助人類心智活動方能執

行，而發明中以特殊演算法取代人類心智活動，則該演算法可令整體發明具有技

術性」27。在此情況之下，申請人於說明書中藉由系統化流程圖詳細說明該特殊演

算法便顯得十分重要，因為可以彰顯發明的技術性，進而被認定符合發明之定義。 

                                                        
27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彙編，2014年，第2篇第12章電腦軟體相關發明，2-12-3

頁，https://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43191126371.pdf，最後瀏覽日：2018年6月18 

 日。「若在解決問題之手段中，電腦軟體或硬體並非必要，而可由人工取代，或是可由習知

之一般用途電腦執行，而不需藉助特殊演算法，則該電腦軟體或硬體非屬有意義的限制，無

法使原本不符合發明之定義的申請標的被認定符合發明之定義。惟若某個方法步驟原本需藉

助人類心智活動方能執行，而發明中以特殊演算法取代人類心智活動，則該演算法可令整體

發明具有技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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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說明書中透過流程圖將演算法詳細說明清楚的另一重要性是，避免在適格性

審查時衍生說明書未明確且未充分揭露，無法據以實施問題，此為Visual Memory v. 

Nvidia案中Hughes法官於不同意見書中所提28。 

五、軟體專利是否要連結實體，以利導向專利適格結果？ 

於方法請求項中，將電腦軟體與硬體結合，以求符合發明定義或說是通過專利

適格性考驗，是長期以來的迷思。2012年美國最高法院在Bilski案見解「用於決定

發明是否符合專利條件程序，機器轉換測試不是唯一的測試」29，2014年美國最高

法院在Alice案，甚至判決系爭系統請求項如同系爭方法請求項，亦均不符合101適

格性規定，因為最高法院認為，即使是系統請求項，其實質內容仍為抽象概念。因

此「美國在最高法院Alice案之後，藉由通用電腦硬體執行的軟體，無法藉由寫成系

統請求項、可讀取記錄媒體請求項等物之請求項來通過標的適格性審查。」30 

另外，前述案例一Enfish案，系爭請求項之自我參照表是一種特定類型的數據

結構，判決文提到「電腦技術方面的許多進步包括對軟體的改進，它們本質上可能

不被特定的物理實體特徵定義，而是由邏輯結構和過程來定義。」31，由此可見，

請求項未連結實體，僅記載軟體以改進電腦技術並不被排除於適格專利之外。 

六、現階段美國電腦軟體專利適格性判斷與歐洲電腦軟體是否

符合發明定義審查之比較 

歐洲與美國一樣，同屬於軟體產業極發達的地區，歐洲專利局（EPO）亦為世

界重要專利局之一，目前歐洲對於電腦軟體專利的法規制定或保護做法，可與美國

現況作一比較。 

歐洲針對電腦軟體專利是否符合發明定義的審查亦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演變，從

嚴格演變為較寬鬆。現行EPO審查基準有關專利標的適格性之審查規定，特別指出

                                                        
28 Nvidia Corp., 867 F.3d at 1254. 
29 Bilski v. Kappos, 561 U.S. 593, 130 S.Ct. 3218, 3219 (2010). 
30 劉國讚、徐偉甄，註3文，114頁。 
31 Microsoft Corp., 822 F.3d at 1327,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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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EPC第52條的兩個主要的原則之一：請求項之發明必須「整體觀之」（be 

considered as a whole）才能決定專利標的是否具有「技術性」，而何謂技術性，根

據EPO審查基準，申請專利之發明界定了或使用了技術方案（technical means），即

使該技術方案只是使用了習知的一般技術元件，例如電腦、網路、記錄媒體等，都

會賦予所請專利標的技術性，因此物之請求項或含有技術元件之方法請求項，都會

符合EPC第52條第1項規定，亦即可符合發明定義32。依此基準，如上述之商業方法

發明結合單純利用電腦之專利，無論物之請求項或含有技術元件之方法請求項，基

本上均可能符合發明定義，先不論其後續在進步性要件之判斷結果。 

然而，現今商業方法及電腦軟體在美國之適格性二步驟架構檢驗中，均易被視

為抽象概念或不具發明概念，發明概念的體現在於「用非習知且特定之技術手段，

提供技術上的改進，以解決特定之技術問題」，雖與歐洲同樣納入技術之考量，但

美國發明概念所強調之技術手段，其門檻高過上述歐洲發明定義的技術性甚多，在

美國如僅是結合一般通用電腦，將被視為不具發明概念，不符合101適格性，美國

現今判定原則已明顯較歐洲嚴格。 

伍、結 論 

一、專利適格性判斷之各國審查原則觀察 

各國均回到專利制度保護科技之初衷，亦即「技術性」為各國可專利要件之共

同依歸，差別僅在於技術性的重要判斷時點放在可專利性審查順序中之哪一道關

卡。觀察美國、歐洲及我國之審查，若單以專利適格性審查做比較，我國現行專利

審查基準之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判斷原則，頗接近美國的二步驟架構檢驗實質判斷精

神，均不認可「簡單利用電腦」可符合我國之發明定義或美國之適格性，歐洲的發

明定義審查則相對寬鬆，然其在後續新穎性及進步性審查上，進行較嚴格之技術性

審查把關。 

                                                        
32 趙慶泠，電腦軟體專利標的適格性之測試法演進──從歐洲觀察美國，智慧財產權月刊，

2015年，201期，34-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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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提高通過101專利適格性審查機會，對於申請人之建議  

在請求項的撰寫上，提供專利申請人以下建議：(一)記載具體限定以及技術精

進之手段方案，避免過度上位廣泛的請求項，可考慮多撰寫幾組不同程度限定之獨

立項及附屬項。(二)記載能提升電腦本身功能或精進科技技術領域之手段。(三)儘可

能引述比傳統電腦處理步驟或功能更多之技術實施方案內容。(四)善用手段功能用

語語法，有利於被認定為具體限定技術方案。(五)在撰寫語言的使用上，避免使用

過於抽象或類似商務的語言，也避免使用被視為人為心智思想的術語。 

在說明書的撰寫上，提供專利申請人以下建議：(一)詳細敘述實施例技術內

容，實施內容描述愈明確，愈有利請求項技術特徵之解讀，儘可能描述一項技術方

案如何解決一項技術問題。(二)多加著墨發明相較於習知技術的改進，產生的技術

功效，以呈現發明針對電腦功能或其他技術領域功能之改進。(三)記載詳細流程圖

或實施步驟，以清楚界定專利申請範圍，並有利電腦軟體具體技術方案的呈現。 

在遭遇101法條專利適格性核駁之答辯策略上，提供專利申請人以下建議：(一)

如同克服103顯而易見核駁一般，說明發明特徵與先前技術相較，具備可專利性，

且表明請求項之額外元件顯著超過審查人員所認為的抽象概念，並強調請求項並未

先占（preempt）該抽象概念。(二)善用USPTO MPEP適格性審查內容中相對有利申

請人之規定，若被審查人員以抽象概念核駁時，申請人可質疑該所謂的「抽象概

念」是否與法院判決相一致。(三)引用與自己發明請求類型相近之適格性正面案例

之法院見解作為答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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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行專訴字第41號判決 

裁判要旨 

 

 

【專利法】 
【裁判日期】108年2月21日 

【裁判事由】發明專利舉發 

【裁判要旨】 

  一、本件進步性之判斷得參酌現行專利審查基準「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之規

定：專利法所指之發明必須具有技術性，即發明解決問題的手段必須是涉及技術領

域的技術手段。發明專利係保護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其專利要件之審

查原則上應就請求項中所載之全部技術特徵為之。因此，審查發明請求項之新穎性

時，單一先前技術仍需揭露請求項所載之全部技術特徵，始能認定不具新穎性。然

而，由於申請人於電腦軟體相關發明請求項中可能記載有不具技術性之特徵，審查

進步性時，應考量請求項中所載不具技術性之特徵是否有助於技術性。於電腦軟體

相關發明中，若請求項中所載之特徵具有技術性，則該特徵即有助於請求項之技術

性；若特徵不具技術性，則需判斷該特徵是否與具技術性之特徵協同運作後有助於

請求項之技術性；若特徵不具技術性，且未與具技術性之特徵協同運作而非屬解決

問題之技術手段的一部分，則應視為習知技術之運用，且可與其他先前技術輕易結

合。 

  二、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12章「電腦軟體相關發明」第4.2.5「無助於技

術性特徵」定有明文。上述所謂特徵具有技術性，係指該特徵具有利用自然法則之

技術思想，一般來說，非利用自然法則及單純之資訊揭示等特徵，例如科學理論、

數學方法、商業方法、資訊揭示、美術創作、遊戲方法、人類心智活動等，皆不具

技術性。 

  三、上開審查基準有關「無助於技術性特徵」之規範，雖係於系爭專利核准審

定後所新增，然其所闡釋之原則可使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之進步性判斷更臻明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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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為本件之參考，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177號判決亦肯認進步性之審查可參

酌專利核准審定後之審查基準為判斷，是本件以下有關更正後系爭專利進步性之判

斷，即可參酌上開審查基準「無助於技術性特徵」一節之內容。 

  四、參加人雖稱：依專利法第71條第3項之法理、大法官釋字第287號解釋意旨

及向來實務見解，有無得提起舉發之情事，亦應適用審定時之專利審查基準，且專

利侵害鑑定要點規定「若用途界定物之請求項係依102年以前之專利審查基準核准

審定者，於解釋該請求項時，其請求項界定之範圍應受該用途之限定」，可見新舊

審查基準規定不同時，應依核准審定時之審查基準解釋請求項云云。然，專利法第

71條第3項「發明專利權得提起舉發之情事，依其核准審定時之規定。」所指之

「規定」乃「專利法」相關規定，並非專利審查基準。再者，大法官釋字第287號

解釋意旨謂「行政主管機關就行政法規所為之釋示，係闡明法規之原意，固應自法

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然本件系爭專利是否具舉發情事，應適用核准審定時

專利法第22條第4項進步性規定，該規定與現行專利法並無實質變更，在專利法之

法條規定不變的情形下，現行之審查基準「無助於技術性的特徵」一節係就原有法

規進一步補充闡明，以作為審酌電腦軟體相關發明進步性時之參考，與核准時專利

審查基準之規範並不相違，故本件參酌現行審查基準「無助於技術性的特徵」一節

為系爭專利進步性判斷，並未違反大法官釋字第287號解釋可言。 

  五、至於參加人所引「侵害鑑定要點」，係在闡述因為新舊基準對於請求項之

用途特徵是否具有限定作用規範不同，故解釋請求項時應依專利核准時的審查基準

來解釋才會一致，然本件並無新舊基準對於「無助於技術性的特徵」內容規範不同

之情形，自無法比附援引前開侵害鑑定要點之規定。 

  六、上開「該交易包含選擇該『複數區域分店之任意一分店』以進行與該交易

相關的一附屬交易」、中心資訊系統「設置於該複數區域分店之總部」、分店終端

系統「設置於該複數區域分店」、「透過該複數區域分店之該附屬交易的提供，該

電子商店之該交易的可靠性得以增加」，屬於人為安排的商業方法而非利用自然法

則，由於系爭專利係以一虛擬網際網路系統提供商業實體整合為目的，以各通訊網

路與中心資訊系統進行連結，則是否將中心資訊系統「設置於複數區域分店之總

部」或設於任一區域分店、是否將分店終端系統「設置於區域分店」或他處，及

「透過該複數區域分店之該附屬交易的提供，該電子商店之該交易的可靠性得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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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記載，根本無涉系爭專利發明裝置、系統之運作且該些特徵並未與其他具技

術性之特徵協同運作後使整體系統之技術效能提升，而「指定一分店或任意一分店

以進行與該交易相關的一附屬交易」僅係消費者基於主觀考量所為之選擇，並未利

用系爭專利界定之發明系統、裝置，亦不涉及技術原理，自不具技術性，又上開不

具技術性特徵與其他請求項具技術性之特徵亦無關聯，該些特徵未與其他具技術性

之特徵協同運作後有助於技術性。 

  七、參加人稱：中心資訊系統設置於該複數區域分店之總部，透過一第二通訊

網路與該電子商店之該購買系統連接，透過一第三通訊網路與設置於該複數區域分

店之該分店終端系統連接，可補強資訊流……。然查，依更正後請求項1之記載，

「中心資訊系統」本即已透過「第二通訊網路」與「購買系統」連接；並透過「第

三通訊網路」與「分店終端系統」連接。是以，更正後請求項1已界定「中心資訊

系統」與「購買系統」間、「中心資訊系統」與「分店終端系統」間之連接及資訊

流通關係，而將「中心資訊系統」設置於區域分店之總部，並無增進網路效能之功

用，實與「資訊流」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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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行商更(一)字第2號判決  

 

 

【商標法】 
【裁判日期】108年3月21日 

【裁判事由】商標廢止註冊 

【裁判要旨】 

  一、按商標註冊後，無正當事由迄未使用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3年者，商標專

責機關應依職權或據申請廢止其註冊。現行商標法第63條第1項第2款本文定有明

文。而本法所稱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或

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或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

品；或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或利用數位影音、電子媒

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有使用商標之情形，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

標；又商標權人提出之使用證據，應足以證明商標之真實使用，並符合一般商業交

易習慣，復為同法第5條及第67條第3項準用第57條第3項所明定。 

  二、所謂商標使用，應符合真正使用之目的，亦即確實使用商標以確保消費者

得以確認商品或服務來源，並使消費者不致發生混淆誤認之虞，且與商標之作用在

於區別不同來源之商品或服務等基本功能相符。倘該註冊之商標並未於一般交易習

慣上有真正之使用，即會喪失在商業上存在之理由，法律對該商標所提供之保護，

及商標註冊對於第三人所產生之排他效果，即無繼續存在之必要。 

  三、參加人所提使用系爭商標之證據，包括於廢止卷中所提附件3◎◎◎公司

開立予財聚公司之9張發票……惟查僅有最後4張係於申請廢止日前3年所開立，而

可作為判斷是否有真實使用之證據。且查上開收據開立時點均為規律之隔月月底，

其中最後4張聲請廢止日前3年所開立之發票更為月初、月底、月初、月底，刻意間

隔時點開立外，而前3張較早開立之發票上所記載之品名僅有「Bentley傢俱」、

「Bentley櫥俱」；最後1張103年開立之發票雖有明確記載品項為沙發、餐桌、椅

子、傢俱、桌子，然上開商品單價為新台幣（下同）2,000元、1,000元、500元、

2,000元、1,000元（見廢止卷第61頁），價格過於整齊，難認合於一般交易習慣。 

  四、雖發票上記載品名較為詳細，有「Bentley」桌／書桌／餐桌；椅／餐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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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皮沙發／布沙發／單人皮沙發／單人布沙發／茶几；床頭板／櫃；組合櫃／

客廳櫃等商品，但上開商品單價最低為300元至最高僅3,000元（見廢止卷第62至64

頁），互核參加人所提廢止卷附件4之3張商品實品圖，除上述商品發票上記載之單

價甚低，不符合市場合理交易價格外……相關商品之實品照片僅有3張又未載明拍

攝時點，亦有違傢俱類商品之交易習慣。 

  五、查本件參加人所提出之銷售發票數量甚少，且該使用有難認符合一般商業

交易習慣之情形，故僅憑證人之證述，仍難認參加人於系爭商標申請廢止日前3年

內，有符合交易習慣而使用系爭商標，以發揮商標功能之真正使用。 

  六、查104年11月16日（104）慧商20496字第10490995980號書函中已明文記載

若有拍照，請提供照片，但○○公司之回函並未附有相關照片，故仍無法逕將◎◎

◎公司與○○公司交易之統一發票與附件4之實物照片進行勾稽，難認參加人有於

系爭商標申請廢止日前3年內，有為創造或保有系爭商標而真正使用系爭商標之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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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著訴字第71號判決  

 

 

【著作權法】 
【裁判日期】108年2月11日 

【裁判事由】侵害著作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 

【裁判要旨】 

  一、原告主張其為系爭著作的著作人，已提出其系爭著作原始創作人○○○間

的著作權轉讓契約為證。 

  二、◎◎公司只是否認有原告所指的不法侵權行為，並未否認製作、銷售系爭

商品，對照其所舉出刑事程序的判斷結果及理由，應認為被告只是爭執其製作的系

爭商品並不構成重製系爭著作。此外，根據被告所請求調閱本案刑事程序的相關卷

證顯示：◎◎公司台中分公司經理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也供稱有將五路財神圖樣製

成「金箔春聯門貼」，並批發系爭商品，並沒有否認有製作、散布系爭商品，也可

以佐證被告就此部分的爭執點是在於：系爭商品是否構成重製系爭著作？ 

  三、如果將系爭著作與系爭商品直接分別整體比對，固然可以明顯感到整體感

覺差異，這是因為系爭商品將系爭著作的5尊財神所在位置，分別重新排列組合，

同時也改變了背景物品及每尊財神的細部表現。但如果仔細將系爭著作及系爭商品

中的每位財神圖像相互逐一比對，就可以得到臉部表情、五官型式（含鬍鬚）、手

持物品、身體服飾、皮帶、足靴等多項細節與整體神韻都高度相似，而可得到實質

相似之結論。 

  四、緊接著上面的整體感覺差異與逐一比對結果，這裡要決定的問題就是：到

底如何比對才能正確地判斷是否構成重製？由於系著作屬於美術著作，一般而言，

應採取整體比對之方式，較為公平客觀。但以本案而言，由於系爭著作的五尊財

神，均有鮮明的人物造型，且在系爭著作也有個別呈現之創作圖像，應認為個別財

神的圖像，均可有個別受保護的著作權，避免他人僅是將個別財神的整體配置位置

進行不重要的調整，即可造成整體感覺之差異，從而使創作人對於個別人物造型之

創作付出，遺漏於著作權保護之外。相同見解，我已經在我院106年度民著訴字第

41號判決第【09】段有明確的表明，我認為在本案中仍然應該加以維持。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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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應認為系爭商品與系爭著作中的5尊財神確屬實質近似，整體而言，系爭商品

已經構成對於系爭著作的重製。 

  五、我國法律採取民刑事責任個別獨立的立法已經很久了，民、刑事程序對於

相同事證作成不同的判斷，本來就是可能的結果，而且民、刑事程序對於事實認定

的舉證程度要求本有所不同，如果要求以刑事程序的判斷結果，來拘束不同舉證程

度要求的民事程序，反而才應該認為不合理。以著作權法上的「重製」概念而言，

刑事程序相較於民事程序，要求有更高的實質近似程度才能作成「重製」判斷，應

該可以認為是屬於民、刑事責任的合理差異。不過，有關被告抗辯引用的刑事裁定

所稱：「……且整體配色、人物位置、背景文字圖案亦與聲請人之上開著作相異，

已難認有實質近似」等語，可知刑事駁回裁定並沒有採取個別財神圖像均有可受個

別保護著作權的看法，而是採取整體感覺比對的方法。這一點與我的看法確有不

同，而已詳如上述，必要時應可由當事人透過上訴程序，或進一步利用相關統一解

釋程序以統一其間的見解差異。 

  六、◎◎公司有重製系爭著作並散布其重製物的不法侵害行為，既經認定明確

如前，被告又沒有抗辯舉證有什麼事先查證防免自己侵害他人著作權的情事，可認

至少是過失侵害原告就系爭著作的著作財產權，故應依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負損

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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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日  期 內  容 

1月24日 
中午十二點十五分於本會會議室，召開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第四

屆第一任108年度第一次會議。 

1月25日 
中午十二點十五分於本會會議室，召開專利師在職進修委員會第四

屆第一任108年度第一次會議。 

2月19日 
中午十二點十五分於本會會議室，召開編輯委員會第四屆第一任108

年度第一次會議 

2月19日 

中午十二點十五分於La Giara萊嘉樂義大利餐廳（台北市復興南路一

段352號2樓），召開設計專利實務委員會第四屆第一任108年度第一

次會議。 

2月19日 
下午四點於理律法律事務所會議室召開國際事務委員會第四屆第一

任108年度第一次會議。 

2月21日 
中午十二點十五分於本會會議室，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第四屆第一

任108年度第一次會議。 

2月22日 
上午九點於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感恩廳，辦理108年度專利師職前訓

練開訓及訓練課程。 

會務動態與紀要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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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 

下午二點由林理事長宗宏、發明實務委員會林主任委員嘉興、智慧

財產法院陳主任委員啟桐等三位，代表本會參加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召開「專利商標簡併行政救濟程序、兩造對審」之公眾諮詢會議。 

2月26日 
下午四點於本會會議室，召開企業智權管理實務委員會第四屆第一

任108年度第一次會議。 

2月27日 
中午十二點於本會會議室，召開智慧財產法院實務委員會第四屆第

一任108年度第一次會議。 

3月11日 
上午十一點於本會會議室，召開倫理紀律委員會第四屆第一任108年

度第一次會議。 

3月12日 

下午六點三十分假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貝塔廳舉辦108年度第一場在

職進修委員會專題演講，講題為：「新專利法修正重點及新規劃中

審查制度」，由智慧財產局專利三組林組長國塘擔任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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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 
中午十二點於三十分本會會議室，召開無形資產評價委員會第四屆

第一任108年度第一次會議。 

3月21日 
上午九點於理律法律事務所會議室，召開AIPLA來訪接待及研討會

相關事宜。 

3月22日 
下午三點於理律法律事務所會議室召開發明實務委員會第四屆第一

任108年度第一次會議。 

3月28日 
林理事長宗宏、廖副理事長鉦達、孫主任委員寶成等三位拜訪上海

知識產權中心。 

4月1日 
職前訓練委員會於中華民國職業訓練研究發展中心1108室進行108年

度職前訓練結訓測驗閱卷。 

4月1日 

中午十二時十五分假本會辦公室召開專利師在職進修委員會第四屆

第一任108年度第二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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