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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10年，專利師公會持續扮演著政府與業界之間的溝通橋樑；針對專利
產業長期面臨的法制不夠完備、審查不夠人本、政策不夠前瞻、活化不夠紮根

等4大問題，專利師公會於去年12月召開「2020智財政策白皮書發表會」，首度
提出《專利師公會2020智財白皮書》對政府發聲，內容包含10大具體措施，期
能結合各界共同致力改善我國智慧財產權制度，本期同步刊載全文。 

本期專題研究同樣包含5篇論文，內容涵蓋國內外專利相關議題： 

李昆鴻道長之「以專利分析觀點探討機器型態通訊技術的發展與未來台灣

可布局的方向」一文，本著專利分析的基礎就機器型態通訊的技術發展以及台

灣研究機構或科技公司可布局的方向給予建議，其對分析步驟、方法詳細敘

述，邏輯性高，也顧及全面性，並依循國際通用之規格予以技術分類，嚴謹且

全面，同時針對分析結果提出建言，極具參考價值。 

林育輝經理之「請求項解釋原則的觀察──以美國與我國法院案例實務為

中心」一文，研究主題涉及美國、台灣於專利審查程序及侵權訴訟時解釋請求

項時採用的解釋原則，請求項是專利權的核心，請求項解釋的重要不言而喻，

也是專利工作者經常需面對的問題，此文所整理出的內容豐富及見解獨到，足

資各界讀者細細品味。 

徐銘夆審查官之「從美國Curver v. Home Expressions設計專利侵權事件論析
表面裝飾的保護困境」一文，以CAFC在Curver v. Home Expressions侵權判決
中，對於製品是否應納入確定設計專利權範圍之考量進行探討，並以「彼得

兔」事件突顯表面裝飾創作者尋求設計專利保護所面臨的困境。文末作者輔以

「物品與外觀關係理論」介紹日本對於解釋意匠權效力範圍的演進，及建議表

面裝飾應改用不同的設計審查概念，並開放直接記載無須綁定物品的設計名

稱，提供讀者更多樣的思考題材。 



 

 

謝祖松教授之「兩岸新型及實用新型專利制度之檢討──兼論同步廢除之

實益」一文，係以新型制度之存廢為主題，針對法理上之性質及扭曲現象，與

是否達到專利法之立法目的及滿足產業需求等兩大面向進行分析，同時提出可

能的改善方案，得出兩岸應同時廢除之結論，立論有據，考證確實，特別是對

於傳統上認為新型之優點在於快速獲證之見解提出反駁，認為反而導致申請怠

惰之養成與工業發展之遲滯，值得各界多加思考研議。 

林杜專員之「從Endo Pharmaceuticals Inc. v. Actavis, Inc.及Endo Pharmaceuticals 
Inc. v. Roxane Laboratories, Inc.案探討默示授權」一文是以默示授權為研究主題，
默示授權是被控侵權之一方可採取的抗辯事由，簡言之，即財產權或利益的授

予人後來的行為不能減損其本身原已授予的權利，此文解析同一專利權人的兩

件案子，探討授權契約內容條款、和解過程，以及默示授權成立是否之判斷，

議題新穎且切合實務需要，值得各界參考。 

綜上所述，本期內容精彩豐富，各篇議題均值得深入探討，期待各位讀者

都能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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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府智財政策的建言  

專利師公會2020智財白皮書 
摘要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專利師公會2009年成立，是政府與專利界最重要的溝通平台。今天公會首次以

發表白皮書方式，向政府相關部門反映專利師公會意見，內容包括4大問題，10大

措施，希望加速台灣成長，實現專利領域的高水準創造、高品質申請、高效率審

查、高效益運用。 

目前台灣智財問題面臨專利師考用狀況嚴重落差、專利審查品質仍待提升、欠

缺因應AI技術發展之智財前瞻政策、沒有一套完整專利活化平台、欠缺政府資源的

挹注，因此，公會歸類提出10大措施。主要有： 

一、優化專利法制 

包括程序審查、實體審查、活化專利及加強保護4個面向，共有9個具體建議。 

二、完備專利師法制 

修正專利師考試資格及考科；開放執業型態，包括異業結合、法人事務所；完

備專利師業務範圍；調整在職進修規定；規劃專利師執業保險。 

三、推動成立專利推廣基金 

以每年專利規費歲入20%至30%、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以及基金之孳息作為

基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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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擬AI智財保護政策 

釐清權利歸屬、侵權責任、保護策略。 

五、優化專利審查品質 

加強覆核、落實檢索、廢除外審。 

六、推動智財活化制度 

建立智財運營平台、推動無形資產融資、大學技轉公司化、開發專利保險。 

七、訂定專利權評價指南 

專法明定評價面向、技術性質、技術狀態及法律狀態。 

八、強化專利資訊服務 

推動AI分類、AI檢索、開放公共服務。 

九、建立海外專利援助機制 

推動海外專利訴訟保險制度。 

十、深化智慧財產權國際交流合作 

整合民間力量共同推動、成立智財專業智庫。 

 

專利師公會呼籲民眾、產業及政府重視智慧財產，認識專利師的價值與IP的重

要性。希望與政府共同攜手打造適合我專利產業長期投資與經營發展的環境，以維

持我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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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府智財政策的建言  

專利師公會2020智財白皮書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壹、序 言   

專利師公會2009年成立，10年以來，在歷任理事長全力以赴為專利產業界奉獻

服務下，除了建立良好的基礎及社會聲譽之外，也成為政府與專利界 重要的溝通

平台。 

今天公會除做好「專利界與政府溝通平台」的角色外，首次以發表白皮書方

式，包括4大問題，並提出10大措施，向政府相關部門反映專利師公會意見，希望

與政府共同擬定台灣專利的發展策略，為專利產業界營造一個良好的創新研發環

境，以協助國內專利從以往的數量規模向品質效益提升轉型，加速台灣成長，實現

專利領域的高水準創造、高品質申請、高效率審查、高效益運用。 

貳、問題說明 

一、法制不夠完備 

(一)近年來，智慧財產活動的全球化進展快速，使各國間有關專利申請程序的

國際調和化更加重要，專利合作條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專利法條約

（Patent Law Treaty）主要目的是調和及簡化各國和地區間不同的專利申請程序，

提升使用方便性及減輕申請人負擔。各國多參照該條約規定修正其本國法規以符合

國際潮流。例如：鬆綁申請日取得之要件，締約方不得要求授予申請日須以1項或

多項權利要求或申請費為條件，使申請人於完成說明書及圖式提出申請取得申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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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於相當期間內補正申請專利範圍，以免影響申請人取得申請日之時效，同時

也可使申請人有較長的時間規劃衡酌申請專利範圍，以保障其創作內容，並減少申

請專利範圍修正的機率，增進審查效能，又為利申請人主張優先權，申請人如逾主

張優先權法定期間12個月後才提出申請，得於期限屆滿後2個月內，提出申請及主

張優先權，惟應繳納主張優先權之費用。 

(二)發明內容如遭非真正權利人提出專利申請，也就是所稱冒認申請時，真正

申請權人應如何尋求救濟之問題。目前法令規定，申請權人有民事、行政雙軌救濟

途徑，惟實務操作結果有未盡合理之處。 

(三)專利權之價值並非技術本身，而係取決於技術實際運用後所能達成的經濟

產能，現行法令對於專利活化相關規定過於僵化，建議引進開放授權制度，建置公

開透明的專利資訊交換及專利交易平台，以期協助企業專利之運營。 

(四)近年我國創新研發能量日益成熟，企業亦多已認知以專利保護研發成果之

重要性，而逐漸出現由被授權人轉型為專利權人者，且智慧財產法院亦對於審理專

利案件已累積有相當經驗。如導入間接侵權制度，強化對專利權之保護，對我國企

業可能有所助益，並可能有鼓勵外國企業研發投入。 

(五)我國現行專利商標爭議救濟制度為四級四審制，相較於世界各國多了1個或

2個層級，就保護智慧財產權之實效性而言，勢必增加申請人、代理人與相關機關

在處理上的時間與勞費。 

(六)專利師在全球數位化經濟時代，負有擔任專業知識密集服務業的角色。因

此，在整體專利師法制的建構，攸關專利師執業生態的維護追求、專業形象的建立

提升、專技服務市場秩序的安定有序、及國家整體競爭力的促進強化。所以，在檢

討專技人員秩序的安定有序及國家整體競爭力促進強化時，應思索如何透過合宜的

法制設計，以利培養更多專業人才、引導專利產業成長，促進知識經濟、厚實國家

競爭力。專利師法於2007年7月11日制定公布以來，雖有3次小幅度修正，惟對於諸

多專利師養成或是執業上的重要實務問題，諸如：專利師之考試制度、在職訓練、

執業範圍、執業型態以及舉發強制代理制度（例如舉發案件須由專利師強制代理）

等等問題，均仍未有完整、妥適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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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查不夠人本 

(一)近年台灣發明專利申請案之核准率越來越高，詳言之，發明專利申請案在

初審階段的核准率在103年為67%，逐年增高，到了107年為77.4%，再加上再審階

段，核准率又更高了，以107年而言，（初審階段）＋（再審階段）的核准率為

89.69%，此核准率高於一些主要國家，包括：美國、大陸、歐洲、日本等，審查人

員在審查專利案件審查時，把關是否過於寬鬆？審查人員是否有為績效造成核准率

過高？為結案而結案？  

(二)申請實務上，有時審查意見通知書中的核駁理由，僅指摘專利說明書中的

錯字或一些微小的筆誤。有時審查人員過於拘泥於專利說明書中的一些形式上的問

題，例如要求專利說明書中的名詞須完全一致（例：半導體基板 vs 基板）、圖示

中有非必要文字等。有時審查人員會完全錯誤解讀專利申請案的技術內容等等。 

三、政策不夠前瞻 

(一)目前全球各大企業及政府部門對於人工智慧（AI）的發展與應用正值方興

未艾之際。智慧局（TIPO）應善用人工智慧，以有效運用現下之審查人力，妥善規

劃審查人員得以進行法規之研究、培訓計劃、國際調和之實務等，以助於產業發展

之需求。 

(二)日本專利局（JPO）率先於2016年11月開始利用AI技術分階段應用於專利及

商標的審查，例如：利用AI技術進行專利分類、專利前案檢索、設計專利分類及商

標檢索等功能，並於2017年4月27日提供研究報告說明，期待得以在2022年利用AI

技術多方導入在專利及商標審查過程中所需提供的資訊及協助。值得一提的是，面

對JPO每年約有30萬通電話詢問，亦導入利用AI技術的大數據分析，提供利用資料

庫進行電話應答的功能，大量減少工作人員的負擔。 

(三)WIPO的先進技術應用中心，亦利用AI技術不斷開發在智慧財產領域的應

用，例如自2017年開始利用機器翻譯提供專利資訊，現下更能提供商標檢索、專利

分類之功能。 

(四)人工智能發展創新成果主要屬於電子資訊技術領域。其原理不外乎「歸

納」及「演繹」兩部分。歸納的能力必須透過「訓練」。演繹則是針對輸入問題，

基於歸納好的邏輯，來獲得輸出結果。然而，人工智能需要「訓練資料庫」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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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建立這些資料庫需要投入大量的精神力及勞動力，因而它們具有財產價值，

值得保護。進一步地，人工智能既然是由這些資料庫訓練出來的，則這些資料庫的

所有人可否算是開發人工智能的創作者之一？另一方面，透過人類來覆核人工智能的

學習成果，這些人類相當於人工智能的老師，他們可否算是開發人工智能的創作者

之一？若欲將人工智能的開發成果納入法律保護，則必須類型化地釐清其保護客體。

世界各國都已積極擬定相關政策，台灣方面如何引進及落實相關政策，值得發想。 

(五)台灣企業產品的外銷以及製造的出走，不可避免地將帶來大量的海外爭

訟，而提高了台灣企業經營的風險。智慧財產訴訟及海外訴訟已成為各國企業於商

業競爭的重要手段之一，從中更誕生了Patent Troll這種特殊的商業模式，藉由頻繁

興訟來獲取和解金或賠償金。政府在這方面僅提供了海外智慧財產權訴訟貸款，且

貸款用途侷限於委託專業單位進行證據調查及蒐證之費用、專利侵權分析及鑑定報

告之費用、專家證人費用、律師費用、訴訟費用及擔保金等，惟貸款本質上並未實

際分散公司風險，實益不大。 

(六)由於目前我國參與之智慧財產權相關國際組織為數不多，在相當程度上侷

限我國智慧財產權之國際交流合作。由於國際政治現實之故，我國過去以來參與任

何國際或區域組織的空間俱受到侷限，近年來外交困境更有變本加厲之勢。近年瀰

漫民粹主義及貿易保護主義帶來的實質影響，近來美國與中國展開動見觀瞻之貿易

談判。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或取而代之，造成全球供應鏈重組、貿易摩

擦、經濟動盪等衝擊因素，凡此種種皆使全球化貿易之未來充滿變數。 

四、活化不夠紮根 

(一)日本在2002年倡導「知的財產立國」，訂定「知的財產戰略大綱」，並制

定「知的財產基本法」，在內閣成立「知的財產戰略本部」，由內閣總理大臣擔任

本部長。韓國於2006年6月首次針對專利權提出相關推動政策，這也是韓國「智慧

財產強國實現戰略」之雛形；其後於2009年公布「智慧財產強國實現戰略」；2011

年制定實施「韓國智慧財產基本法」，並提出智慧財產權政策5年計畫（2012至

2016年、2017至2021年），對於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成效，有目共睹。參考日本、韓

國推動智財戰略10餘年的經驗看來，台灣確實應急起直追。 

(二)專利的推廣是制定國家實施專利戰略 重要的一環，如何使產業創新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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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獲得 佳的國際競爭力，這些都必須投入一定之經費，從制度面、人才需求、

產官學界鏈結等方面做全面性的提升，因此，政府應儘速提撥基金以作為國家專利

戰略短、中及長期發展；事實上，鄰近的韓國專利局預計今年設立智慧財產權投資

基金共2,200億韓元，共4大領域，專利商業化（1,250億韓元）、智慧財產權創造與

保護（500億韓元）、智慧財產權證劵化（300億韓元）、和以智慧財產權為基礎的

新創公司（120億韓元），因此，我國在面對競爭對手如此高度關注專利課題下，

專利推廣基金的設立更是刻不容緩。 

(三)要促進市場活絡的首要條件必須是市場具有一定規模，若規模太小不管怎

樣推動都難以活絡，雖台灣是專利申請大國，但知道專利制度的人口比例並不高，

一般民眾對專利制度幾乎少有認識，若有接觸到通常是進入職場後，或是大學課

程，這其實有點晚，若能讓大家在生涯早期即接收到相關資訊，將可相關知識內化

進內心深處，認識專利制度的人越多，市場規模越大，越容易推動專利活化。 

(四)台灣的專利產出除了一般企業外，各大專院校也貢獻很多，但不同於美

國，這些產出專利的頂尖大學幾乎都為國立大學，教授們的研發成果由學校持有專

利權，但大部分學校技轉中心的職員目前普遍已被各項行政事務占據大部分工作時

間，未能有效發揮技轉職能，因此許多學校專利並未成功授權、移轉，或是主張權

利。另外各大專院校專利申請熱度下降，學校對教授的補助金額減少是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很大原因是提案困難，除了需要充分揭露發明內容外，有時教授會被要求

寫明前案檢索分析結果，一個教授要從事研究、教課已經非常忙了，專利檢索又非

其本職學能，提個專利申請案還需完成如此多關卡，勢必會降低其申請意願，這些

因素都大大降低了專利市場活絡度。 

(五)全球知識經濟蓬勃發展，各國莫不極力推動研發、創新技術的發展，以帶

動產業與經濟的成長。近年來，政府積極地扶植新創產業，2018年11月22日修正公

布「產業創新條例」第4章無形資產流通及運用，明定企業得以專利技術等無形資

產作價為資本，且必須由專業、公正之第三人予以評定無形資產之價值，以反應企

業之真實價值，使得無形資產評價的需求日益增加。其所涉甚廣，不僅需製作專利

地圖、進行專利布局、甚或評估整體專利家族，尚需經由技術專利交易、融資市場

驗證，惟目前在台灣實務上，專利交易、融資市場案例甚少，因此有關專利資產評

價業務的規範，進而促進國內投、融資等的正向循環，更是國內各界所殷殷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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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議措施 

一、優化專利法制 

包括程序審查、實體審查、活化專利及加強保護4個面向，具體內容：國際優

先權期間12加2；鬆綁申請專利範圍不是取得申請日之要件；公開前已核准審定之

發明專利申請案，同時公告及公開，公開前已核駁，不公開發明專利申請案；擴大

復權適用範圍，包括申請實體審查、再審查期間；深化真正申請權人救濟途徑；明

定舉發強制代理制度；導入開放授權制度；舉發程序言詞審理；增訂專利間接侵

權；簡併行政救濟層級。 

二、完備專利師法制 

修正專利師考試資格及考科；開放執業型態，包括異業結合、法人事務所；完

備專利師業務範圍；調整在職進修規定，檢討專利師在職進修辦法相關細節，以保

持在職進修與時俱進之彈性；規劃專利師執業保險。 

三、推動成立專利推廣基金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每年歲入收入均高達35億元以上，主要收入包含專利與商標

申請的各項費用，以及核准後每年需繳納的權利維持年費等規費收入，其中專利部

分之歲入收入均超過6成以上，因此「取之於專利收入，用之於專利推廣」，實屬

得當。建議依據預算法第4條第1項第2款規定，設立特種基金，以專款專用方式運

用。 

具體作法如下： 

(一) 明定基金之依據 

修正專利法，明定設立專利推廣基金之依據。 

(二) 研擬專利推廣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內容包括基金設立之目的、性質、管理機關、基金來源、基金用途、預、決算

處理程序、財務事務處理程序、會計事務處理程序及其他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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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金之用途 

1.新興科技及5＋2產業創新計畫的專利布局策略。 

2.培育國際化智財多元運用人才。 

3.加強產學合作研發創新的專利產出及專利營運。 

4.建立全方位的專利交易平台與機制。 

5.新創公司的國內及國際專利申請補助。 

6.前五款以外有助於國際專利戰略發展之支出。 

(四)基金來源及額度 

以每年專利規費歲入20%至30%、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以及基金之孳息作為

基金來源。 

四、研擬人工智能發展創新成果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 

(一)界定人工智能開發過程的參與者的核心程度或貢獻程度來決定其是否可算

是開發人工智能的創作者之一，進而可否享有衍生權利，無論是財產權或人格權。 

(二)人工智能可先分成硬體及軟體；其次，軟體可再分成資料庫及演算法兩部

分。其中，硬體可以物之專利（可為發明專利或新型專利）、及營業秘密來保護，

這行之已久，並沒有什麼爭議。至於資料庫及演算法則涉及方法專利（只可為發明

專利）、營業秘密、及著作權，且資料庫若有蒐集個資，還可能涉及隱私權。目

前，軟體專利受到美國判例的影響，在專利審查基準中已有許多細緻的規範，但關

於簡單利用電腦的判斷基準，由於「簡單」無非就是「輕易完成」的意思，這到底

是「發明定義」問題還是「進步性」問題？是否存在體系順序混亂，值得再作研

究。 

(三)營業秘密方面，可繼續以推廣教育來指導企業保護人工智能的營業秘密，

及提供參考契約範本，以指引企業簽訂授權契約。 

(四)著作權方面，可考慮引進軟體著作權自願登記制度。 

(五)隱私權方面，持續強調去識別化的重要性，並開始省思歐洲愈發重視的被

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以提升個人對其個資的處分權。 

(六)人工智能輔助專利商標審查工作的相關政策，參考日本為例，分為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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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長期的目標。短期的目標只在於處理客服電話應答，以及判斷文件是否完備

或研判內容是否有誤記。中期的目標則是著重於人工智能對圖片的處理能力，企望

將其用於商標及設計專利的預先審查。長期的目標則是慎重考慮是否可能由人工智

能判斷申請案的可專利性或可註冊性。 

(七)應該確立人工智能僅處於輔助地位以釐清權責歸屬，以防淡化智慧財產權

制度所秉持的人文價值，避免智慧財產淪為冰冷空洞的一團數據。 

(八)加強智慧財產權基礎性法律制度和新領域新產業型態創新成果智慧財產權

保護研究。 

五、如何優化專利審查品質 

(一)專利審查品質覆核小組，應提高覆核比率，延聘外部專家加強專利審查品

質的評價和回饋，形成審查品質內外雙監督機制，強化對逕准專利申請案的監控，

確保專利申請和審查工作在有效的監控機制下運行，確保對每一件專利申請案都做

到核准有理、不准有據、客觀公正、標準統一。 

(二)「舉發案專利被撤銷」或「侵權訴訟中被告之無效抗辯成立」的案子，建

議列為評價審查人員之年終考核的參考。 

(三)規定審查官在每個案子的審查過程中至少要找出1件先前技術，並據以作為

核駁理由的基礎。 

(四)建議「程序從寬，實體從嚴」，適度放寬形式上的要求，如此不但可減輕

申請人之負擔，亦可使審查人員將審查重心放在可專利性等實質要件上。 

(五)審查文化從「對立」改為「合作」，建議審查官應多與申請人或代理人電

話溝通，以同理心共創雙贏。 

(六)建議廢除外審制度，全面內審。外審制度已存在逾40年，雖然有其存在時

空背景，但目前智慧局，實際審案之內審審查人員約400多人，發明專利初審案平

均首次通知期間為8.7個月，平均審結期間為14.0個月，2018年年底待辦案件剩下

59,903件，已大幅降低，是廢除外審，全面內審時機。  

六、推動智財活化制度 

建立智慧財產權運營平台制度；加強推動無形資產融資業務；促成保險機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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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設計滿足企業需求的專利保險產品；大學技轉中心公司化，在用人與財務上鬆

綁，透過與其他學校或產業合作，組成研發、技轉投資等專門服務之商業化公司，

從經營績效面與研發補助面提供雙動力，以提升學界研發成果產業運用之動機與推

動效能；推動企業智慧財產擔保法。 

七、訂定專利權評價指南 

(一)專利評價準則應獨立制定 

專利評價因其專利本質上的技術特性與法律特性，不適合直接適用無形資產評

價準則，亦不宜與商標、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的評價基準併同處理；經由獨立的專

利評價準則對評價工作在技術性質與法律性質的評估規範，方能有效反應專利權在

技術面與法律面上的價值。 

(二)專利評價面向 

專利的技術性質、技術狀態以及法律狀態： 

1.技術性質至少可包含以下項目 

(1)申請專利範圍、說明書、圖式等記載內容。 

(2)先前技術水平，並據此評估可專利性強度對價值的影響。 

(3)商品化之產品與專利的對應關係。 

(4)技術效果若需檢測，應提供相關產品檢測報告。 

(5)若評價標的為新型專利，是否具有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並評估對專利價值的

影響。 

2.技術狀態至少可包含以下項目 

(1)所屬技術領域的發展狀況、技術水平。 

(2)所屬技術領域的技術成熟度。 

(3)技術競爭狀況、技術可替代性。 

(4)產業政策發展狀況。 

(5)技術更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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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狀態至少可包含以下項目 

(1)權利屬性為所有權或是使用權，使用權包含專屬授權、獨家授權、普通授權

等，應評估授權條件對專利價值的影響；當權利狀態為所有權，應評估是否有其他

使用權存在，並評估對專利價值的影響。 

(2)專利申請人或者專利權人及其變更情況。 

(3)專利審查歷程，並評估對專利價值的影響。 

(4)年費繳納情況。 

(5)是否涉及訴訟，並評估對專利價值的影響。 

(6)是否曾被舉發或正處於被舉發階段，其是否提出更正，並評估對專利價值的

影響。 

(7)是否有其他對權利限制的情形或約定，並評估對專利價值的影響。 

(8)專利家族情況。 

(三)專利評價報告應記載事項 

專利評價報告應由評價人員製作，為了確保評價標的之專利的技術性質、技術

狀態以及法律狀態已確實查核，因此，專利評價報告應有至少1位以上的專利師簽

署。並且，專利評價報告應至少記載以下事項： 

1.專利基本資料，包含專利名稱、專利類別、專利申請的國別或者地區、專利

申請號以及公告號、申請日、公開日／公告日、專利摘要、申請專利範圍、圖式

等。 

2.查核評價標的之內容，以及評價標的之技術性質、技術狀態以及法律狀態，

並說明對專利價值的影響。 

3.評價標的之專利與商品化之產品的關連性，或是評價標的之專利對企業所產

生的貢獻。 

4.評價標的之技術性質、技術狀態以及法律狀態對選取評價方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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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透過法規範或是建立補償、保險機制等配套措施，更進一步降低評
價報告使用風險 

八、強化專利資訊服務 

(一)善用人工智慧之技術，以有效運用審查人員之人力資源 

1.專利分類部分 

大致可依據發明、新型、設計專利之名稱進行分類，裨後續分配之審查人力進

行審查。由於我國亦採國際專利分類之方式進行三階分類，理論上利用AI的資料庫

分析以進行分類應可得到可預期的結果。 

2.前案檢索部分 

以目前的AI技術，要將目前的前案技術中依據專利分類或是相關專利分類所包

括數組關鍵字的利用程度、產業別、發明人……等所得到的相關前案，亦將有一定

程度以上的參考價值。亦可參考審查人員在審查時常用的檢索方式及邏輯語法等作

為導入AI技術查詢相關前案之方法，對於後續審查人員在審查上的利用方便許多，

亦可減少大部分的前案檢索人力。 

3.專利審查部分 

由於此部分所涉及之專業技術解讀即較為複雜，特別是關於請求項之語句判讀

方式、功能性語言之表達方式，有其實際的困難度，此亦應為JPO至目前為止的規

劃方向僅止於利用AI進行專利分類及前案檢索有關。 

(二)開放公共服務，以利產業發展 

1.全球的主要智慧財產局，大多在規劃或已實施將專利、商標的審查或歷史資

訊提供自行開發之智慧型機器翻譯等功能，以因應專利檢索、技術了解、技術研發

等的需求。我國目前僅能提供英、日文介面之申請資訊功能，尚無法達到提供說明

書或審查紀錄之英譯或其它語言之翻譯功能。反觀在歐洲專利局（EPO）所提供之

各國專利及專利家族檢索，尚能查詢到我國（或各國）專利之其它語言機器翻譯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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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列印之功能，然而經由EPO查詢到之我國專利資料庫並不完整。或許可以考慮

進一步提供此智慧型機器翻譯資訊，更深入邁向國際化的腳步。 

2.建議TIPO可將專利、商標等資料庫資訊開放提供申請人或代理事務所將TIPO

資料庫自行導入之功能，方便申請人或代理事務所之所有專利、商標之申請資訊可

進行遠端資料庫同步，以確認目前該申請人或代理事務所的所有案件狀態，例如是

申請日、實體審查申請日、審查意見通知日、審查決定通知日、公開日、公告日、

公告號……等，目前這些資訊均須透過個案查詢以取得相關資訊。例如是關於需於

期限前完成的工作，倘若申請人或代理事務所錯過期限前需完成的工作，即便是一

日亦可能將會導致不可挽回的結果。雖然各主要申請人或代理事務所應皆有期限控

管之資料庫，倘能進一步提供遠端資料庫同步，將更有利用交叉比對的功能。 

九、建立海外專利援助機制 

(一)建議政府設立海外專利訴訟保險制度，海外專利保險制度之保費高低可依

風險評估結果而加以設計。 

(二)保險內容涵蓋對作為原告的國內企業提供專利執行（patent enforcement）

的保險，對被告的國內企業的專利侵權賠償金額、授權金，及訴訟費用的保險，對

被告提供的保險而言，應評估基本的產品侵權風險，包括市場競爭者分析及自由運

營分析（FTO），若是欲納保產品有惡意抄襲他人產品的情形，亦可在此階段的風

險評估時發現而予以拒保；而對原告提供的保險則應評估原告勝率，包括專利有效

性分析及侵權比對分析。執行分析的單位可由公正客觀的第三方機構來擔任，例如

政府出資成立的財團法人專利檢索中心等。海外專利保險制度之收入除了保費以

外，在現行存在的政府基金中，可依《中小企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6條第11款之規定，每年提撥「中小企業發展基金」中的部分資金作為海外專利保

險的運營資金；或是成立新的「經濟作業基金」，廠商作為原告受到政府幫助在海

外勝訴時，可能會捐款至基金；廠商作為被告受到政府幫助在海外勝訴時，產品可

繼續外銷海外，因而充實國內稅賦，減輕政府撥補基金之壓力，使海外專利保險制

度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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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深化智慧財產權國際交流合作 

(一) 研議整合民間力量推動加入智慧財產權相關國際組織 

支持政府，持續強化推動我國與各重要智慧財產權相關國際組織成員國間非正

式互動。建議政府相關單位出面主導整合運用民間各項資源，積極爭取成員國支持

我國加入重要智慧財產權相關國際組織之有力意見。 

(二) 持續積極建立智慧財產權相關實質互惠措施 

有關智慧財產權方面，政府一秉高瞻遠矚，經過駐外單位及政府有關部門（特

別值得一提的是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多年努力下，業已分別與多個國家或區域主管

單位簽訂協議或實質換文，建立若干雙邊互惠措施，包括專利優先權文件交換、專

利檔卷資訊交換、專利審查意見共享、專利生物材料寄存、智慧財產權執法合作等

實質上有益於國際化之措施。個別實質互惠措施如果能積少成多，在效益上實與簽

訂雙邊完整架構協議相差無幾。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持續積極謀求與友我國家之間

建立智慧財產權相關實質互惠措施。 

(三) 研議成立智慧財產專業智庫 

為廣納雅言，建議政府主導成立體制內研究性及／或諮詢性智慧財產專業智

庫。或可借鏡美國、日本、南韓等國制度，考慮進而將增設之智慧財產專業智庫提

升至直屬總統府或行政院之位階。期能積極整合民間力量，加速推動加入智慧財產

權相關國際組織及研究實質建立智慧財產權相關互惠措施。 

肆、結 語 

「專利師公會」為全國專利師所組成的自律團體，不僅提供新進及在職專利師

全方位的教育訓練，精實專利師的本質學能，更積極藉由公會的群體力量，參與公

民運動。透過此次建言書發表，呼籲民眾、產業及政府重視智慧財產，同時讓社會

大眾認識專利師的價值與IP的重要性。更希望藉由建言書，與政府共同攜手打造適

合我專利產業長期投資與經營發展的環境，以維持我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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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專利分析觀點探討機器型態

通訊技術的發展與未來台灣可

布局的方向 
李昆鴻* 

壹、導 論 

近年來全球各式各樣的物聯網應用及市場逐漸發展成形，而物聯網正是透過網

路傳輸的方式，將各種機器或裝置彼此連結互通，而針對市場中的相關應用與服務

不斷衍生提出，國際性技術標準組織──第三代合作夥伴計畫（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3GPP），也對此發展趨勢，提出了機器型態通訊MTC（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一詞，其與機器對機器M2M（Machine To Machine）技術的

內涵相同，主要定義為實現在不經由或在有限度的人機互動情境下，透過有線、無

線或行動通訊技術來串連機器或終端裝置，達到不同裝置、機器與機器之間互聯溝

通的目的，進而再透過雲端平台實現終端互聯等智慧化運用，讓人類的生活能更便

利，產業運作也能更有效率。 

因應全球趨勢與市場變化，各廠商均積極提出相關的研發計畫以進行創新技術

開發，其中重要的技術成果必須加以保護，避免因競爭對手抄襲或模仿而喪失競爭 

                                                        
DOI：10.3966/221845622020010040001 
收稿日：2019年9月6日 
*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專利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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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對此，科技界主要是透過專利申請程序進行技術成果保護，其他廠商可藉由

系統化專利探勘與分析的方式，以了解特定領域專利技術趨勢以及特定廠商專利布

局動向，同時，也得以避免或是提早因應未來可能招致的專利侵權威脅。因此本研

究透過專利分析的方式，可快速掌握機器型態通訊技術的發展脈絡，進而掌握物聯

網等相關應用市場的發展趨勢。 

貳、研究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欲瞭解MTC技術的專利布局發展現況，以下依序說明MTC技術的分

類定義、專利資料的檢索策略，後續也將針對所檢索的結果作進一步的專利資料分

析與探討。 

一、定義MTC技術、功效與產品分類 

為有效進行專利的分析探勘，首先針對MTC技術進一步定義其細部的技術、功

效、產品項目。根據3GPP在TS 22.368規格書（3GPP, 2019）中定義的MTC服務需

求規範，該份文件也同時為國際標準制定MTC運作方式及架構之依據，因此可參考

此服務需求之應用特性來定義技術分類。與技術領域專家討論後，定義出第一階層

7大項技術分類項目：(T1)共通技術、(T2)擴展覆蓋範圍、(T3)低功耗、(T4)無線接

取控制、(T5)降低訊號傳輸、(T6)端對端延遲最佳化、(T7)新波形、新多重接取方

案。同時每一階層的技術還可再細分到第二階層的細部技術項目。 

表1 MTC技術分類 

MTC技術分類(T) 

第一階 第二階 

T1：共通技術 
（Common technologies) 

T101： 尋址（Addressing） 
T102： 識別（Identifiers）／探索（Discovery） 
T103： 計費（Charging） 
T104：安全（Security） 
T105：監控與管理（Monitoring & Management） 
T106：定位（Positioning） 
T107： 同步（Synchr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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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C技術分類(T) 

第一階 第二階 

T2：擴展覆蓋範圍 
（Coverage extension） 

T201： 時間上重複傳送（Repetition in time） 
T202： 功率提升（Power boosting）／窄頻（dBm/Hz） 
T203： 中繼技術（Relay Technology） 

T3：低功耗 
（Low power consumption） 

T301： DRX, eDRX 參 數 配 置 （ DRX, eDRX parameters 
config.） 

T302： 其他省電模式／方法（Power saving mode/method） 
T303： 低 功 耗 元 件 （ Low power component ） ， 如 ： RF, 

circuit, chip等。 
T304： 能量收集（Energy harvesting），如：太陽能。 

T4：無線接取控制 
（Radio Access Control） 

T401： PRACH前置序列設計／配置（PRACH Preamble seq. 
design/allocation） 

T402： 抑 制 擴 展 存 取 避 免 大 量 連 結 （ Extended Access 
Barring） 

T403： 允入控制（Admission control） 
T404： 優先權機制（Priority-based） 
T405： 時間控制（Time controlled） 
T406： 隨機後退（Random backoff） 
T407：壅塞控制（Congestion control） 

T5：降低訊號傳輸 
（Signaling reduction） 

T501： 聚合（Aggregation）／群組化（Grouping） 
T502： 小資料傳送（Small data transmission） 
T503： 無連線傳送（Connectionless transmission） 

T6：端對端延遲最佳化 
（E2E Latency optimization） 

T601： 本地路由（Local routing） 
T602： 直接通訊（Direct communication） 
T603： 即時通訊（Real time communication） 

T7：新波形、新多重接取方案 
（New WF/MA Scheme） 

T701： 非同步波形（Asynchronous Waveform） 
T702： 多載波濾波（FBMC） 
T703： 通用濾波多載波（UFMC） 
T704： 廣義分頻多工（GFDM） 
T705： 非正交多重接取（NOMA） 
T706： 稀疏碼多重接取（SCMA）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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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功效分類項目，則以上述技術將可提升的效果為主要考量，同樣分成7大

功效項目，第一階層包括：(F1)增進系統容量與能力、(F2)增進系統效能與能力、

(F3)增進系統布建效能、(F4)定義e-UTRAN接取網路架構、(F5)降低系統複雜度、

(F6)成本考量、(F7)支援多樣的應用服務。更進一步的細部功效項目則再細分到第

二階層。 

表2 MTC功效分類 

MTC功效分類(F) 

第一階 第二階 

F1：增進系統容量與能力 F101：增加終端用戶數 

F2：增進系統效能與能力 

F201：增進使用者傳輸量 
F202：增進頻譜使用效率 
F203：增強移動性 
F204：增強覆蓋率 
F205：提供端對端服務品質保證 
F206：增進可靠性 
F207：增進廣播與群播功能 
F208：增進網路時間同步功能 
F209：降低延遲  

F3：增進系統布建效能 
F301：系統布建情境與效能增進 
F302：頻譜使用彈性增進 
F303：與既有無線接取技術共存機制精進 

F4：定義e-UTRAN接取網路架構 
F401：QoS機制 
F402：網路層和傳輸網路層互動機制 
F403：e-UTRAN架構優化 

F5：降低系統複雜度 
F501：降低基地台與核心網路複雜度 
F502：降低用戶端設備之設計與製造複雜度 

F6：成本考量 

F601：基礎建設建置成本 
F602：能源效能 
F603：降低使用與維運成本 
F604：界面設計 

F7：支援多樣的應用服務 
F701：家庭及公用事業 
F702：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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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C功效分類(F) 

第一階 第二階 

F703：醫療保健 
F704：製造 
F705：零售 
F706：智能城市 
F707：其他 

資料來源：本研究 

依據可運用開發的產品項目，將產品分類分成以下5個項目，包括：(P1)使用者

設備、(P2)網路節點、(P3)核心網路元件、(P4)中繼器、(P5)應用伺服器。 

表3  MTC產品分類 

MTC產品分類(P) 

P1：使用者設備 
P2：網路節點 
P3：核心網路元件 
P4：中繼器 
P5：應用伺服器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專利檢索策略 

首先使用歐洲專利局的分類碼檢索功能，檢索是否有與MTC技術直接相關的國

際分類碼，所採用的是「合作專利分類」（Cooperative Patent Classification, CPC）

系統，該系統為全球性的專利文件分類系統，經確認CPC合作專利分類號中，

「H04W4/70」即是與MTC及M2M相關的分類碼。因此檢索策略主要是先將屬於

「H04W4/70」分類號的所有專利彙整，並經由初步檢索的資料再進行專利的分類

號的統計分析，排序後得到專利數量最多的前10名CPC分類碼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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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初步檢索之CPC合作分類號排序 

編號 分類碼代號 

1 H04W72/042 
2 H04W74/0833 
3 H04W68/02 
4 H04W72/0446 
5 H04W12/06 
6 H04W74/08 
7 H04W72/04 
8 H04W72/0406 
9 H04L67/12 

10 H04W72/0453 

資料來源：本研究 

經由以上的相關技術分類號整理及再加上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 (MTC)、

machine to machine (M2M)等關鍵字再次進行檢索，同時為了限縮專利數量及排除較

不相關的專利，檢索時直接刪除主分類號為：A、B、C、D、E、F分類開頭的專

利，同時以美國公開及公告資料庫（USPTO Patent Full-Text Databases, 2019）為檢

索範圍。檢索到的專利資料，首先會挑選出其中主CPC分類號與前述分類號相關的

專利標的，或於標題、摘要、權利項中有直接出現MTC相關關鍵字的專利，其次再

經由人工判讀的方式，由技術領域專家進行專利的研讀、篩選，最後確認出最相關

的1191篇專利，同時參照所定義的技術、功效和產品項目，進行各篇專利的技術、

功效與產品的分類指派，作更進一步的技術功效圖的細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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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MTC專利趨勢分析 

一、專利件數歷年趨勢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1 專利件數歷年趨勢分析 

對應上圖年度專利件數與MTC技術發展，由專利申請日的時間來看，從2010年

專利申請數量開始超過兩位數，推測主要原因應該是2009年後，因國際通訊標準組

織開始討論MTC的需求與架構，加上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於當時成立了M2M任務小組，並開始M2M的標準

規格制定，因此專利申請數量於之後幾年間，開始有了明顯的成長。甚至於2012年

時，國際通訊標準組織陸續發布了支援MTC、M2M的標準規格文件，此時專利申請

件數每年均有3位數的數量，當年即有126件的專利申請，為前1年的2.6倍。此外，

2011至2016年間，專利權人和專利申請數均快速增加，顯示廠商競相投入屬「技術

成長期」，但基礎技術研發已趨完成，朝向相關應用性技術發展。隨著標準制訂完

成，營運商的布建與商轉，近幾年的專利申請數量仍能維持一定數量，其中因專利

申請需於18個月後才會公開，所以目前2018至2019年的資料尚無法完整取得，以致

於所能統計到的數值可能與實際值有所落差，但以MTC仍扮演未來5G的重要應用來

看，未來幾年MTC專利申請數量應能持續維持一定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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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利國家別分析 

(一) 國家別占有率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2 前10名國家別占有率分析 

由美國專利資料庫的檢索資料來看，在美國申請MTC專利數量前10名的國家以

占有率來進行分析討論：1.專利申請數量係以美國當地的申請權人數量最多，專利

數 為 501件 ， 占 前 10國 總 專 利 數 之 44.61%， 擁 有 相 當 高 的 比 重 。 其 中 除 了 包 含

Intel、AT&T、Qualcomm等大公司在MTC領域布局之外，更有許多相關領域廠商投

入該領域，且歷年專利數量也呈穩定成長，因此以國家而言，美國的MTC整體研發

能量仍占領先地位。2.占有率第2高的國家是韓國，專利數為217件，占前10國總專

利之19.32%，主要是LG、SAMSUNG等大型韓國廠商為主，與美國所呈現百家爭鳴

的現象截然不同。3.中國在華為及中興等廠商積極投入後，專利布局的數量，已經

先後超過日本及瑞典，目前排名第3，共有122件，占前10國總專利之10.86%。4.日

本的申請權人在美國申請MTC專利的布局數量排名第4，共有94件，占前10國總專

利之8.37%，主要申請廠商為Sony（排名第13）。5.瑞典的專利布局數量，目前排名

第5，共有58件，占前10國總專利之5.16%，且全都是由Ericsson所申請的。6.其餘專

利 申 請 國 家 占 有 率 依 序 分 別 為 台 灣 （ 40 件 ／ 占 3.56% ） 、 加 拿 大 （ 31 件 ／ 占

2.76%）、法國（23件／占2.05%）、德國（19件／占1.69%）、以及芬蘭（1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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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家別對應技術矩陣分析 

透過技術專家逐一檢視專利內容，並根據所定義的「技術項目」予以一一進行

分類，再依照所屬的國家別彙整各國家別所對應的專利技術項目，以展開成下圖國

家別對應到技術分類的矩陣圖。 

由於美國和韓國專利的申請數量最多，因此再檢視各技術項目的專利數量時，

同樣發現美國和韓國皆居於各項目的前兩名，且美國和韓國的總和占了專利總數一

半以上。由圖中可看出，MTC技術項目中「T1：共通技術」仍為各國的布局重點，

其中又以子項目中的「T105：監控與管理」、  「T102：探索與識別」為兩大重

點。各國技術布局除了「T1：共通技術」外，又皆以「T4：無線接取控制」中的子

項目「T401：PRACH前置序列設計／配置」、「T407：擁塞控制」或「T5：降低

訊號傳輸」中的子項目「T501：聚合、群組化」為主。反觀台灣廠商的布局方向，

則著重於「T4：無線接取控制」的「T402：抑制擴展存取避免大量連結」、「T1共

通技術」的「T105：監控與管理」以及「T5：降低訊號傳輸」的「T501：聚合、群

組化」的專利數量最多。 

 

T1：共通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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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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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範圍 
（Coverage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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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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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端對端延
遲最佳化

（E2E Latency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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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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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e）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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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0 25 66 6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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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 ● ● ● ● ● 

 63 1 7 23 29 3 



26  

專利師︱第四十期︱2020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T1：共通技術
（Common 

technologies）

T2：擴展覆
蓋範圍 
（Coverage 
extension） 

T3：低功耗
（Low power 

consumption）

T4：無線
接取控制

（Radio 
Access 

Control）

T5：降低訊
號傳輸

（Signaling 
reduction）

T6：端對端延
遲最佳化

（E2E Latency 
optimization） 

T7：新波形、
新多重接取

方案（New 
WF、MA 
Scheme） 

日 
本 

● ● ● ● ● ● 

 24 3 5 9 9 2 

瑞 
典 

● ● ● ● ● ● 

 52 9 8 20 15 7 

台 
灣 

● ● ● ● ● ● 

 15 2 2 16 13 6 
加 
拿 
大 

●   ● ● ● ● 

9 
 

1 8 3 4 
 

法 
國 

● ● 

2 
● ● ● ● ● 

1 14 1 3 1 1 

德 
國 

● ● ● ● 

6 1 4 2   

芬 
蘭 

● ● 

1 
● ● ● ● 

4 
● 

1 22 2 7 6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4 國家別技術矩陣圖 

(四) 國家別對應功效矩陣分析 

採用同樣的分類方式，展開下圖之國家別對應到功效分類的矩陣圖。檢視各功

效項目的專利數量，一樣以美國和韓國的專利布局數量最多，皆居於各項目的前兩

名，而各國功效布局皆以「F2：增進系統效能與能力」為主，其中以子項目中的

「F202：增進頻譜使用效率」、「F206：增進可靠性」、「F205：提供端對端服務

品質保證」為前三大重點。台灣廠商的布局主要在「F2：增進系統效能與能力」中

的「F202：增進頻譜使用效率」、「F205：提供端對端服務品質保證」以及「F3：

增進系統布建效能」中的「F301：系統布建情境與效能增進」和「F303：與既有無

線接取技術共存機制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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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國家別功效矩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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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家別對應產品矩陣分析 

同樣再進行產品項目的分類，於國家別對應到產品分類的矩陣圖中可發現，現

階段各國產品布局皆以「P1：使用者設備」為主，其中「P1：使用者設備」專利數

約等於「P2：網路節點」與「P3：核心網路元件」專利數之和，主因為P1為終端設

備裝置，與P2或P3網路端設備裝置有相對應關係，通常為彼此成對互相搭配以進行

傳輸通訊，因此專利申請時往往也會同時包含此兩部分的產品。「P3：核心網路元

件」方面，除美國仍居領先外，中國與瑞典的專利數超越韓國，主因為MTC專利布

局前10名中的兩大型核心網路廠分屬瑞典 （Ericsson）和中國（Huawei）。而台灣

專利布局的產品方向，則以「P1：使用者設備」與「P2：網路節點」為主。 

 
P1：使用者設備 P2：網路節點

P3：核心網
路元件 P4：中繼器 P5：應用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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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6 國家別產品矩陣圖 

三、申請權人分析 

(一) 申請權人占有率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7 前10名申請權人占有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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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者個別的投入歷程而言，InterDigital為最早投入者，該公司為美國著名的

非專利實施實體（Non-Practicing Entity, NPE）公司，從2009年到2019年不間斷地提

出專利申請，雖然InterDigital專利數量排名第10，但連像Interdigital的NPE公司，都

投入資源擁有了大量MTC物聯網相關技術的專利，可預期此技術未來極有可能有相

當的市場價值與發展潛力。 

目前位居第一大的申請權人LG，起步在中興、Ericsson、Intel之後，但2012至

2015年每年均有超過雙位數的專利申請數，位居全球之冠。LG電子主要產品是家庭

娛樂、行動通訊、生活家電、空調、顯示器、商用顯示器、車用資訊娛樂系統等，

近年積極搶占智慧家電制高點。在2014年的消費電子展上，LG發表了HomeChat智

慧家居服務，這項服務將使得用戶可以透過對話指令，來操控洗衣機、冰箱、吸塵

器等家用電器，使得傳統家電不僅能透過各種APP程序，不斷擴展新的功能和應用

方式，而且還能夠透過網路終端統一進行管理和操作。 

Samsung、LG這兩家公司都在致力於智慧家居服務平台的開發，試圖讓更多的

企業參與進來。同時Samsung已與Intel、Dell等企業合作，建立開放互聯聯盟，以解

決智慧型設備互聯技術標準化等問題；而LG也在2013年12月與Cisco、Qualcomm等

成立了AllSeen聯盟組織，意欲推進物聯網的發展。 

中國方面，雖然華為專利布局的起步時間點落後其他大廠約1至2年時間，但其

後勢不容小覷。2014年華為斥資2,500萬美元，收購位於英國劍橋地區的物聯網公司

Neul（擁有37個專利家族，100件專利），投入窄頻專門用於物聯網設備連接的相

關網路開發。Neul將會為華為的物聯網發展計畫提供核心技術，而華為也計畫在英

國打造一個物聯網技術的研發中心，積極投入相關的產品開發。 

(三) 申請權人研發強度分析 

以前10名的申請權人進行研發強度分析，就整體專利的布局來看，顯然LG在此

領 域 為 最 強 ， 但 排 名 第 二 的 Samsung與 其 相 差 不 遠 ， 甚 至 在 發 明 人 數 此 項 目 上

Samsung為LG的一倍以上。後續研發強度的排名依序為晶片商Intel、系統商Ericsson

等等，但無論晶片商、設備商還是運營商，其所投入的發明人數均不少人。由以上

廠商特性觀之，此領域專利戰即為資源戰，如何建立營利模式以支應龐大的發明、

申請、維護等支出，也是發展智權另一重要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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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前10名申請權人研發強度分析 

申請權人 專利件數 
他人 

引證次數

自我 
引證次數

發明

人數

平均 
專利年齡

活動 
年期 

相對 
研發能力 

LG 96 1 1 65 5 9 100% 

Samsung 70 0 0 157 4 9 93% 

Intel 61 8 0 85 5 9 74% 

Ericsson 58 0 0 74 6 9 66% 

Huawei 48 1 1 47 4 8 53% 

Qualcomm 44 0 0 61 4 8 51% 

ZTE 45 1 0 28 6 7 46% 

AT&T 37 2 4 21 3 7 39% 

Verizon 33 0 0 54 5 8 39% 

InterDigital 29 2 0 33 5 10 33% 

資料來源：本研究 
 

四、所屬行業別、領域別分析 

根據世界智慧財產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發布

的對照表（WIPO, 2019），每一國際專利分類（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IPC）皆可對應到某行業別及領域別，因此再據此對照表進一步進行MTC專利所屬

行業別、領域別分布情形分析。 

首先，根據所檢索到的各篇專利中的國際專利分類，來進行所屬行業別的對

應 。 彙 整 後 統 計 出 目 前 的 MTC 專 利 技 術 所 屬 行 業 別 主 要 集 中 分 布 在 Electrical 

engineering (94.9%)，其次則依序為Instruments (4.4%)、Mechanical engineering (0.6%)、

Other (0.1%)，而歸屬在Chemistry行業別的專利數量則是0，主要原因在於MTC主要

是通訊傳輸技術，因此傳輸技術方面雖然沒有與Chemistry行業別相關的專利，但由

於物聯網的相關應用相當廣泛，相信於Chemistry行業別中一定也有使用到MTC或物

聯網延伸應用的其他專利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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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9 專利所屬行業別分析 

其 次 ， 再 根 據 國 際 專 利 分 類 所 屬 領 域 別 進 行 資 料 探 勘 比 對 分 析 ， MTC專

利 技 術 所 屬 領 域 別 比 重 前 10名 者 依 序 為：(一)Digital communication (65.6%)；

( 二 )Telecommunications (14.2%) ； ( 三 )Computer technology (11.3%) ； ( 四 )Control 

(2.1%)；(五)IT methods for management (1.7%)；(六)Measurement (1.5%)；(七)Basic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1.0%)； (八 )Audio-visual technology (0.6%)； (九 )Optics 

(0.6%)；(十)Machine tools (0.2%)；因此整體而言，MTC技術專利所屬領域別分布在

數位通訊、電信、運算科技、控制、用資訊科技的方法進行管理、測量以及基本的

通訊程序等。從以上專利領域別分析的結果可見，未來舉凡透過不同裝置間的連網

通訊與運算處理等，在該些領域都可使用到MTC技術來促進各領域的應用服務操作

更為方便與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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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T105：監控與管理」技術，解決大量MTC裝置的管理問題，達成「F205：

端對端服務品質」。 
‧ 利用「T302：其他省電模式、方法」技術，解決低成本MTC裝置能源有限的問

題，達成「F602：能源效能」。 
‧ 利用「T401：PRACH前置序列設計、配置」技術，解決大量MTC裝置配置問

題，達成「F202：增進頻譜使用效率」。 
‧ 利用「T501：聚合、群組化」技術，解決大量MTC裝置所造成的大量訊令問題，

達成「F207：增進廣播與群播功能」。 

技術／功效 
F1：增進
系統容量 

F2：增進
系統效能

與能力

F3：增進
系統布建

效能 

F4：定義e-
UTRAN接取
網路架構

F5：降低系
統複雜度

F6：成本
考量 

F7：支援
多樣的應

用服務 

T1：共通技術

（Common 
technologies） 

● ● ● ● ● ● ● 
64 281 94 65 36 60 53 

T2：擴展覆蓋範圍 
（Coverage 
extension） 

● ● ●

  

● ●

2 31 18 9 2 

T3：低功耗（Low 
power consumption） 

● ● ● ● ● ● ● 
4 18 12 6 2 70 1 

T4：無線接取控制

（Radio Access 
Control） 

● ● ● ● ● ● ● 
36 119 39 48 13 12 7 

T5：降低訊號傳輸

（Signaling 
reduction） 

● ● ● ● ● ● ● 
53 118 32 25 29 7 6 

T6：端對端延遲最佳

化（E2E Latency 
optimization） 

● ● ● ● ● ● ● 
2 49 14 4 2 2 5 

T7：新波形、新多重

接取方案（New 
WF、MA Scheme）   

●

    2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11 技術／功效矩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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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術／產品矩陣分析 

由下圖技術／產品矩陣圖可知，布局於「P1：使用者設備」和「P2：網路節

點」之產品技術，除使用「T1：共通技術」外，還著重於「T4：無線接取控制」和

「T5：降低訊號傳輸」等技術的布局為主。布局於「P3：核心網路元件」和「P5：

應用伺服器」的產品，則技術著重於「T1：共通技術」的部分，其中又以「T105：

監控與管理」和「T102：識別與探索」兩個子技術項目為主。 

技術／產品 
P1：使用者
設備 P2：網路節點

P3：核心網路
元件 P4：中繼器 

P5：應用伺
服器 

T1：共通技術

（Common 
technologies） 

● ● ● ● ● 

424 195 246 2 94 

T2：擴展覆蓋範圍 
（Coverage extension） 

● ● ● ● 

 46 42 5 2 

T3：低功耗（Low 
power consumption） 

● ● ● 

 
● 

89 58 14 2 

T4：無線接取控制

（Radio Access 
Control） 

● ● ● 
 

● 

199 153 61 8 

T5：降低訊號傳輸

（Signaling reduction） 
● ● ● 

 
● 

175 128 74 10 
T6：端對端延遲最佳

化（E2E Latency 
optimization） 

● ● ● ● ● 

59 20 10 1 4 

T7：新波形、新多重

接取方案（New WF、

MA Scheme） 

● ● 

   2 2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12 技術／產品矩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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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明顯。 

透過荷蘭電信公司的訴訟案例分析討論，對於國內的電信業者也許可以以此作

為借鏡，嘗試加強專利的布局，並進一步以主張專利權利為最終目標，除了可維護

自身的智慧財產權外，透過專利的訴訟、授權等積極運用策略，也可能有超乎預期

的巨額收入，而不單單僅侷限於電信營運的服務項目而已，同時因為營運商有了相

關更深入的技術研發與專利支持，也可增進一般消費者用戶對於其通訊品質能力的

信心，不失為一個提升其品牌印象的策略之一。當然除了電信營運商外，國內的各

種企業其實都應該仔細思考其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也才是維持企業永續經營與創造

領先地位的重要關鍵。 

其次再以公司併購的角度切入進行分析觀察，如前述章節中所提到的，華為在

2014年9月時併購了Neul公司，取得了IoT相關的無線通訊技術，而事實上華為早在

先前即已經和該公司進行長達9個月的合作，投入專門用於物聯網設備連接的相關

網路開發，也正因為看好Neul的技術，所以才讓華為迅速出手收購。在完成這樁收

購案之後，Neul公司可為華為的物聯網發展計畫提供核心技術。除此併購案外，華

為也在英國與不少大學和科研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從2019年的新聞報導中描述到，

華為已投入超過1億英鎊，有高達300萬以上的工程師及技術專家，目標即為了打造

一個物聯網技術的研發中心，積極投入相關的產品開發。因此就以Neul公司所申請

的專利作為分析標的，進行重要專利解析。由技術面來看，Neul公司的專利主要布

局於：窄頻（Narrow Band）、大量連結、以及提升頻譜使用效率的TV空白頻段

（TV Whitespace）和免執照頻段（Licensed Assisted Access）等技術，當然也包含

本研究所針對的廣域MTC技術。雖然併購後Neul有許多專利移轉到華為，但進一步

檢視專利權人移轉後，仍繼續答辯並取得專利證書的專利僅剩4件，分別為美國專

利號US9516616、US9774366、US10009760、US10154492，其中最值得深入分析探

討的為US9774366這篇專利，其專利家族共有147件，技術內容為採用跳頻的技術，

以用來避免終端裝置在通訊過程中的干擾情形，雖然不屬於MTC相關的專利技術，

但相信也是華為布局於通訊技術領域中相對重要的一件專利。 

最後再以專利被引證數量進行分析，其中被引證次數超過100次以上的專利共

有12件，資料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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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引證數超過100次之專利 

專利號 專利名稱 專利權人 引證次數 

US7058356 

Telephone device with enhanced 
audio-visual features for interacting 
with nearby displays and display 
screens 

AMAZON 
TECHNOLOGIES INC. 

289 

US20070161402 
Media data exchange, transfer or 
delivery for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s 

APPLE INC. 229 

US8984113 
Internet of things service architecture 
and method for realizing internet of 
things service 

ZTE CORPORATION 216 

US20130083661 
Multi-RAT Carrier Aggregation for 
Integrated WWAN-WLAN Operation

INTEL CORPORATION 201 

US8782195 
Group operations in machine-to-
machine networks using a shared 
identifier 

TELEFONAKTIEBOLA-
GET LM ERICSSON 
(PUBL) 

195 

US20150195349 
SYSTEM AND METHOD FOR 
MACHINE-TO-MACHINE 
COMMUNICATION 

2236008 ONTARIO INC. 195 

US20140080428 
METHODS AND SYSTEMS FOR 
CONTENT PROCESSING 

DIGIMARC 
CORPORATION 

178 

US20050282582 

Telephone device with enhanced 
audio-visual features for interacting 
with nearby displays and display 
screens 

AMAZON 
TECHNOLOGIES INC. 

167 

US20130083783 
Multi-RAT Carrier Aggregation for 
Integrated WWAN-WLAN Operation

INTEL CORPORATION 162 

US20010055951 

Telephone device with enhanced 
audio-visual features for interacting 
with nearby displays and display 
screens 

AMAZON 
TECHNOLOGIES INC.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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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號 專利名稱 專利權人 引證次數 

US20120231828 
DESYNCHRONIZED NETWORK 
ACCESS IN M2M NETWORKS 

INTERDIGITAL 
PATENT HOLDINGS 
INC. 

128 

US20130150061 
DEVICE-TO-DEVICE GROUP 
COMMUNICATION METHOD 
AND DEVICE USING THE SAME 

ELECTRONICS & 
TELECOMMUNICATIO
NS RESEARCH 
INSTITUTE 

122 

資料來源：本研究 
 

由上表可發現，主要的專利權人包括通訊設備商與晶片廠商，但被引用數量最

多的竟然是Amazon Technologies，該公司主要是著重在消費者的電子商品上，共有

3篇專利被引用次數超過100次以上，且這3篇專利為針對同樣的議題所提出的主題

式包裹專利，因此就連消費電子端的製造商都有相關專利被引用，可見機器型通訊

技術為各大廠爭相投入資源、備受重視的領域，可預見未來物聯網的時代各企業均

不願缺席！而專利被引用超過100次以上的數量並不多，藉由專利引證數量的篩選

方式，技術研發人員即可優先針對此12件專利的技術內容進行瞭解，以掌握重要專

利之技術發展脈絡。 

由於專利的申請需要花費相當多的研發資源與申請、維護成本，因此企業並不

會盲目的申請許多專利，根據此論點可推測，若申請的專利家族龐大：包含申請了

許多相關方法來解決相同的問題，或是申請布局於全球許多國家的專利，則代表該

廠商認為此議題具有其重要性，也意味著是經過評估後認為該專利未來具有潛在價

值，所以願意投入許多資源成本大量布局申請，因此進一步若再檢視專利家族數量

較多的專利，即可一窺各廠商的主要重點技術為何。下表為專利數量較多的8件專

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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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專利家族數量較多之專利 

專利號 專利名稱 專利權人 家族數量 

US20140080428 
METHODS AND SYSTEMS FOR 
CONTENT PROCESSING 

DIGIMARC CORP 66 

US9749377 

WIRELESS MODULE AND 
METHOD FOR LOCAL IP 
ACCESS PACKET DATA 
NETWORK RELEASE 

INTEL CORPORATION 61 

US20100134301 Networked pest control system DOW AGROSCIENCES 35 

US20110265158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ENABLING MACHINE TO 
MACHINE COMMUNICATION 

INTERDIGITAL 
PATENT HOLDINGS 
INC. 

32 

US20150245350 
GROUP BASED PDCCH 
CAPABILITY FOR LTE 

SONY CORPORATION 27 

US7058356 

Telephone device with enhanced 
audio-visual features for interacting 
with nearby displays and display 
screens 

AMAZON 
TECHNOLOGIES INC. 

22 

US20150312371 
APPARATUS AND METHODS 
FOR REDUCING SOFT BUFFER 
SIZE IN MTC DEVICES 

INTEL IP 
CORPORATION 

22 

US20140330998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CONFIGURATION AND CON-
TROL OF WIRELESS DOCKING 

KONINKLIJKE PHILIPS 
N.V. 

22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上表專利家族較大的專利中，其中有兩件專利同時也為表6中被引證數量多的

專利（用灰底色標示），可推測此兩件專利所探討的技術項目應該相對較為重要。

但針對專利家族大的專利，除了參考被引用的次數外，還建議必須要檢視該公司落

於此專利家族中，所最新申請的專利案，因為雖然歸屬於同一專利家族，但有可能

前後橫跨了10年以上，而專利被提出申請的時間越長，自然有可能相對被引用的次

數也會較高，如果僅針對引證數量較高的專利進行研讀，恐怕只掌握了較早提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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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內容而已；反之，於專利家族中最新申請的專利技術，才更可能是該廠商所規

劃的未來目標項目，因此建議研發分析專利家族現況時，必須前後連貫全盤研讀，

才能掌握其他廠商的整體布局方向！ 

伍、結論與建議 

自2009年國際標準組織開始投入MTC技術的研究，並至2012年發布了支援MTC

標準的技術規格期間，專利的申請量開始逐年成長。其中2011至2016年間，專利權

人和專利申請數快速增加，顯示廠商競相投入與積極布局的企圖心，此時為MTC技

術的蓬勃成長期，相關的基礎技術研發已趨完成，將朝向應用性服務技術發展。從

分析數據中發現，MTC技術布局以美國、韓國最為積極，其後依序為中國、日本、

瑞 典 、 台 灣 、 加 拿 大 、 法 國 、 德 國 和 芬 蘭 。 其 中 ， 美 國 是 以 Intel 、 AT&T 、

Qualcomm、Verizon、Interdigital 5間公司為主；韓國以LG、Samsung為主；中國以

華為、中興為主；日本以Sony為主；瑞典以Ericsson為主；芬蘭以Nokia為主；台灣

方面則以法人工研院、資策會為主，業者包括宏達電、聯發科、宏碁等。 

從技術、功效、產品矩陣圖分析可知，各國除「T1：共通技術」外，以「T4：

無 線 接 取 控 制 」 和 「 T5 ： 降 低 訊 號 傳 輸 」 為 重 點 ， 其 中 「 T1： 共 通 技 術 」 以

「T105：監控與管理」、「T102：識別與探索」為主，「T4：無線接取控制」以

「T401：PRACH前置序列設計或配置」、「T407：壅塞控制」為主，「T5：降低

訊號傳輸」以「T501：聚合、群組化」為主，此技術項目又主要以達成「F2：增進

系統效能與能力」為目的。而產品布局以「P1：使用者設備」為主，表示廠商仍以

使用者最直接的終端裝置，或是物聯網連通終端裝置之產品為布局重點。「P3：核

心網路元件」和「P5：應用伺服器」，多數採用過去已制定之通訊技術，並且透過

「T1：共通技術」來達成。其中，「T1：共通技術」以「T105：監控與管理」與

「T102：識別與探索」為主。 

而從分析結果來看，MTC專利布局著重的「T1：共通技術」、「T4：無線接取

控制」、「T5：降低訊號傳輸」3大技術項目，可用來解決大量MTC裝置所造成的

大量信號指令壅塞和管理的問題，並且以達成「F2：增進系統效能與能力」最重要

的技術重點，再對應 3GPP 國際通訊標準規格文件中所定義的過載控制（Over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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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降低信號傳輸（Signaling Reduction）等技術，確實與本研究所列之

T1、T4、T5技術高度相關且一致。 

現有多數專利布局在於利用既有的通訊系統來支援新的MTC需求，以強化或改

善既有系統的方法與機制，如：「T401：PRACH前置序列設計、配置」、「T404：

優先權機制」、「T407：壅塞控制」及「T501：聚合與群組化」等，可用來強化與

提升既有系統支援MTC的能力。對於未來5G系統而言，制定初期即已考量MTC需

求，因此預期未來於「T4：無線接取控制」、「T5：降低訊號傳輸」之專利布局比

重將會逐步降低，而「T2：擴展覆蓋範圍」、「T3：低功耗」及「T6：端對端延遲

最佳化」將成為未來5G MTC專利布局之重點。 

其中「T2：擴展覆蓋範圍」與「T3：低功耗」技術領域布局，符合 3GPP標準

規格文件所著重的電池壽命（Battery Life）、覆蓋範圍（Coverage）、低成本使用

者設備（Low Cost UE）等技術發展趨勢。又「T2：擴展覆蓋範圍」技術，隨著

3GPP第14版規格文件中窄頻物聯網（Narrowband IOT）的技術討論以及未來實際的

布建需求，預計擴展通訊傳輸的範圍以及增加訊號的穿透力將會成為主要的技術考

量，因此「T2：擴展覆蓋範圍」極可能是未來幾年主要發展技術。「T3：低功耗」

為解決低成本MTC裝置能源的問題，如果耗電量能有效控制，使用上也將更為便

利，因此「T3：低功耗」將是未來全球各廠商的布局重點。 

針對台灣廠商的建議布局方向，整理規劃出以下布局重點：由於台灣過去在

「T2：擴展覆蓋範圍」的「T203：中繼技術」已有相當成果，未來應於既有基礎上

擴大布局「T2：擴展覆蓋範圍」，尤其是「T202：功率提升／窄頻」子技術項目；

此外，在「T3：低功耗」技術項目上，我國亦有部分專利已布局，未來亦應持續進

行累積。未來通訊技術的發展，將要求更高的可靠度、高可用性及即時的網路通訊

能力，這類型的應用服務通常需要極高可靠、極低延遲的特性，也被稱為Mission 

Critical應用，例如：無人車自動巡航、智慧工廠自動化控制、虛擬實境或增廣實境

的應用等。為因應Mission Critical的應用，「T6：端對端延遲最佳化」將日趨重

要。相較於國際大廠在「T1：共通技術」、「T4：無線接取控制」、「T5：降低訊

號傳輸」的積極布局，「T6：端對端延遲最佳化」為我國相對較有機會的領域。台

灣過去在「T602：直接通訊」已取得初步成果，未來可在既有成果深化布局「T6：

端對端延遲最佳化」成為一道專利牆，以協助國內廠商對抗國際專利爭訟。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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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台灣的企業也可思考結合研究的法人單位，如資策會與工研院的研發能量與專

利布局基礎，進一步發揮並創造加乘後更大的產業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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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請求項解釋原則的觀察 
—— 以美國與我國法院案例實務為中心 

林育輝* 

壹、前 言 

請求項（claim）為專利權的主要核心，是主宰專利權利之得喪變更的重要客

體。而請求項之起始於文字的記載，而終於對記載文字的解釋。現行專利法1即規定

有：請求項應以明確、簡潔之方式記載2；而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得審酌說明

書及圖式3。 

由於在請求項中是透過文字的形式來記載所請發明之技術內容，因此就文字本

身意義、記載之敘述方式、時間因素以及不同當事人間對同一文字內容之理解上的

差異性等原因，都可能導致不同當事人間對於請求項之同一記載內容存在著有不同

的解釋差異性。此種解釋差異性最終反映在請求項的權利範圍的大小差異不同，而

請求項被如何地解釋將深深的決定著專利權之權利大小範圍。易言之，透過對於請

求項的解釋，更能清楚地界定出專利權之權利大小範圍，進而能決定專利權的有效

性或是權利被侵害的可能性。因此解釋請求項在於專利爭議的相關事件中，屬於一

                                                        
DOI：10.3966/221845622020010040002 
收稿日：2019年9月6日 
* 義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智權法務室經理、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本文僅代表作者個

人見解，不代表任何單位意見。 
1 中華民國108年5月1日修正，預計同年11月1日施行之專利法。 
2 專利法第26條第2項。 
3 專利法第58條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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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非常重要的關鍵程序。 

在美國專利實務中，請求項解釋（claim construction）即是關於解釋請求項之

用語的程序。在專利訴訟中，法院進行解釋請求項的聽證，則稱為「馬克曼聽證」

（Markman hearing），此種聽證程序中會高度涉及專利相關的技術內容，在一般聯

邦民事訴訟中並沒有「馬克曼聽證」4。而涉及處理請求項解釋的機關或機構，則有

負責專利申請事務的美國專利商標局及所屬的專利審判暨上訴委員會（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PTAB）、以及負責專利侵權審判事務的聯邦地區法院（district 

courts）和準司法機構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這三者對於請求項解釋所採用的原則分為兩種：第一種為最寬廣合理解釋

原則（broadest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BRI原則），第二種為一般意義解釋原則

（ordinary meaning standard）5，又稱之為「Phillips原則」。 

美國專利法對於請求項之解釋並無相關規定，僅於其細則中有相關條文6。相較

於此，我國專利法中對請求項解釋之規定係於第58條第4項：發明專利權範圍，以

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值得注意的

是，該條文上之用語，是使用「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惟就目前專利審查、舉發或

侵權判斷，是以個別「請求項」為判斷之依據，因此有論者認為該用語宜改為「解

釋請求項」7。本文亦認同「請求項」與「申請專利範圍」之意義上的不同差異，因

此本文以下亦統一使用「請求項」用語來取代「申請專利範圍」用語。 

美國專利實務上對於請求項解釋的相關議題已有一定的脈絡可以依循，反觀相

較於我國專利實務，在不同訴訟類型中或是不同的行政程序階段中，關於進行請求

項解釋時所應採用的解釋原則為何及操作方法實有加以釐清之需要，例如司法機關

（即智慧財產法院）在專利民事訴訟類型與專利行政訴訟類型中，對於進行請求項

解釋時所採用的解釋原則為何？或是專利專責機關（即智慧財產局）於專利申請階

段與專利舉發階段對於進行請求項解釋時所採用的解釋原則為何？等問題在實務上

                                                        
4 劉尚志、王敏銓、張宇樞、林明儀，美台專利訴訟實戰暨裁判解析，2005年，206頁。 
5 楊智傑，美國專利法與重要判決，2018年，151頁。 
6 張仁平，我國專利法有關「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條文的探討，專利師，2017年7月，30

期，100頁。 
7 同前註，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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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不清楚明確之處而確實需要更進一步地釐清。因此本文藉由觀察並比較美國與

我國專利實務上的相關規定與案例，就兩者之間的異同之處提出分析，另就我國於

專利申請審查階段、專利行政訴訟階段以及專利民事訴訟階段中，於解釋請求項時

之不同解釋原則的適用性提出建議。 

貳、美國專利實務上的請求項解釋原則 

美國專利商標局在專利申請審查程序以及領證後程序（post-grant proceedings）

中是採用BRI原則作為請求項解釋原則；另一方面，在專利侵權訴訟案件中，法院

是採用Phillips原則來進行解釋請求項。不過隨著美國專利商標局於2018年5月9日公

告，在領證後程序中包含多方複審（inter partes review, IPR）、商業方法過渡期複

審（covered business method review, CBM）及核准後複審（post-grant review, PGR）

將由原本的BRI原則改變為Phillips原則來進行解釋請求項8。易言之，在專利申請案

尚未被核准領證前的程序是採用BRI原則來進行解釋請求項，一旦專利領證後，無

論是PTAB中的複審程序或是法院專利訴訟程序都是採用Phillips原則來進行解釋請

求項。 

一、BRI原則 

BRI原則最早是從美國司法審判實務中發展出來，然後一直被沿用，美國專利

商標局於編寫專利審查程序手冊（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時

遂將之納入作為其中一章節9。因此若要快速地瞭解BRI原則的具體內涵為何，可以

參酌專利審查程序手冊中的相關章節之說明。 

在專利申請審查程序中採用BRI原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減少專利在被核准之

                                                        
8 Kevin Greenleaf et al., How different are the Broadest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and Phillips Claim 

Construction Standards?, 2018, 1, available at https://www.ipo.org/wp-content/uploads/2018/10/ 
BRI-v-Phillips-Final-1.pdf (last visited Aug. 28, 2019). 

9 吳宏亮，最寬合理解釋原則之探究（上），網址：http://www.angle.com.tw/aasc/twpaa/info/ 
NewsDetail.asp?1=1&iNews=24124，最後瀏覽日：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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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請求項在訴訟過程中被過廣的解釋的可能性10。在BRI原則下進行解釋請求項，

專利申請人可以透過修正（amendment）的方式在審查過程中修改請求項，如此不

僅可以達到上述的目的，也可以建立究竟專利申請人所想要請求之意圖（intents to 

claim）的清楚記錄11。易言之，在BRI原則下，將專利申請案的請求項解釋為最大

且合理的範圍，因此審查人員可以更輕易來找到前案來核駁，而專利申請人在答辯

中可以進行修正，透過這種來回核駁與答辯的協商的過程，明確化專利申請人心中

主觀上所認為其所請之發明的合理範圍，同時也會留下紀錄。 

BRI原則強調在解釋請求項時的合理性，即所謂的最寬廣合理解釋而非最寬廣

可能解釋（broadest possible interpretation, BPI原則）12。所謂的合理性是指在解釋

請求項之用語（ term）之意義（ meaning）時，必須與該用語之通常且慣用

（ordinary and customary）意義一致，同時也必須與說明書（specification）與圖式

（drawings）中所使用的該用語的意義一致13。而這種通常且慣用意義是必須該專利

所屬技術領域中之熟悉該技術者（skilled in the art）所能理解的14。 

所謂的熟悉該技術者，即是在該申請專利之發明當時，在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

中具有通常技術（ordinary skill）者15；而所謂的通常且慣用意義，是指該用語的字

面意義（plain meaning），此字面意義亦須與說明書中所賦予該用語的意義相

符 16。用於解釋該用語之通常且慣用意義的證據可以是多源的，如說明書、圖式、

文字本身的意義以及先前技術（prior art）等，所謂的先前技術包含先前公開的專利

文獻、商業公開資料（trade publications）以及字典，但最佳的來源就是說明書17。

因此，在BRI原則中並不一定絕對禁止使用外部證據，如字典或先前公開的出版品

                                                        
10 U.S. PAT. & TRADEMARK OFFICE, U.S. DEP’T OF COMMERCE,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ORCEDURE § 2111 (Rev. 08.2017, 2018) [hereinafter MPEP]. 
11 Id. 
12 Id. 
13 Id. 
14 Id. 
15 MPEP § 2111.01. 
16 Id. 
1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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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只是這些外部證據僅屬於從屬地位，僅用於確認該用語之解釋是否合理18。 

當該用語之解釋後的通常且慣用意義與說明書的不一致時，會導致不正確的解

釋結果而失去其合理性。例如在In re Imes19一案中是關於專利申請第09/874, 423號

申請案的爭議，該件專利主要是關於透過網路傳送數位影像的通訊裝置，該通訊裝

置包含無線通訊模組（wireless communication module），其可根據要求將該通訊裝

置內儲存的數位影像以無線通訊（wirelessly communicate）方式傳送到一目的端。

本案的爭議用語在於「wireless」一詞的解釋。 

審查人員找到的前案中，係於一數位相機中設置有一可移動的記憶卡

（removable memory card），此可移動的記憶卡可如flash記憶卡並可於其中儲存數

位相片資訊，當此可移動的記憶卡由相機中移除拔出，再插入一電腦裝置中，即完

成兩裝置間之數位相片資訊的通訊。因此，審查人員在BRI原則下，將請求項用語

「wireless」解釋為「包含當可移動的記憶卡被插入電腦裝置後，在可移動的記憶卡

之金屬接點（metal contacts）與電腦裝置之間的通訊」。因為審查人員認為這些金

屬接點並不是線（wire），所以已經揭示了該專利申請案的無線通訊模組，最終核

駁了該件申請案。PTAB維持了該審查人員的認定。 

案件經上訴到聯邦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CAFC則有不同見解，其認為「wireless」一字的解釋應當是可以

相當直接的，如’423申請案之說明書中已經定義所謂的「wireless」指的是一個通

訊、監視或控制系統，其中透過電磁波或聲波作為載波並於其上載有訊號於大氣環

境進行，而非是透過線（wire），說明書中也進一步指出這種無線通訊的方式如

Bluetooth或是其他各種電信通訊協定。然而，審查人員所指出的可移動的記憶卡之

金屬接點並未使用電磁波或聲波作為載波訊號並於其上載有資料，因此審查人員在

BRI原則下，對請求項用語「wireless」之解釋意義與說明書並不一致，屬於錯誤的

解釋，最後廢棄（reverse）了PTAB的決定。 

簡而言之，在BRI原則中，所謂的「最寬廣」就是以該用語的通常且慣用意義

來解釋，而所謂的「合理」則是指該通常且慣用意義，不能超出在申請專利之發明

                                                        
18 Greenleaf et al., supra note 8, at 2. 
19 In re Imes, 778 F.3d 1250 (Fed. Ci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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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熟悉該技術者所能理解或瞭解的範圍，而且與說明書中的解釋一致而無相反或特

定解釋20。 

二、Phillips原則 

Phillips原則，即一般意義解釋原則，又可稱為客觀合理解釋原則21，指的是以

一個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以專利申請歷史檔案為基礎，客觀解

釋請求項的文字意義，合理界定出其範圍，反觀相較於BRI原則是在探詢申請人於

專利申請時對請求項範圍的「主觀」意圖，Phillips原則則是在探詢其文字的「客

觀」意義22，而非專利申請人對於請求項範圍之主觀的意圖。 

Phillips原則的確立，係在CAFC於2005年對Phillips v. AWH Corp.23一案的全院

聯席判決後，其後的其他案件所依循而建立的判斷原則。在Phillips原則下，認為請

求項的文字通常有其本身的通常且慣用意義（ordinary and customary meaning）24，

這種通常且慣用意義對於熟悉該技術（skilled in the art）者在發明提出專利申請的

當時必須具有的涵義25。在使用的證據方面，主要是使用內部證據，次要為使用外

部證據。內部證據包含說明書以及申請歷史檔案26。 

舉例來說，在一件涉及樓板使用之建築材料的專利中，請求項中所使用的用語

「board」若在BRI原則下其意義是指「板」，唯說明書與申請歷史檔案皆一致性的

使用「board」這個字來表述原木所切下的木質板，因此，在Phillips原則下請求項中

「board」的意義應解釋為「木質板」27。 

                                                        
20 吳宏亮，註9文。 
21 顏吉承，申請專利範圍的最寬廣合理解釋與客觀合理解釋，專利師，2015年1月，20期，7-

10頁。 
22 同前註。 
23 Phillips v. AWH Corp., 415 F.3d 1303 (Fed. Cir. 2005) (en banc).  
24 Id. at 1312. 
25 Id. at 1313. 
26 Id. at 1315-18. 
27 案件分析請參盧建川，Board會被解釋限於木質板嗎？，廣流電子報，2017年8月，40期，網

址：http://www.widebandip.com/tw/knowledge2.php?type1=A&name2=&idno=229，最後瀏覽

日：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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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在Phillips原則中，解釋請求項時是以內部證據及／或外部證據作為

解釋的依據基礎，在這些證據的佐證下，客觀地解釋出請求項用語合理的字面意

義。 

三、小 結 

由以上的淺析可知，BRI原則與Phillips原則之間存有異中有同、同中有異之微

妙關係。在解釋目的方面，前者是探知申請人的「主觀」意圖，後者是探知請求項

的「客觀」範圍；在時間基準上，兩者皆是以專利申請日為認定基準時點；在解釋

主體上，兩者皆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在使用的證據上，兩者

皆是以內部證據為優先28，惟前者所能使用之內部證據應僅限於說明書與圖式，且

前者所能使用之外部證據主要為先前公開的專利文獻、商業公開資料以及字典。 

綜上所述，於BRI原則解釋請求項下，解釋手法是趨向放寬的方向，將請求項

的字面範圍往外擴張，給予請求項用語在說明書與圖式的支持下最寬廣的合理範

圍29，用於專利申請審查階段，可以透過申請人所提出修正的方式來探知其對請求

項範圍的「主觀」意圖。反觀於Phillips原則解釋請求項下，解釋手法是趨向窄化的

方向，將請求項的字面範圍往內限縮，給予請求項用語在客觀證據基礎下符合社會

大眾客觀上所期待而可信賴的合理範圍30，用於司法審查階段，可以衡平公眾利益

與專利權人利益。 

參、我國專利實務上關於請求項解釋的現行規定與說明 

我國專利實務上關於請求項解釋的規定或說明，主要為專利法第58條的規定，

以及智慧財產局所制定的專利審查基準與其於2016年所制定的專利侵權判斷要點中

的相關部分。分述如下： 

                                                        
28 顏吉承，註21文，11頁。 
29 同前註，14頁。 
30 同前註。 



請求項解釋原則的觀察 53 

專利師︱第四十期︱2020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一、專利法的相關規定 

(一) 專利法第58條第4項是否適用於專利申請審查階段與司法機關宜有

更明確之規定 

專利法第58條係規定於「專利權」一節，該條前3項係規定專利權之實施，因

此在體系上解釋該法條之第4項，應是適用於實施專利權時之請求項解釋，亦即專

利侵權訴訟之時。 

若以專利權之取得時點進行區分，可分為專利申請審查階段與專利權階段，則

在專利申請審查階段時，假若有解釋請求項之必要時是否即可適用專利法第58條第

4項？而在專利權階段尚可再分為專利權之有效性的舉發程序以及專利權之侵害的

民事訴訟程序，於前者若有解釋請求項之必要時是否即可適用專利法第58條第4

項？因為無論是在專利申請審查階段，或是在專利權之有效性的舉發程序中，皆不

是所謂的實施專利權，是否即能適用體系上解釋之專利法第58條第4項？ 

針對上開問題，有論者謂專利法第58條第4項是否適用於行政審查階段與司法

審查階段仍有不同見解31。有論者謂在不同的階段會分別涉及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

的對解釋請求項的不同操作與不同之目的32。因此在專利法的規定上實應加以明確

區分相關適用之法律規定。 

(二) 解釋請求項之折衷主義 

解釋請求項之基本理論包含周邊限定主義、中心限定主義以及折衷主義，我國

專利法係採用世界主流的折衷主義33。專利法第58條第4項前段之規定，發明專利權

範圍，是以請求項為準，屬偏向周邊限定主義；同項後段之規定，在解釋請求項

時，並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屬偏向中心限定主義34。易言之，就目前專利法之規

定，一個請求項的範圍以其所記載之內容的字面意義為準，倘若有必要對於該記載

                                                        
31 同前註，1頁。 
32 邱元玠、古文豪、陳麒文，專利審查參酌說明書及圖式之探討，智慧財產權月刊，2016年4

月，208期，39頁。 
33 顏吉承，專利說明書撰寫實務，2007年，326-327頁。 
34 顏吉承，註21文，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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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進行解釋時，則可以審酌說明書及圖式。法條中所使用的「得」審酌而非

「應」審酌於實務上亦有產生爭議，即以請求項的「明確性」作為判斷是否於解釋

請求項時需要審酌說明書及圖式的問題。 

(三) 以請求項的「明確性」為判斷是否須審酌說明書及圖式的問題 

該法條中對於解釋請求項係規定「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然而專利實務界迭

有爭議認為是否「應」審酌說明書及圖式，因解釋方法的不同，甚而導致解釋的結

果豬羊變色35。 

有論者認為，在解釋請求項時是否審酌說明書及圖式應以申請專利範圍之記

載內容「明確」或「不明確」為分界來加以決定，我國專利界亦偏向採用此一方

法36。有論者提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98號判決意旨亦支持此種區分之

方法37。亦有論者提出：採積極說者認為無論何種情況皆須審酌，採消極說者認為

只有在請求項為不明確時始有審酌之必要38。 

但採用此法卻又衍生出必須先審查請求項的明確性，然在審查請求項的明確性

時，於解釋請求項「得」參酌說明書、圖式及申請時之通常知識39，這種雞生蛋或

蛋生雞之無解問題40？ 

(四) 參酌該條文之立法理由，於解釋請求項時「實應」參考其說明書及

圖式 

若參酌該條文於2003年修正專利法時之立法理由，是參考歐洲專利公約第69條

                                                        
35 顏吉承，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應」審酌說明書及圖式？（上），網址：http://www.naipo. 

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Laws/TW-23.htm，最後瀏覽日：2019年8月28日。 
36 顏吉承，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應」審酌說明書及圖式？（中），網址：http://www.naipo. 

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Laws/TW-24.htm，最後瀏覽日：2019年8月28日。 
37 邱元玠、古文豪、陳麒文，註32文，31-32頁。 
38 張仁平，註6文，96-97頁。 
39 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2019年1月，2-1-18頁，網址：https://www.tipo.gov.tw/lp.asp? 

CtNode=6680&CtUnit=3208&BaseDSD=7&mp=1，最後瀏覽日：2019年8月28日。 
40 顏吉承，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應」審酌說明書及圖式？（下），網址：http://www.naipo. 

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Laws/TW-25.htm，最後瀏覽日：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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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意旨予以修正條文內容：「在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發明說明及圖式係屬於

從屬地位，未曾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之事項，固不在保護範圍之內，惟說明書所載

之申請專利範圍僅就請求保護範圍之必要敘述，既不應侷限於申請專利範圍之字面

意義，也不應僅被作為指南參考而已，實應參考其說明書及圖式，以瞭解其目的、

作用及效果41。」顯見立法理由中已有明示42。 

有論者謂若依各主要國家或地區之相關法律見解，無論申請專利範圍是否明

確，於解釋請求項時，均應審酌說明書及圖式43。再加上專利法第58條第4項之立法

理由的明示，以及審判實務上的相同見解44，於解釋請求項係「應」審酌說明書及

圖式。 

有論者認為專利法第58條第4項應進行修法，進一步改為「於解釋請求項時，

並應審酌說明書與圖式。45」有論者則提出回歸專利法制之根源，從先占之法理出

發。以請求項中所界定之內容與說明書所載的發明兩者比較，若前者超出後者時，

則「應」審酌說明書及圖式，限縮申請專利範圍至說明書所記載的發明，使專利權

範圍限於發明人的發明，始符合先占之法理46。 

(五) 小 結 

由以上說明可知，專利法第58條第4項之規定除上開之問題外，亦未對其於解

釋請求項時，係在探知申請人之「主觀」意圖？或是在探知請求項之合理的「客

觀」範圍？有所明定。 

倘若依照上開對該條文解析，僅可推知其應與美國專利實務中之BRI原則中

「於解釋用語之意義時須與說明書與圖式中所使用的該用語一致」之要求相近，亦

與美國專利實務中之Phillips原則中「於解釋請求項時必須使用內部證據中的說明

書」之要求相近。換句話說，經解釋後的請求項用語之意義，不能違反說明書與圖

                                                        
41 智慧財產局，專利法逐條釋義，2014年9月，178頁，網址：https://www.tipo.gov.tw/ct.asp? 

xItem=532218&ctNode=6952&mp=1，最後瀏覽日：2019年8月28日。 
42 顏吉承，註40文。 
43 同前註。 
44 同前註。 
45 張仁平，註6文，126頁。 
46 顏吉承，註40文。 



56  

專利師︱第四十期︱2020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式中所賦予該用語的真正意義。 

二、專利審查基準的相關規定 

專利審查基準是智慧財產局依其職權所制訂，制訂其目的主要在於規範智慧財

產局內部之審查人員進行審查專利申請案件時的基準，並非為直接拘束一般不特定

人民，自屬行政命令中之行政規則47。因此專利審查人員在進行專利申請案的審查

時，自應遵循專利審查基準的相關規定。 

專利審查基準在「請求項記載原則」一節中，關於明確性的審查說明中規定：

解釋請求項時得參酌說明書、圖式及申請時之通常知識48。換句話說，在審查請求

項之記載內容是否明確時，是以其是否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單獨由請求項之記載內容，即可明確瞭解其意義，而對其範圍不會產生疑義49。因

此，這裡所謂參酌的通常知識的請求項解釋，是指判斷請求項記載內容是否明確，

與界定請求項範圍的請求項解釋，似應有不同。 

另外，專利審查基準在「請求項之解釋」一節中，是對於專利法第58條中關於

請求項解釋的條文，提出行政機關的說明：解釋請求項時，原則上應給予在請求項

中之用語最廣泛、合理且與說明書一致之解釋。對於請求項中之用語，若說明書中

另有明確揭露之定義或說明時，應考量該定義或說明；對於請求項中之記載有疑義

而需要解釋時，則應一併考量說明書、圖式及申請時之通常知識。此外，請求項之

技術特徵後得附加圖式中對應之符號，惟該符號不得作為解釋請求項之限制50。 

由以上說明可知，以目前專利專責機關的實務做法，係認為專利法第58條第4

項關於解釋請求項之規定是可以適用於專利申請審查階段。我國專利審查基準的規

範採最寬廣合理解釋原則，即與美國專利實務中所採用之BRI原則相同51。不過，有

                                                        
47 陳智超，淺論專利審查基準之性質，智慧財產權月刊，1999年8月，8期，31頁。 
48 智慧財產局，註39書，2-1-8頁。 
49 同前註。 
50 同前註，2-1-33至34頁。 
51 盧建川，最寬廣合理解釋（BRI）v.最寬廣可能解釋（BPI），廣流電子報，2017年12月，42

期 ， 網 址 ： http://www.widebandip.com/tw/knowledge2.php?type1=A&idno=236 ， 最 後 瀏 覽

日：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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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認為在實務上的操作，卻是接近美國專利實務中之BPI原則的文義解釋52。 

三、專利侵權判斷要點的相關規定 

智慧財產局於2016年制訂專利侵權判斷要點並函送司法院處理後續相關事

宜 53。該判斷要點說明了請求項解釋之目的在於正確解釋請求項之文字意義，以確

認請求項界定之範圍54。同時請求項解釋之時點，應限於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於專利申請時所能瞭解之意義55。 

該判斷要點進一步說明：「原則上，於解釋請求項時，對於其中之用語及技術

特徵，應給予最合理的解釋。對於請求項中之用語，若於說明書中另有明確之定義

或說明時，應考量該定義或說明。對於請求項之記載有疑義而須釐清時，應考量說

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圖式及申請歷史檔案等內部證據，若仍有疑義時，應另考量

專業字典、辭典、工具書、教科書、百科全書及專家證詞等外部證據56。」 

由以上說明可知，專利侵權判斷要點的規範採客觀合理解釋原則，即與美國專

利實務中所採用之Phillips原則相同，必須依照內部證據及外部證據給予請求項之用

語最合理的解釋。 

肆、智慧財產法院的審判實務觀察與淺析 

由於專利法、專利審查基準與專利侵權判斷要點三者對於解釋請求項所採用的

原則並不相同，且專利專責機關於專利申請審查階段中，在判斷請求項「明確性」

之解釋請求項時是採用專利法之判斷原則，即得審酌說明書與圖式，但在其他的專

利申請審查程序中確是採用最寬廣合理解釋原則，則後續之不同訴訟類型中涉及請

求項解釋時，司法審查所採取的原則為何？ 

                                                        
52 同前註。 
5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5年2月5日智專字第10512300230號函。 
54 智慧財產局，專利侵權判斷要點，2016年，5頁，網址：https://www.tipo.gov.tw/ct.asp? 

xItem=597615&CtNode=7768&mp=1，最後瀏覽日：2019年8月28日。 
55 同前註。 
5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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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司法審判制度屬於二元制，關於專利權之取得與權利有效性之爭執，屬於

行政訴訟的裁判範圍，而關於專利權之侵害救濟的爭執，屬於民事訴訟的裁判範

圍，兩者本屬於不同的審判體系。唯在智慧財產法院成立之後，專屬管轄專利相關

的案件，同時專利侵權的民事訴訟中，智慧財產法院除須對侵權與否進行判斷外，

通常亦須對於涉訟專利的有效性進行判斷，因此可以藉由觀察智慧財產法院的案

例，來得到在不同訴訟類型中涉及請求項解釋時，智慧財產法院所採取的原則。 

一、智慧財產法院尚未有統一的請求項解釋原則 

由近期裁判的相關不同類型的訴訟案件中可以發現，在同一訴訟種類中，有些

案件採用最寬廣合理解釋原則、有些則採用客觀合理解釋原則、有些則僅援引專利

法第58條作為其解釋請求項的法理依據的案件。也就是說，在涉及專利權侵害的民

事案件中或是涉及專利權舉發的行政案件中，上開3種解釋請求項的依據原則皆有

被法院所採用。 

(一) 援引專利法第58條第4項後採用最寬廣合理解釋原則之案例 

在採最寬廣合理解釋原則的案件57中，法院的論理方式是先述明專利法第58條

定有解釋請求項的條文，接著即援引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154號行政判決的

意旨認為請求項解釋應以最合理寬廣之解釋為準。 

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154號行政判決為關於專利舉發案件，在關於請求

項解釋部分，最高行政法院認為：「由於文字用語之多義性及理解之易誤性，因此

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固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並應就專利說明書整體觀察，以瞭

解該發明之目的、作用及效果，惟申請專利範圍係就說明書中所載實施方式或實施

例作總括性之界定，圖式之作用僅係在補充說明書文字不足之部分，使該發明所屬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閱讀說明書時，得依圖式直接理解發明各個技術特徵及

                                                        
57 行政類如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行專更(一)字第3號行政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行專訴

字第67號行政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行專訴字第72號行政判決等；民事類如智慧財產

法院107年度民專訴字第22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民專訴字第64號民事判決、智

慧財產法院107年度民專訴字第84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民專訴字第17號民事判

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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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構成之技術手段，故參酌說明書之實施例及圖式所為之申請專利範圍解釋，應

以申請專利範圍之最合理寬廣之解釋為準，除說明書中已明確表示申請專利範圍之

內容應限於實施例及圖式外，自不應以實施例或圖式加以限制，而變更申請專利範

圍對外公告而客觀表現之專利權範圍58。」 

比較值得注意的案件是關於專利權人對智慧財產局依照最寬廣合理解釋原則下

進行用語之解釋結果的「合理性」不服，所提出的爭執，在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

行專訴字第90號行政判決案例中是關於專利舉發之案件，原告（即專利權人）主張

被告（即智慧財產局）將請求項中之用語「連續進行」擴張解釋為包括「同時開

始」之情況，顯與系爭專利說明書之記載不一致，非符發明之本意，難謂「合理」

之解釋。縱使考慮「最寬廣」之解釋方式，基於一般認知，亦殊難想像「連續」二

字會包含「同時」開始或結束之情況59。 

被告則主張在解釋請求項時得採「最廣泛、合理解釋」並無不當，其理由在

於：雖然在93年版專利審查基準中對於申請專範圍之記載有疑義而需要解釋時，並

未明文記載應該如何解釋，僅說明應一併考量發明說明、圖式及該發明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通常知識，但是該版基準也沒有限制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

不得採「最廣泛、合理解釋」之意涵。再者，102年版專利審查基準已明文規範，

因此，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得採「最廣泛、合理解釋」並無不當60。 

法院審理後認為：「關於請求項之解釋……智慧局實務上在舉發階段向來都是

採『寬廣合理解釋』，系爭專利核准時之93年版專利審查基準雖未提及『最廣泛、

合理』之解釋，惟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為瞭解每一請求項所載之發明，本應以請

求項中所載之發明的整體為對象，並參考其說明書及圖式，以瞭解其目的、作用及

效果，做出整體一致性之解釋，而且本院104年度行專訴字第88號行政判決意旨，

針對應適用93年7月1日修正施行之專利法之舉發案，亦做出『參酌說明書之實施例

及圖式所為之申請專利範圍解釋，仍應以申請專利範圍之「最合理寬廣」之解釋為

準』之見解61。」 

                                                        
58 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154號行政判決，「理由、六、(四)」。 
59 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行專訴字第90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二、(六)」。 
60 同前註，「事實及理由、三、(六)」。 
61 同前註，「事實及理由、六、(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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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援引專利法第58條第4項後採用客觀合理解釋原則之案例 

在採用客觀合理解釋原則的案件62中，法院主要在探討如何客觀合理的解釋請

求項用語，即是使用內部證據與外部證據來建立所謂的客觀性與合理性。 

與上開第(一)點相同的，法院的論理方式也是先述明關於解釋請求項為專利

法第58條第4項定有明文，在法有明文下，原則上應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中所

記載之文字意義及該文字在相關技術中通常總括的範圍，予以認定，蓋因申請專利

範圍一經公告，即具有對外公示之功能及效果，為使公眾有一致之信賴，因此解釋

申請專利範圍應以「客觀合理方式」解釋其文字的客觀意義，非探求申請人之主

觀意思63。 

接著，再說明如何客觀合理地探求專利請求項之通常習慣之意義，係以該發明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就該文字於系爭專利申請時於相關技術領域中所

被認知或瞭解之範圍予以解釋，除非申請人於說明書中賦予該文字特定之定義，否

則應以該發明領域中之通常知識者通常習慣之意義作為申請專利範圍中之文字意

義，並應以內部證據為優先適用，當內部證據無法清楚顯示其意義時，始參酌外部

證據解釋之64。 

所謂的內部證據包含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圖式及申請歷史檔案等。所謂的

外部證據包含專業字典、辭典、工具書、教科書、百科全書及專家證詞等。其中，

申請歷史檔案係指專利案自申請專利至專利權維護過程中，於專利申請時之說明

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以外的文件檔案，例如外文說明書、申請專利、舉發或行

政救濟階段之補充、修正文件、更正文件、申復書、面詢紀錄、答辯書、理由書或

其他相關文件等。專利案自申請專利至專利權維護過程中，專利申請人或專利權人

為了克服審查意見或舉發理由而對請求項之用語或技術特徵做出限縮性解釋時，則

該申請歷史檔案亦可作為解釋請求項之依據65。 

                                                        
62 行政類如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行專訴字第58號行政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行專更(一)

字第5號行政判決；民事類如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民專上字第8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6年度民專上字第41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專訴字第1號民事判決。 
63 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行專訴字第58號行政判決，「事實及理由、乙、陸、(四)、(一)、(1)、1」。 
64 同前註。 
65 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民專上字第3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貳、六、(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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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僅援引專利法第58條第4項及其立法理由之案例 

這類型案例 66中，法院直接援引專利法第58條第4項之立法理由謂：「從

而，專利權範圍以申請專利範圍所記載者為直接依據，在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創

作說明及圖式係屬於從屬地位，未曾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之事項，並不在保護範圍

之內，惟專利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僅就請求保護範圍之必要敘述，不應侷限

於申請專利範圍之字面意義，實應參考其說明書及圖式，以了解其目的、作用及效

果67。」 

二、智慧財產法院之民事類專利訴訟中是否適用最寬廣合理 
解釋原則 

在美國專利實務中，於解釋請求項時採用BRI原則僅用於專利申請的審查程序

中，審查人員賦予申請專利的請求項範圍最寬廣的解釋，而申請人可以修正請求項

方式進行調整請求項範圍大小的協商，如此在專利被核准之後，可以防止其專利權

範圍被解釋過廣而超過其發明所應有的範圍68。因此BRI原則僅用於專利申請審查階

段，一旦取得專利權後，無論是PTAB中的複審程序或是法院專利訴訟程序都是採

用Phillips原則來進行解釋請求項。 

與美國專利實務相較之下，我國專利司法審判實務中，就上開對智慧財產法院

的案例之觀察結果，不論是行政類的專利舉發案件以及民事類的專利侵權案件，法

院都有採用最寬廣合理解釋原則來解釋請求項，如此做法是否合適？不無疑問。 

在我國專利侵權訴訟與美國專利侵權訴訟仍有不同之處，在我國專利侵權訴訟

中，專利權人可以依照被告所提出攻擊專利有效性的證據與主張，對於涉訟的請求

項提出更正，反觀在美國專利侵害訴訟中，幾乎沒有於訴訟中用更正方式來改寫請

求項的案例69。 

                                                        
66 行政類如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行專訴字第91號行政判決；民事類如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

專訴字第25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民專訴字第36號民事判決。 
67 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專訴字第25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四、(四)、1、(1)」。 
68 顏吉承，註21文，16頁。 
69 劉國讚，專利侵權訴訟之研究──以日本法院智慧財產權裁判為研究核心，司法院委託學者

專題研究案，2013年12月20日，80頁，網址：http://www.judicial.gov.tw/IProperty/work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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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如果專利權人可以在民事專利侵權訴訟以更正方式來修改請求項範

圍，則是否與美國專利申請過程中申請人可以使用修正請求項之方式有著異曲同工

之處？當然另一個問題是，更正程序比修正程序具有更嚴格的法定要件要求，訴訟

進行中的所提出的請求項更正程序很有可能被法院駁回。 

專利權的審查本來即包含智慧局核准前的官方審查，以及專利領證之後的公眾

審查，而在專利侵權訴訟中被告對涉訟專利所提出的有效性攻擊，本屬於公眾審查

的範圍，且我國的專利實務是允許在訴訟的過程中專利權人對於涉訟請求項進行更

正修改以避開前案證據的攻擊，因此，假若在專利權人的更正有被核准的情況下，

民事訴訟法院於後續的程序中採用最寬廣合理解釋原則來解釋請求項看似也不無道

理。 

然而，若回到最寬廣合理解釋原則的目的，是在探知專利申請人在申請時對於

請求項範圍之「主觀」意圖，倘若在民事專利侵權訴訟中採最寬廣合理解釋原則來

解釋請求項，已是在探知專利權人於專利侵權發生時的請求項範圍之「主觀」意

圖，恐已與最寬廣合理解釋原則之目的相違。 

再者，在民事專利侵權訴訟中，法院對請求項的解釋會同時適用於專利有效性

之判斷以及專利侵權之判斷，在審判實務中，法院對於此兩者並無審理先後之要求

與差別。易言之，假使法院採用最寬廣合理解釋原則於解釋請求項後，即先據此對

專利侵權之有無進行判斷，並判斷被告產品落入解釋後的請求項範圍，在法院逕行

判斷專利侵權的情況下，則對於被告是否公允？因為此一解釋後的請求項範圍極有

可能因其範圍較大而可以被前案證據無效，也就是說，此時法院所做出之請求項解

釋後的範圍，已經明顯逾越了該專利所被期待的客觀合理範圍，對公眾利益產生影

響。相似的，假使法院採用最寬廣合理解釋原則於解釋請求項後，係先據此對專利

權之有效性進行判斷，並判斷系爭請求項為無效，但假使於客觀合理解釋原則下於

解釋請求項後就相同的前案證據應認定系爭請求項為有效，於此種情況下對於原告

是否公允？ 

本文認為，若對照美國專利實務中採最寬廣合理解釋原則下進行解釋請求項之

                                                                                                                                                        
 %E4%BB%A5%E6%97%A5%E6%9C%AC%E6%B3%95%E9%99%A2%E6%99%BA%E6%85

%A7%E8%B2%A1%E7%94%A2%E6%AC%8A%E8%A3%81%E5%88%A4%E7%82%BA%E7 
 %A0%94%E7%A9%B6%E6%A0%B8%E5%BF%83.pdf，最後瀏覽日：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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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希望專利申請人可以透過修正的方式在審查過程中修改請求項，並建立究

竟專利申請人在申請時所想要請求之意圖的清楚記錄，這種所謂的請求之意圖，應

即是申請人於發明完成之時其內心所認為該發明究竟是什麼、於專利申請時其內心

所認為請求的範圍究竟是什麼的意圖，則在我國專利民事侵權訴訟中若採最寬廣合

理解釋原則下進行解釋請求項，則無法與這樣的目的相符，且亦不符合公眾利益與

當事人之利益，因此，專利民事侵權訴訟中不應採最寬廣合理解釋原則來進行解釋

請求項。 

三、智慧財產法院之行政訴訟中是否適用客觀合理解釋原則 

專利行政訴訟中涉及解釋請求項的案例，皆為因專利舉發案件所提起的，通常

這類案件是因同一件專利在民事侵權訴訟中的被告對涉訟專利所提出對應的舉發

案。與民事侵權訴訟不同的是，實務上對於行政訟訟中的專利更正原則更為嚴格，

若智慧財產局在專利舉發案中之舉發審定作成前已經依法通知權利人得申請更正，

權利人未申請更正或申請更正但經否准更正者，不再容許專利權人申請更正70。 

也就是說，在專利舉發案件中，通常於智慧財產局審理階段已經給予更正請求

項的機會，因此在後續的行政訴訟中法院通常不會同意專利權人申請更正請求項。

因此在解釋請求項的原則似應採用客觀合理解釋原則。如此一來，也不會與民事侵

權訴訟中的請求項解釋之意義產生歧異。 

四、專利法第58條第4項之在解釋請求項時，並「得」審酌說明

書及圖式的規定，在審判實務上已經為「應」審酌說明書

及圖式 

按最寬廣合理解釋原則所進行之請求項解釋須與說明書一致，而按客觀合理解

釋原則所進行之請求項解釋須參考說明書與圖式等內部證據，於此兩原則下進行解

釋請求項時應審酌說明書與圖式自不待言。而於僅援引專利法第58條第4項及其立

                                                        
70 江郁仁，淺談專利行政訴訟中全案准駁、新證據與更正，網址：https://www.taie.com.tw/ 

tc/p4-publications-detail.asp?article_code=03&article_classify_sn=64&sn=1028，最後瀏覽日： 
 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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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由之案例中，亦認為於解釋請求項時，實應參考其說明書及圖式，以瞭解其目

的、作用及效果。 

所以就審判實務上的觀察，無論法院在何種訴訟類型中採用何種原則來解釋請

求項，說明書與圖式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以筆者本身從事專利工作的經驗來

說，往往很難單僅由請求項記載之內容來清楚界定出其範圍或解釋出其用語之意

義，除了請求項本身記載之不明確或錯誤情形外，尚有申請人自訂之用語、技術手

段的不易理解等等原因，因此，本文亦認為不論於任何階段只要有解釋請求項之需

要時，至少應參考說明書及圖式。 

五、解釋請求項時之審酌說明書及圖式與禁止讀入原則的兩難 

所謂禁止讀入原則，係指發明專利之權利範圍，由申請專利範圍中各請求項之

文字所限定，僅載於說明書而未載於請求項之技術特徵，則無法限定專利權之範

圍71。換句話說，在解釋請求項時，應以請求項所記載之內容為依據，在參酌說明

書與圖式時，不得將說明書或圖式中已有揭露但未於請求項為記載之技術特徵引入

請求項72。 

在解釋請求項時審酌說明書與圖式來確定請求項中用語之意義，但卻又不得將

請求項中未記載之技術內容讀入請求項中，「解釋」與「讀入」兩者之間的區別終

究不具體，且屢有爭議73。舉例來說，在民事專利侵權訴訟中常見難以處理的狀況

如一專利發明之技術手段Z具有A＋B＋C 3個必要技術特徵元件所構成，但在請求項

中僅記載技術手段Z包含A＋B，則在解釋請求項中之技術手段Z時，是以請求項中

所載A＋B為準？或應審酌說明書而將其解釋為A＋B＋C74？而後者是否又有違反禁

止讀入原則？ 

在實際的案例75中，系爭專利請求項記載「一種導電糊用於藉由以500至900°C

燒製而形成太陽能電池電極之用途，……」，爭議用語發生在「500至900°C燒製」

                                                        
71 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民專上字第8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參、五、(四)、2、(2)」。 
72 智慧財產局，註54書，8頁。 
73 顏吉承，註33書，340-341頁。 
74 顏吉承，註35文。 
75 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專上字第28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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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專利權人所主張的「經過溫度」？或是被控侵權者所主張的「最高溫度」？ 

智慧財產法院在解釋該爭議用語時審酌系爭專利說明書中之記載： 

第12頁第12至15行記載「然後藉習知方法（如網版印刷）將本發明之導電糊塗

布在上述抗反射膜上，在500至900°C之『最高溫度』乾燥及燒製總共約1至30分鐘

之燒製時間……」； 

第14頁第1行記載「應注意，前電極係在800°C之『最高溫度』燒製」； 

第23頁第11至16行記載「……且在800°C之『最高溫度』燒製而形成前電極及

製備太陽能電池裝置。亦使用相同之樣品形成梳形圖案，將其在760°C與780°C之

『最高溫度』燒製而製備僅燒製溫度不同之太陽能電池裝置……亦以比較性樣品1

與2形成梳形圖案，將其在800°C之『最高溫度』燒製而製備太陽能電池裝置」；以

及 

第24頁表4記載實施例與比較例之燒製溫度均為單一的溫度，並非一個範圍的

溫度76。」 

法院最後認定，「系爭專利說明書中所指的『500至900°C燒製』並無任何一個

實施例或說明其為一個範圍的溫度燒製，反而是揭露了該溫度是『最高溫度』，基

此，該燒製溫度自應解釋為『最高溫度』而非『經過溫度』，才能符合發明說明之

精神77。」專利權人所主張：說明書有提及最高溫度，並不代表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

溫度就應解釋為最高溫度，如將「500至900°C」限縮為「最高溫度」，將違背以請

求項為準原則及禁止讀入原則云云，自不足採78。 

又如另一案例79中，是關於發明第I345041號專利舉發的爭議，系爭專利是關於

燈具的散熱結構，爭議用語發生在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載「外側曲面」，系爭專利

說明書中記載：「該散熱器2具有一基座21及數個由該基座21外緣延伸而出的散熱

鰭片22，該基座21具有一外側曲面241，該些散熱鰭片22可以是平板或是具有弧

度……」，圖式中可看出外側曲面241具有內凹形狀，槽間設有散熱鰭片22，如下

圖所示。 

                                                        
76 同前註，「事實及理由、乙、肆、二、(二)、4、(2)」。 
77 同前註。 
78 同前註，「事實及理由、乙、肆、二、(二)、4、(3)」。 
79 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行專訴字第53號行政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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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發明第I345041號專利之第七圖圖示 

專利權人主張：「參酌系爭專利說明書與圖式，瞭解系爭專利之目的、作用及

效果，系爭專利散熱器基座之外側曲面必須是『內凹』，始可使氣流流入散熱器中

心，以達到系爭專利提升散熱效果的目的。職是，解釋系爭專利請求項1『外側曲

面』，係指『內凹外側曲面』80。」 

智慧財產局主張：「專利權人將系爭專利請求項1『外側曲面』解釋為『內凹

外側曲面』，依據系爭專利說明書第6至8頁與第3、6圖，明顯讀入說明書之內容，

任意增加申請專利範圍所記載之限制條件，而與禁止讀入原則相違。系爭專利請求

項1明確記載『外側曲面』，自無另行解釋為『內凹外側曲面』之必要。81」 

法院審理後認為：「外側曲面之特徵，應依通常習慣總括之意義予以解釋。以

機械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認知，參酌系爭專利說明書與圖式來解釋82。因

系爭專利請求項1未界定散熱器基座之外側曲面形狀，是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限定散

熱器基座之外側曲面之形狀為向外凸、向內凹或其他形狀，僅要散熱鰭片內側邊緣

與散熱器基座外側曲面間具有一間隙，不限任何形狀，使間隙形成一環狀中心流

道，且中心流道與散熱鰭片內側邊緣之通口相通，均可提升散熱器散熱效果，而解

決系爭專利所欲解決之問題。準此，系爭專利請求項1『外側曲面』文義，應解釋

為『外側形狀為一彎曲面，並不限制彎曲面為向外凸或向內凹之形狀』。專利權人

                                                        
80 同前註，「事實及理由、貳、一」。 
81 同前註，「事實及理由、參、一、(一)」。 
82 同前註，「事實及理由、伍、五、(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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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主張之開理由，應不可採。83」 

易言之，若以通常知識者之認知，認為說明書或圖式中所記載的一技術內容，

對於發明實質或目的之達成不具意義者，則不可將該技術內容讀入請求項中84。以

上開案例而言，圖式中有揭露出該外側曲面241具有內凹形狀，惟此內凹形狀對於

該發明之散熱的目的，並無實質解決問題的幫助，因此專利權人將該內凹形狀「讀

入」該「外側曲面」的解釋中，自屬與禁止讀入原則相違。 

伍、結論與建議 

綜上所述，本文分由以下幾個面向分別提出建議： 

一、專利法制面 

現行專利法第58條第4項之規定所產生的問題勢必透過修法才能解決，本文亦

認同有論者所提出之於進行修法時，將條文進一步改為「於解釋請求項時，並應審

酌說明書與圖式85。」除此之外，對於該條項是否可直接適用於專利申請審查階段

以及專利舉發之行政訴訟階段的請求項解釋，條文之規定應更加以明確化。 

同時，就該條項規定下係是採最寬廣合理解釋原則、客觀合理解釋原則或是其

他折衷原則來進行請求項的解釋，及其分別適用的訴訟類型或行政程序，亦應更具

體且明確的規定。 

二、專利申請審查實務面 

專利審查基準規定於解釋請求項時是採最寬廣合理解釋原則，換句話說，智慧

財產局之審查人員在進行專利申請案審查時，應依照專利審查基準之規定對於請求

項之用語進行最廣泛、合理且與說明書一致之解釋，並據此作為判斷專利要件之新

穎性與進步性的基礎，於審查意見通知函中載明，使申請人可以據此決定是否於答

                                                        
83 同前註，「事實及理由、伍、五、(二)、2」。 
84 顏吉承，註33書，341頁。 
85 張仁平，註6文，1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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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同時進行請求項之修正，以達到探知申請人之關於請求項之主觀意圖的目的。 

然而，以筆者的工作經驗中，尚未見到有一份審查意見通知函中載明有審查人

員依據採最寬廣合理解釋原則對請求項用語進行解釋後，再依據此解釋進行專利要

件判斷的案件。 

反觀相較於美國專利申請審查程序中，專利審查員會於核駁通知書（office 

action）明確指出依據BRI原則對請求項進行解釋後，再依據此解釋進行專利要件的

核駁。例如在美國專利申請第14/070,129號中，專利審查員於2015年12月18日所發

出的核駁通知書，在關於請求項21之進步性的認定中，即指出基於BRI原則，該請

求項之「intermediate」與「between said pair of first/second/third side edges」已經被

前案所揭示。 

因此，本文建議智慧財產局在進行專利申請案審查，應落實專利審查基準規

定，在適當的案件中，例如在第一次核駁通知書後並收到申請人答辯後，作成第二

次核駁通知書時，就雙方有爭議之用語採最寬廣合理解釋原則進行解釋後，給予申

請人答辯修正之機會，如此，不僅對審查人員而言可以更容易找到前案證據來判斷

該申請案的可專利性，更可以進一步探知申請人對於請求項範圍之主觀意圖。 

除此之外，當涉及專利權舉發案之審查時，是否適用專利審查基準所規定之於

解釋請求項時所採最寬廣合理解釋原則？本文認為，由於在後續的行政訴訟中，法

院在解釋請求項的原則應採用客觀合理解釋原則，基於解釋的一致性，在智慧財產

局的專利權舉發案審查過程中，亦應採用客觀合理解釋原則來進行請求項的解釋，

因此在專利審查基準中的相關規定亦應予明確化。 

三、司法審查實務面 

司法審查結果的一致性有利於建立人民對於司法的信賴感。因此在相同訴訟類

型的司法審查中，對於解釋請求項應採用相同一致的解釋原則。易言之，就民事專

利侵權訴訟以及因舉發案所引起之專利行政訴訟中，在解釋請求項的原則似應採用

客觀合理解釋原則，即參考內部證據與外部證據對請求項用語做出客觀且合理的解

釋。如此一來，就同一專利所引起之民事與行政訴訟，雖屬不同類型，但在請求項

解釋之意義上應不致產生歧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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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利說明書撰寫實務面 

說明書與圖式的重要性絕對不亞於申請專利範圍，三者環環相扣關係密不可

分。對於專利實務工作者在製作說明書與圖式時，除了必須準確掌握住發明的特徵

技術內容之外，可以試著找出在請求項中可能產生爭議或不明確之用語，即使該用

語屬於先前技術領域中已經有其通常且慣用之意義者，例如本文之上開案例中，請

求項中之用語「wireless」或「board」，若想要該用語日後被解釋為特定意義時，

即可於撰寫說明書時，就於實施方式中加以清楚說明或定義。反之，則不於說明書

給予該用語之特定意義或敘述，以保留日後被解釋的模糊空間，以在爭議過程中留

有操作此模糊空間之解釋上的彈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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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從美國Curver v. Home 
Expressions設計專利侵權事件 
論析表面裝飾的保護困境

* 
徐銘夆** 

壹、前 言 

本文以2019年9月12日甫出爐之Curver v. Home Expressions判決，就美國聯邦巡

迴上訴法院（下稱「CAFC」）在製品1對於設計專利權範圍之解釋為探討。CAFC

於本案強調，即便設計創作的核心是表面裝飾，惟基於表面裝飾仍必須應用於製品

始能成為適格標的之故，設計名稱所指定的製品仍會對設計專利權範圍產生限定作

用，這件判決將為美國設計專利的申請策略帶來一些改變。 

其次，基於表面裝飾本身就具有應用在不同製品間的可能性，且創作過程也不

必然非得和實用功能產生連結，此等創作是否真有綁定製品之必要，文中會以1916

年Ex parte Cady案（下稱「彼得兔」事件）進行說明，文末筆者將借鑑日本學說就

表面裝飾單獨作為適格標的等課題提出因應對策。 

                                                        
DOI：10.3966/221845622020010040003 
收稿日：2019年10月23日 
* 本文相關論述僅為一般研究性之探討，不代表任職單位意見。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高級審查官。 
1 我國設計專利中之「物品」，在美國稱「製品」，本文對於美國制度的描述係依美國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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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國Curver v. Home Expressions設計專利侵權事件 

一、事實背景 

Curver是一家總部設於盧森堡的塑膠製造公司（下稱「專利權人」），2013年

在美國取得一件如圖1所示的「椅子花紋」（Pattern for a chair）設計專利權（下稱

「系爭專利」）。專利權人開始製造和系爭專利「Y」字結構相仿的置物籃後（圖

2），不久即發現Home Expressions（下稱「被控侵權人」）也在販售外觀近似的置

物籃（圖3，下稱「系爭產品」），遂向新澤西地方法院（下稱「地方法院」）提

告。 

 

 
圖1 系爭專利2 圖2 專利權人商業實施品3 

 

圖3 系爭產品4 

                                                        
2 美國設計專利D677,946號（Pattern for a chair）。 
3 CURVER LUXEMBOURG, SARL v. HOME EXPRESSIONS INC., No. 2:2017cv04079 - 

Document 17 (D.N.J. 2018). 
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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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專利權人最初向美國專利商標局（下稱「USPTO」）申請時的設計名稱是

「傢俱之部分」（FURNITURE(PART OF-)），隨後審查人員認為設計名稱：傢俱

之「部分」（PART OF-）的用語過於空泛不具體，以致無法理解究竟是應用在何種

傢俱製品，審查人員在形式核駁通知函（Ex parte Quayle action）建議可將設計名稱

修正為「椅子的花紋」，專利權人修正設計名稱後，就在沒有於圖式繪製「椅子」

外觀的情況下獲准專利。地方法院審理時，陳明設計專利侵權判斷包含圖4所列的

兩個步驟，其中第2步驟採用普通觀察者測試法，亦即倘若兩設計的近似程度欺瞞

觀察者，足以誘使其購買被誤認之產品，兩設計構成實質相同，應判斷侵權成立。 

 
 第1步驟 第2步驟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4 設計專利侵權判斷流程圖 

在進行侵權判斷的第1步驟時，地方法院認為系爭專利的設計名稱與申請專利

範圍既然記載為「椅子花紋」，系爭專利權範圍本當限縮在「椅子」。在進行第2

步驟時，地方法院認為普通觀察者在購買具有「Y」字結構的置物籃時（系爭產

品），不可能誤以為買到的是具有「Y」字結構的椅子（系爭專利），故判定不侵

權，專利權人不服，向CAFC提起上訴。 

二、爭點整理 

專利權人上訴時供稱，地方法院將申請歷史禁反言原則（prosecution history 

estoppel）錯誤地適用在本案，導致系爭專利權範圍不當的限縮在「椅子」外觀。專

利權人認為儘管設計名稱有配合審查人員的建議修正，但審查人員當時認為空泛不

具體之處是在「傢俱『之部分』」（圖5標示處），因此他們才將「之部分」改成

「花紋」，至於把「傢俱」改成「椅子」則與克服形式核駁通知函的挑戰無涉，故

系爭專利所載之「椅子」不該因為申請歷史禁反言而使系爭專利權範圍遭到限縮。 

判斷系爭產品是否

落入系爭專利權範圍
確定專利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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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形式核駁通知函意見5 

專利權人緊接著指出，即便設計名稱和申請專利範圍所指定的製品為「椅

子」，但在確定設計專利權範圍之時，理應以圖式所揭露之內容為準，而非設計名

稱。從系爭專利圖式可知其創作重點顯然就是一種關於「Y」字結構的表面裝飾，

既然圖式中沒有揭露椅子外觀，自然不應將系爭專利權範圍侷限在「椅子」。 

專利權人另依據美國關稅及專利上訴法院（下稱「CCPA」）在In re Glavas案

的判決意旨6主張地方法院在侵權判斷有所違誤，從In re Glavas案可推論出表面裝飾

相同、但應用物品完全不同的兩設計仍會構成可預期性（anticipation，即「新穎

性」），過往判決都是以同樣標準來判斷新穎性及侵權測試，其指出「既然侵權得

以成立，那麼理當構成可預期性7」；也有判決指出「過去一世紀以來侵權及可預期

性都是採用相同的標準8」，專利權人主張In re Glavas案應適用到本案侵權測試，他

們指出在系爭專利與系爭產品「Y」字結構實質相同的前提下，即便是將該花紋應

用在「置物籃」也會落入系爭專利權範圍。準此，本文將爭點整理如下： 

爭點1：申請歷史禁反言是否能限縮設計名稱所指定的製品範圍； 

爭點2：製品是否應納入確定設計專利權範圍考量； 

爭點3：系爭產品是否侵害系爭專利。 

                                                        
5 USPTO, Ex parte Quayle action, 04/25/2012. （本文僅摘錄部分內容） 
6 See In re Glavas, 230 F.2d 447, 450 (CCPA 1956). 
7 See Peters v. Active Mfg. Co., 129 U.S. 530, 537 (1889). 
8 See Int’l Seaway Trading Corp. v. Walgreens Corp., 589 F.3d 1233, 1239 (Fed. Ci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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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AFC意見 

(一) 申請歷史禁反言能限縮設計名稱所指定的製品範圍 

CAFC承認過往判決確實是以圖式作為界定設計創作的主要途徑，然而即便圖

式未揭露製品，仍不應忽略文字記載的製品訊息。本案在申請過程中，審查人員認

為專利權人最初的設計名稱「傢俱之部分」過於「空泛不具體」，以致於無法構成

專利法施行細則37 CFR 1.153(a)所指的「特定物品」（particular article），故建議

專利權人可將設計名稱修正為「椅子花紋」。而專利權人當時未提爭執，並聽從審

查人員建議將設計名稱指定「椅子花紋」。鑑於專利權人修正設計名稱顯然就是為

了克服專利法施行細則37 CFR 1.153(a)的要求，因此系爭專利權範圍本當受到當時

的修正而產生限定作用，此種限縮解釋不會因為修正當下未補足與設計名稱相符的

圖式就不能成立。 

(二) 製品應納入確定設計專利權範圍考量 

CAFC指出，美國專利法第171條明定設計專利的保護客體為：「任何為製品創

作具新穎、原創及裝飾性設計者……」，因此在確定設計專利權範圍時，過往判決

確實是以圖式所揭露之內容為準，例如有判決寫到：「設計專利與發明專利不同，

主張範圍是以圖式而非文字為準9」、「設計專利是由圖式來提供發明說明10」、

「在所有的設計專利案件中，申請專利之設計的範圍限定在申請案圖式所揭露之內

容11」。不過CAFC認為以前沒有一件判決像此案如此特別，因為系爭專利圖式沒有

為這個「Y」字結構的表面裝飾繪製任何製品，所以這是非典型案件。 

CAFC認為專利權人說穿了就只想主張一個單純的表面裝飾，但在100多年前的

Gorham Co. v. White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已指出「國會通過法案授權核准的設計專

利……不是抽象印象（abstract impression）、圖片（picture），而是法規提及賦予

這些標的（製品）之外觀12。」在這些年來，USPTO也依循同樣準則，嚴格禁止脫

                                                        
9 See Pac. Coast Marine Windshields Ltd. v. Malibu Boats, LLC, 739 F.3d 694, 702 (Fed. Cir. 2014). 
10 See In re Daniels, 144 F.3d 1452, 1456 (Fed. Cir. 1998). 
11 See In re Mann, 861 F.2d 1581, 1582 (Fed. Cir. 1988). 
12 See Gorham Co. v. White, 81 U.S. 524, 528 (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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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物品而單獨存在的設計取得專利。在「彼得兔」事件中，一位插畫家Harrison 

Cady（下稱：Cady）將後來聞名於世的「彼得兔」（Peter Rabbit）圖案拿去申請設

計專利，當時專利局助理局長（Assistant Commissioner of Patents）維持審查委員的

核駁審定，其指出：「未應用於物品而單獨存在的外觀或單純圖片並非（設計）適

格標的……設計不是指物品也不是指外觀本身，而是應用（於製品）之外觀13。」

同樣道理，USPTO在1959年頒布的37 CFR 1.153(a)14指出：「設計名稱必須指定特

定物品，除了參考圖式之內容外無須再另加說明，申請專利範圍應以正式用語記載

『如圖所示』（as shown），或『如圖所示與記載』（as shown and described）之製

品（特定名稱）的裝飾性設計。」CAFC指出這些規定至少釋放兩種訊息： 

申請專利範圍指的並非外觀本身，而是一個已確認其製品為何的外觀； 

設計專利權的保護範圍由「圖式」（如圖所示）或「圖式及文字」（如圖所

示與記載）來界定。 

準此，為了取得設計專利權，37 CFR 1.153(a)要求外觀必須綁定在製品上，既

然如此，在界定系爭專利製品時，不必然非得由圖式判斷，申請專利範圍所記載之

文字，一樣能作為限縮專利權範圍之依據。 

另 外 ， USPTO 頒 布 的 專 利 審 查 程 序 指 南 （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下稱「MPEP」）也要求除非外觀應用在製品上，否則不能准予設計專

利。MPEP解釋「申請專利之外觀必須用『在製品（或其部分）』，且不能單獨地

以表面裝飾存在15。」有違者自不符專利法第171條「應用於或實施在製品」之

規定16。誠如MPEP所言，確認製品的目的主要用是為了告知社會大眾該外觀是應用

在何種製品，同時用以界定設計專利的保護範圍17。倘若法院僅能單獨以圖式所揭

露之外觀來界定設計專利權範圍，那麼設計名稱及申請專利範圍的文字記載將顯得

毫無意義18。CAFC認為，將表面裝飾綁定在製品上，可以為設計專利權的保護範圍

                                                        
13 See Ex parte Cady, 1916 C.D. 62, 232 O.G. 621 (Comm’r Pat. 1916). 
14 系爭專利的申請日式在2011年4月8日，故適用的法規是在AIA法生效前37 C.F.R. 1.153之規

定。 
15 參照MPEP 1502. 
16 參照MPEP 1504.01. 
17 參照MPEP 1503.01(I) (amended November 2015). 
18 See Sarah Burstein, The Patented Design, 83 TENN. L. REV. 161, 21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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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明確且可預測的訊息19。不僅如此，從製品來限縮設計專利範圍有助於釐清

檢索範圍，讓審查管理更有效率。 

(三) 系爭產品未侵害系爭專利 

關於專利權人持In re Glavas案對於新穎性判斷不考量製品領域從而適用侵權判

斷的主張，CAFC列出以下理由認為本案無法比附援引，最終做出不侵權的認定。 

1. In re Glavas案是一件關於非顯而易知性的判決 

CCPA在In re Glavas案主要探討的是非顯而易知性判斷，請參考圖6，該案涉及

的課題是能從先前技藝（睡覺用枕頭）讓申請案（游泳用浮具）構成顯而易知20，

由於非顯而易知性與侵權判斷無涉，故兩者間案情不盡相同。 

 
申請案 第一引證 第二引證 

 

【游泳用浮具
21

】 

 

【救生浮手
22

】 

 

【睡覺用枕頭
23

】 

圖6 In re Glavas案 

2. In re Glavas案的系爭申請案並非單純的表面裝飾 

專利權人引用In re Glavas案的真正內容是指「倘若先前技藝揭露任何與申請人

實質相同之外觀，那麼這個製品的用途（use）為何，並非所問（指新穎性）24」。

In re Glavas案與本案的不同處在於，In re Glavas案並未述及應用於製品的表面裝飾

                                                        
19 Id. 
20 See In re Glavas, 230 F.2d at 449. 
21 美國設計專利D177,670號案（float）。 
22 美國發明專利715,938號案（Life-preserver）。 
23 美國發明專利1,386,652號案（Pillow slip）。 
24 See In re Glavas, 230 F.2d at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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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花瓶側邊的裝飾花紋），可以被一個完全不同的製品外觀（例如筆電蓋板）

所預期，若將系爭產品照片與系爭專利圖式相比，置物籃之表面裝飾顯然不會侵害

到椅子之表面裝飾（系爭專利）。 

3. 普通觀察者購買時不會混淆誤認 

CAFC肯認專利權人主張新穎性及侵權判斷的標準並無二致，也就是說在侵權

判斷上，可將系爭專利比擬成先前技藝、系爭產品比擬成申請案，倘若系爭產品可

被先前技藝所預期，應判斷為侵權成立。另由於CAFC全院聯席會在埃及女神案中

改以「普通觀察者」測試作為侵權判斷的唯一原則，因此新穎性及侵權判斷同採

「普通觀察者」測試法無誤。 

在普通觀察者測試的架構下，CAFC再次引用地方法院的見解，認為購買被控

侵權人「置物籃」的普通觀察者，不可能誤以為自己買到的是「椅子」。這席常出

現在外觀近似但製品不近似的侵權不成立語法，成為壓垮專利權人的最後一根稻

草，據上論結，CAFC仍維持地方法院原判決。 

參、問題與討論 

一、判決分析 

(一) CAFC重申新穎性與侵權判斷的標準一致 

CAFC在本案（下稱「椅子花紋」事件）最重要的判決意旨可整理成：「儘管

確定設計專利權範圍係以圖式所揭露之內容為準，但即便圖式未揭露外觀所應用或

施予之『製品』，設計名稱或申請專利範圍所記載的製品名稱仍可作為限定設計專

利權範圍之用。」誠如CAFC所言，美國過往判決已多次重申設計專利的新穎性25與

侵權判斷的標準應該一致，不過兩者間對於製品是否應納入申請專利範圍或是專利

權範圍的解讀卻大相逕庭。 

在新穎性的判斷上，由於CCPA在In re Glavas案中曾指出「倘若先前技藝揭露

                                                        
25 35 U.S.C. § 10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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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與申請人實質相同之外觀，那麼這個製品的用途為何，並非所問（指新穎

性）。」這導致2018年以前的MPEP 1503.01「前言及名稱」及1504.04 I「35 U.S.C 

112第1及2項」規定「設計名稱……『不用』來界定申請專利範圍」。也就是說美

國設計專利的新穎性判斷只考量外觀是否實質相同，與設計名稱所指定的製品無

涉。因此倘若有一設計專利申請案主張如圖7所示之半球形護唇膏塗抹部外觀，只

要審查人員能檢索到同樣具有半球形外觀的產品，就算是香水瓶、分配容器、玩具

容器，一樣都可拿來做為新穎性核駁引證。這也是專利權人持主張便非屬相同製

品，但只要具有同樣「Y」字結構的外觀，都該當落入系爭專利權範圍的理由。不

過專利權人仰仗的新穎性判斷不考量製品為何的規定，在2018年版MPEP出現極大

轉折，新版MPEP將原先設計名稱不會影響申請專利範圍的規範全盤改寫成「可用

以界定申請專利範圍」，這對於美國設計專利的申請策略和專利權範圍解釋都將帶

來莫大影響。 

 
申請案 新穎性核駁引證 

 

【護唇膏塗抹部】 

 

【香水瓶】 

 

【分配容器】 

 

【玩具容器】 

圖7 美國設計專利申請案號29/351,678及其核駁引證26 

(二) 審查人員錯把馮京作馬涼？ 

或許讀完本判決後，有人會將專利權人打輸官司的原因歸咎在審查人員當時所

提的修正建議。惟遍查系爭專利的申請歷史檔案，其實都不曾出現過「Y」字結構

外觀有應用在「置物籃」或「椅子」的任何訊息，因此審查人員當時對於系爭專利

的製品建議很可能是用「猜」的，在專利權人及代理人急著想獲准專利的情況下，

                                                        
26 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及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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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容易發生錯把馮京作馬涼的爭議。 

若細數過往USPTO在傢俱類產品所核准的設計專利，其實不難發現有不少已准

前案的設計名稱與系爭專利最初所指定的設計名稱十分雷同，例如「傢俱之『表面

裝飾』27」（圖8）或是「具有可滑動插件之傢俱『編織花紋』28」（圖9）。倘若

專利權人循前例將「傢俱之部分」修正為「傢俱之表面裝飾」或「傢俱之編織花

紋」，基於系爭產品「置物籃」亦同屬一種傢俱之故，或許會讓判決結果全盤翻

轉。 

 

 
圖829 圖930 

另考量CAFC在本案如此看重製品對於設計專利權範圍的影響來看，國人未來

在申請美國設計專利時，最好能在設計名稱一次講清楚圖式外觀所能對應到的所有

製品31。以系爭專利為例，或可參考圖10的做法，將設計名稱記載成「用於牆壁、

傢俱及地板之嵌板32」，以上指定複數製品的做法，只要能從圖式所揭露的內容合

理推之，美國審查人員不致過度刁難。前述申請策略不僅不會讓專利權範圍如同系

爭專利遭到限縮，有時反倒能產生擴大專利權範圍的外溢效應。無論如何，「椅子

                                                        
27 美國設計專利D420,232號案（Surface ornamentation for furniture）。 
28 美國設計專利D414,942號案（Weaving pattern for a molded article of furniture with slidable 

inserts）。 
29 美國設計專利D420,232號案。 
30 美國設計專利D414,942號案。 
31 惟按我國專利法第129條第1項規定，申請設計專利，應就每一設計提出申請（一設計一申請

原則）。因此每一設計專利申請案中說明書及圖式原則上僅得揭露單一外觀應用於單一物

品，一設計指定二個以上之物品，原則上不得合併在一申請案中申請。 
32 美國設計專利D330,435號案（Panel used for walls, furniture, and flo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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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紋」事件給吾人最大啟示，莫過於在設計名稱及申請專利範圍指定製品時，其嚴

謹度應視同發明專利請求項的記載標準，否則大患不見於今，亦終見於他日。 

圖1033 

二、「彼得兔」沒遭到核駁，反道出問題真相 

儘管CAFC在本案有提及「彼得兔」事件，但該案最終並未遭到核駁而是獲

准，為此，筆者認有必要透過這起事件點出表面裝飾申請設計專利所面臨到的難

題，這在過去早已存在，並非新鮮事。 

為了尋求更周延的法律保護，「彼得兔」作者Cady自1914年起針對他所創造的

動物角色申請設計專利（圖11），不過由於他在申請專利範圍記載「如圖所示及所

述之製品（articles of manufacture）的裝飾性設計」，而且還在設計說明記載「可應

用在許多製品上，例如玩具、插圖等，或是任何製品的裝飾」34。當時美國專利局

（下稱「專利局」）審查人員以申請專利範圍所指定的製品過於空泛不具體，且僅

是單純的表面裝飾為由核駁申請35，Cady不服提起上訴。 

 

                                                        
33 美國設計專利D330,435號案。 
34 參照Cady, supra note 13. 
35 Id. 



從美國Curver v. Home Expressions設計專利侵權事件論析表面裝飾的保護困境 81 

專利師︱第四十期︱2020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圖11 「彼得兔」事件圖式36 

Cady上訴時指出自己只是一位插畫家，怎會知道他的圖案會應用在何種製品

上，也許是床單或手帕，因此才會在申請專利範圍的製品加「s」成為複數名詞。專

利局助理局長審理時指出，本案爭點在於「如何陳述及主張一種角色圖案，且可以

明顯地應用於多種用途之美術設計37」。助理局長將Cady的創作解釋成「一種彼得

兔之圖案，其是一隻盛裝打扮且呈站姿的肥胖兔子，孩童一眼就能看出牠可愛形

象38。」他認同這創作很顯然地能應用在諸如娃娃、卡片、紙鎮等製品上39，儘管

法令要求申請人必須指定外觀所應用之製品，但從實質內容觀察，確實很難強迫申

請人將彼得兔綁定在任何一種製品上40。 

助理局長指出本案並未明確揭露彼得兔圖案究應如何應用在床單或手帕上，不

過仍同意Cady可在設計說明記載該外觀可明顯應用到的其他製品之聲明41。Cady和

審查人員最後各退一步，請參考圖12標示處，Cady將設計名稱修正為「一種製品的

設計」（Design for an article of manufacture），設計說明則指出「本案所揭露的外

觀為應用於玩具的圖式」。審查人員則允許Cady另外記載「我（即申請人）預期相

同（外觀）也能夠實施或應用在許多其他製品。」 

                                                        
36 美國設計專利D50,236號案（Design for an article of manufacture）。 
37 Cady, supra note 13, at 62. 
38 Id. at 57, 61. 
39 Id. at 58. 
40 Id. at 61. 
41 Id. at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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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42 

Cady後續又針對他所創作的童畫角色取得一系列設計專利權（圖13），設計名

稱都記載為「一種製品的設計」，這些將動物擬人化的角色曾榮獲艾美獎及奧斯卡

金像獎肯定，繼而成為啟發華德迪士尼（Walt Disney）日後創作卡通人物的來源。 

 

 
圖13 Cady獲准的美國設計專利43 

綜上所述，儘管MPEP指出設計不可脫離其所應用之製品，故表面裝飾不能單

獨做為適格標的44。但「彼得兔」事件已突顯出表面裝飾尋求設計專利保護所面臨

的問題，就連當時的助理局長也難以否定表面裝飾確實有應用在不同製品的多種可

                                                        
42 美國設計專利D50,236號公告說明書（部分內容）。 
43 美 國 設 計 專 利 D50,225S 、 D50,229S 、 D50,227S 、 D50,234S 、 D50,224S 、 D50,228S 、

D50,230S、D50,226S、D50,232S、D50,231S。 
44 Cady, supra not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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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焦點拉回至「椅子花紋」事件，若將系爭專利最初記載的設計名稱「傢俱之部

分」與「Y」字結構結合來看，確實能讓人聯想該表面裝飾具有應用在置物籃、椅

子、書櫃等不同傢俱的可能，既然專利權人欲藉由設計專利在所有傢俱排除他人實

施「Y」字結構的外觀。從先占法理（pre-emption）45觀察，系爭專利因牴觸先前技

藝而面臨專利無效的機率也相對大增，因此對於表面裝飾的有效性審查，其實無須

先入為主的逕以非屬適格標的或設計名稱空泛不具體來核駁申請，否則就容易平白

錯失保護類似像「彼得兔」這類表面裝飾的良機。 

三、日本物品與外觀關係理論 

為強化設計專利對於表面裝飾保護的立論基礎，本段借鑑日本意匠46學說就物

品與外觀的關係進行探討，請參考圖14所示，依據「物品」與「外觀」是否具有一

體性可分為「一體說」及「可分說」，前述「一體說」可再細分成「一體不可分

說」及「一體可分說」。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14 物品與外觀關係理論架構圖 

                                                        
45 依我國民法第802條：「以所有之意思，占有無主之動產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取得其所

有權。」所稱之先占（pre-emption，first possession），是一種以所有（全然管理其物）的意

思，先於他人占有無主的動產，而取得其所有權的事實行為。參見顏吉承，先占之法理與專

利要件，專利師，2014年4月，17期，106 -118頁。 
46 參照寒河江孝允、峯唯夫、金井重彦，意匠法コンメンタール，第2版，2013年，29頁。

（我國專利法中之「設計專利」，在日本稱「意匠」，本文乃依日本之用語）。 

一體不可分說 

一體可分說 

可分說 

物品與外觀的關係 

一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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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說」乃是基於日本意匠法第2條第1項提及「意匠，係指物品的『形狀、

花紋、色彩或其結合（統稱：外觀）』」，因此脫離物品而單獨存在的外觀將不符

意匠定義47。「可分說」主張外觀可脫離物品而單獨存在，意匠權效力範圍或侵權

判斷端看外觀定輸贏，物品為何並非所問，詳細內容區分如下。 

(一) 一體不可分說 

「一體不可分說」認為意匠就是一種具有特定外觀的「物品」，此說將外觀鑲

嵌在物品思維中，並認為「意匠係屬具有特定形態的物品」（外觀即物品）48。

「一體不可分說」認為物品除了會受到設計名稱限制外，也會受到具體外觀所制

約，因此具有蛋形外觀的餅乾及具有葫蘆形外觀的餅乾即便都是「餅乾」，但在意

匠權範圍的解讀上將以「蛋形餅乾」與「葫蘆形餅乾」推定為不同物品；「不同物

品」就等同於「不同意匠」49。申言之，此說會將圖式所揭露的具體外觀（例如蛋

形、葫蘆形）拿來限縮物品範圍50。另請參考圖15所示，如果意匠圖式僅有繪製物

品形狀，即便第三人實施相同之形狀，但只要在形狀附加不同花紋或色彩，仍會認

定為「不同物品」，繼而不構成侵權51。 

 
牛奶瓶 

（登錄意匠） 
牛奶瓶 

（被控產品）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15 一體不可分說例示 

                                                        
47 參照日本知的財產高等裁判所（H17.4.13知財高裁平成17(行ケ)10227）判決。 
48 參照高田 忠，意匠，1969年，32-33頁。 
49 寒河江孝允、峯唯夫、金井重彦，註46書，30頁。 
50 同前註，31頁。 
51 同前註，39頁。 

不侵權 



從美國Curver v. Home Expressions設計專利侵權事件論析表面裝飾的保護困境 85 

專利師︱第四十期︱2020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一體不可分說」是物品與外觀關係理論中意匠權效力範圍最窄的學說，幾乎

與設計保護的價值觀背道而馳。此說乃是日本二戰之後百廢待興，基於扶植國內產

業的需要，日本政府刻意透過對意匠權效力範圍的極限縮解釋，協助該國企業「利

用」外國設計，讓它們將心力專注在技術創新，但這也導致當時市面上的產品外觀

千篇一律，銷售時只能從技術面做出區隔52。 

(二) 一體可分說 

「一體可分說」贊同外觀不能脫離於物品而單獨存在（一體性），但反對「意

匠係屬具有特定形態的物品」53。此說與「一體不可分說」的最大的差異在於判斷

相同、近似意匠時，會把它分成如表1所示的「物品」與「外觀」分別考量，又稱

「物品、外觀二元構造」論54。 

表1 物品與外觀之相同、近似關係一覽表 

區 分 相同物品 近似物品 不近似物品 

相同外觀 相同意匠 近似意匠 不近似意匠 
近似外觀 近似意匠 近似意匠 不近似意匠 

不近似外觀 不近似意匠 不近似意匠 不近似意匠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例如「蛋形餅乾」及「葫蘆形餅乾」都是餅乾，即便外觀不同，仍屬相同之物

品，但由於堅持物品與外觀一體性之故，只要是不近似物品仍會判斷為不近似意

匠55。請參考圖16所示，此說肯定形狀可以從意匠做概念抽離，因此圖式若僅繪製

物品之形狀者，當有第三人實施相同形狀，即便附加不同的表面裝飾或色彩，仍會

推定為相同意匠，繼而構成侵權56。 

                                                        
52 同前註，39頁。 
53 同前註，31頁。 
54 參照中川裕幸，意匠の類似──我が國における判斷手法と判斷主體，日本知財學會誌，

2011年11月，8巻1期，24-3121-24頁。 
55 寒河江孝允、峯唯夫、金井重彦，註46書，31-32頁。 
56 同前註，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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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瓶 
（登錄意匠） 

牛奶瓶 
（被控產品）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16 一體可分說例示 

「一體可分說」不會因為第三人在登錄意匠形狀加上表面裝飾，就可迴避侵

權，因此意匠權效力範圍較大。請參考表2所示，日本、我國及美國對於設計適格

標的皆有外觀不可脫離物品而單獨存在的規定。日本57及我國58在侵權判斷上必須

分析物品及外觀是否構成相同、近似，只有相同或近似的設計（意匠）才會構成侵

權。美國設計專利侵權判斷則不會將物品是否相同、近似獨立成一個步驟，但會將

設計名稱所指定的製品鑲嵌在普通觀察者身上，模擬他們在購買系爭產品外觀時，

會不會誤買到系爭專利所應用之物品外觀。 

表2 日本、我國及美國物品與外觀一體性規定 

國 家 審查基準規範 

日 本 
為確保意匠登錄申請符合意匠定義，其必須是物品外觀之創作，且物品與外觀不

可分離，脫離物品而單獨存在之創作，例如獨立的花紋或色彩，將認定為非適格

意匠
59 

我 國 脫離所應用之物品之創作，並非設計專利保護之標的，不符合設計之定義
60 

美 國 設計不能從所應用的物品分離，且不得以表面裝飾的樣態單獨存在
61 

 

                                                        
57 參照末吉 亙，新版 意匠法，第3版，2017年，220-229頁。 
58 參照我國專利侵權判斷要點，2016年，61頁。 
59 參照日本意匠審查基準，2019年，7頁。 
60 參照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設計專利實體審查，2017年5月1日，3-2-2頁。 
61 Cady, supra note 13. 

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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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可分說 

「可分說」是對「一體說」的一種反動，其主張「物品的外觀」所指「的」之

用語，應該解釋成「實施在」、「應用於」、「結合於」，因此意匠權效力範圍與

物品向來毫無關係，故外觀可脫離物品而單獨存在，此說主張不能僅因物品不同就

貿然認定為不同意匠62。 

可分說認為「設計師」與「物品」就如同「畫家」與「畫布」的關係一樣，對

於藝術的貢獻在於「畫了什麼」，而非「畫在哪裡」，因此畫家若在畫布上繪製一

幅「蛋形」的圖案，其藝術貢獻是在「蛋形」圖案，而不是那匹「畫布」。準此，

可分說認為「餅乾」與「擴音箱」就如同「畫布」一樣，若將「蛋形」外觀應用在

「餅乾」與「擴音箱」者，應屬相同意匠，繼而構成侵權63。 

由於「可分說」只會讓意匠權效力範圍受到外觀限制，是意匠權效力範圍最廣

泛的代表，例如歐盟共同體設計制度之保護標的即為外觀本身，該表面裝飾可在不

結合製品的前提下自成一格，單獨作為適格標的64。且歐盟雖強制規定申請案應記

載產品名稱（Indication of product），但法律有規定這對設計保護範圍不生任何影

響65。 

四、實用物品「一體說」／表面裝飾「可分說」 

(一) 「一體說」可用於確定實用物品之設計專利權範圍 

「一體說」之所以認為外觀不可脫離物品而單獨存在，很大部分源自於工業設

計是一種結合功能及美感的專業，筆者以近期發生在CAFC的「重力分配器展示

                                                        
62 參照牛木理一，意匠の類似と創作力──二つの高裁判決を考える──，パテント，1974年

2月，27巻2期，18頁。引自寒河江孝允、峯唯夫、金井重彦，註46書，32頁。 
63 寒河江孝允、峯唯夫、金井重彦，註46書，32頁。 
64 Community Design regulation Article 3(a) “design means the appearance of the whole or a part of a 

product resulting from the features of, in particular, the lines, contours, colours, shape, texture 
and/or materials of the product itself and/or its ornamentation”. 

65 Community Design regulation Article 36(6)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elements mentioned 
in paragraph 2(indication of the products) and in paragraph 3(a) and (d) shall not affect the scope of 
protection of the design as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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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事件進行說明66。該設計揭露一個專門陳列罐頭（康寶濃湯）的展示架，設計

師曾因康寶濃湯外包裝難以辨認其口味而發生誤買的經驗（圖17）。因此他想到可

在展示架上方加裝標示濃湯口味的展示片，最終設計師將展示片、罐頭及其兩側的

擋止部外觀做為「主張設計之部分」並獲准設計專利（圖18）。 

 

  
圖17 早期康寶濃湯展示架67 圖18 重力分配器展示架68 

這件設計專利是為了解決消費者選購濃湯時產生誤買的問題，不論是「主張設

計之部分」的外觀或是組件的配置關係都有設計巧思。鑑於該案「主張設計之部

分」和「重力分配器展示架」所實踐的功能具有高度依存性（圖19），投機者將

「主張設計之部分」轉用到其他物品又能保有其功能的機率極低，因此「一體說」

要將物品甚或是「主張設計之部分」的配置關係納入設計專利權範圍解釋並不為

過。 

 

圖19 重力分配器展示架實施品69 

                                                        
66 Campbell Soup Co. v. Gamon Plus, Inc., Nos. 2018-2029, 2018-2030 (Fed. Cir. Sep. 26, 2019). 
67 圖片來源：http://www.gamon.com，最後瀏覽日：2019年10月22日。 
68 美國設計專利D612,646號案（右圖以灰階填色表示「主張設計之部分」）。 

展示片

罐頭

擋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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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可分說」可做為單獨保護表面裝飾之立論基礎 

共同 體設 計 制度 採「 可 分說 」的 原 因在 於歐 盟 委員 會（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認為「設計」的內涵極其廣泛70。他們認為許多國家對於設

計保護的迷思，就是誤把「設計」和「物品外觀」劃上等號，如此很容易讓建築設

計71（圖20）、表面裝飾72（圖21）、字體設計73（圖22）難以取得設計保護。因此

歐盟委員會以最寬廣思維詮釋「產品」定義，其包含「任何工業或手工產品，包括

組成複合產品之零件、包裝、空間設計、視覺象徵及字型設計；但不包括電腦程

式74。」 

 

圖20 建築物75 圖21 表面花紋76 圖22 一組文字77 

 

                                                                                                                                                        
69 美國臨時申請案第60/404,648號案圖式第15圖。. 
70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Green Paper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Designs, P56~57, IIIIF/5131/91-EN (June 1991). 
71 建築物認定為「不動產」而不符意匠定義。 
72 表面裝飾認定為「無體物」而不符意匠定義。 
73 字體設計認定為「無體物」而不符意匠定義。 
74 Community Design regulation Article 3(b) “‘product’ means any industrial or handicraft item, 

including inter alia parts intended to be assembled into a complex product, packaging, get-up, 
graphic symbols and typographic typefaces, but excluding computer programs;” 

75 歐盟共同體註冊設計第005616133-0001號案（Buildings）。 
76 歐盟共同體註冊設計第006261590-0002號案（Surface patterns）。  
77 歐盟共同體註冊設計第001843863-0001號案（Set of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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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表面裝飾創作者而言，他們的創作對象就如同「彼得兔」事件那樣單純的

裝飾圖案，像這種毋庸受到物品功能掣肘，又能輕易實施在不同物品間的創作，採

「一體說」只會讓表面裝飾坐困愁城。此種為了符合「一體說」原則而不問曲直的

案例，讓華德迪士尼將「米老鼠」的製品指定為──「玩偶」（圖23）。 

 

 
圖23 玩偶或類似物品78 

從專利權實施的角度觀察，即便第三人將「米老鼠玩偶」設計專利作成「米老

鼠電話」，美國設計專利卻把侵權判斷焦點模糊在：「買電話的會不會買到玩

偶？」；日本及我國則必須判斷：「電話和玩偶是否為相同、近似物品？」眾人皆

知這擺明就是要占「米老鼠」便宜，唯獨「普通觀察者」不知，由此可見，要將典

型侵權判斷標準套用在表面裝飾真的很難說得通。 

從上述學說觀察，我們將不難發現表面裝飾與「可分說」的理念可能較為契

合，對於彼得兔、米老鼠這類「會移動」的設計而言，無論是把圖案印在平面的床

單、手帕、卡片，甚或是作成立體的玩偶、電話，這些物品就有如「可分說」對於

「畫布」的譬喻，只是表面裝飾投入消費市場的一種載體而已。既然連功能性極強

的電連接器（圖24）、半導體元件（圖25）都能做為適格標的，獨立的表面裝飾卻

未能及？吾未見其明也。 

 

                                                        
78 美國設計專利D082,802號案（Toy or similar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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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4 電連接器79 圖25 半導體元件80 

肆、結論與建議 

從實證分析結果來看，對於具有實用功能的物品外觀，不難想像維持「一體

說」中的「一體可分說」概念仍屬合理，也就是在確定設計專利權範圍時，可視情

況將物品的用途、功能納入考量。惟對於表面裝飾的保護，建議改採「可分說」概

念，開放直接記載無須綁定物品的設計名稱，例如「表面花紋」、「圖案」或「動

畫角色」等。另申請人若真有將表面裝飾應用在特定物品之需求者，仍可在設計名

稱指定特定物品，惟圖式應揭露該特定物品外觀（如輪胎花紋），此時可調整至

「一體可分說」，於確定設計專利權範圍時產生限定作用。 

隨著跨虛實創新時代的來臨，設計的本質將不再侷限於物品外觀的創作，許多

類似像Google、Facebook或foodpanda這類電商平台，其特色是以大量的設計思考、

使用者介面為基礎，透過網路擴散，形成創新的營運模式。這些脫離物品和數位解

決方案結合的服務設計，如今對於全球的經濟貢獻已超越有形資產。我國設計專利

的保護格局其實無須再因物品的掣肘而自我設限，相反的，我們更應該勇於挑戰，

繼而碰觸設計結合數位創新所面臨的各項議題，無論是數位設計標的、權利範圍明

確化以及數位侵權等對應措施，都需要做好填入政策論述的準備。唯有從產業創新

的角度出發，給國人一個具前瞻性、有競爭力的制度，那時才是未來離我們最近的

距離。 

 

                                                        
79 美國設計專利D843,946號案（Electrical connector）。 
80 日本意匠D1640664號案（半導体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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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兩岸新型及實用新型專利制度

之檢討 
—— 兼論同步廢除之實益 

謝祖松* 

壹、緒 論 

我國專利法所稱專利，包括發明、新型及設計3種。1其中，新型指利用自然法

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之創作。2 

實施新型專利制度之國家的相關規範各有出入，名稱亦有別，例如，有稱 

「小專利」（petty patent）、「創新專利」（innovation patent），但其創作標的共

同特徵在於微小的改良，因為新型專利被認為係為了保護發明層次較低之產品而設

計，再加上在多數實施的國家，不須經由實體審查即可獲准專利，3因此可提供申請

人簡單且快速之權利保護。4目前世界上具有新型專利制度的國家雖為少數，但數目

                                                        
DOI：10.3966/221845622020010040004 
收稿日：2019年11月13日 
* 銘傳大學法律學系教授、美國新罕布夏大學富蘭克林皮爾斯法學院法學博士、專利師。本文

為科技部MOST-107-2410-H-130-010專案研究成果。 
1 我國專利法第2條。 
2 同前註，第104條。 
3 同前註，第113條：申請專利之新型，經形式審查認無不予專利之情事者，應予專利，並應

將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公告之。 
4 參照粘竺儒，澳洲新型專利，收錄於台一專利專論集，2005年，273-2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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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屬顯著。5 

究其緣起，1843年英國首先制定「實用設計法」（Utility Designs Act），但該

法於1883年廢止。6德國於1891年制定「新型保護法」，對於工具、實用品及其附屬

品之形狀、構造或其組合者，可以獲得新型的保護，不經實體審查，保護期間3

年，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部具有實際意義的新型專利法。7日本雖於1885年創設「專

賣特許條例」，但於1905年始仿效德國制定「實用新案法」。8 

工業化較早的國家如美國、英國等僅有發明及設計專利，但諸如日本、德國等

已開發國家，仍保留新型專利制度。9另，澳洲「小專利」制度自2001年5月24日

起，已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創新專利」制度。主要差異為兩者審查標準及實

體審查之有無，10而澳洲新型專利與發明專利相異處為其無進步性審查要求。 

國際組織及國際協定對於新型專利之規範甚少，11例如，巴黎公約雖列有新型

                                                        
5 Where can Utility Models be Acquired? (Albania, Angola, Argentina, ARIPO, Armenia, Aruba, 

Australia, Austria, Azerbaijan, Belarus, Belize, Brazil, Bolivia, Bulgaria, Chile, China (including 
Hong Kong and Macau), Colombia, Costa Rica, Czech Republic, Denmark, Ecuador, Egypt, 
Estonia, Ethiopia, Finland, France, Georgia, Germany, Greece, Guatemala, Honduras, Hungary, 
Indonesia, Ireland, Italy, Japan, Kazakhstan, Kuwait, Kyrgyzstan, Laos, Malaysia, Mexico, OAPI, 
Peru, Philippines, Poland, Portugal, Republic of Korea, Republic of Moldova, Russian Federation, 
Slovakia, Spain, Taiwan, Tajikistan, Trinidad & Tobago, Turkey, Ukraine, Uruguay and 
Uzbekistan.) available at https://www.wipo.int/sme/en/ip_business/utility_models/where.htm (last 
visited Nov. 14, 2019). 

6 Peter A. Cummings, From Germany to Australia: Opportunity for a Second Tier Patent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19 MICH. ST. J. INT’L L. 297, 303 (2010) (referring Chen Ruifang, The Utility 
Model System and Its Benefits for China: Some Deliberations Based on German and Japanese 
Legislation, 14 INT’L REV. INDUS. PROP. & COPYRIGHT L. 493, 494 (1983).). 

7 馮媛媛，我國實用新型專利制度的現狀與變革研究，中國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10
月，3頁。 

8 參照王錦寬，新型專利改採形式審查後之申請及審查實務，收錄於台一專利專論集，2005年

47-66頁。 
9 參照王錦寬，亞洲、歐洲新型專利介紹，收錄於台一專利專論集，2005年，235-251頁。 
10 粘竺儒，註4文。 
11 Henning Grosse Ruse-Kha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Protection of Utility 

Models, WIPO Regional Seminar on the Legislative, Economic and Policy Aspects of the Utility 
Model System, Kuala Lumpur (Malaysia), 3-4 September 2012. available at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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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為種類之一，但未強制要求會員內國立法建立新型專利制度。WTO之TRIPS未

規範新型專利制度，而要求會員遵守巴黎公約，即間接要求會員遵守新型專利制

度，12雖然未要求權利內容為何。13亦未要求建構或執行所有權利內容。14所以，在

WTO架構下，會員有完全決定是否建構及如何建構新型專利制度之空間。15另，即

便IPC及PCT有新型專利制度之規範文字，但無實體要求。16EPA第148條規範新型

專利，17算是少數的例外。 

新型專利與發明之關係密切，其區別該可分如下4點： 

一、可專利標的 

一般而言，新型專利之可專利標的必須為占有「三度空間實體」（ three-

dimensional form），但有些國家擴充至包括「方法、生物科技發明及電路」

（processes, bio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and electric circuitry）等創作；又有些國家

規定新型專利與發明專利之可專利標的相同，不一而足。可專利標的之取捨及制

定，取決於採新型專利國家之產業政策方向，選定之標的可享較短之審查程式，因

此認為可以促進該產業之發展。18但此舉可能造成如後續圖2所示之擴大新型。19 

二、審查程式 

審查程式包括形式審查及實質審查兩種，目前採新型專利制度之國家多選擇形

式審查，該審查方式顯著較簡單且快速，平均約6個月；費用也減少許多，所以被

                                                                                                                                                        
www.wipo.int/edocs/mdocs/aspac/en/wipo_ip_kul_12/wipo_ip_kul_12_ref_t2b.pdf (last visited Nov. 
14, 2019). 

12 Id. at 4. 
13 Id. at 12. 
14 Id. at 14, 15. 
15 Id. at 15. 
16 Id. at 5. 
17 Id. at 5. 
18 Cummings, supra note 6, at 301. 
19 見頁97之圖2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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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適宜中小企業進行申請。20另，配套方式有「一案兩請」21及「改請」。22但此

舉可能造成如後續圖3所示之變種新型。23 

三、實體要件 

多數實施新型專利制度之國家對實體要件之審查之要求較低，具體而言，新型

專利對實體要件中之產業利用性是必須滿足的，然而產業利用性本身要求門檻即

低，大部分標的均可達到要求標準。另，新穎性（novelty）亦是必須滿足者，但各

國要求程度不一，有些國家要求須滿足絕對新穎性，有些則僅要求相對新穎性。至

於，進步性（inventive step或non-obviousness）之要求則較低，此為其與發明專利最

大不同之處。24但此舉也可能造成如後續圖3所示之變種新型。25 

四、保護期間 

因新型專利須滿足之要件標準較低，故其保護期間也較短，介於6之15年之

間，我國之保護期間為10年。26相較於我國對發明專利之保護期間可達20年，新型

專利之保護期間為10年，應如何看待？有認為僅及其2分之1，故保護不周延；但多

數認為10年期間對科技產品而言，已足堪保護；況且，此保護並未經實體審查，省

卻對審查意見通知書的漫長答辯。也因此，這種省時省力又惠而不費的申請方式，

在我國一直受到本國申請人的支持與喜愛。以2018年為例，在全國7.2萬件專利申請

案中，就仍有1.8萬件新型專利申請案，約占了4分之1的顯著比例。 

                                                        
20 Ruse-Khan, supra note 11, at 301. 
21 同註1，第32條。 
22 同前註，第132條。 
23 見頁99之圖3及文。 
24 Ruse-Khan, supra note 11, at 301-02. 
25 同註23。 
26 同註1，第1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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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型專利所存在的問題 

如前述，新型專利乃產業政策下之產物，因可見於國際規範之專利種類中，且

各國依國際規範亦有自行決定如何規範新型專利之空間，令人覺得其存在為法理之

當然。因循於此，鮮少有文獻從法理上探討其存在之妥適性，故本文首先要探討的

問題為新型專利在法理上之性質及體系上之地位，以釐清其存在之法理基礎。繼

而，此產業政策下之產物是否可能達到專利法之立法目的，亦在探討之列，以確認

產業政策之適切性。再繼而，本文將探討改善新型專利制度之可能做法，期分析出

最可行之方案。最後，因大陸擁有世界上最大之專利申請量，其可能在可預見未來

考量提升專利品質，向美國調和而廢除新型專利制度，我必須因應，故將分析兩岸

同時進行廢除之實益。 

一、新型專利在法理上之性質及扭曲現象 

專利法第21條規定：發明，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另如前述，同

法第104條規定：新型，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

之創作。由此兩條文之文義可知，發明與新型均為「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

作」，差別只在新型之態樣乃限縮於「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大陸專利法亦

有類似規定。27 

按發明可分物及方法兩種，新型則只有「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所以，

新型不但不含方法，甚至僅及於物之一部分，例如，有關物之材料即無法以申請新

型專利。簡言之，兩者不但有相當程度及範圍是重疊的，而且新型乃被發明所包

含，其法理上之性質及體系上之地位可見下圖1之示意。 

                                                        
27 大陸專利法第1條：為了保護專利權人的合法權益，鼓勵發明創造，推動發明創造的應用，

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和經濟社會發展，制定本法。同法第2條：本法所稱的發

明創造是指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發明，是指對產品、方法或者其改進所提出的新的

技術方案。實用新型，是指對產品的形狀、構造或者其結合所提出的適於實用的新的技術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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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

新型

 
 
 
 
 
 

圖1 發明與新型基本關係示意 

換言之，若僅有發明制度而沒有新型制度，申請人仍然可以進行「物品之形

狀、構造或組合」之專利申請，只是所申請者為發明專利，美國及世界其他多數國

家均是如此申請，並無窒礙之處。至於，若干國家將新型之可專利標的擴大，如前

述之擴大可專利標的做法等。實則已非圖一原新型之示意，而成為如圖2擴大新型

之示意。但不論如何改變新型專利，其亦落入發明之範圍內，故範圍上重疊之狀況

不變，仍存有法理上的疑義。 

 

值得注意者，新型專利除了在法理上之性質是重疊的，另有扭曲現象。本文初

步認為我國之新型專利採形式審查，不進行實體審查；以及若干其他國家之只審新

穎性，不審進步性；或雖審進步性，但降低審查標準等作法，28均扭曲新型專利原

本特性。 

                                                        
28 Many countries, however, do not undertake an examination as to substance due to financial and 

other constraints, 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sme/en/ip_business/patents/patent_procedure. 
htm (last visited Nov. 14, 2019). 

發明 新型

圖2 發明與擴大之新型關係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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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新型專利向來均採自動審查制，惟於半個世紀後，於2004年7月1日開始

新型不再進行實體審查。29新型專利採形式審查，對新型專利申請案不進行前案檢

索，亦不做是否滿足實體要件之判斷，通過形式審查後就核准專利，並繳費公告領

證。不實審所獲得之新型專利相當不安定及不確定，為防止權利人濫發警告函，衍

生出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前，是否一定要提示技術報告進行警告等問題。30 

為彰顯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在行使新型專利權之重要性，專利法第116條乃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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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新型專利權人進行警告時，有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作為客觀判斷之必要。又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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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依目前規定，技術報告並非提起訴訟之前提要件，但又定義技術報告非行政處

分，所以即便以技術報告來主張權利，亦無法獲得救濟，32由此可知，技術報告無

實益。33 

按，新穎性或進步性之成立，可由該創作與先前技術間存在有「差異」

（difference）來證明，換言之，「新」或「足夠的新」之成立乃在於該創作「不同

於」先前技術。而新型專利採形式審查，不進行實體審查，如何能確定該新型與先

前技術間存在有「差異」，而進一步確定該新型滿足新穎性或進步性之要求。34

                                                        
29 王錦寬，註8文。 
30 李鎂，關於新型專利形式審查制度下的一些政策抉擇，智慧財產權，2005年8月，80期，16-

19頁。 
31 同註1，第116條；同法第117條。 
32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答客問，2013年6月13日生效施行（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性質，並非

行政處分，就其案件無拘束機關之效力，僅作為新型專利權人權利行使或技術利用之參考，

故申請人對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比對結果，依法不能提起行政救濟）。網址：https:// 
www1.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9612107498.pdf，最後瀏覽日：2019年11月30日。 

33 同註1，第115條：申請專利之新型經公告後，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

告。專利專責機關對於第1項之申請，應就第120條準用第22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120條

準用第23條、第120條準用第31條規定之情事，作成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34 謝祖松，從專利調和化的觀點評析我國新修專利法可專利性要件之規範，台灣本土法學雜

誌，2003年3月，44期，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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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言，在此情況下之新型專利的專利權範圍因存有疑義，將無從界定其範

圍。35 

綜上，現行作法將使新型專利成為一變種，實則，已非圖1或圖2示意之新型，

而成為如圖3示意之變種新型。雖然此變種新型專利亦落入發明之範圍內，範圍上

重疊之狀況不變，仍存有法理上的疑義，又因確無從界定其範圍，故確切位置無從

確認。 

 

基於產業政策需要，自德國於1891年制定「新型保護法」，保護這些創造性

（進步性）不夠之標的，36 帶動世界上若干國家採新型專利制度，美國向來沒有新

型專利制度之制定，所以，此兩種專利在產生的路徑上是如兩道平行線般地沒有交

集，但如前述，在產生的法理基礎上，新型專利與發明專利彼此確有顯著地重疊。

是以，若排除產業政策需要，新型專利與發明專利在法理上之性質是疊床架屋的，

在體系上之地位亦非必要存在，更遑論圖2所示之擴大新型及圖3所示之變種新型等

情形所可能導致的更負面結果。 

二、新型專利是否可能達到專利法之立法目的及滿足產業所需 

專利法第1條即明白揭櫫：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新型及設計之創作，以

促進產業發展，特制定本法。故新型專利制度是否符合本法之立法目的，可依本法

                                                        
35 參照謝祖松，專利周邊限定主義及中心限定主義之辯與辨──兼論折衷主義，專利師，2015

年7月，22期，81-99頁。 
36 馮媛媛，註7文，3頁。 

發明

圖3 發明與變種新型關係示意



100  

專利師︱第四十期︱2020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本條檢驗之。其中，首先應檢驗者應是新型專利制度是否「促進產業發展」，繼

之，應檢驗新型專利制度是否「鼓勵、保護、利用」發明、新型及設計之創作。 

有關於新型專利制度是否「促進產業發展」，除了應觀察國內實施情況，也可

比較國外實施情況。就國內實施情況而言，有論者認為新型專利制度無明顯不妥或

窒礙難行須急迫修法之處。37基本上，國人對申請國內外之新型專利興趣均高。38

反觀國外，日本對於新型專利已不感興趣， 39甚至日本特許廳考慮廢除新型專  

利。40澳洲認為其新型專利制度未達政策目標，因為其主要政策目標是為鼓勵澳洲

中小企業進行創新而保護其創作，但調查顯示其未能成為創新之誘因。澳洲智慧財

產局因此表示，既然已證明新型制度未能促進澳洲中小企業之創新，應考慮將其

廢除。41 

有關於新型專利制度是否「鼓勵、保護、利用」發明、新型及設計之創作，可

從施行過程中檢討，其包括形式審查、技術報告、一案兩請，及改請等議題進行檢

驗。然如前述，形式審查及技術報告之缺失已造成新型專利之變型，亟待改進，而

一案兩請及改請機制亦不足導正，故新型專利制度將無法「鼓勵、保護、利用」創

作。實則，所謂新型揭櫫之優點實為缺點，因為快速獲證並無實益，反而致申請怠

惰之養成，及工業發展之遲滯，帶來負面效果。 

綜上，新型專利無法達到專利法之立法目的及滿足產業所需。 

參、改善之可能作法 

論者有謂改善可能做法包括：廢除新型專利制度、回復新型專利實體審查、強

                                                        
37 李鎂，註30文，19頁。 
38 王錦寬，新型專利制度之探討，收錄於專利專論集(七)，台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2010

年，61頁。 
39 同前註，58頁。 
40 王志誠，日本明拓系統控告原代理商侵害營業祕密，資訊法務透析，1991年8月15日，3卷8

期，23頁。 
41 澳洲新型專利制度未達政策目標，台一專利專論集，2005年6月25日，網址： https://www. 

ipaustralia.gov.au/about-us/news-and-community/news/media-statement-innovation-patent-and- 
 acip-recommendation（最後瀏覽日：2019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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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新型專利形式審查之配套制度。42大陸論者亦有提出擴大實用新型保護客體的範

圍之議，例如其認為保護不周延，建議將方法專利納入其實用新型專利之可專利標

的。43 

後三者實乃建構在若干假設：新型專利制度在法理上具有可受檢驗的性質，及

在體系上之地位亦有存在必要；另，能達到專利法之立法目的及滿足產業所需。 

如前述，本文主張新型專利與發明專利在法理上之性質是疊床架屋的，在體系

上之地位亦非必要存在，且又不能達到專利法之立法目的及滿足產業所需。另值得

注意者，現今國際貿易盛行，各國專利制度不能閉門造車，必須於世界各國調和。

例如，目前世界上具有新型專利的國家數目雖為顯著，但仍屬少數，須向多數不施

行新型專利的國家調和，其中，最須與美國專利法制進行調和，因為其擁有世界上

最成熟之專利市場。但是，依我國現行專利制度，以獲准之新型專利進而向美國申

請新型專利時，將發現無新型專利可申請之窘境，故應有大開大闔之作法。 

所以，應審慎思考廢除新型專利制度及其作法。廢除之程式應考量兩個因素：

一是落日條款的配套，另一是更宏觀的思維，即考量兩岸同時進行廢除之實益。 

肆、兩岸同時進行廢除之實益 

如前述，我應考量與美國專利法制進行調和，因為其擁有世界上最成熟之專利

市場，其2018年核准30餘萬件美國專利，品質及數量均可觀。另值得注意者，大陸

擁有世界上最大之專利申請量，其2018年核准340餘萬件大陸專利。而大陸可能在

可預見未來考量提升專利品質，向美國調和而廢除新型專利制度，屆時我應與大陸

專利法制進行調和。 

實則，兩岸之專利制度能相互調和，將互蒙其利，2010年兩岸之相互承認優先

權即是一例。44再者，兩岸之專利制度在廢除新型專利制度上之調和，也等於我國

專利制度與美國專利制度在此部分之調和。其可同時解決我國多年來向美國申請專

                                                        
42 參照王綉娟，新型專利制度之檢討，智慧財產權，2008年10月，118期，5-24頁。 
43 馮媛媛，註7文，40頁。 
44 2010年6月由海基海協簽署之「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雙方終於決定自2010年11月22

日開始受理主張兩岸優先權之商標及專利申請案件，生效日期可溯及至2010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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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時，因其無新型專利可供選擇，我國申請人必須改申請發明專利，常常造成申請

案被核駁之問題；或即便被核准，但發明專利品質因此不佳，遇訴訟輒敗訴收場，

無法建立適切保護之窘境。 

按大陸近年實用新型專利申請量增長率放緩，且非職務實用新型專利比例一直

占高比例，45從考量提升專利品質角度思考，其有廢除新型專利制度之需求空間。

再者，前述我國多年來向美國申請專利時所面臨之問題及窘境，亦相當程度會反映

在大陸向美國申請專利時，故其廢除新型專利制度之動機更添一樁。 

在此同時，台灣向大陸申請大陸專利之數量愈來愈顯著，相較於2018年國人向

我國智慧產權局提出不足4萬件專利申請案，同年已另向大陸提出2萬餘件專利申請

案，實屬顯著對比。若對岸專利制度進行變動，對我勢必造成巨大影響。是以，若

大陸認知須提升其專利品質，及向美國調和之必要性等兩因素而廢除新型專利制

度，我必須因應，考量兩岸同時進行廢除之實益，此其時也。 

伍、結 論 

本文討論重點置於新型專利在法理上之性質及扭曲現象之探討。另，本文指出

改善之做法包括：廢除新型專利制度、回復新型專利實體審查、強化新型專利形式

審查之配套制度，並分析出廢除新型專利制度為較符合實益的作法。 

本議題解決途徑端視兩岸政府之施政決心，因為申請數量浮濫在我國早年即已

是一問題，大陸近年對其亦形成問題，但品質不良之新型專利如同「紙老虎」，難

以與先進之美國調和，國內外訴訟又常出現權利人敗訴之奇怪現象，提升專利品質

已是產業升級之急迫要務，進而可合理地保障創作人權益，真正達到「鼓勵、保

護、利用」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之立法目的。至於，專利申請實務界在歷經

此次轉型後，業績應會提升並恢復至少之原先水準，長遠而言，並不會有業績損

失。

                                                        
45 同前註，1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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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從Endo Pharmaceuticals Inc. v. 
Actavis, Inc.及Endo Pharmaceu-
ticals Inc. v. Roxane Laboratories, 
Inc.案探討默示授權 

林 杜* 

壹、前 言 

默示授權原則（Implied License Doctrine）被用於契約法追蹤契約當事人的意

圖，目的在補充其契約內容。1依據聯邦法院的先前判例，有4種默示授權原則：法

律 禁 反 言 （ legal estoppel ） 、 衡 平 禁 反 言 （ equitable estoppel ） 、 默 認

（acquiescence）及行為（conduct）。最常被援用的是法律禁反言及衡平禁反言。

當專利權人一、授權了一個權利；二、收到對價（receives consideration），並三、

尋求減損該權利，則滿足了法律禁反言原則。學者建議，法律禁反言之適用「取決

於 其 後 取 得 （ after-acquired ） 專 利 之 獲 得 （ acquisition ） 的 可 預 見 性

（ foreseeability）及授權標的確切描述」。衡平禁反言則「集中在使人誤解的」

（misleading）行為暗示專利權人不會實施其專利權。透過衡平禁反言來形成默示

                                                        
DOI：10.3966/221845622020010040005 
收稿日：2019年11月14日 
*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智慧財產室專員。 
1 KIM LEWIS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TRACTS 152 (3d ed.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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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需要滿足以下3個條件：一、專利權人透過聲明或行為積極（affirmative）同意

或允許被控侵權人製造、使用或販賣；二、被控侵權人信賴這些聲明或行為；三、

如果允許專利權人進行其主張，則被控侵權人將受到重大損害。默認的默示授權的

情況是「專利擁有人默認當事人製造、使用或販賣專利發明的樣品（specimen），

而專利擁有人也接受這種行為的部分補償，除非有其他事實否定這樣的牽連，不然

將有默示授權」。行為的默示授權則是「如果專利擁有人對另一人的任何語言或任

何行為，使其他人可以適當推斷專利擁有人同意他利用專利來製造、使用或販賣，

而其他人利用了」。2在探討此上訴案前，必須先回顧AMP案3及TransCore案4，兩

先前判例皆依據法律禁反言判決有默示授權。 

貳、AMP案5 

一、背 景 

1950年5月27日AMP與美國政府簽定研發契約，依據契約AMP要發展並供應陸

軍接合電子線圈的捲曲工具（a crimping tool for splicing electrical wires）。 

契約要求AMP發展並供應陸軍信號兵團（Army Signal Corps）60個接合線圈工

具的實驗模組。捲曲裝置是由AMP僱用的G. H. Byrem開發完成。此工具於1952年8

月25日申請專利，後來於1955年11月1日公告為美國專利號2,722,146（Byrem專

利）。於1953年6月5日移交完成6，契約中關於專利權的條款如附表1所列。 

大約在完成契約的同時，AMP發現了一項專利（Vinson專利），1946年申請

1952年公告，涵蓋了他所擁有的Byrem專利，也就是說，根據Byrem專利所生產的

線圈接合裝置侵害了Vinson專利。AMP於1963年11月4日取得了Vinson專利。於是

                                                        
2 Rachel Clark Hughey, Implied License by Legal Estoppel, 14 ALB. L.J. SCI. & TECH. 53, 56 (2003). 
3 Amp Incorporated v. the United States, 389 F.2d 448 (Ct. Cl. 1968). 
4 Transcore v. Electronic Transaction Consultants Corp., 563 F.3d 1271 (Fed. Cir. 2009). 
5 Supra note 3. 
6 On June 5, 1953, the last shipment of items called for under the contract was sent by plaintiff to the 

Signal Corps and the acceptance of these items shortly thereafter constituted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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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Endo Pharmaceuticals Inc. v. Actavis, Inc.及 
Endo Pharmaceuticals Inc. v. Roxane Laboratories, Inc.案探討默示授權 

AMP宣稱美國政府侵害了Vinson專利。 

二、判 決 

CAFC認為在某種情況下有默示授權： 

當一個人銷售了一項利用一發明之專利，該發明侵權一項先前專利，該銷售之

人被禁止對其被授予人提侵權訴訟，即使在潛在專利銷售後取得核准在先之專利。

（When a person sells a patent which employs an invention which infringes a prior 

patent, the person selling is estopped from bringing an action against his grantee for that 

infringement, even though the earlier patent is acquired after the sale of the latent 

patent.） 

並進一步指出： 

法律禁反言的本質可以在默示授權原則的禁反言中找到，牽涉的事實是授權人

（或讓與人）為了有效對價授權（或讓與）一可定義的財產權，然後企圖減損那個

權利。授予人被禁止取回他已收到對價的任何範圍。〔The essence of legal estoppel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estoppels of implied license doctrine involves the fact that the 

licensor (or assignor) has licensed (or assigned) a definable property right for valuable 

consideration, and then has attempted to derogate or detract from that right. The grantor 

is estopped from taking back in any extent that for which he has already received 

consideration.〕 

簡單的說就是，財產權或利益的授予人，其本身後來的行為不能減損他已授予

的權利。 

AMP授權給政府的是使用概念（use an idea）不只是Byrem專利本身。政府可以

遍及世界實施Subject Invention無論是否可專利（附表1）。免權利金授權的不是實

施特定的專利，而是實施概念。因此，美國政府被默示授權Vinson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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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TransCore案7 

一、背 景 

TransCore致力於製造、銷售及安裝自動收費系統（automated toll collection 

systems），並且是許多相關技術的專利權人。 

2000年TransCore告Mark IV侵權許多TransCore專利。最後和解，Mark IV同意支

付450萬美金取得授權。授權條款如附表1所列。 

幾年後，一間收費系統顧問及系統整合公司ETC贏得了 Illinois State Toll 

Highway Authority（ISTHA）的競標，可以安裝及測試新的收費系統（open-road 

tolling system），而系統是由ISTHA向Mark IV購得。 

TransCore 告 ETC 侵 權 美 國 專 利 號 5,805,082 ； 5,289,183 ； 5,406,275 

（’082, ’183, ’275專利）還有6,653,946（’946專利）。’946專利在TransCore-Mark IV

和解時尚未公告。 

二、判 決 

CAFC認為有默示授權，而在TransCore-Mark IV和解契約下，ETC安裝Mark IV

銷售的收費系統，這些系統的TransCore專利權利耗盡（patent exhaustion）。CAFC

指出最高法院明確重申「長久以來的專利耗盡原則是，專利產品的初始授權銷售終

止了該產品的所有專利權」（the longstanding doctrine of patent exhaustion provides 

that initial authorized sale of a patented item terminates all patent rights that item）且

「僅由專利持有人所授權的銷售觸發專利耗盡」（exhaustion is triggered only by a 

sale authorized by the patent holder）。因此，Mark IV對ISTHA的銷售是被授權的，

這耗盡了TransCore專利。 

關於默示授權，CAFC除了重申AMP案，再簡單聲明「法律禁反言是指一狹窄

範疇的行為，此行為圍繞著以下情形，專利權人已授權或讓與一權利，收到對價，

然後企圖減損已授予的權利」（Legal estoppel refers to a narrow category of conduct 

encompassing scenarios where a patentee has licensed or assigned a right, received 

                                                        
7 Supra no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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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tion, and then sought to derogate from the right granted.）。 

’946專利是’082專利的連續案，ETC聲稱，而且TransCore也沒有爭論，’946專

利範圍比’082專利還廣，且必須實施’082專利。因此為了使Mark IV取得與TransCore

談判所得到的利益，必須允許實施’946專利與可以實施’082, ’183及’275專利相同的

範圍。免責條款可能保護TransCore免於默示授權，但不允許TransCore減損他已明

確授予的權利。 

肆、Endo案8 

一、背 景 

2006年 6月FDA許可了Endo的緩釋 oxymorphone產品Opana® ER（NDA No. 

021610）（下稱「06ER」），有5mg、10mg、20mg及40mg4個單位含量，2008年2

月另外許可了7.5mg、15mg及30mg3個單位含量。2011年12月FDA許可了Endo的補

充性新藥申請（sNDA No. 201655），這是Opana® ER的新配方抗壓錠劑（crush-

resistant）（下稱「11ER_CRF」）。 

2008年3月Endo起訴Actavis，指控其06ER的ANDA（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Opana® ER的學名藥）侵權專利美國專利號5,662,933及5,958,456。

2009年2月Endo與Actavis和解，於2011年7月15日起獲得訴訟專利之授權9。2011年7

月 20 日 Actavis 宣布銷售其 Opana® ER 的學名藥（ Oxymorphone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Tablets, CII 7.5mg and 15mg）10。2012年12月Endo起訴Actavis銷售

                                                        
8 Endo Pharmaceuticals Inc. v. Actavis, Inc. & Endo Pharmaceuticals Inc. v. Roxane Laboratories, 

Inc. (Fed. Cir. 2014). 
9 Administrative Law Judge Dismisses FTC Antitrust Complaint against Generic Pharmaceutical 

Company Impax Laboratories, Inc.，FTC於2018年5月18日釋出的Initial Decision，網址：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8/05/administrative-law-judge-dismisses-ftc- 
 antitrust-complaint，最後瀏覽日：2019年11月18日。 
10 Actavis Launches Oxymorphone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Tablets, CII in the U.S., 

available at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actavis-launches-oxymorphone- 
 hydrochloride-extended-release-tablets-cii-in-the-us-125909248.html (last visited Nov. 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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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06ER學名藥（7.5 mg及15 mg兩個單位含量）侵權11ER_CRF於Orange Book11上所

表列（附表2）之專利美國專利號7,851,482、8,309,122及8,329,21612。 

地院以有默示授權實施系爭專利駁回Endo對兩家學名藥廠Roxane及Actavis的初

期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ction）的聲請。Endo上訴，CAFC撤銷發回重審。 

系爭專利美國專利號8,309,122（’122專利）及8,329,216（’216專利）是同一母

案的連續案。第三個系爭專利美國專利號7,851,482（’482專利）與其他兩個專利無

關。兩個上訴都包含’122及’216專利，而’482專利只在Actavis的上訴。 

在此訴訟前，Endo告兩個被上訴人其ANDA專利侵權。第一輪訴訟在Endo授權

兩被上訴人後和解，授權條款如附表1，兩個授權條款相似。 

系爭專利在授權後才公告，’122及’216專利專利權人是Endo，’482專利是Endo

取得的。 

二、判 決 

(一) 明示授權（Express License） 

Endo爭論「No Implied Rights」條款很明確，授權不涵蓋系爭專利。Roxane回

應，因為先前授權的美國專利號7,276,250（’250專利）對美國臨時申請案60/303,357

（’357申請案）主張優先權，而’122及’216專利也對其主張優先權（圖1），所以授

權契約有授予實施系爭專利。Roxane爭論條款中的「including」這個字涵蓋了不只

是對Opana® ER Patents主張優先權的連續案、部分連續案及分割案（附表1），還必

須圍繞任何與授權專利主張相同優先權的申請案及臨時申請案，主張優先權的任何

專利申請案。並爭論共同的臨時申請案教示了專利標的把’250專利綁到系爭的’122

及’216專利。 

                                                        
11 Orange Book 的 正 式 名 稱 是 “Approved Drug Products with Therapeutic Equivalence 

Evaluations”。NDA申請人依據Rule 21 C.F.R.§314.53(C)(2)必須提交與藥品有關的專利資

訊，並將這些專利列在FDA的Orange Book上。這些專利必須是(1) drug substance (active 
ingredient and polymorph) patents, (2) drug product (formulation and composition) patents及(3) 
method-of-use patents claiming indications or other conditions of use. 

12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No. 12-CV-8985, 
compl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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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ndo Pharmaceuticals Inc. v. Actavis, Inc. & Endo Pharmaceuticals Inc. v. Roxane 

Laboratories, Inc. (Fed. Cir. 2014).作者重製 

圖1 系爭專利連續性關係圖 

CAFC認為Roxane的說法於法無據。不用爭論的是’122及’216專利不是任何授權

專利的連續案。同樣地，’122及’216專利沒有對任何授權專利主張優先權。就授權

來說，對授權專利主張優先權是必要條件，「 including」沒有去除這個需求的意

思。 

Actavis的契約包含了與Roxane契約相同的「連續案、部分連續案及分割案」用

語。基於上述相同理由，且’482專利與授權專利完全無關。CAFC判定兩被上訴人

沒有被明示授權可以實施任何系爭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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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默示授權（Implied License） 

Endo爭論系爭專利的說明書內容與授權專利（’250專利）不同，且專利標的的

範圍不同。Endo指出與’122及’216專利主張相同優先權的授權專利（’250專利）不

是前一訴訟的系爭專利，只在和解時被加到授權契約中，因為Endo了解被上訴人沒

有侵權。 

被上訴人回應基於衡平法（equity）不允許授權人減損其所授予的財產權，被

上訴人有被默示授權實施系爭專利。被上訴人爭論Endo為了有效對價（valuable 

consideration）授權它們被控告的學名藥產品，而它們以FDA核准的ANDA及對授權

的信賴進行銷售，而Endo後來取得的專利除去了授權利益的精華。被上訴人爭論契

約中的「No Implied Rights」沒有決定性，因為禁反言「必須推翻這樣的條款」。 

被上訴人類推本案事實到TransCore案，該案CAFC判禁止專利權人提第二次侵

權訴訟，即使較早的和解契約聲明「不應適用於任何其他專利」。CAFC認為被上

訴人對TransCore案的過度解讀是不正確的。CAFC在TransCore案確認了，專利授權

沒有轉讓（convey）被授權人「絕對權利」（absolute right）來製造、使用或銷售

產品，「因為甚至是專利權人也沒有被給予這個權利」。專利權人的權利「僅在排

除他人製造、使用或銷售被授權專利涵蓋的產品」，而「專利權人及其被授權人在

製造、使用或銷售此產品時，實施此專利發明可以因其他專利而發生訴訟」。 

法律禁反言原則沒有使這些一般原理無效。反而，「是指一狹窄範疇的行為，

此行為圍繞著以下情形，專利權人已授權或讓與一權利，收到對價（ received 

consideration），然後企圖減損已授予的權利」。在TransCore案，系爭專利是先前

和解契約中其中一專利的連續案，範圍較廣且必須實施。CAFC注意到的事實是，

專利權人「採取侵權被授權專利的主張作為其與系爭專利有關的主張」，這提供了

無可爭辯的證據，專利權人「企圖實施系爭專利以減損他在先前契約下授予的權

利」。即使契約中聲明「不應適用於未來被核准的其他專利」，CAFC做出結論，

禁止專利權人宣稱專利範圍完全圍繞授權專利之一的專利範圍的專利侵權。為了避

免被授權人有意外的收穫，CAFC明確限制默示授權在授權專利的範圍。 

CAFC注意到，「新的系爭連續案是基於與先前授權專利相同的揭露，經由定

義，連續案不能請求不被較早公告的專利所支持的新發明」。在解釋TransCore案關

於「禁止專利授權人減損授權所給予的權利」後，CAFC判決「先前已被授權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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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專利的連續案，在沒有清楚的指示有共同的意圖是與授權相反的情況下，可

以推定，那些產品也被默示授權於連續案」。也就是，授權或免訴條款（covenant 

not to sue）列舉了特定專利，在沒有共同的意圖是與授權相反的情況下，法律上可

以禁止專利權人宣稱被授權專利的連續案侵權。 

Endo沒有被禁反言宣稱這些上訴的系爭專利侵權，因為沒有系爭專利是任何授

權專利的連續案。被上訴人經由默示授權尋求捕獲（capture）協議以外的標的。

AMP案並沒有與此相反，因為系爭契約授權政府的是「在全世界實施每一個Subject 

Invention」──不是任何特定專利。AMP案使這個授權契約決定性的重要面很清

楚，就是授權給政府使用概念（idea）而不只是Byrem專利本身。 

此處授權的不是「概念」（ idea），Endo授予被上訴人的授權及免訴條款

（covenant not to sue）限定在特定專利及專利申請案。CAFC撤銷地院駁回兩案的初

期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ction），並發回重審。 

三、法官DYK的部分不同意見 

法官DYK同意Roxane沒有明示或被默示授權’122及’216專利。Roxane在與Endo

和解時已知道那些專利的申請案，那些專利對和解契約中一專利主張優先權的臨時

申請案也主張優先權，而兩造同意不把它們放到和解契約中。然而，在Endo與

Actavis協議和解期間，Endo沒有揭露’122及’216專利申請案，並授權Actavis生產系

爭產品。在這些情況下，法官DYK做出結論，Actavis有被默示授權實施’122及’216

專利有關和解契約的標的ANDA所涵蓋的產品。 

Actavis在2008年2月14日通知Endo，它已向FDA申請了ANDA以銷售其Opana® 

ER的學名藥，Roxane在2009年12月21日通知。Endo分別在2009年與Actavis，在

2011年與Roxane和解簽訂授權契約。Actavis與Endo的契約授權Actavis依據’456專利

生產及銷售Opana® ER的學名藥，並詳細指明「Endo…covenant[s] not to sue [i.e. 

licenses] Actavis…for infringement of…the Opana® ER Patents [i.e., the ’250, ’933, ’143 

patents] based on the manufacture, use, import, sale or offer for sale of any Opana® ER 

Generic Products…」。Actavis契約定義「Opana® ER Generic Products」為「any 

product that is … sold under the Actavis ANDA」。 

在Actavis及Roxane按照和解契約開始銷售Opana® ER的學名藥後，PTO在2012



112  

專利師︱第四十期︱2020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年12月分別公告了Endo的’122及’216專利13。這些專利涵蓋了Opana® ER的活性成分

及其緩釋方法。Endo將這些專利列在Orange Book上。 

法官DYK認為多數意見判決Actavis沒有被默示授權與先前判決TransCore, LP v. 

Electronic Transaction Consultants Corp., 563 F.3d 1271 (Fed. Cir. 2009)及General 

Protecht Group, Inc. v. Leviton Manufacturing Co., Inc., 651 F.3d 1355 (Fed. Cir. 2011)

不符。法官DYK認為此上訴中爭議的臨時申請案的專利關係與較早判決中連續案專

利關係之間並無有意義的區別。 

TransCore案及General Protecht案的邏輯源自先前判例AMP案。AMP案確認專利

權人對授權契約中的發明可以轉讓權利到未來的專利，甚至當授權契約對相同發明

沒有明白地涵蓋未來的專利。TransCore案判決專利權人不能授權另一當事人存在的

專利生產一特定的產品，然後對該當事人主張新取得的專利以阻止該當事人生產相

同的產品。 

然而，法官DYK認為Actavis與Roxane的差異在，Roxane與Endo的協商中，

Roxane知道’122及’216專利申請案，企圖將這些審查中的專利放到契約中，而最終

沒能獲得授權。這足以使默示授權無效。但Actavis的協商不同，發生在Roxane契約

的兩年前。在Actavis與Endo的協商期間，紀錄沒有指示有討論’122及’216專利或指

示Actavis甚至知道Endo申請了’122及’216專利。 

當多數意見聲明Actavis與Roxane的契約相似的同時，事實上有重要的不同處。

Actavis被授權的是「Opana® ER Genetic Products」（附表1），契約定義「Opana® 

ER Genetic Products」為「any product that is marketed and/or sold under the Actavis 

ANDA」。相反地，Roxane被授權的是「Licensed Patents」，並進一步定義Licensed 

Patents（附表1）。因此，當Actavis的授權只限定在「any product that is marketed 

and/or sold under the Actavis ANDA」的同時，Roxane的授權詳細指定 it neither 

extends to any other 「products」nor「to any patents other than the Licensed Patents,」 

the ’250, ’456, and ’933 patents。因此，不像Roxane的契約，Actavis的契約沒有限定

授權特定的專利。比較兩個授權契約及不同的協商歷史，建議Actavis可以合理地推

                                                        
13 ’122 及 ’216 專 利 分 別 在 06/14/2007 （ 公 開 號 2007/0134328 ） 及 05/03/2007 （ 公 開 號

2007/0098794）就已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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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它已協商了銷售Opana® ER學名藥產品的權利，包含了’122及’216專利，而不僅

是實施明確授權的專利。 

多數意見做出結論：「如果被上訴人想要上市銷售其被控告的學名藥產品而免

於被Endo控告專利侵權的威脅，被上訴人可以在和解及授權契約中協商適當的用

語」。而法官DYK認為「默示授權不因為可以協商明示授權而簡單地被排除。授予

Actavis默示授權並沒有不公平。雖然Actavis在和解時可以檢索審查中的專利申請

案，但將揭露責任放在有較多資訊的當事人身上（Endo），增加了協議過程的效

率。轉讓這個責任給較少資訊的當事人，為知道較多的當事人創造了隱藏資訊的動

機：較多資訊的當事人將不用面對沒能揭露資訊的後果，的確，也將從資訊不對等

中受惠。藉由在和解協商中創造隱藏及遮掩重要資訊的動機，我們侵蝕了和解程序

的目的：避免另一個訴訟。」 

伍、結 論 

AMP案的授權契約中有免責條款明確地聲明「 Nothing contained in this 

paragraph shall be deemed to grant any license under any invention other than a Subject 

Invention.」，但這只是在排除授權Subject Invention以外的發明。TransCore案的授

權契約中同樣有免責條款聲明「This Covenant Not To Sue shall not apply to any other 

patents issued as of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is Agreement or to be issued in the future.」，

但系爭專利的專利範圍被涵蓋在授權專利的專利範圍內，因此必須默示授權系爭專

利，才不至減損了原本授權的專利範圍。 

依據判決內容所揭露的部分契約條款，Actavis被授權的是「Opana® ER Genetic 

Products」，這是一個確切描述的授權標的。在和解協議期間，Endo所申請的’122

及 ’216專利已經公開，並在專利公告後將其表列在Orange Book上，可見Endo知

道’122及’216專利與Opana® ER相關，但卻沒在協議期間告知Actavis，有意隱瞞這些

專利資訊。雖然契約中亦有免責條款聲明「Endo…do not grant Actavis…any license, 

right or immunity, whether by implication, estoppels or otherwise, other than as expressly 

granted herein.」，但如果Endo可以主張’122及’216專利，則減損了它原本授權的權

利──上市及銷售任何Actavis ANDA產品（any product that is marketed and/or s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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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Actavis ANDA）。 

授權的不是特定的專利，即使契約明定了免責條款，可能無法避免默示授權。

也就是授權的是概念（idea）、發明（invention）或產品（product），將被授予默

示授權。如果這樣的授權進一步列舉的特定的專利，授權人在授權之後才取得的專

利，其專利範圍涵蓋了特定專利的專利範圍，而必須實施特定專利，則授權人因默

示授權，而不得主張後來取得的專利。因此，關鍵在於授權的標的及授權的專利範

圍，未授權的專利會因授權的是概念、發明或產品，或其專利範圍被涵蓋在授權專

利的範圍而有默示授權。 

授權及和解的協商過程中，被授權人在協商的官方記錄中，明確知道後來被控

告的專利資訊，即使此專利在協商期間仍是審查中的專利申請案，而在最終的授權

契約中並沒有包含此專利，被授權人沒有默示授權。因此，關鍵在當事人是否知道

系爭專利資訊，如果沒有官方紀錄顯示被授權人知道系爭專利資訊，可能會有默示

授權。 

附表1 授權契約 

案 例 部分授權契約條款 

AMP v. U.S. (1968) (a) As used in this clause, the following terms shall have the meaning set 
forth below: 
(i) The term ‘Subject Invention’ means any invention, improvement or 

discovery (whether or not patentable) conceived or first actually 
reduced to practice either (A)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xperimental, 
developmental or research work called for under this contract, or (B) 
in the performance of any experimental, developmental or research 
work relating to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is contract which was down 
upon the understanding that a contract would be awarded. 

(b)The Contractor agrees to and does hereby grant to the Government an 
irrevocable, nonexclusive, nontransferable and royalty-free license to 
practice, and cause to be practiced for the Government throughout the 
world, each Subject Invention in the manufacture, use, and disposition 
according to law, of any article or material, and in the use of any method; 
***. Nothing contained in this paragraph shall be deemed to grant 

any license under any invention other than a Subject Inven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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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Endo Pharmaceuticals Inc. v. Actavis, Inc.及 
Endo Pharmaceuticals Inc. v. Roxane Laboratories, Inc.案探討默示授權 

案 例 部分授權契約條款 

(i) In addition to the rights granted to the Government in the foregoing 
paragraphs of this clause, the Contractor hereby grants to the 
Government, under any patents now or hereafter issued with respect to 
which the Contractor now has, or prior to completion or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contract may acquire, the right to grant licenses 
without becoming liable to pay compensation to others because of such 
grant, the right to reproduce or to have reproduced articles or materials 
substantially the same as those delivered to the Government hereunder 
***. 

TransCore v. ETC 
(2009) 

3. In exchange for the payment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 TCI hereby agrees 
and covenants not to bring any demand, claim, lawsuit, or action against 
Mark IV for future infringement of any of United States Patent Nos. 
5,805,082; 5,289,183; 5,406,275; 5,144,553; 5,086,389; 5,751,973; 
5,347,274; 5,351,187; 5,253,162; and 4,303,904, or any foreign 
counterparts of the aforesaid United States Patents, for the entire 
remainder of terms of the respective United States Patents and their 
foreign counterparts. This Covenant Not To Sue shall not apply to any 

other patents issued as of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is Agreement or to be 

issued in the future. 
*** 
8. TCI, TII and GRAVELLE,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respective 

predecessors, successors, heirs and assigns, fully and forever release, 
discharge and dismiss all claims, demands, actions, causes of action, liens 
and rights, in law or in equity (known, unknown, contingent, accrued, 
inchoate or otherwise), existing as of June 26, 2001, that they have 
against MARK IV, and its officers, directors, employees, representatives 
and attorneys of MARK IV, but excluding any claims for breach of this 
Agreement. No express or implied license or future release whatsoever 

is granted to MARK IV or to any third party by this Release. 
Endo v. Actavis 
(2014) 

(c) For avoidance of doubt, and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to contrary in this 
Agreement, the License and Covenant Not to Sue do not grant to Actavis 
any rights or immunities with respect to any products other than the 
Opana® ER Genetic Products, including any combination products. 
The agreement defines “Opana® ER Genetic Products” as “any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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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部分授權契約條款 

that is marketed and/or sold under the Actavis ANDA.” 
No Implied Rights 

Endo … do not grant Actavis … any license, right or immunity, whether 

by implication, estoppels or otherwise, other than as expressly granted 

herein. 
Endo v. Roxane 
(2014) 

(c) … the License and Covenant Not to Sue do not grant to Roxane any 
rights or immunities with respect to any products other than the Roxane 
Products or with respect to any patents other than the Licensed Patents. 

 The agreement defines “Licensed Patents” as 
(a) any United States patents that are both (i) now owned by Endo … and (ii) 

issued as of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is Agreement, including Opana® ER 
Patents, 

(b)any United States patent applications that claim priority to the Opana®

ER Patents, including any continuation, continuation-in-part and 
divisional patent applications that claim priority to the Opana® ER 
Patents, and 

(c) any patents resulting from the reissue or reexamination of patents or 
parent applications comprised within clauses (a) and (b) above, in each 
case that Endo … could assert would be infringing by the making, using, 
selling, offering to sell or importing of the Roxane Product. 

 The Roxane Agreement defines “Opana® ER Patents” as U.S. Patent 
Nos. 5,662,933, 5,958,456, and 7,276,250. 

No Implied Rights 

Endo … do not grant Roxane … any license, right or immunity, whether 

by implication, estoppels or otherwise, other than as expressly granted 

he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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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518號行政判決 

裁判要旨 

 

 

【專利法】 
【裁判日期】108年11月13日 

【裁判事由】發明專利申請案主張優先權 

【裁判要旨】 

一、起訴聲明與判決範圍之釐清 

(一) 按民事訴訟法第388條規定：「除別有規定外，法院不得就當事人未聲明

之事項為判決。」依行政訴訟法第218條規定，於行政訴訟準用之。查我

國行政訴訟制度採行處分權主義，就具體事件是否請求法律救濟以及請求

之範圍如何，取決於當事人之主觀意願。基此，行政法院須受當事人聲明

之拘束，而為訴訟標的之決定，以及程序之開始或終了，不得依職權為

之，逾當事人聲明所為之裁判，即有違法。 

(二) 本件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之聲明第1項為：「訴願決定與原處分關於『本

案視為未主張優先權』部分均撤銷」，則原判決主文第1項諭知：「訴願

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關於撤銷原處分除「本案視為未主張優先權」以

外部分，係屬超過被上訴人聲明請求判決事項之範圍，而構成訴外裁判，

自屬違背法令。 

二、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範圍 

(一) 對憲法所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限制，須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

定之，始無違憲法第23條之法律保留原則；若僅屬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

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司法院釋字第

443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二) 法律授權行政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者，該命令須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

越母法授權之範圍，始為憲法所許（司法院釋字第568號解釋參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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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概括授權行政機關訂定之施行細則是否逾越母法授權之範圍，應視其規

定是否為母法規定之文義所及而定（司法院釋字第710號解釋參照）。 

(三) 專利法第158條雖僅概括授權經濟部訂定施行細則，惟自專利法整體觀

之，應認已授權經濟部為有效執行法律，並鼓勵、保護、利用發明、新型

及設計之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得以施行細則規定申請人主張國際優先

權所應提出之文件及格式。經濟部依上開規定授權訂定專利法施行細

則，……經核上開專利法施行細則之內容，僅係執行專利法之細節性、技

術性次要事項，且未逾越專利法第28條、第29條之文義，而未逾越母法授

權之範圍，核與法律保留原則尚屬無違。 

三、主張優先權應檢送之證明文件 

(一) 巴黎公約規定主張優先權必須的形式要件僅有「據以主張優先權的先申請

案的申請日」及「先申請案的受理國」，至於是否命申請人提出先申請案

之申請書謄本（含說明書及圖式等）及譯本，則由各同盟國自行決定是否

另為規定。 

(二) 專利法第29條第1至3項規定，主張國際優先權者，應於申請專利時聲明第

1次申請之申請日、受理該申請之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第1次申請之

申請案號數，而對於應檢送之文件，則規定應檢送經上開國家或世界貿易

組織會員證明受理之申請文件。觀諸專利法施行細則第26條第1、2項規

定，係就專利法第29條第2項所應檢送之證明受理之申請文件稱為優先權

證明文件，且進一步規定該文件應為正本，若在法定期間內檢送影本，可

在期限內補正之。再審酌專利審查基準之規定，則表明優先權證明文件需

為外國署名核發之正本，若檢送影本，將通知限期補正正本，又申請人可

僅先檢送優先權證明文件首頁影本。 

(三) 專利法第29條第2項與專利法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係指申請人已於法定期

間內取得符合上開應記載內容之優先權證明文件及提出其影本，始得依上

開規定於指定期間內補正提出同一優先權證明文件之正本。 

四、本案廢棄原判決，並駁回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一) 被上訴人一開始僅提出申請收據影本，經核與專利法施行細則第26條第2

項規定之情形並不相符，上訴人自毋須依上開規定通知被上訴人限期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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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該影本為同一文件之正本。此外，被上訴人雖提出優先權證明文件正本

電子檔首頁，然並未於本件優先權日後16個月內檢送上開優先權證明文件

之影本，亦不符合專利法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之規定。 

(二) 憲法之平等原則要求行政機關對於事物本質上相同之事件作相同處理，乃

形成行政自我拘束，惟憲法之平等原則係指合法之平等，不包含違法之平

等。憲法之平等原則，並非賦予人民有要求行政機關重複錯誤之請求權

（本院93年度判字第1392號判決參照）。 

(三) 上訴人縱曾誤認外國專利專責機關核發之申請收據為優先權證明文件影

本，而通知補正，亦不能期待其為重複錯誤之行為，而應於本件通知補

正，並作成准予主張優先權之處分。原判決認被上訴人提出之申請收據為

優先權證明文件之影本，而認專利審查實務上，上訴人曾允許申請人以申

請收據作為優先權證明文件影本，而給予補正機會，基於保障人民權益、

貫徹行政行為合法性之審查等目的，上訴人自應給予被上訴人合理期間補

正之機會，其適用法規即有不當，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有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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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7年民公上字第3號民事判決  

 

 

【著作權法、公平交易法】 
【裁判日期】108年10月17日 

【裁判事由】公平交易法除去侵害等 

【裁判要旨】 

一、 未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而警告──僅得依公平交易法處理 

(一) 專利法規定專利權人如未提示技術報告不得進行警告之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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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非當然不會受理。 

(二) 對於未提示技術報告而進行警告者，專利法並無相關配套規定，但得依公

平交易法相關規定處理。準此，對於未提示技術報告而進行警告行為，並

無民法適用餘地，而僅得依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處理，故原審認定被告A

有違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同法條第2項規定，將過失違反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規定，與故意違反同法條第2項規定同時成立，行為人主觀上

竟能同時存在過失與故意，與一般經驗論理法則有違。 

(三) 依專利法第117條前段規定，若違反同法第116條致生他人損害，關於其損

害賠償請求權，應以系爭專利遭撤銷為停止條件才得請求，性質屬附停止

條件之請求權，故在系爭專利尚未遭撤銷前，自無請求權可言，而基於特

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理，自無另爰引公平交易法第25條、第30條或民法第

184條損害賠償而為請求之餘地。 

(四) 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告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

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處理原則」）第5點第1項所

載：「事業未踐行第三點或第四點規定之先行程序，逕發警告函，且為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者，構成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之

違反。」準此，只要行為人有踐行處理原則第3或4點任一要件，即無違反

同法第25條規定。 



122  

專利師︱第四十期︱2020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五) 依處理原則第3點第1項(三)所載：事業踐行將可能侵害專利權之標的物送

請專業機構鑑定，取得鑑定報告，且發函前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害之製

造商、進口商或代理商，請求排除侵害者，始發警告函者，為依照著作權

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同處理原則同點第2項規定：

「事業未踐行第一項第三款後段排除侵害通知，但已事先採取權利救濟程

序，或已盡合理可能之注意義務，或通知已屬客觀不能，或有具體事證足

認應受通知人已知悉侵權爭議之情形，視為已踐行排除侵害通知之程

序。」準此，只要行為人有先送請專業機構鑑定取得鑑定報告，並有具體

事證足認應受通知人已知悉侵權爭議之情形，即屬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 

二、 經銷商非專利權人，不得擅自行使專利權 

(一) 本件經銷商被告B縱與系爭專利權人被告A有銷售反向傘商品之合作關係，

然究非系爭專利權人，亦無證據顯示其為系爭專利之被授權人，自無行使

系爭專利權之資格。 

(二) 因無其他事證顯示被告B係故意以發警告函方式造成原告之損害，且有違

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事，故原告B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

求被告B就其前揭警告行為負過失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惟

並不構成同條第1項後段之侵權行為。 

(三) 原告B主張被告B於104年10月30日寄發電子郵件警告GOMAJI，因GOMAJI

亦未因被告B之警告而於104年10月1日後再度將系爭商品下架，故未導致

原告B因前揭警告而受有損害，故原告B依此主張被告B有違反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後段、第2項及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部分，即無理由。 

三、被告A與被告B並未構成民法第185條之共同侵權行為，亦無須負連帶損害賠償

責任 

 本件被告B雖對原告B負有損害賠償之債務，惟原告A、原告B未能舉證證明被

告A、被告B進行警告之行為係共同為之，以及被告A、被告B二人間就其所負

債務有何明示或有法律明文規定應成立連帶債務之情形，是依民法第185條、

第272條規定，本件被告A與被告B無由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亦無須負連帶損害

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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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被告A與被告B二人佯稱已對17Life提起訴訟之行為無罪 

(一) 被告A與被告B寄發電子郵件通知原告A、原告B之合作廠商「請協助下架

處理」系爭商品之行為，被告A與被告B為前揭警告時，所附具者係該起訴

狀之全文，而非單純告知反於真實之已起訴事實；被告A於起訴狀撰擬完

成後，可能另有考量或客觀情勢改變等因素而未付諸行動，亦難以完全排

除此可能性。故倘因被告A與被告B進行警告時有檢附起訴狀，惟實際上並

無起訴之事實即遽認被告A與被告B係有意佯稱此虛偽事實，恐稍嫌速斷。

況原告A、原告B復未能舉證因被告A、被告B之行為，使17Life因此將系

爭商品下架或為其他舉措，而導致原告A、原告B受有損害，或有其他顯失

公平之情形，故被告A、被告B此部分行為並不構成民法第184條之侵權行

為及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顯失公平之行為。 

(二) 本件被告A、被告B所發之律師函及電子郵件內容觀之，主要在彰顯被告A

為系爭專利權人，雖影射有他事業侵害其所有專利權之意，惟其確也經舉

發案及民事訴訟案件之爭執過程，尚難謂該等警告函已構成「損害他人營

業信譽之不實情事」、或其主觀上具有「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之杯葛

行為，且被告A、被告B亦無顯著之市場地位，手段上也不屬於「以脅迫、

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亦無「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

聯合或為垂直限制競爭之行為」，是本件被告A、被告B之行為均不符合公

平交易法第20條各款限制競爭與同法第24條不公平競爭之構成要件。 

五、 損害賠償計算之基準 

(一) 計算專利侵害人所得之利益以直接成本為基準： 

 計算專利侵害人所得之利益時，所得扣除之成本與必要費用，應界定為會

計學上之直接成本，而不包括間接成本。在侵害人能證明成本與必要費用

之場合，專利權人得請求侵害人因侵權行為所得利益計算，作為損害賠償

之範圍，其係會計學上之毛利，並非再予扣除間接成本或稅捐之淨利或稅

後淨利。因租金、修繕、零件保養、保險費、權利金等成本及費用，非屬

製造侵權產品之成本及必要費用，均屬間接成本範圍，不得自銷售額中扣

除之（參照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540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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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侵害行為所得利益： 

 侵害行為所得利益，係指加害人因侵害所得之毛利，扣除實施專利侵害行

為所需之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以所獲得之淨利，作為加害人應賠償之數

額，其為稅前淨利，並非稅後淨利（參照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144

號、103年度台上字第973號、103年度台上字第32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

943號民事判決）。本件原告B主張因被告B非為系爭專利權人卻不法主張

系爭專利行為致其產品下架所得之利益計算其損害，可參考財政部公布同

業利潤標準之毛利率，作為本件計算侵權損害賠償之基準。 

(三) 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兼顧效率與公平： 

 專利侵權行為本身在法規範評價上，為應受非難之行為，為保護專利權人

之創新成果不致遭受不法之掠奪，並除去侵權人從事不法行為之誘因，對

於成本及費用之扣除，理應採取較為嚴格之立場，侵權行為人可得扣除之

成本僅限於製造或銷售侵權物品而直接支出之生產成本，不應扣除間接成

本，其相當於會計學上之毛利，而非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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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32號刑事判決  

 

 

【商標法、刑法】 
【裁判日期】108年11月29日 

【裁判事由】偽造文書等 

【裁判要旨】 

一、 本案扣案手機觸控螢幕面板97件中，只有找到5個面板上有尚未塗銷之商標，

其他92件面板都已經塗銷蘋果商標，可見被告店內擺放的面板並無意圖顯示蘋

果商標，也不願意表彰這些面板與蘋果原廠零件有何關聯，表示被告並無意圖

混淆商品的來源。至於證物保管過程，是否有人刻意還原商標？不得而知。 

二、 被告主張扣案97件面板是從真品手機上面拆下來的回收零件，因為被告沒有加

盟蘋果官方的認證維修體系，沒有辦法取得蘋果官方提供的零件，所以只好從

真品回收零件取得面板，並且貼上「非原廠螢幕」貼紙，將蘋果咬一口商標塗

銷，用意是不想與官方認證維修體系產生混淆；此答辯並不違反情理，堪採信

97件面板都是真品。 

三、 扣案電池28個，上面均有生產者及產品批號，外觀有些已經陳舊，有些電池已

經膨脹變形，顯然已經用了很久，明顯是二手電池。 

四、 仿冒螢幕保護貼紙42件上面並沒有印製任何商標，蘋果公司的手機上面也沒有

任何註冊商標。蘋果公司如果認為自己的蘋果1到蘋果8之手機設計（下方

HOME鍵、上方耳機洞）很有創意，應該去申請新型或新式樣專利，而不是以

商標權來要求其他手機廠商不得做出相類似的手機設計。歐盟曾有相類似之

「樂高積木商標」案，樂高積木是以一個方形或長方形，上面有小圓柱形的連

結方式，層層連在一起。數十年前當樂高積木發明的時候，因為很有創意，也

享受專利權數十年。但是專利有期限，專利期限屆滿後，其他人就可以免費使

用這設計，歐洲的樂高公司在專利期限屆滿前申請「樂高立體商標」，也就是

一個方形或長方形，上面有小圓柱形，甚至還註冊成功，藉此要排除其他玩具

廠商製作類似樂高積木的產品。但是這個「從有期限的專利，轉成無期限商

標」的商標佈局，被法國及歐盟撤銷，理由是這個商標申請案僅是一個玩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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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缺乏識別性。法國也做出商標無效的結論，認為樂高積木的形狀就是為了

達到某個技術結果的需要。樂高積木的專利已經屆滿，就應該開放大眾使用，

藉口轉化成「立體商標」要無限期延長專用權，是沒有道理的。「功能外觀」

不是商標的標的，如同本件智慧型手機中間有螢幕，下方有按鍵上方有喇叭

洞，這是智慧型手機通用的「功能外觀」，並不能成立商標專用權。 

五、 公訴人所舉之證據，並不能證明被告有侵犯商標權之行為，被告辯稱扣案面板

97件、電池28顆都是真品，應可採信。從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

罪之諭知。 

 



 

專利師︱第四十期︱2020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  

 

 

編輯委員會 
 

日  期 內  容 

10月17日 常務理監事於本會會議室召開「2020年度預算審查會前會」。 

10月17日 「律師法修法因應小組」拜會立法院尤美女立委。 

10月17日 

智慧財產法院委員會於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貝塔廳201會議室舉辦

「臺灣技術審查官制度之實踐與革新」專題演講，由熊誦梅法官擔

任主講人。 

 

10月18日 
於臺中集思烏日會議中心3F希羅廳舉辦2019年企業智權管理實務交

流會──臺中場，由相信光知產運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張智為先

生、知名上市公司智權法務部主管林威瀞小姐擔任主講人。 

會務動態與紀要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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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0月22日 召開國際事務委員會第四屆108年度第四次會議。 

10月23日 

香港貿易發展局臺北辦事處拜會本會，洽談【2019亞洲電子商貿峰

會】合作事宜。 

 

10月24日 「律師法修法因應小組」拜會立法院周春米立委。 

10月27日 
～10月31日 

林清結執行秘書代表本會出席北京「2019年兩岸專利論壇」。 

10月28日 召開專利師在職進修委員會第四屆108年第四次會議。 

11月1日 召開日本事務委員會第四屆108年度第四次會議。 

11月5日 召開編輯委員會第四屆108年度第四次會議。 

11月5日 
於本會會議室舉辦「A PROJECT ON APPLICATION READINESS 
WORK-SHARING PROGRAMS SUCH AS THE GLOBAL DOSSIER 
AND THE BILATERAL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會務動態與紀要 129 

專利師︱第四十期︱2020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日  期 內  容 

PROGRAM」座談會，由USPTO的資深品質顧問（Senior Quality 
Advisor）Anthony Caputa擔任主講人。 

11月6日 

於國立成功大學自強校區機械工程系視聽講堂「三星講堂」舉辦

2019年企業智權管理實務交流會──臺南場，由楊傳鏈專利師、

王仲法務長、汪周禮執行長擔任主講人。 

 

11月6日 於W Hotel紫豔中餐廳舉辦CIPA晚宴。 

11月7日 

於臺北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辦「智慧財產權理論與實務國際研討

會──以歐洲區專利為中心觀點」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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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1月7日 
於福容大飯店舉辦「智慧財產權理論與實務國際研討會──以歐洲

區專利為中心觀點」研討會之晚宴。 

11月7日 於新光三越信義A9欣葉台菜餐廳舉辦CIPA午宴。 

11月13日 

在職進修委員會於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貝塔廳201會議室舉辦「日本

專利申請及審查實務最新發展」專題演講，由村雨圭介日本專利師

擔任主講人。 

 

 

11月14日 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第四屆108年度第四次會議。 

11月14日 
於 集 思 北 科 大 會 議 中 心 噶 瑪 廳 舉 辦 「 U.S. PRACTICE IN 
PROSECUTING MULTI-DISCIPLINARY INVENTIONS」專題演講，

由Juan Carlos A. Marquez擔任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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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1月16日 權利維護委員會於桃園九斗村農村舉行第二次會員聯誼活動。 

11月19日 召開美國實務委員會第四屆108年度第四次會議。 

11月21日 「律師法修法因應小組」拜會立法院管碧玲立委。 

11月22日 「律師法修法因應小組」拜會立法院柯建銘立委。 

11月22日 召開第四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2月3日 召開職前訓練委員會第四屆第二次會議。 

12月10日 
由四川知識產權保護中心領導之四川省知識產權交流參訪團拜訪本

會，進行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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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2月11日 

舉辦本會「2020智財政策白皮書」發表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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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2月11日 

於雅悅會館召開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晚宴。 

 

 

 



 



 

 

《專利師》撰稿體例 

壹、正文 

一、文中段落號碼標寫格式順序為：壹、一、(一)、1.、(1)、A.、a. 

二、遇有數字時，以阿拉伯數字表示，例如：刑法第121條、民法第100條、86年台

上字第123號、釋字第100號。 

三、日期、年代呈現方式：以西元年呈現為主，除判決、函釋等例外。例如1996年

1月1日、86年台上字第123號。 

四、引用外文專有名詞、學術名詞，請翻譯成中文，文中第一次出現時附上原文即

可；如使用簡稱，第一次出現時使用全稱，並用括號說明簡稱，後續再出現時

得直接使用簡稱。例如：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五、圖片、表格分開標號，編號及標題，置於圖下、表上。 

六、引註號碼，除有特別用意外，統一置放於標點符號前。例如：……2。 

貳、引註 

一、引註以必要為限，引註應是已發表之文獻，引註未發表文獻應徵得相關著作權

人之同意。 

二、本刊採隨頁註（footnote）格式，引用同一著作，如緊接前引註時，則可使用

「同前註」；如其間隔有其他引註時，則以「作者名，註X書（文），XX頁」方

式呈現。 

三、來稿文章字數以5,000字至20,000字為宜（不含註解），引註總字數請勿超過全

文四分之一。 

四、大法官解釋、法條條文及行政函釋無需註明日期及出處，若非必要，請勿全文

摘錄。 



 

 

五、引註格式說明如下： 

(一)中、日文文獻 

1.專書 

作者名，書名，出版年，頁數。 

例如：顏吉承，專利說明書撰寫實務，2009年，117-118頁。 

2.專書論文 

作者名，篇名，收錄於書名，出版年，頁數。 

例如：陳佳麟，習知技術元件組合專利之均等論主張與習知技術抗辯

適用之研究，收錄於2003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

257頁。 

3.譯著 

原著，譯者，書名，出版年，頁數。 

例如：H. Maurer著，高家偉譯，行政法學總論，2002年，40-50頁。 

4.期刊論文 

作者名，篇名，期刊名，年月，卷期，頁數。 

例如：陳志清，企業與未實施專利實體之互動關係及因應策略（上），

專利師，2010年7月，2期，43-51頁。 

5.大法官解釋、法條 

例如：大法官釋字第645號解釋、專利法第44條。 

6.行政函釋 

例如：內政部(87)年台內地字第8673631號函。 

7.法院判決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552號判決。 

8.法院決議 

例如：最高法院91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二)其他外文文獻 

1.英文引註：請參The Bluebook引註格式。 

2.引用其他外文文獻，請依各國習慣，註明作者、論文或專書題目、論文

出處（如：期刊名、卷期數）、頁碼或邊碼。 

例如：Radbruch, Gustav, Rechtsphilosophie, 3. Aufl., S. 251. 



 

 

《專利師》徵稿簡則 

一、 本刊各專欄均歡迎投稿及提供資料。來稿請以中文撰稿，由左而右橫式打

字，篇幅請勿過長，專業論著每篇以5,000至20,000字為宜。請將稿件email
至：mail@twpaa.org.tw。 

二、 本刊自2017年7月第30期起，特增設「智慧財產案件審理制度研討專欄」，歡

迎產官學界專家學者針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相關制度，提出研討與建言，議

題包括但不限於針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及其施行細則施行九年來的相關議

題、現行智慧財產案件司法制度議題、智慧財產法規適用於訴訟過程之議

題、如何提升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效能議題、如何增進智慧局有效處理相關事

務議題、公眾利益與智慧財產權人利益衡量議題等等，請各界踴躍投稿，並

於投稿時註明投稿至「智慧財產案件審理制度研討專欄」。經由本刊審稿流

程通過後，本刊將優先以持續性方式於每期《專利師》以專欄形式刊出。 

三、 稿件初審： 
1. 稿件請附摘要（A4一頁為限），註明論文題目，300字左右，A4紙張由左至

右繕打，以word軟體製作（字體為標楷體14級），並需提供3至5個關鍵

字。此外，請提供以下資料：任職單位、職稱、通訊地址、白天聯絡電

話、手機、傳真、email。 
2. 來稿一經採用，請於接獲接受刊登信後三日內將定稿電子檔傳至上述電子

郵件信箱，以便排版作業。排版後之校對，由作者負責。 

四、 稿件如全部或主要部分已在其他刊物或將在其他刊物發表者，請勿投稿本

刊。一稿數投經查證屬實者，本刊得於二年內暫停接受該作者之投稿。 

五、 來稿一經刊登，文責由作者自負，本公會得多次利用。本刊編輯委員會得就

其著作重新編製紀念文集或彙集成冊及刊載於電子媒體；並得授權第三人使

用或授權予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

印、瀏覽等行為，並得為符合各資料庫之需求，為格式之修改。 

六、 投稿者欲撤回投稿時，若已完成編排作業者，需賠償本會損失，並經編輯委

員會同意後始得撤回。 



 

 

七、 來稿發表後由本刊贈送當期 1本；本刊稿酬為 12,000字內1字 1.2元，超過

12,000字部分每字0.6元，上限18,000元。 

八、 本季刊於每年1月25日、4月25日、7月25日、10月25日出刊，隨時歡迎產官學

界學者專家踴躍投稿，來稿一經審稿認為可以刊登，即依：(一)來稿先後順

序；及(二)審稿作業流程等因素而刊登於當期或下期《專利師》季刊。 

九、 本刊恕不接受翻譯著作。 

十、 聯絡資訊： 
1. 洽詢：02-2701-1990 分機：9 
2. 傳真：02-2701-0799   E-mail：mail@twpaa.org.tw 



 

 

 

 

《專利師》審稿辦法 

一、為建立本刊審稿制度，促進本刊文稿品質，特定本辦法。 

二、本刊採用雙向匿名審稿制，來稿由編輯委員會依稿件性質商請一或二名編輯

委員會委員或相關領域專家負責審稿。 

三、編輯委員會綜合審稿意見後，決定予以刊登、修改後刊登、修改後再送審、

或不予刊登。 

四、編輯委員會得視需要，就各期刊物設定主題，由各編輯委員選定各期主題，

並擔任當期主編。當期主編所邀稿件，得獨立審稿後逕為刊登。 

五、本辦法經編輯委員會修改通過後，自中華民國104年2月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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