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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師》季刊自創刊以來，除不斷為產官學界提供新知外，更分享由不
同角度來探討同一智財主題之內容。本刊除了要感謝許多舊雨每隔一段時間即
有新主題通知本刊，更有許多新知提供全新的智財審視角度與其所屬於領域內
容以投稿本刊，在此代表全體編輯委員致上最高敬意與謝意。展望新的一年，
專利師公會第五屆正（副）會長、理（監）事會，以及各實務委員會將走馬上
任，帶來一番嶄新氣象亦屬可期，新一屆的編輯委員會也將主要由各大事務所
的菁英專利師來擔任組成，想必能夠為本刊提供堅實的品質保證。歡迎未來有
更多朋友先進透過本刊發表著作，以實際創作行動來豐富智慧財產權各個領域
的思想深度。
專利師季刊第48期共收錄了6篇文章，內容涵蓋國內外智慧財產相關議題，
簡述如下：
林杜專員的「美國判例法下均等論在化學領域的適用」乙文，整理了美國
最高法院在Warner-Jenkinson案及Festo案闡述的均等論的目的、原則與限制。並
選讀了聯邦巡迴法院在Festo案之後，在化學領域進行均等性的評估、申請歷史
禁反言的適用及揭露貢獻原則的適用的三個判決。美國屬普通法系，普通法系
特點是判例法，即反覆參考判決先例，最終產生類似道德觀念一般的、普遍
的、約定俗成的法律，研究美國判決對於瞭解實務有重大助益。此篇論文整理
的內容及見解足資讀者參考。
黃 文 儀 老 師 的 「 選 擇 發 明 之 專 利 性 ── 以 歐 洲 專 利 局 之 規 範 為 中 心 」 乙
文，尤其在化學、材料或醫藥領域，選擇發明常常是進一步發明時常見之撰寫
申請專利範圍的方式。文中以各國的審查基準或法院判決例（尤其著重在日本
及歐洲兩個專利局）介紹各國關於選擇發明的認定以及選擇發明之可專利性判
斷，且針對歐洲專利審查基準中各個準則及示例做出詳細介紹，並因應該等準
則給予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撰寫的建議，對於國內申請人或撰寫專利文件之

代理人而言，就撰寫用於將來以主張國際優先權來申請歐洲專利申請案，值得
參考研究。
楊惠彬經理的「利益測試法於分離式專利侵權之發展──由Akamai案後之
實證研究」乙文，以介紹指導或控制理論運用於分離式侵權為主軸，並輔以
Akamai案後迄今曾引用利益測試法提出專利侵權訴訟的判決之分析，再加以歸
納有利與不利於利益測試法的審酌因素，及提出利益測試法的觀察心得。其對
於專利事務工作者，有重大參考價值。
楊 智 傑 教 授 的 「 設 計 專 利 維 修 條 款 之 起 源 、 發 展 與 比 較── 英 系 統 、 歐
盟、美、德、法」乙文，作者引經據典，深入剖析各國法制沿革，文末不吝分
享個人見解，加上題材切合時事，值得細細品讀。
王服清副教 授與張耕毓 同學的「專 利申請補正 之性質與效 果」乙文 ， 就
「補正」此一令實務工作者常感繁雜之議題，有極為詳盡之研究及論述，蒐集
資料亦非常豐富，極具參考價值。
黃孝惇專利師的「專利師法修法之前瞻部署──以智財法院105年諮詢函文
為社會期待，以律師法修法為鏡」乙文，對於專利師法修正提出建議，對於專
利師權益爭取，具有重要意義。文中言詞質樸，說理懇切，頗值得主管機關、
立法者及執業專利師多加參考研議。
《專利師》季刊順應時勢發展，期能藉由法令探討及實務分析以提供各界
最新的智財法律資訊。正值執筆時之2021年末，回想島內經歷年中將近3個月三
級警戒的人心惶惶與作息變動，不勝唏噓。作為第四屆編輯委員會的最末刊
期，身為輪值執行編輯的凱智，期盼本期的出刊能在所處生活環境急遽變動的
新年年初，帶給讀者不同的視野，亦請各方先進隨時不吝指正。

專題研究

美國判例法下均等論
在化學領域的適用
林

杜*

壹、美國判例法下的均等論──目的、原則與限制
語言有其限制，無法在專利申請案中完整捕捉發明的本質。均等論以實質相同
或非實質性差異來彌補文字的不足。然而，均等論在廣泛適用時，與法定的申請專
利範圍要求（statutory claiming requirement）的定義和公告功能相衝突。因此，均
等論在適用時，必須在逐一元件比對基礎（element-by-element basis）上的客觀調查
來應用。法院並給予了申請歷史禁反言的限制，試圖找到適當的平衡。本文首先來
看看美國最高法院在Warner-Jenkinson案及Festo案是如何闡述均等論的目的、原則
與限制。

一、均等論的目的
美國最高法院在Festo Corp. v. Shoketsu Kinzoku Kogyo Kabushiki Co.案 1中闡述
了均等論（doctrine of equivalents）的目的。

DOI：10.3966/221845622022010048001
收稿日：2021年11月18日
*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智慧財產室專員。
1
Festo Corp. v. Shoketsu Kinzoku Kogyo Kabushiki Co., 535 U.S. 722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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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法以暫時的獨占獎勵創新來「促進科學和實用技藝的進步」。 2獨占是一種
財產權；和任何財產權一樣，它的邊界應該是明確的。這種明確性對於促進進步至
關重要，因為它可以實現對創新的有效投資。專利持有人應該知道他擁有什麼，而
公眾應該知道他不擁有什麼。出於這個原因，專利法要求發明人必須以「完整、清
楚、簡潔和準確的用語」來描述他們的成果， 3作為法律試圖在發明人（依靠法律的
承諾來實現發明）與公眾（應該被鼓勵在發明人的排他權之外追求創新、創作和新
想法）之間保持微妙平衡的一部分。 4
不幸的是，語言的性質使之不可能在專利申請案中捕捉事物的本質。發明人選
擇為一項發明申請專利並將之揭露給公眾，而不是秘密利用它，發明人承擔了其他
人將致力於利用專利語言限制的風險：
「一項發明最重要的是作為有形結構或一系列圖式而存在。口頭描述通常是為
滿足專利法的要求而寫的事後想法。機器到文字的這種轉換把無法被滿意地填滿的
意想不到的想法空白（unintended idea gaps）也考慮進去。通常該發明是新穎的且
沒有文字可以描述它。字典並不總是與發明人保持同步。它不能。物不是為文字而
造，而是文字為物而造。」 5
專利請求項中的用語可能無法捕捉到發明的每一個細微差別或完全準確地描述
其新穎性的範圍。如果專利總是按照其字面意思來解釋，則其價值就會大打折扣。
某些元件的不重要的和非實質性的替代品可能擊敗專利，且它對發明人的價值可能
會被簡單的複製行為摧毀。為此，專利解釋中最明確的規則，即拘泥文字主義
（literalism），可能節省了司法資源，但不一定是最有效的規則。專利的範圍不限
於其字面意思，而是包括所述請求項的所有均等物。 6

2
3
4
5
6

U.S. Const., Art. I, § 8, cl. 8.
35 U.S. C. § 112.
Bonito Boats, Inc. v. Thunder Craft Boats, Inc., 489 U.S. 141, 150 (1989).
Autogiro Co. of America v. United States, 384 F.2d 391, 397 (Ct. Cl. 1967).
Winans v. Denmead, 15 How. 330, 347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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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均等論的效果
美國最高法院在Warner-Jenkinson Co. v. Hilton Davis Chemical Co.案 7中重申，
根據「均等論」，如果被控產品或製程的元件和專利發明的專利範圍元件之間存在
「均等性」（equivalence），根據專利範圍的明示用語沒有文義侵權的產品或製程
仍可能被裁定侵權。 8

三、均等論的判斷原則
美國最高法院在Warner-Jenkinson案中明確指出，均等性的確定應作為在逐一元
件比對基礎（element-by-element basis）上的客觀調查來應用。法院關切的是，該原
則自Graver Tank案以來已被廣泛應用，與法院關於專利不得擴大超出其申請專利之
範圍的眾多裁定相衝突。調和判例（authority）的兩條線的方法是將該原則應用於
專利範圍的每個單獨元件，而不是被控產品或製程整體。這樣做將為專利範圍的每
個元件保留一些含意，所有這些元件都被認為是定義該發明範圍的重要內容。只要
該原則不超出這些限制，或超出法院判決意見中討論的相關限制，它不會損害專利
範圍的核心功能，即定義發明和通知公眾專利的範圍。

四、評估均等性的考量因素
法院在Graver Tank案中描述了適用均等論的一些考慮因素：
「什麼構成均等必須根據專利的上下文、先前技術和案件的具體情況來確定。
在專利法中，均等性不是公式的囚徒，也不是在真空中考慮的絕對性。它並不要求
在每個目的和每個方面都具有完整的同一性（complete identity）。在確定均等物
時，與同一事物相等的事物可能彼此不相等，且基於同一理由，出於大多數目的不
同的事物有時可能是均等的。必須考慮一種成分在專利中使用的目的、它與其它成
分結合時的特質（qualities）以及它打算執行的功能。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在該領域
中熟悉技藝之人是否會知道專利中未包含的成分與專利中包含的成分的可互換性
（interchangeability）。」
7
8

Warner-Jenkinson Co. v. Hilton Davis Chemical Co., 520 U.S. 17 (1997).
Graver Tank & Mfg. Co. v. Linde Air Products Co., 339 U.S. 605, 609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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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er Tank案也依賴的Machine Co. v. Murphy案 9對均等論提供了觀點：
「在專利法的意義上，物品的實質均等物與該物品本身相同；因此，如果兩個
裝置以實質相同的方式做相同的工作，並完成實質相同的結果，那麼它們就是相同
的，即使它們的名稱、形式或形狀不同。」
最 高 法 院 對 於 確 定 「 均 等 」 的 語 言 框 架 的 辯 論 ， 即 所 謂 的 「 三 部 」 （ triple
identity）測試 10 ──關注特定請求項元件所發揮的功能、該元件發揮該功能的 方
式、以及該元件由此獲得的結果──是否是確定均等的合適方法，或者「非實質性
差異（insubstantial differences）」測試是否更好，提出了見解。最高法院認為，所
使用的特定語言框架不如測試是否能證明基本調查重要，這個基本調查就是：被控
產品或製程是否包含與專利發明的每個請求項元件相同或均等的元件？不同的語言
框架可能更適合不同的情況，這取決於它們的特定事實。法院將它留給聯邦巡迴法
院在其專業知識的這一領域作成健全判決（sound judgment），以完善在有序的逐
案確定（case-by-case determinations）過程中對均等性測試的制定。

五、禁反言的適用
申請歷史禁反言（prosecution history estoppel）要求根據在申請過程中在專利商
標 局 （ PTO ） 進 行 的 程 序 來 解 釋 專 利 請 求 項 。 禁 反 言 是 一 項 「 專 利 範 圍 解 釋 規
則」，它確保根據「已被刪除或駁回」的內容來解釋請求項。 11均等論允許專利權
人主張非實質性改動（insubstantial alterations），因為那些非實質性改動是在撰寫
原始專利請求項時，沒有捕捉到但可以通過微不足道的改變而創造的。然而，當專
利權人最初對被控侵權的標的申請專利，但隨後在申復核駁意見而限縮該請求項
時，他不得以是應被視為均等於已公告專利的文義範圍之標的為由，辯稱放棄的領
域包含該未預料到的標的。相反地，「通過修正，專利權人承認並強調了兩個短語

9
10

11

97 U.S. 120, 125 (1878).
Machine Co. v. Murphy, 97 U.S., at 125（「在確定侵權問題時，法院或陪審團（視具體情況
而定）應根據機器或其若干裝置或元件的作用、或其執行的職務或功能，以及它們如何執行
來查看它們，並且發現如果它以實質上相同的方式執行實質上相同的功能以獲得相同的結
果，則一件物品與另一件物品實質上相同」）。
Schriber-Schroth Co. v. Cleveland Trust Co., 311 U.S. 211, 220-21 (1940).

專利師︱第四十八期︱2022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美國判例法下均等論在化學領域的適用

5

之間的差異，且專利權人因此而放棄的這個差異必須被視為重大差異」。 12
核駁意見表明專利審查員不認為原始請求項可獲得專利。雖然專利權人有權上
訴，但他放棄上訴並提交修正的請求項的決定被視為一種讓步，即獲得專利的發明
沒達到原始請求項。 13否則，發明人可能避開PTO的守門員角色，並尋求在侵權訴
訟中重新奪回作為獲得專利的條件而放棄的每個標的。
申請歷史禁反言確保均等論與其基本目的保持聯繫。如果原申請案曾包含聲稱
的均等物，但專利權人限縮其請求項以獲得專利或保護其有效性，則專利權人不能
聲稱其缺乏描述所涉標的的字彙。均等論的前提是語言無法捕捉創新的本質，但描
述了系爭的精確元件的先前申請案削弱了這一前提。在那個情況中，申請歷史已經
確立，發明人將其注意力轉向所討論的標的，知道較廣和較窄請求項的用語，並肯
定地選擇了後者。

六、禁反言的適用範圍
在Warner-Jenkinson案中，法院意識到，在修正專利申請案時，並非在所有情況
下都會出現申請歷史禁反言。法院「之前的案例始終僅在因有限原因修正請求項的
情況下才適用申請歷史禁反言」，例如「為了避開先前技術或以其他方式解決可能
會使專利標的是不可專利的特定問題（例如顯而易見性）」。 14雖然法院明確表示
禁反言適用於出於「與可專利性相關的實質性理由」所作出的修正， 15但法院並未
打算定義該用語或列出可能引發禁反言的所有理由。
在Festo案中，法院認為，為滿足專利法的任何要求而進行的限縮修正可能會導
致禁反言。在專利公告前必須滿足一些法定要求。專利的標的必須是有用的、新穎

12
13

14
15

Exhibit Supply Co. v. Ace Patents Corp., 315 U.S. 126, 136-37 (1942).
Goodyear Dental Vulcanite Co. v. Davis, 102 U.S. 222, 228 (1880)（「鑒於修正，專利權人對他
已獲得專利的理解是毫無疑問的，且他和委員都認為該專利是針對通過詳細製程僅由硫化橡
膠製成的製品」）；Wang Laboratories, Inc. v. Mitsubishi Electronics America, Inc., 103 F.3d
1571, 1577-78 (CA Fed. 1997)（「申請歷史禁反言阻止專利權人通過訴訟重新獲得在專利申
請審查期間放棄的標的之覆蓋範圍」）。
520 U.S. at 30-32.
Id. at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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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且不是顯而易見的。 16此外，專利申請案必須描述、使能夠（enable）和列舉實施
該發明的最佳模式。 17在專利公告前必須滿足後面的這些要求，因為向公眾揭露發
明是作為給予排他的專利權的交換。 18專利申請案的申請專利範圍必須與說明書中
揭露的內容相同；否則專利不應公告。如果不滿足第112條的其他要求，則專利也
不應公告，且申請人未能滿足這些要求，則可能導致已公告的專利在以後的訴訟中
被裁定無效。
當為了保護專利而進行修正，且該修正限縮了專利範圍時，就會出現禁反言。
如果第112條修正確實 是裝飾性的 ，則不會限 縮專利範圍 或引起禁反 言。另一方
面，如果第112條修正是必要的並且限縮了專利範圍──即使只是為了更好的描述
──禁反言可能適用。將限縮請求項作為獲得專利的條件的專利權人否認了其對更
寬廣標的的專利範圍，無論修正是為了避開先前技術還是為了符合第112條。我們
必須將專利權人視為承認不能主張更寬廣的標的，或者至少放棄了對核駁意見提出
上訴的權利。在任何一種情況下，禁反言均可適用。

七、舉證責任分配
最高法院在Warner-Jenkinson案中指出，裁定修正請求項的某些理由可能會避免
適用申請歷史禁反言，並不等同於裁定沒有修正理由同樣可以避免此類禁反言。考
慮到請求項確實同時具有定義和通知功能，法院認為更好的規則是讓專利持有人承
擔責任以確定在專利申請期間被要求修正的理由。然後，法院將決定該理由是否足
以克服申請歷史禁反言阻止將均等論適用到該修正所添加之元件。然而，在沒有作
成解釋的情況下，法院應推定專利申請人有包含修正所添加的限制元件是與可專利
性相關的實質性理由。在這些情況下，申請歷史禁反言將禁止均等論適用於該元
件。所描述的推定（如果必須之修正的適當理由成立，則該推定會受到反駁）適當
尊重了請求項在定義發明和提供公告方面的作用，以及PTO之首要地位在確保所允
許的請求項僅涵蓋了在所提出之專利申請案中可適當獲得專利的標的。

16
17
18

35 U.S.C. §§ 101-103 (1994 ed. and Supp. V).
§ 112 (1994 ed.).
Bonito Boats, 489 U.S. at 1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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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在Festo案中指出，專利權人應承擔證明修正並未放棄所討論的特定均
等物的責任。作為請求項用語的作者，他通過修正來限縮其請求項的決定可能被推
定 為 對 原 始 請 求 項 和 修 正 後 的 請 求 項 之 間 的 領 域 的 一 般 性 免 責 聲 明 （ general
disclaimer）。然而，在不能合理地將修正視為放棄特定均等物的情況下──例如，
在申請之時均等物是未預料到的，或者修正的基本原理與均等物有正切的關係
（tangential relation） 19──專利權人可以通過證明在修正之時不能合理預期在該領
域中熟悉技藝之人撰寫了字面上會涵蓋所稱均等物的請求項，從而反駁申請歷史禁
反言禁止均等物認定的推定。

八、後

續

接下來將選讀3個聯邦巡迴法院的案例，看看法院在Warner-Jenkinson案 及 Festo
案之後，如何在化學領域的案例中適用均等論：
(一)Mylan Institutional LLC v. Aurobindo Pharma Ltd. (Fed. Cir. 2017)案均等性的
評估。
(二)Eli Lilly & Co. v. Hospira, Inc. (Fed. Cir. 2019)案申請歷史禁反言的適用。
(三)Pfizer, Inc.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Fed. Cir. 2005)揭露貢獻原則的
適用。

貳、從Mylan v. Aurobindo案看均等性的評估
本案 20是由Aurobindo Pharma Ltd.、Aurobindo Pharma USA Inc.和Auromedics
Pharma LLC（合稱「Aurobindo公司」）對美國Texas東區地方法院的裁決所提起的
上訴，該裁決批准了Mylan Institutional LLC（Mylan Inst.公司）和Apicore US LLC
（Apicore公司）（合稱「Mylan公司」）的初期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聲
請 ， 禁 止 Aurobindo公 司 製 造 、 使 用 、 販 賣 、 為 販 賣 之 要 約 和 進 口 被 控 的 異 硫 藍
19

20

有人譯為「些微關係」。聯邦巡迴法院在本文選讀的Eli Lilly & Co. v. Hospira, Inc. (Fed. Cir.
2019) 案中，將正切解釋為「輕輕地或以最纖細的方式觸摸」。因此，本文認為以數學領域
用語「正切」最為貼切，正好在專利範圍的邊界切邊，並沒有將其切除的意思。
Mylan Institutional LLC v. Aurobindo Pharma Ltd., 857 F.3d 858 (Fed. Ci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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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sulfan blue, ISB）產品，因其涉嫌侵權Apicore公司的三項專利──美國專利第
7,622,992號（ ’992專 利 ） 、 美 國 專 利 第 8,969,616號 （ ’616專 利 ） 以 及 美 國 專 利 第
9,353,050號（’050專利）。本文僅聚焦於均等論的部分。

一、背

景

Apicore公司擁有’992專利、’616專利和’050專利，而Mylan Inst.公司是這些專利
的 專 屬 被 授 權 人 ， 這 些 專 利 涉 及 ISB（ 一 種 用 於 繪 製 淋 巴 結 圖 的 triarylmethane 染
料）。’992專利和’616專利（統稱為「製程專利」）涉及一種製備ISB的製程，通過
將異亮酸（isoleuco acid）與氧化銀在極性溶劑中反應，然後與鈉溶液反應。’992專
利進一步要求2.0～3.0當量的氧化銀。’616專利的請求項1是製程專利的代表，內容如
下：
A process of preparing N-[4-[[4-(diethylamino) phenyl] (2,5-disulfophenyl)
methylene]-2,5-cyclohexadien-1-ylidene]-N-ethylethanaminium, sodium salt comprising
combining a suspension of isoleuco acid of the formula

N

HO
O

HO

O
S

H

N
S
O

O

in a polar solvent with silver oxide, recovering isosulfan blue acid, and treating the
isosulfan blue acid with a sodium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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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專利的請求項1增加了在該製程中使用2.0～3.0當量的氧化銀的限制，但在
其他方面類似於上述請求項。
’050專利（兩造稱之為「純度專利」）涉及純度大於99.0%的ISB化合物，通過
高效液相層析（HPLC）測量。純度專利與均等論無關，本文不多作陳述。
1981年 左 右 ， Hirsch Industries （ Hirsch 工 業 ） 開 發 了 一 種 1%的 ISB 可 注 射 溶
液，並以商品名Lymphazurin®進行商業化。Covidien Ltd.（Covidien公司）是Hirsch
工業的利益繼承人，持有原始新藥申請（NDA），且是Lymphazurin®30年來的唯一
供應商。從一開始，Lymphazurin®的生產就受到ISB合成和純化困難的困擾。Hirsch
工業的原始臨床試驗描述該混合物含有經HPLC測定為94.5%的ISB，其餘5.5%由合
成過程中產生的「密切相關的異構物」組成。
Apicore公 司 成立 於2003年， 並開 始 開發 一種 改 良的 ISB合 成製 程。2004年，
Apicore公司與Mylan Inst.公司的前身Synerx Pharma LLC（Synerx公司）合作開發和
銷售Lymphazurin®的學名藥。2007年，Apicore公司提出專利申請，最終獲得製程專
利和’050專利。基於專利製程，Synerx公司（2012年被Mylan Inst.公司收購）提交簡
易新藥申請（ANDA），尋求FDA許可上市Lymphazurin®的學名藥；FDA於2010年
許 可 ANDA 。 到 2011 年 ， ISB 銷 售 額 是 Apicore 公 司 收 入 的 重 要 部 分 ， 2012 年 ，
Covidien公司 出於 「 安 全 性或 有 效 性 以外 的 原 因 」從 市 場 上 撤回Lymphazurin®。
Mylan Inst.公司成為1% ISB藥品的唯一供應商，直到2016年Aurobindo公司進入市
場。
Aurobindo公司尋求FDA許可Lymphazurin®的學名藥，告知FDA它已經研究了
描述ISB製造的「多項專利」，尤其選擇了Apicore公司的’992專利，以及它「考慮
了其中描述的起始樣品的製備之製程，並進一步優化該製程」。Aurobindo公司向
FDA承認，它正在尋找「氧化銀以外」的試劑。它最終選擇了二氧化錳，其製程導
致ISB中含有5～10%的雜質，無法通過再結晶去除。相反地，它使用製備級HPLC
來實現大於99.5%的ISB純度。Mylan公司起訴Aurobindo公司侵權並尋求初期禁制
令，地方法院批准了該禁制令。
地方法院認定根據均等論Aurobindo公司可能侵權製程專利。根據均等性的「功
能─方式─結果」（function-way-result, FWR）和「非實質性差異」（ insubstantial
differences ） 測 試 ， 氧 化 銀 和 二 氧 化 錳 之 間 的 氧 化 強 度 差 異 「 無 關 緊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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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elevant），正如適用於「請求項的表面」，因為請求項沒有規定氧化強度的要
求。此外，地院解釋說，即使氧化強度是相關的，它「發現二氧化錳是一種溫和的
氧化劑，均等於製程專利上下文中的氧化銀」。鑑於記錄證據表明氧化銀和二氧化
錳製程以相似的產率生產粗（crude）ISB，地院認可了Sessler博士（Mylan公司的專
家）的證詞。地院解釋說，如果二氧化錳是實質上比氧化銀強得多的氧化劑，那麼
熟悉技藝的技術人員「會預期不同的結果」。

二、聯邦巡迴法院的裁決
聯邦巡迴法院認為，地方法院對本案的均等性分析是有缺陷的，這無疑是因為
關於均等的判例法稀少且混亂，尤其是化學均等性判例法的缺乏，以及將法律概念
適用到事實的困難性。
在Graver Tank案中，最高法院提出兩個評估均等性的框架──熟悉的FWR測試
（即，被控產品是否「以實質上相同的方式執行實質上相同的功能以獲得相同的結
果」）和非實質性差異測試（被控產品或製程是否與專利產品或製程有實質上的差
異）。 21最高法院最近一次觸及這一法律分支是在Warner-Jenkinson案，該案處理了
在pH 5下執行的純化製程是否均等於在pH 6～9下執行的純化製程。 22高院指出，均
等性不是「公式的囚徒」，但也觀察到非機械案件可能不適合依據FWR測試來考慮
（「似乎一致認為，雖然FWR測試可能適用於分析機械裝置，但它通常為分析其他
產品或製程提供了一個糟糕的框架」）。
最高法院聲明非機械案件可能不適合依據FWR測試來考慮，肯定是正確的。這
在化學領域似乎尤其正確。儘管在Graver Tank案中，最高法院承認在化學案件中普
遍使用FWR， 23但高院後來在Warner-Jenkinson案中承認，這兩種測試的適用性可能
會有所不同，這取決於案件的情況。 24因此，高院似乎祝福了兩個均等測試，在未
來的案件中讓下級法院選擇適用哪一個。
聯邦巡迴法院認為，地方法院根據FWR對製程請求項的分析存在缺陷，因為被
21
22
23
24

Graver Tank & Mfg. Co. v. Linde Air Prod. Co., 339 U.S. 605, 608, 609 (1950).
Warner-Jenkinson Co. v. Hilton Davis Chem. Co., 520 U.S. 17, 39 (1997).
339 U.S. at 608（「今天，均等論適用於組成物或裝置中的機械或化學均等物」）。
520 U.S. at 40（「不同的語言框架可能更適合不同的案件，這取決於他們的特定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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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截斷而因此不完整。
特別是在評估涉及具有多種成分的化學組成物、具有許多取代基的化學化合物
（通常在請求項中為單獨的限制）以及具醫學或生物學用途的化合物的均等物爭議
時，往往不清楚每個專利限制的「功能」或「方式」。組成物的特定成分或化合物
的取代基如何在人體或動物體內發揮功能，或以何種方式發揮功能，可能是未知
的，或甚至是不可知的（儘管隨著技術的發展，這可能會改變）。而判決先例要
求，對於根據均等論的侵權，每個限制都必須滿足均等性測試。 25
使用專利化合物的「結果」可能更容易評估，因為一種化合物的結構和用途可
以直接和另一種化合物的結構和用途進行比較。但是，如上所述，根據FWR的侵權
不是這樣確定的。它必須在逐一限制比對基礎（limitation-by-limitation basis）上確
定。相似地，在化學製程請求項的情況中，正如本案，生產化學化合物的製程的
「結果」可能很清楚（如果沒有獲得專利範圍的結果，為什麼還要提出侵權製程請
求項的主張？）。但化學製程請求項的特定限制的「功能」和「方式」可能仍然含
糊不清，且經常重疊。在某些情況下，「方式」和「功能」可能是同義詞。
Aurobindo公司在地方法院辯稱，沒有滿足FWR測試的「功能」部分，因為氧
化銀和二氧化錳之間的氧化強度不同。但地院似乎沒有處理這個論點，這實際上與
FWR測試的「方式」部分有關。地院表示「將異亮酸（isoleuco acid）轉化為異硫
藍（isosulfan blue）酸是氧化銀的功能」，然後駁回了Aurobindo公司的氧化強度論
點，認為與FWR和「非實質性差異」測試「無關（irrelevant）」。然而，地院在沒
有考慮FWR測試的「方式」部分下，作出了氧化銀和二氧化錳在製程專利的上下文
中是「均等的」之調查結果。事實上，地院似乎將氧化銀和二氧化錳的相對氧化強
度作為專利範圍解釋的考慮因素，而不是其均等分析。 26
因此，地院不是沒有處理FWR分析的「方式」部分──將相對氧化強度考慮為
專利範圍解釋的議題，並駁回Aurobindo公司關於氧化強度的論點，因為它沒有爭論
狹窄的專利範圍解釋──就是在不考慮根據該部分的關鍵因素的情況下進行「方
25
26

Warner-Jenkinson, 520 U.S. at 40.
地院聲明，相對氧化強度對於FWR和非實質性差異測試都是「無關緊要的（irrelevant）」，
以及Aurobindo公司沒有爭論將氧化強度限制讀入請求項中的「更窄的」專利範圍解釋，但
指出「更發展完全的事實記錄和專利範圍解釋程序可能會改變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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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分析，即氧化銀和二氧化錳的相對強度，以及在被控製程中使用了酸。任何一
種特徵都構成法院均等分析中的錯誤。
地方法院正確評估了FWR測試的「功能」方面──實際上，裁定氧化銀的功能
是將前體異亮化合物氧化為ISB酸。但這並沒有考慮氧化作用的「方式」。二氧化
錳和氧化銀可能具有相同的功能，但問題是它們是否以相同的方式運作。在均等分
析中可能要考慮的關鍵事實包括兩種氧化劑的相對氧化強度，正如Aurobindo公司所
爭論的，以及二氧化錳需要使用酸進行氧化而二氧化銀不需要，且導致不同產率的
事實。事實上，所有這一切都可能在審判中指明一種不同的「方式」。因此，對於
氧化銀和二氧化錳是否以相同的方式氧化異亮酸以滿足FWR測試的「方式」部分，
存在足夠的懷疑空間。
因此，聯邦巡迴法院撤銷了地方法院關於根據FWR的均等分析的決定。聯邦巡
迴法院陳述，當案件回到地方法院對案情進行全面審理時，地院可能希望考慮差異
的實質性測試是否更適用於本案。即使評估「功能」和「方式」部分是可行的，但
如果FWR測試不能捕捉專利化合物和被控化合物之間的實質性差異，它可能不太適
合評估化學化合物的均等性。
例如，考慮眾所周知的化合物Aspirin和Ibuprofen，化學家通常不會認為根據非
實質性差異測試它們是結構均等物。化學化合物的特徵在於它們的結構，這兩種化
合物在結構上實質不同。然而，根據FWR測試，這兩種化合物似乎是實質均等物。
它們各自通過抑制前列腺素合成（方式）來提供鎮痛和抗發炎活性（功能）以舒緩
疼痛、退燒和減輕炎症（結果）。因此，化合物根據FWR測試可能看起來是均等
的，但根據差異的實質性測試則不然。因此，實質性差異測試可能比FWR更適合確
定化學領域的均等性。 27

27

Warner-Jenkinson, 520 U.S. at 40（「不同的語言框架可能更適合不同的情況，這取決於它們
的特定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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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irin*:
O

13

Ibuprofen**:
CH3

OH
O

OH

CH3
O

H3C

O

* acetylalicylic acid
** (RS)-2-(4-(2-methylpropyl)phenyl)propionic acid

圖1

Aspirin和Ibuprofen的化學結構

資料來源：判決書。

在本案中，地方法院進行了不完整的FWR分析，同時基本上繞過了實質性差異
測試，在這種情況下，後者的測試似乎更合適。製程專利中的請求項敘述了一種製
備一具體命名化合物的方法，通過將另一種具體描述的化合物與第三種具體化合物
（即氧化銀）結合。這些化合物的每一個都有明確的名稱，侵權分析不能輕視這些
材料的具體列舉。地方法院裁定，被控製程使用二氧化錳均等於專利製程使用氧化
銀。但地院沒有考慮該製程中的關鍵試劑二氧化錳是否與專利試劑氧化銀有實質性
差異，而因此氧化銀的替代和省略是否使被控侵權人在專利範圍之外。
二氧化錳和氧化銀在許多方面有實質性差異。例如，錳和銀在週期表的不同族
中。在氧化物形式中，錳的氧化態為+4，而銀的氧化態為+1。這些差異很可能與審
判中的均等性有關。因此，在本案根據均等論的測試選擇可能很重要。
聯邦巡迴法院最後重申，當案件返回地方法院對案情進行全面審理時，地院除
了提供關於完成FWR測試要進行的進一步分析外，如果確定仍應使用該測試，還應
考慮根據實質性差異測試的均等性評估是否更適合本案的特定事實。

三、小

結

不知讀者您是否與我有相同的感受，自1997年最高法院在Warner-Jenkinson案說
明，「不同的語言框架可能更適合不同的情況，這取決於它們的特定事實。法院將
它留給聯邦巡迴法院在其專業知識的這一領域作成健全判決（sound judgment），
以完善在有序的逐案確定（case-by-case determinations）過程中對均等性測試的制
定」，到10年後的2017年聯邦巡迴法院在本案重聲，「高院似乎祝福了兩個均等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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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在未來的案件中讓下級法院選擇適用哪一個」，聯邦巡迴法院似乎有滿深的怨
念。聯邦巡迴法院雖然沒有在本案「明確」示範如何在化學領域進行均等性的評估，
但委婉地表達了它的立場。均等性的「功能─方式─結果」測試在化學領域很難操
作，如果要用也是可以，只是仍然要進行「非實質性差異」測試來評估均等性。

參、從Eli Lilly v. Hospira案看申請歷史禁反言的適用
一、系爭專利
本案 28 系爭專利為美國專利第7,772,209號（’209專利）。’209專利的發明是通
過 補 充 methylmalonic acid 降 低 劑 和 葉 酸 來 使 用 抗 葉 酸 劑 （ 特 別 是 pemetrexed
disodium）進行治療的改進方法。根據該專利，這樣做可以在不犧牲功效的情況下
降低抗葉酸劑的毒性。’209專利列出了優選的抗葉酸劑，包括一些當時存在的抗葉
酸劑療法，以及在幾項專利中（包括Akimoto專利 29）「描述的衍生物」和「最優選
的 Pemetrexed Disodium 」 。 ’209 專 利 的 每 一 項 請 求 項 都 要 求 在 服 用 葉 酸 和
methylmalonic acid降低劑（在某些請求項中指定），以及Alimta®仿單標示的維生
素B12之後服用pemetrexed disodium。請求項12具有代表性：
12. An improved method for administering pemetrexed disodium to a patient in need
of chemo-therapeutic treatment, wherein the improvement comprises:
a) administration of between about 350 μg and about 1000 μg of folic acid prior to
the first administration of pemetrexed disodium;
b) administration of about 500 μg to about 1500 μg of vitamin B12, prior to the first
administration of pemetrexed disodium; and
c) administration of pemetrexed disodium.

28
29

Eli Lilly & Co. v. Hospira, Inc., 933 F.3d 1320 (Fed. Cir. 2019).
美國專利第4,997,838號，Lilly公司取得授權，揭露了一大類含有pyrrolo [2,3-d] pyrimidine雜
環結構和谷氨酸官能基的化合物，其中包含pemetrexed。Akimoto專利揭露了近50種示範化
合物，沒有一個是pemetrexed。Akimoto專利進一步揭露，其化合物可以製備為「藥學上可
接受的鹼」鹽，諸如「鹼金屬、鹼土金屬、無毒金屬、銨和取代的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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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ly公司（Eli Lilly & Company）以二鈉鹽（disodium salt）的形式銷售化合物
pemetrexed，產品名為Alimta®，標示該化合物單獨或與其他活性劑併用，用於治療
某些類型的非小細胞肺癌和間皮瘤。Pemetrexed是一種抗葉酸劑（antifolate），在
2001年發明之時，是一類「研究最深入的抗腫瘤藥之一」的分子。抗葉酸劑在結構
上與葉酸相似，通過競爭性結合到某些酶而起作用，這些酶在從頭核苷酸合成（de
novo nucleotide synthesis）的許多步 驟中使用葉 酸代謝物作 為輔因子。 與葉酸 不
同，抗葉酸劑不啟動這些合成步驟，而是抑制它們。Pemetrexed可抑制其中的幾種
酶，包括胸苷酸合成酶，可在去氧胸苷合成的最後一步中使去氧尿苷甲基化
（methylate）。通過抑制這些核苷酸的產生，抗葉酸劑會減緩DNA和RNA的合成，
並因此減慢細胞的成長和分裂。癌細胞傾向快速生長，因此抗葉酸劑治療會不成比
例地影響它們，但健康細胞也會受到損害。

二、被控產品
本 案 的 被 控 產 品 為 DRL 公 司 （ Dr. Reddy’s Laboratories Ltd. 和 Dr. Reddy’s
Laboratories Inc.）、Hospira公司（Hospira Inc.）和Actavis公司（Actavis LLC）依聯
邦食品藥物法的 § 505(b)(2)30依賴Lilly公司pemetrexed disodium的臨床數據所提交的
新藥申請。但每個申請人都尋求銷售不同的pemetrexed鹽──在DRL公司和Hospira
公司的申請案中是pemetrexed ditromethamine。DRL公司和Hospira公司都向FDA表
示，他們選擇tromethamine陽離子是無關緊要的，因為pemetrexed在溶液中會從其相
對離子（counterion）解離；而且已知tromethamine可安全用於藥物用途。

三、爭

點

本案涉及文義上侵權或根據均等論侵權。本文僅關注均等論的議題。而本案關
於均等論的爭點有二：
(一)是否適用申請歷史禁反言禁止Lilly公司主張DRL公司所提議的pemetrexed
ditromethamine產品通過均等論會侵權；
( 二 ) 是 否 適 用 揭 露 貢 獻 原 則 （ disclosure-dedication rule ） 通 過 其 所 引 用 的
30

21 U.S.C. § 355(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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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moto抗葉酸劑化合物，Lilly公司將pemetrexed ditromethamine貢獻給公眾。

四、均等論
如果被控產品或製程與專利元件這兩者在「特定專利範圍的上下文中起作用的
該元件」沒有實質上的不同，則被控產品或製程可能均等於專利元件。 31相關的差
異 可 以 包 括 各 自 的 功 能 （ function ） 、 運 作 方 式 （ way ） 以 及 各 自 獲 得 的 結 果
（result）， 32尤其是在生化案件中，還包括結構或藥理學特徵。 33
然而，最高法院承認，均等論「在廣泛適用時，與法定的申請專利範圍要求
（statutory claiming requirement）的定義和公告功能相衝突」， 34以及，如果這兩個
命令（imperative）之間沒有適當的平衡，均等論可能「具有自己的生命力，不受申
請專利範圍的約束」。35此外，聯邦巡迴法院已經強調，均等論是「例外，但不是規
則」，而不僅僅是「每項侵權指控的第二管道，有規律地可用於將保護擴展到申請專
利範圍之外」。 36專利侵權主要通過審查被控標的是否落入申請專利範圍來確定。
為此，法院對專利權人根據均等論主張侵權的能力進行重要限制：
(一)申請歷史禁反言。 37
(二)均等理論不能完全否定（vitiate）特定的申請專利範圍要件。 38
(三)被控均等物不能與專利發明有實質性差異。 39
(四)揭露貢獻原則──揭露但未申請專利的標的是貢獻給公眾的。 40
(五)所主張的均等範圍不能圍繞先前技術。 41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Warner-Jenkinson, 520 U.S. at 39-40.
Id. at 39.
Mylan Inst. LLC v. Aurobindo Pharm. Ltd., 857 F.3d 858, 869 (Fed. Cir. 2017).
Warner-Jenkinson, 520 U.S. at 29.
Id. at 28-29.
London v. Carson Pirie Scott & Co., 946 F.2d 1534, 1538 (Fed. Cir. 1991).
Festo VIII, 535 U.S. at 737-41.
Warner-Jenkinson, 520 U.S. at 39 n.8.
Graver Tank, 339 U.S. at 608.
Johnson & Johnston Assocs. Inc. v. R.E. Serv. Co., 285 F.3d 1046, 1054 (Fed. Cir. 2002) (en banc).
Wilson Sporting Goods Co. v. David Geoffrey & Assocs., 904 F.2d 677, 683 (Fed. Ci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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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歷史禁反言
在專利申請案10/297,821（’821申請案）中，Lilly公司最初請求了廣泛的專利範
圍，涉及在有或沒有葉酸的情況下與methylmalonic acid降低劑聯合使用抗葉酸劑的
方法。原始的獨立項2和5如下：
2. (Original) A method of reducing the toxicity associat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an antifolate to a mammal comprising:
administering to said mammal an effective amount of said antifolate in combination
with a methylmalonic acid lowering agent.
5. (Original) A method of reducing the toxicity associat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an antifolate to a mammal comprising:
administering to said mammal an effective amount of said antifolate in combination
with a methylmalonic acid lowering agent and FBP binding agent.
附屬項進一步將抗葉酸劑限制為pemetrexed disodium。
請求項2因F.G. Arsenyan等人的文章 42所預見（anticipated）而被核駁，文章揭
露了用methotrexate（一種抗葉酸劑）和methylcobalamin（一種維生素B12衍生物）
併用治療患有各種腫瘤的小鼠的實驗。其餘審查中的請求項，包括請求項5，因在
以下參考文獻集合之上為顯而易見的而被核駁：美國專利第5,431,925號（Ohmori專
利），教示併用維生素治療化療引起的免疫抑制，這些維生素包括葉酸和維生素
B12（Worzalla、John和Arsenyan的文章）。
在答辯中，Lilly公司修正了這兩項請求項，將「抗葉酸劑（antifolate）」限縮
為「pemetrexed disodium」，並將限制為pemetrexed disodium的附屬項刪除。在其答
辯 理 由 書 中 ， Lilly公 司 聲 稱 修 正 請 求 項 2克 服 了 可 預 見 性 核 駁 意 見 （ anticipation
rejection），因為Arsenyan文章沒有揭露pemetrexed disodium。為了克服請求項5及
其 附 屬 項 的 顯 而 易 見 性 核 駁 意 見 ， Lilly 公 司 普 遍 認 為 ， 儘 管 John 文 章 揭 露 了
pemetrexed disodium給藥的血液學和免疫學毒性，他從未建議補充維生素，且其他
參考文獻都沒有「教示使用維生素B12來減少與抗葉酸劑相關的毒性」。審查員隨

42

F.G. Arsenyan et al., “Influence of Methylcobalamin on the Antineoplastic Activity of
Methotrexate,” Onkol. Nauchn., 12(10):1299-1303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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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撤回了可預見性核駁意見，後來又撤回了顯而易見性核駁意見。’821申請案公告
為美國專利第7,053,065號，連續案後來公告為’209專利。
當專利申請人在申請專利期間出於「與可專利性實質相關」的理由限縮其申請
專利範圍時，就會出現申請歷史禁反言。 43這種限縮範圍的修正被推定為放棄「原
始申請專利範圍與修正後的專利範圍之間的範圍」內的所有均等物，但如果專利權
人能夠證明最高法院確定的少數例外之一的適用性，則推定將被推翻。 44
Lilly公司對所有討論的修正既是限縮範圍又是出於與可專利性實質相關的理由
沒有異議。此外，Lilly公司僅依賴一個例外來落實關於放棄範圍的推定：其修正的
理由「只不過與所有討論的均等物有正切的關係（tangential relation）」。 45因此，
兩 造 關 於 申 請 歷 史 禁 反 言 是 否 適 用 的 爭 議 僅 限 於 Lilly 公 司 將 「 抗 葉 酸 劑 」
（antifolate）限縮為「pemetrexed disodium」的修正是否僅與被控化合物pemetrexed
ditromethamine正切。正切的例外是否適用是法律問題， 46而尋求使用例外的專利權
人「必須僅將其論點建立在專利申請的公開紀錄上」。 47
聯邦巡迴法院認為，正切的意思是「輕輕地或以最纖細的方式觸摸」。 48正如
地方法院得出的結論，Lilly公司修正的理由，是要限縮原始的請求項2以避開僅揭
露使用methotrexate（一種不同的抗葉酸劑）治療的Arsenyan文章。為了克服明確的
可預見性（anticipation），Lilly公司選擇限縮其原始的請求項2及其附屬項，以更精
確 地 定 義 其 實 際 發 明 的 內 容 ， 即 一 種 改 良 的 pemetrexed 給 藥 方 法 。 換 句 話 說 ，
pemetrexed複合的特定類型的鹽與限縮修正的理由只有微弱的關係，這是為了避開
Arsenyan 文 章 。 因 此 ， 聯 邦 巡 迴 法 院 裁 定 Lilly 公 司 的 修 正 僅 與 pemetrexed
ditromethamine正切，因為鑑於’209專利本身，申請歷史強烈表明修正的理由不是要
放棄其他功能相同的pemetrexed鹽。
43

44

45
46
47
48

Festo Corp. v. Shoketsu Kinzoku Kogyo Kabushiki Co., 344 F.3d 1359, 1366-67 (Fed. Cir. 2003)
(en banc) (“Festo X”).
Festo VIII, 535 U.S. at 740-41 (citing Exhibit Supply Co. v. Ace Patents Corp., 315 U.S. 126, 13637 (1942)).
Festo VIII, 535 U.S. at 740.
Integrated Tech. Corp. v. Rudolph Techs., Inc., 734 F.3d 1352, 1356 (Fed. Cir. 2013).
Festo X, 344 F.3d at 1369-70 (citation omitted).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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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申請紀錄證實了法院的理解。原始的請求項5與’209專利的所有目前的請求
項 一 樣 ， 要 求 同 時 補 充 維 生 素 B12和 葉 酸 ， 從 未 因 可 預 見 於 Arsenyan文 章 而 被 核
駁。相反地，在核駁的顯而易見性理由中對原始的請求項5及其附屬項所引用的技
術充滿了關於pemetrexed disodium的資訊；John文章揭露了使用pemetrexed disodium
的臨床試驗，報告了其療效及其毒性副作用，作為回應，Worzalla文章建議補充葉
酸以抵銷這些副作用。專利申請紀錄表明，Lilly公司的修正是謹慎的，而且不需要
或打算放棄其他pemetrexed鹽。
DRL公司爭辯說，法院的判決先例直接排除了Lilly公司的正切性論點，他邀請
法院閱讀這些案例以作成以下裁定，「在修正的理由和所討論的均等物都涉及相
同的專利範圍要件的情況下，正切的例外並不適用」。法院拒絕此邀請，因為這
樣的明確原則（bright-line rule）既違反了申請歷史禁反言的衡平性質，正如Festo
VIII案 49 所闡 明的那 樣， 並且與 激發 均等論 的衡 平精神 不一 致。相 反地 ，法院 重
申，修正是否僅與均等物正切，必須根據專利中所揭露之發明的上下文和審查歷史
來決定。 50
DRL公司的直覺──限縮現有專利範圍要件的修正表明放棄該專利範圍的意圖
──通常是正確的。事實上，正如聯邦巡迴法院在以前的案例中所發現的那樣，這
有力地表明，修正不僅僅是正切的。 51但在本案，法院得出的結論是，這種考慮不
是決定性的，因為其餘的申請歷史和’209專利本身表明，Lilly公司修正的理由是要
放棄其他pemetrexed鹽是難以置信的。事實上，這樣的放棄將有效地將Lilly公司的
發明整體貢獻給公眾，從而使’209專利一文不值，並且與區分先前技術無關。申請
歷史強烈表明Lilly公司修正的一個不那麼廣泛但更合理的理由：放棄pemetrexed以
外 的 抗 葉 酸 劑 。 因 此 ， 法 院 根 據 這 份 申 請 紀 錄 得 出 結 論 ， Lilly公 司 的 修 正 僅 與
pemetrexed ditromethamine正切。

49
50
51

535 U.S. at 738.
Festo X, 344 F.3d at 1370.
Honey-well Int’l, Inc. v. Hamilton Sundstrand Corp., 523 F.3d 1304, 1315-16 (Fed. Cir. 2008);
Biagro W. Sales, Inc. v. Grow More, Inc., 423 F.3d 1296, 1306 (Fed. Ci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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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揭露貢獻原則
貢獻揭露原則要求在說明書中明確揭露所討論的標的，但在狹義情況下除外，
例如當該標的在優先權申請案中揭露時， 52或以引用方式明確併入的先前技術。 53
根據揭露貢獻原則，專利權人揭露但未申請專利的標的被認為是貢獻給公
眾。 54該原則的理由是，在沒有對它申請專利的情況下，閱讀特定標的的揭露內容
的公眾成員有權推定它沒有被專利，因此貢獻給公眾（除非，例如，在連續案中或
其他基於該揭露內容的申請案中申請專利）。 55當熟悉技藝的技術人員「在閱讀書
面說明後能夠理解未被申請專利的公開教示」時，標的才被視為揭露，而不是「任
何通用的參考資料必須貢獻該特定屬（particular genus）的所有成員」。 56
DRL公司爭辯說，揭露貢獻原則沒有強加第112條對揭露充分性的要求， 57以及
閱讀’209專利的熟悉技藝之技術人員既會在Akimoto專利中尋找pemetrexed的揭露內
容，也會尋求使用眾所周知的陽離子，如tromethamine，其所維護的在Akimoto專利
中以「取代銨」（substituted ammonium）鹼鹽的形式通用地揭露。
法院沒有被DRL公司的論點說服。正如地方法院所指出的，Akimoto專利的配
方包括7個官能基變量並圍繞著數千種化合物，而Akimoto專利揭露了約50種示例性
化 合 物 ， 但 沒 有 一 種 是 pemetrexed 。 此 外 ， Akimoto 專 利 甚 至 沒 有 明 確 揭 露
tromethamine，而只是在其他十幾種鹽中通用地揭露。頂多，Akimoto專利通用地揭
露了銨鹽，與tromethamine的描述相去甚遠。在類似的情況下，法院裁定「對一個
屬 的 充 分 描 述 」 要 求 熟 悉 技 藝 之 技 術 人 員 能 夠 「 形 象 化 （ visualize ） 或 識 別
（ recognize ） 」 該 屬 的 成 員 。

58

Akimoto 專 利 沒 有 如 此 描 述 pemetrexed

ditromethamine，法院沒有看見為何熟悉技藝之技術人員會踏上DRL公司曲折的道路
52
53
54
55

56
57
58

Abbott Labs. v. Sandoz, Inc., 566 F.3d 1282.
SanDisk, 695 F.3d 1366.
See Johnson & Johnston, 285 F.3d 1054.
Cf. Maxwell, 86 F.3d at 1107（未能對發明的標的申請專利「顯然違反了35 U.S.C. § 112，該
條文要求專利申請人『特別指出並明確對申請人認為是它的發明的標的申請專利』」）。
PSC Comput. Prod., Inc. v. Foxconn Int’l, Inc., 355 F.3d 1353, 1360 (Fed. Cir. 2004).
Toro Co. v. White Consol. Indus., Inc., 383 F.3d 1326, 1334 (Fed. Cir. 2004).
Ariad Pharm., Inc. v. Eli Lilly & Co., 598 F.3d 1336, 1350 (Fed. Cir. 2010) (quoting Regents of the
Univ. of Cal. v. Eli Lilly & Co., 119 F.3d 1559, 1568-69 (Fed. Ci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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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將 pemetrexed ditromethamine 拼 湊 在 一 起 的 理 由 。 雖 然 ’209專 利 教 示 pemetrexed
disodium 是 「 最 優 選 的 」 抗 葉 酸 劑 ， 但 該 知 識 不 會 改 變 熟 悉 技 藝 之 技 術 人 員 對
Akimoto專利揭露之內容的理解。
因為Akimoto專利僅包含了對pemetrexed ditromethamine的「通用參考資料」， 59
所以法院的結論是，它並未貢獻給公眾。

七、小

結

在均等論的爭議中，被控侵權人主張適用申請歷史禁反言時，應先舉證專利申
請人在申請專利期間是出於「與可專利性實質相關」的理由限縮其申請專利範圍。
這種限縮範圍的修正被推定為放棄「原始申請專利範圍與修正後的專利範圍之間的
範圍」內的所有均等物。而專利權人「必須僅將其論點建立在專利申請的公開紀錄
上」，主張其限縮修正的理由並沒有放棄該均等物的意思，才能將此推定推翻。
專利說明書中有揭露但未申請專利的標的並不當然貢獻給公眾，除非(一)在說
明書中明確揭露所討論的標的，(二)該標的在優先權申請案中揭露，或(三)以引用方
式明確併入的先前技術。也就是說，當熟悉技藝的技術人員「在閱讀書面說明後能
夠理解未被申請專利的公開教示」時，標的才被視為揭露，而不是「任何通用的參
考資料必須貢獻該特定屬（particular genus）的所有成員」。

肆、從Pfizer v. Teva案看揭露貢獻原則
本案60是由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Teva公司）和Ranbaxy Pharmaceuticals,
Inc.及Ranbaxy Laboratories Limited（統稱「Ranbaxy公司」）對New Jersey區美國地
方法院授予Pfizer, Inc.（Pfizer公司）和 Warner-Lambert Company, L.L.C.（WarnerLambert公司）提出的初期禁制令聲請以防止Teva公司和Ranbaxy公司侵權美國專利
第4,743,450號（’450專利）的命令所提起的上訴。

59
60

PSC Comput., 355 F.3d at 1360.
Pfizer, Inc.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429 F.3d 1364 (Fed. Ci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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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

景

’450專利涉及包含血管收縮素轉化酶（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ACE）抑
制劑（例如quinapril）的醫藥組成物及其製造方法。Quinapril和其他ACE抑制劑可
用於治療高血壓。然而，根據’450專利，包括quinapril在內的許多ACE抑制劑容易
因環化、水解和氧化而降解。環化發生在ACE抑制劑的一部分與同一化合物的不同
部分反應形成降解、無活性的「環化」化合物時。水解和氧化分別涉及與水和氧氣
的反應。水解導致化合物降解，氧化導致變色。
’450專利揭露了通過使用包含含金屬的安定劑和醣類的配方來將環化、水解和
變色減少到最小。根據’450專利，含金屬的安定劑可防止環化和變色，醣類可防止
水解。同時期的一份報告總結了最終列名於’450專利的發明人的研究，描述了發明
人是如何得出這些結論的。該報告解釋說，發明人最初試圖防止quinapril藥物配方
由於環化和變色而分解。發明人首先懷疑濕氣導致了這些問題並因此開發了乾式配
方。他們選擇了已知水分含量低的賦形劑，使用無水乳糖作為「填充劑」，使用微
晶纖維素作為「乾式黏合劑」。然而，該配方繼續降解。最終，發明人發現通過在
配方中加入碳酸鎂可以防止環化和變色這兩個問題。然而，碳酸鎂的使用導致了新
的第三個問題：水解。為了成功減少水解，發明人添加了不同比例的「惰性稀釋
劑」乳糖。所得的組成物因此消除了所有三個問題：環化、變色和水解。擁有’450
專利的Warner-Lambert公司將所得的quinapril配方以Accupril®銷售。
本上訴涉及’450專利的獨立項請求項1及請求項16。請求項1為組成物請求項：
A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 which contains:
(a) a drug component which comprises a suitable amount of an ACE inhibitor which
is susceptible to cyclization, hydrolysis, and discoloration,
(b) a suitable amount of an alkali or alkaline earth metal carbonate to inhibit
cyclization and discoloration, and
(c) a suitable amount of a saccharide to inhibit hydrolysis.
請求項16為製程請求項：
A process for stabilizing an ACE inhibitor drug against cyclization which comprises
the step of contacting the drug with:
(a) a suitable amount of an alkali or alkaline earth-metal carbonat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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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one or more saccharides.
本案處理了授予初期禁制令、專利範圍解釋及均等論等議題，本文僅專注於均
等論的揭露貢獻原則（disclosure-dedication rule）。
本案的爭點在「saccharide」（如請求項1中的用語）和「saccharides」（如請求
項16中的用語）。地院將「saccharide」和「saccharides」解釋為包括單醣、雙醣、
三 醣 和 多 醣 。 地 院 繼 續 確 定 ， 即 使 「 saccharides 」 被 解 釋 為 「 糖 」 （ sugars ） ，
Warner-Lambert公司也有可能根據均等論證明侵權請求項1和16。根據Ranbaxy公司
的說法，地方法院應該將「saccharides」解釋為「糖」（sugars）。在Ranbaxy公司
看來，「糖」（sugars）包括最多具有10個單醣單元的多醣，但不包括具有超過10
個單醣單元的多醣，例如微晶纖維素。

二、聯邦巡迴法院的裁定
Ranbaxy公司辯稱，地方法院沒有為均等性目的指定「saccharides」任何功能而
對請求項16進行的分析有誤。它認為地方法院應該指定「saccharides」抑制水解的
功能。因此，在Ranbaxy公司看來，地方法院對請求項1和16的分析都有明顯的錯
誤 ， 因 為 證 據 並 未 表 明 微 晶 纖 維 素 可 能 抑 制 水 解 。 然 而 ， 地 方 法 院 相 信 WarnerLambert公司的專家Brenner博士的證詞完全適當，他解釋說微晶纖維素實際上抑制
水解。地院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Ranbaxy公司沒有提供任何證據來反駁Brenner博士關於其配
方中抑制水解方式的意見。這是Ranbaxy公司所獨有的資訊。在其配方中必須抑制
水解；否則它不可能向FDA提交其ANDA。Brenner博士給出了一個有說服力的意
見， 即醣 類 微晶 纖維 素 具有 這種 作 用。Ranbaxy公 司僅 僅 提供 推測 來 反駁 他的意
見。」
Ranbaxy公司還爭辯說，根據法律，微晶纖維素不能成為「saccharide」的均等
物，因為專利權人揭露了在’450專利中使用微晶纖維素但沒有申請專利，而將微晶
纖維素貢獻給公眾。一項據稱的揭露是列出了「改性纖維素衍生物」作為「崩散
劑」的一個例子。另一個是’450專利中的Example C，其中揭露了一種包含微晶纖維
素的先前技術組成物。地方法院得出結論認為，專利權人並未將微晶纖維素的使用
貢獻給公眾，因為「只有那些被明確確定為實際申請專利的可供選擇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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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ives to what is actually claimed）的化合物或物品受到約束以禁止」利用均
等論重新獲得已放棄的標的。然而，根據Ranbaxy公司的說法，聯邦巡迴法院的判
決先例沒有如此的限制（restrictive）。Ranbaxy公司爭辯說，聯邦巡迴法院沒有要
求專利明確揭露而未被申請專利作為系爭請求項限制的可供選擇之物
（alternative）。
聯邦巡迴法院認為，Ranbaxy公司指出法院處理揭露貢獻原則的判決先例似乎
只處理了標的被揭露作為相關專利限制的可供選擇之物（alternative）的專利， 61是
正確的。例如，在PSC Computer Products案中，聯邦巡迴法院回答了書面說明書中
的揭露必須具體到何種程度才能將標的貢獻給公眾的問題：
「我們裁定，如果在該領域中具通常技藝之人在閱讀說明書後能夠理解未被申
請專利的公開教示，則公開的可供選擇之標的已被貢獻給公眾。這種『揭露貢獻』
原則並不意味著書面說明書中的任何通用的參考資料必須貢獻該特定屬（particular
genus）的所有成員給公眾。揭露內容必須具有這樣的具體性：在該領域中具有通常
技藝之人可以識別已被揭露但未專利的標的。 62」
法院裁定，對一類未被申請專利的可供選擇之物 「其他彈性材料」的通用揭
露並不一定將該類的所有成員都貢獻給公眾。另一方面，法院確實發現了具體揭露
但未被申請專利的可供選擇之物「模製塑料部件」，當只有金屬部件被專利時會被
貢獻給公眾。法院推論，「在該領域中具有通常技藝之人從書面說明書中可以合理
得出結論，塑料夾子部件可以代替金屬夾子部件」。
本案呈現了一個稍微不同的情節：標的有通用和具體揭露，但標的是沒有被具
體 確 定 為 專 利 限 制 的 可 供 選 擇 之 物 （ alternative ） 。 儘 管 如 此 ， 在 PSC Computer
Products案中，法院裁定背後的驅動力是專利的公告功能。在法院看來，專利的公
告功能表明，在未被申請專利的標的被視為貢獻給公眾之前，未被申請專利的標的
必須已被專利權人識別為專利限制的可供選擇之物。
在本案中，即使「saccharides」被解釋為「糖」（sugars），Ranbaxy公司也沒
61

62

Johnson & Johnston Assocs. Inc. v. R.E. Serv. Co., 285 F.3d 1046 (Fed. Cir. 2002) (en banc); PSC
Computer Prods., Inc. v. Foxconn Int’l, Inc., 355 F.3d 1353 (Fed. Cir. 2004); Toro, 383 F.3d at
1326.
355 F.3d at 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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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指出’450專利中發明人將微晶纖維素確定為未被專利的可供選擇之物，可以起到
防止水解的「saccharide」的作用的部分。正如地方法院發現的那樣，改性纖維素衍
生物僅作為「崩散劑」的例子進行討論，「崩散劑」是各種「可選賦形劑」
（optional excipients）之一。此外，雖然Example C將微晶纖維素確定為特定配方中
的一種成分，但法院沒有被說服在該領域中具有通常技藝之人會得出以下結論，發
明人已確定該製劑中的微晶纖維素可作為防止水解的「saccharide」的可供選擇之物
（alternative）。’450專利指出，Example C揭露了一種「標準」，即「沒有添加本
發明的安定劑」的先前技術配方。事實上，該成分表並不包括碳酸鎂，且’450專利
並未強調Example C防止環化。相反地，Example C似乎相當於發明人為防止環化而
設計的第一個不成功的配方：該成分表包括無水乳糖和微晶纖維素兩者。如上所
述，直到將碳酸鎂引入配方中，水解才成為主要問題。因此，在Example C中不需
要醣類來防止水解。簡言之，Example C似乎與專利發明無關。基於這些理由，法院
裁定專利權人沒有將微晶纖維素的使用作為「saccharide」來防止水解貢獻給公眾。
Ranbaxy公司接著爭論，全限制原則（all limitations rule）排除均等論的適用。
Ranbaxy 公 司 爭 辯 說 ， Warner-Lambert 公 司 現 在 不 能 聲 稱 微 晶 纖 維 素 是 專 利 的
「 saccharide 」 的 均 等 物 ， 因 為 這 樣 做 將 不 允 許 地 損 害 了 「 saccharide 」 和
「saccharides」的限制。
全限制原則「規定，如果適用均等論會損害整個請求項限制，則均等論不適
用」。 63法院已如下解釋：
「沒有固定的公式來確定均等性的調查結果是否會損害請求項限制，從而違反
全限制原則。相反，法院必須考慮每個案件的整體情況，並確定所聲稱的均等物
是否可被公平地定性為對專利標的之非實質性改變，而不會使相關限制變得毫無意
義。 64」
基於整體情況，即使「saccharides」被解釋為「糖」（sugars），聯邦巡迴法院
得出的結論是，微晶纖維素可以被公平地定性為對專利標的之非實質性改變，而不
會使「saccharides」限制變得毫無意義。如上所述，地方法院指出了微晶纖維素與

63
64

Asyst Techs., Inc. v. Emtrak, Inc., 402 F.3d 1188, 1195 (Fed. Cir. 2005).
Freedman Seating Co. v. Am. Seating Co., 420 F.3d 1350, 1359 (Fed. Ci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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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一樣執行抑制水解的功能的證據。此外，微晶纖維素（一種多醣）是一種具有許
多單醣單元的物質，單醣單元是糖的建構組元（building block）。這些相似之處說
服法院，與「糖」（sugars）相比， 微晶纖維素可以被公平地定性為非實質性 改
變。此外，這種特徵不會使請求項限制變得毫無意義。因此，全限制原則並不排除
均等論在本案中的適用。

三、小

結

如果在該領域中具通常技藝之人在閱讀說明書後能夠理解未被申請專利的公開
教示，則公開的可供選擇之標的已被貢獻給公眾。這種「揭露貢獻」原則並不意味
著書面說明書中的任何通用的參考資料必須貢獻該特定屬（particular genus）的所
有成員給公眾。揭露內容必須具有這樣的具體性：在該領域中具有通常技藝之人可
以識別已被揭露但未專利的標的。
例如，專利有揭露「其他彈性材料」但未寫入請求項，並不一定將「模製塑料部
件」貢獻給公眾。但專利具體揭露了「模製塑料部件」但未寫入請求項，當金屬部
件被寫入請求項，且「在該領域中具有通常技藝之人從書面說明書中可以合理得出
結論，塑料夾子部件可以代替金屬夾子部件」，則「模製塑料部件」被貢獻給公眾。
「saccharides」被寫入請求項，且被解釋為「糖」（sugars）並不包含多醣微晶
纖維素。當微晶纖維素被具體揭露於專利中但未寫入請求項時，如果專利的
「saccharides」的功能是防止水解，必須「在該領域中具有通常技藝之人從書面說明
書中可以合理得出以下結論，發明人已確定該製劑中的微晶纖維素可作為防止水解
的『saccharide』的可供選擇之物（alternative）」，才將微晶纖維素貢獻給公眾。
適用均等論時，專利權人只要能舉證在侵權之時被控產品或方法是專利元件的
均等物就可以了。但在適用揭露貢獻原則時，被控侵權人必須舉證在該領域中具有
通常技藝之人從書面說明書中可以合理識別被控產品或方法是專利元件的均等物，
才能禁止均等論的適用。

伍、結

論

由於語言的限制，可能無法在專利申請案中完整捕捉發明的本質。因此，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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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等論」以實質相同或非實質性差異來彌補文字的不足。基於通常發明是新穎的
且沒有文字可以描述，在主張均等論時，專利權人只要能舉證在侵權之時被控產品
或方法是專利元件的均等物就可以了。可能會由於資訊的不普及或該領域的材料改
良發展迅速，使得專利權人在申請專利時未料想到能滿足其發明本質的可供選擇之
物，或不知如何使用語言來涵蓋這些未料想到的可供選擇之物或微不足道的改變，
因此均等物的認定並不限於專利申請之時。
但在適用揭露貢獻原則時，被控侵權人必須舉證在該領域中具有通常技藝之人
從書面說明書中可以合理識別被控產品或方法是專利元件的均等物，才能禁止均等
論的適用。因為均等論的目的在彌補文字的不足，補充專利權人未預料到的標的，
所以必須是專利權人在申請專利時清楚知道特定專利元件的可供選擇之物，但卻沒
有將它寫入請求項中，才能認定專利權人有意放棄它而將它貢獻給公眾。
過度適用均等論可能會使得應該要明確的專利範圍變得無法預期，尤其均等性
的評估本身就是個問題。因此，法院將均等論應用於專利範圍的每個單獨元件，而
不是被控產品或製程整體。在評估均等性時，「三部」（triple identity）測試（被
控產品是否「以實質上相同的方式執行實質上相同的功能以獲得相同的結果」）是
一個很好的公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評估均等性仍應謹慎思考基本調查：被控產
品或製程是否包含與專利發明的每個請求項元件相同或均等的元件？將是否有實質
性差異也考慮進來。
專利權人在專利申請過程中，為了為滿足專利法的任何要求（專利的標的必須
是有用的、新穎的且不是顯而易見的，以及說明書應充分揭露而可據以實施該發
明）而進行限縮修正，表明專利權人為了取得專利而放棄了「原始申請專利範圍與
修正後的專利範圍之間的範圍」內的所有均等物。申請歷史禁反言的適用就是在確
保，禁止專利權人利用均等論尋求在侵權訴訟中重新奪回作為獲得專利的條件而放
棄的每個標的。因此，限縮修正必須是出於「與可專利性實質相關」的理由，才能
適用申請歷史禁反言。又因為專利權人是在與PTO互動之後，將較寬的請求項修正
成較窄的請求項，所以專利權人應承擔證明修正並未放棄所討論的特定均等物的責
任，且專利權人「必須僅將其論點建立在專利申請的公開紀錄上」，主張其限縮修
正的理由並沒有放棄該均等物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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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發明之專利性
—— 以歐洲專利局之規範為中心
黃文儀 *

壹、前

言

申請專利之發明，並不是每一件都會核准專利，除了程序審查外，尚須經過實
質審查，也就是由專利審查人員與先前技術比較，判斷申請案之發明滿足新穎性與
進步性等要件後，始會核准專利。
我國專利法第22條第1項係有關新穎性之規定，第2項係有關進步性之規定。法
條規定比較概括，例如同條第2項的「發明雖無前項各款所列情事，但為其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仍不得取得發明專
利」，這是指申請案的發明即使新穎，也會因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
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而不准專利。亦即欠缺進步性而不准專利。「進
步性」一詞並未在專利法中出現，係專利審查基準中的用語。
智慧財產局公布的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專利要件，詳細說明如何判斷申
請案的發明是否具有產業上利用性、新穎性及進步性等專利要件。其中關於新穎性
之判斷有「2.5.4選擇發明」，進步性亦有「3.5選擇發明之進步性判斷」，可見選擇
發明在專利性的判斷中，具有特殊性。本文首先比較主要國家關於選擇發明之專利
性，再舉實例解說歐洲專利局審查指南中關於選擇發明專利性判斷之實務作法。

DOI：10.3966/221845622022010048002
收稿日：2021年10月1日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退休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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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諸國比較
我國發明審查基準謂「選擇發明係由先前技術已知之較大的群組或範圍中，有
目的地選擇其中未特定揭露之個別成分（individual elements）、次群組（sub sets）
或次範圍（sub ranges）之發明，常見於化學及材料技術領域」 1，接著「判斷選擇
發 明 之 新 穎 性 ， 須 考 量 先 前 技 術 的 整 體 內 容 是 否 已 特 定 揭 露 （ specifically
disclosed）所選出的個別成分、次群組或次範圍」 2。
關於選擇發明之新穎性，我國審查基準謂「若先前技術所揭露的技術內容係以
單一群組呈現各種可供選擇的成分，則由其中選出的任一成分所構成的選擇發明不
具新穎性。若先前技術的技術內容係以二個或二個以上的群組呈現各種可供選擇的
成分，而申請專利之發明係由不同群組中個別選出一個成分所組成的選擇發明，由
於該組成是經由組合不同群組的成分所產生，且並非先前技術已特定揭露者，因此
該選擇發明具有新穎性。」 3又「若選擇發明係由先前技術揭露的較大數值範圍中選
出較小的範圍，原則上具有新穎性，除非先前技術所例示之數值已落入該次範圍之
中」 4。
關於選擇發明之進步性，我國審查基準謂「選擇發明係由已知較大的群組或範
圍中，有目的地選擇其中未特定揭露之個別成分、次群組或次範圍之發明。若該選
出的發明並非先前技術已特定揭露者，且能產生較先前技術無法預期的功效，應認
定該發明並非能輕易完成，具進步性。與先前技術相較，選擇發明是否具有無法預
期之功效，應判斷其所選擇之個別成分、次群組或次範圍是否產生較先前技術更為
顯著的同一特性之功效或無法預期的不同特性之功效。」 5
於日本審查基準中關於選擇發明之新穎性有如下記載 6：
選擇發明為屬於依據物之構造難以預測其效果的技術領域之發明，且符合以下
1
2
3

4
5
6

2013發明專利實體審查基準第三章專利要件2.5.4選擇發明。
同前註。
2013發明專利實體審查基準第三章專利要件2.5.4.1選擇個別成分或次群組。在此選擇發明之
新穎性，有類似歐洲專利審查指南之2列表原則，見本文後述。
2013發明專利實體審查基準第三章專利要件2.5.4.2選擇次範圍。
2013發明專利實體審查基準第三章專利要件3.5.5選擇發明。
日本特許實用新案審查基準第Ⅲ部第2章第4節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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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及(ii)者。
(i)從於刊物等以上位概念表現的發明(a)選擇，該上位概念發明所包含的下位概
念發明(b)，不能藉於刊物等以上位概念表現的發明(a)否定其新穎性。
(ii)從於刊物等以選項表現的發明(a)選擇，將其選項的一部分假設為發明特定事
項時的發明(b)，不能藉於刊物等以選項表現的發明(a)否定其新穎性。
因此，不能說是在刊物等記載或登載，而得成為選擇發明。
於日本審查基準中關於選擇發明之進步性有如下記載 7：
請求項之發明與先前技術比較，全部滿足以下(i)至(iii)之效果，審查官便判斷
選擇發明具有進步性。
(i)該效果為刊物等未記載或揭示的有利效果。
(ii)該效果具有與於刊物等以上位概念或選項表現的發明之效果異質，或同質但
極為優秀的效果。
(iii)該效果從申請時的技術水準來看為該技術領域之技術人員所不能預測。
日本關於選擇發明之新穎性與進步性之規定與我國意旨大約相同，但有兩點值
得注意。一是將選擇發明限於「依據物之構造難以預測其效果的技術領域之發
明」，二是將有利效果區分為「異質」與「同質」兩種情況。
我國、日本、韓國 8、中國大陸 9。美國與歐洲專利局（EPO），於專利實務上
均認許選擇發明。
關於選擇發明，美國並未設特別的審查基準，實務上認為接近歐洲專利局選擇
發明的作法。選擇發明往往涉及數值限定，倘若數值限定發明之數值和先前技術重
疊、被包含 於先前技術 之範圍中、 或足夠接近 時，便成立 顯而易知表 見證據（a
prima facie case of obviousness ） ， 申 請 人 可 以 藉 顯 示 所 請 求 範 圍 之 臨 界 性
（critically of the claimed range）推翻重疊的數值範圍之顯而易知表見證據。通常可

7
8

9

日本特許實用新案審查基準第Ⅲ部第2章第4節7.2。
關於韓國選擇發明之專利性可參考，吳賢植，選択発明に関する韓国特許庁の審査基準の改
正──Kim & Chang IP，金・張法律事務所，網址：kimchang.com，最後瀏覽日：2020年5
月12日。
關於中國大陸選擇發明之專利性，可參考洪恩山、李微等，試析選擇發明[M]，發明與創
新，綜合(A)，200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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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提供所請求範圍帶來不可預測的結果（unexpected results） 10來答辯。
日本臨界性一詞係出現在發明與新型的審查基準有關具有特定表現請求項的處
理之部分 11，於該基準中對請求項具有「使用數值限定來確定發明之記載」（以下
簡稱「數值限定發明」），其進步性之判斷方式是，與主先前技術之差異僅在數值
限定時，通常該請求項之發明沒有進步性。因為在實驗上，將數值範圍最適化或最
佳化，為該技術領域之技術人員通常的創作能力發揮。
但是，請求項之發明與先前技術比較之效果全部滿足以下(i)至(iii)時，審查官
便判斷此種數值限定的發明具有進步性。
(i)該效果係在數值範圍內產生，為引用發明提示之證據所未揭露的有利效果。
(ii)該效果與先前技術之效果為異質的，或同質但極為優秀的效果（亦即有利效
果具有顯著性）。
(iii)該效果為該技術領域的技術人員從申請時的技術水準無法預測。
又有利效果的顯著性，必須在數值範圍的全部都具有顯著性。
請求項之發明與主要先前技術之差異僅在數值限定之有無，課題相同時，數值
限定之臨界意義，為了肯認有利效果之顯著性，關於數值範圍內外各自之效果，必
須有量上的顯著差異。另一方面，兩者之差異僅在數值限定之有無，課題不同，有
利效果為異質的場合，便不要求數值限定的臨界意義 12。
日本上述審查基準係基於過去法院的裁判例所作成。最近的裁判例也顯示同樣
的判斷方法。
我國智慧財產法院於原告之訴駁回案件 13中，提到「判斷這種選擇發明是否為
該發明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完成，應就限定之數值範圍是否產生更
為顯著的同一性質之功效，或無法預期的不同性質之功效予以認定。若選擇發明與
先前技術產生同一性質之功效，且所限定之數值具備『臨界性』（critical character）
的意義，即具有更為顯著的同一性質之功效，應認定該發明非能輕易完成；但若該

10

11
12
13

美國專利審查手冊MPEP 2144.05。In re Woodruff, 919 F.2d 1575, 16 USPQ2d 1934 (Fed. Cir.
1990).
特許實用新案審查基準第Ⅲ部第2章第4節6。
同前註。
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行專訴字第17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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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不具『臨界性』的意義，應認定該發明能輕易完成。『臨界性』應以該領域於
申請時之技術層次作適當的解釋。」
又我國最高行政法院於上訴駁回的案件 14中，提到「然依其專利說明書所載，
僅以單一實驗驗證資料，尚難證明該些數值範圍在所訴求的風扇噪音及功率消耗的
降低具有臨界性的意義，難認上開特定數值範圍具有特別突出的功效」。
以上兩判決中所稱之「臨界性」一詞雖未明載於我國專利審查基準，但和美國
MPEP的說法，若合符節，也接近日本專利審查基準之判斷方式。特別是在同質功
效時，要求數值具備臨界性意義。
德國雖為歐洲專利條約會員國，但德國傳統上並沒有選擇發明之概念，故沒有
選擇發明相關的審查基準。向來不認許數值範圍選擇發明之新穎性。實務上曾有
EPO核准的選擇發明，在德國有被提起無效訴訟之事發生，問題始受重視，於2008
年12月的奧氮平（Olanzapine）事件的德國最高法院判決 15，指出為了和EPO判例相
符，應認許選擇發明之專利性。
關於選擇發明的歐洲專利局之審查指南於2019年11月修正。本文以化學、醫藥
領域之選擇發明為例來說明。

參、歐洲專利局之選擇發明
選擇發明係在一較大的已知集合或範圍中，選擇沒有明確提到的個別元素、子
集合或次範圍之發明。 16
在此所稱之集合（set），例如具有選項的列表（list）、或馬庫西群（Markush
group）；至於範圍（range）通常指數值範圍。

一、三種類型之選擇發明
選擇發明可以是屬於先前技術文獻中所揭露的範圍內，或彼此有某些範圍重疊
14
15

16

最高行政法判字第428號。
Olanzapine, BGH (X ZR 89/07), GRUR 2009, 382f (Federal Court of Justice Decision of Dec. 16,
2008).
歐洲審查指南Part G Chapter VI 8.Selection inv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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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明。例如圖1所示，為與先前技術重疊的複數之選擇發明，圖2所示者為包含於
先前技術中的複數個選擇發明。
從選擇發明的
進一步之選擇
發明
選擇發明

選擇發明
先前技術

別的
選擇發明

先前技術

圖1

圖2

於EPO專利實務上，可以將選擇發明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i)由先前技術文獻中之列表而來的選擇。
ii)由先前技術文獻中範圍較廣範圍內而來的部分範圍之選擇。
iii)有與先前技術中某些範圍重疊之選擇。

二、新穎性之判斷
關於選擇發明之新穎性，EPO的一般原則是揭露「上位」的先前技術文獻，不
會破壞該屬的「下位」之新穎性。例如在先前技術文獻中揭露「金屬」，並不會否
定特定金屬，例如「銅」的新穎性。
對於所有申請專利之發明之新穎性均須基於先前技術文獻之揭露來判斷
（T666/89），選擇發明也沒有例外，必須對照先前技術來判斷有無新穎性。倘若先
前技術文獻明確且沒有爭論餘地地揭露選擇發明的主題時，通常判斷該選擇發明沒
有新穎性。
反之如果選擇發明的主題在先前技術文獻中沒有明確揭露時，並不馬上肯認該
選擇發明之新穎性，而是依據EPO判例法進行追加的測試。此等測試，對於上述的3
種類型的選擇發明彼此相異。以下分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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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列表中選擇
所謂從列表中選擇，係指選擇發明可以藉先前技術文獻中，可能的構成要素之
列表中所提及的幾個構成要素來定義者。具體以例1來說明。

先前技術
R1

NH2

發明A
R4

R2

R3

NH2

R5

R6
通式(II)

通式(I)
R1及R2＝H，OH，鹵素，C1-4烷基，CF3

R4及R5＝鹵素

R3＝H，OH，HN2，鹵素，C1-4烷基，C1-4烷氧基，芳基

R6＝C1-4烷基，C1-4烷氧基

例1

本例中先前技術之苯胺化合物係以通式(I)來定義。於此通式中，位置R1 、R2 及
R3的取代基各自得從可能的取代基列表中選擇。
發明A也是關於苯胺之化合物。發明A化合物係以通式(II)來定義。該化合物被
包含在先前技術通式(I)之範圍中。
在發明A中，位置R4 、R5 及R6 的取代基係從先前技術文獻所揭露的取代基之列
表中選擇。
本例中之發明A，EPO是否判斷具有新穎性？
關 於 從 列 表 中 選 擇 ， EPO 適 用 所 謂 「 2 列 表 原 則 」 （ two-lists principle ）
（T12/81）。EPO審查指南 17明載如下：
「為達成技術特徵之特定組合必須從一定長度的2個以上之單一列表中作出選
擇，所得到的技術特徵之組合，若未在先前技術中揭露的話，便具有新穎性。」
通常「一定長度」（certain length）的列表意指列表中至少要有3個要素。但

17

EPO審查指南G-VI8：If a selection from two or more lists of a certain length has to be made in
order to arrive at a specific combination of features then the resulting combination of features, not
specifically disclosed in the prior art, confers novelty (the “two-lists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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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複數列表中（亦即從3個以上列表中），可以將較少的2個要素之列表視為有
足夠長度。（T686/99）。
從單一的列表中選擇，該列表的無論多長或如何短地選擇，一般不認為該選擇
具有足夠的新穎性。
關於本例苯胺化合物，發明A係從各自「一定長度」（亦即包含5個以上之要
素）的3個列表（亦即R1、R2及R3）中選擇。因此依循2列表原則，對照通式(I)先
前技術之化合物，EPO會將發明A化合物判斷為有新穎性。
2列表原則於其他化學發明及醫藥發明，例如混合物、組成物，合併使用療法
及化學工程也適用。
先前技術
一種醫藥組成物包含，
i. 從布洛芬、萘普生、雙氯芬酸、塞來昔布及依托昔布選擇的非類固醇性消炎藥
（NSAID），
ii. 離子或非離子界面活性劑，
iii. 從醋酸鹽緩衝液、檸檬酸鹽緩衝液、抗壞血酸鹽緩衝液及酒石酸鹽緩衝液選擇的緩
衝液，以及
iv. 從甲醇、乙醇、丙醇、丁醇選擇的醇。
發明B
一種醫藥組成物，包含
i. 塞來昔布，
ii. 非離子活性劑，
iii. 檸檬酸鹽緩衝液，以及
iv. 乙醇。
例2

例2係有關醫藥組成物之發明。依照EPO的2列表原則，發明B的構成要素i、iii
以及iv各自為從一定長度的列表中選擇，故相對於先前技術被判斷為有新穎性。構
成要素ii雖僅為從2個構成要素的先前技術的列表中選擇，但因構成要素i、iii及iv已
滿足選擇發明的判斷基準，所以發明B被判斷具有新穎性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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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藉包含幾個構成要素的列表來定義的下位概念之一般性揭露（例如於化學
領域中之馬庫西請求項），不能否定各別的下位概念（例如各別的化合物）之新穎
性。關於從複數列表所選擇的發明，於準備專利申請文件，分析先前技術，須注意
怎樣的請求項在EPO具有新穎性。為獲得最大申請專利之權利範圍，可以在申請文
件中記載複數相異技術特徵的特定組合。另外，因EPO對申請後之修正，追加新事
項的判斷比較嚴格，在申請文件中要有準備作為修正根據的記載，故於申請文件中
最好能夠記載複數個不同請求項技術特徵之組合。

(二) 部分範圍之選擇
部分範圍選擇發明係指請求的（較小的）範圍，屬於先前技術文獻所揭露的較
廣之範圍。
多數化學發明，構成要素之分量的範圍為重要的，特別是在組成物、合金、液
體混合物、聚合物、合成方法中之試藥等領域中，常採用特定構成要素之分量來定
義化學發明。
根據EPO判例法以及實務，專利審查指南對於部分範圍選擇發明的新穎性之判
斷的部分， 於2019年11月修正。修 正後，部分 範圍選擇發 明只要滿足 以下2個要
件，便具有新穎性。
1.與公知範圍比較來得狹窄。
2.足夠遠離特定實施例以及公知範圍的端點。
2019年11月以前，部分範圍選擇發明須滿足以下3個要件，始被認為具有新穎
18

性 。
1.與公知範圍比較來得狹窄。
2.足夠遠離特定實施例以及公知範圍的端點。
3.不是任意地選擇（「有目的之選擇」）。
2019年之修正刪除了第3要件。因此，自2019年11月以後，判斷部分範圍選擇
發明新穎性，已沒有必要考慮是否為有目的之選擇。此一修正，和申請日無關，所
有繫屬中的申請案均適用。前述第3要件，於修正後係在進步性中判斷。

18

於修正前，判斷部分範圍選擇發明之新穎性，重要的EPO判例為T198/84以及T27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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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EPO審查指南下，部分範圍和公知範圍比較，必須更為狹窄，而且足夠
遠離特定實施例與公知範圍之端點。此意指以新的部分範圍定義的選擇發明要證明
新穎性是比較容易的。特別是在先前技術係與EPC第54條(3)「僅供判斷新穎性」的
先前技術 19之場合，尤其如此。
在此重要的是理解用語「狹窄」（narrow）、「足夠遠離」（sufficiently far
removed）是何意味。此等用語會因解釋所左右，一般是依個案來評價。茲以例3來
說明「狹窄」、「足夠遠離」之具體概念。
先前技術
一種製備百滅靈結晶之方法包含，
1) 將百滅靈（clomazone）及苯酚於30～250C之溫度，加熱30分鐘以得到溶液之步
驟，
2) 將前述溶液從0～10C間之溫度冷卻得到結晶懸濁液之步驟，及
3) 從前述懸濁液將百滅靈結晶單離之步驟。
先前技術文揭露在210C、215C及220C溫度加熱之實施例。
發明C
一種製備百滅靈結晶之方法包含，
1) 將百滅靈（clomazone）及苯酚於130～135C之溫度，加熱30分鐘以得到溶液之步
驟，
2) 將前述溶液從0～10C間之溫度冷卻得到結晶懸濁液之步驟，及
3) 從前述懸濁液將百滅靈結晶單離之步驟。
例3

先前技術之步驟1的溫度範圍為220C（250－30）。發明C的溫度範圍僅為5C
（135－130）。本例EPO判斷發明C之溫度範圍為狹窄的（narrow）。
先前技術的步驟1之端點為30C以及250C。發明C的步驟1溫度範圍和最近的端
點相隔100C。再者，先前技術的實施例步驟1之溫度全部在210C以上。本例EPO
判斷發明C之部分範圍滿足足夠遠離，從而選擇發明C具有新穎性。
19

EPC第54條(3)相當於我國專利法第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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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例可見以部分範圍為特徵之選擇發明，在EPO有可能被判斷為具有新穎
性。以部分範圍為特徵的選擇發明之申請文件，檢討重點在於，所請求的範圍是否
「狹窄」且和公知範圍「足夠遠離」。最好在申請文件的發明說明中包含聚焦在最
佳部分範圍周邊的替代案（fallback position）。此等替代案，除能夠維持請求較廣
範圍外，當面對欠缺新穎性的核駁時，亦有機會進行修正。由於在EPO增加新事項
的判斷比較嚴格 20，於申請後有修正的必要時，從能夠作為修正依據之觀點來看，
在申請文件中記載複數組合為重要的。

(三) 重疊範圍之選擇
上述三種類型之選擇發明中，重疊發明之選擇發明為出現頻率較低的類型，理
由可能是EPO認為先前技術已經揭露重疊範圍之端點。此意指和公知範圍重疊的單
一範圍將被判斷為沒有新穎性。例如50～70的數值範圍對於1～52的先前技術之數
值範圍而言，沒有新穎性。乃因EPO認為在50～70的數值範圍中，52已經揭露於先
前技術之端點的緣故。
重疊範圍並不是單獨一個構成要素之重疊，一般所見的是於請求項的整體範圍
中有重疊的情況（參照圖3）。

先前技術

重
疊

發明

圖3

為 判 斷 此 種 重 疊 範 圍 之 新 穎 性 ， EPO 確 立 了 「 認 真 考 慮 」 （ seriously
contemplate）之測試。

20

歐洲專利條約（EPC）第123條(2)：The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 or European patent may not
be amended in such a way that it contains subject-matter which extends beyond the content of the
application as f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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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O審查指南載明，該技術領域的技術人員應參照技術事實，且考慮該技術領
域中的通常知識及先前技術文獻之技術教示，認真考慮是否適用於重疊範圍。該技
術領域的技術人員若認為可以適用是公正的話，應作出沒有新穎性之結論。 21
為擔保重疊範圍選擇發明之新穎性，通常必須證明為什麼該技術領域的技術人
員不實施該重疊範圍。為加深對重疊範圍選擇發明之理解，茲以例4來說明。
先前技術
一種醫藥組成物包含：
a) 5～30重量%NSAID，
b) 20～60重量%之乙醇，
c) 2～20重量%羥丙基甲基纖維素。
發明D
一種醫藥組成物，包含：
a) 10～35重量%NSAID，
b) 10～35重量%之乙醇，
c) 15～35重量%羥丙基甲基纖維素。
例4

發明D的3個構成要素都和先前技術重疊。關於新穎性，EPO考量的是該技術領
域的技術人員基於先前技術文獻之教示對於重疊領域之實施是否會「認真考慮」。
通常EPO的既定立場是「YES」，認為該技術領域的技術人員於重疊領域能夠實
施，因為於該領域已經揭露的緣故。
關於以重疊範圍定義的選擇發明想要證明新穎性，必須推翻EPO既定的立場。
這通常可以在申請文件中呈現之實施例與特定揭露來實現。例如在所有實施例足夠
21

EPO審查指南G-VI8：It is not sufficient to exclude specific novelty-destroying values known
from the prior-art range, it must also be considered whether the skilled person, in the light of the
technical facts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general knowledge in the field to be expected from him,
would seriously contemplate applying the technical teaching of the prior-art document in the range
of overlap. If it can be fairly assumed that he the skilled person would do so, it must be concluded
that no novelty ex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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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重疊領域的場合，可以主張該技術領域的技術人員並沒有認真考慮於重疊領域
之執行。
在重疊範圍之領域，應檢視先前技術文獻之整體揭露。倘若發現先前技術文獻
中有最好避開重疊領域，或重疊領域比其他區域不好的教示，便能夠使用該揭露主
張該技術領域的技術人員不會認真考慮在重疊範圍之執行。
有關以重疊範圍為特徵的選擇發明之新穎性的EPO判例法，因受到解釋所左
右。要個案考量。因此，關於重疊範圍的歐洲專利申請案的準備，或審查過程中，
最好諮詢歐洲專利代理人。
EPO關於重疊範圍選擇發明新穎性之判斷，實務上重要之點如下。
1.專利說明書之背景技術中包含優質的先前技術之記載：
藉提供明確記載在先前技術文獻中揭露什麼或未揭露什麼，而能夠凸顯選擇發
明之專利性。此對舉證於重疊範圍選擇發明具有新穎性很有助益。
2.記載多的替代方案：
當重疊範圍選擇發明有修正之必要時，由於EPO對於新事項的追加的判斷非常
嚴格，所以倘若說明書上有明示各別要素以及諸要素之組合的替代方案，便有各種
彈性修正的可能，並能打消不具新穎性之核駁理由。

三、進步性之判斷
EPO對所有發明，包括選擇發明均適用通常的進步性判斷基準，亦即，須判斷
選擇發明在參照先前技術之下，是否為非顯而易知。
EPO審查指南載明：如果選擇和特定技術效果相關連，且沒有該技術領域的技
術人員導向該選擇的暗示存在，便肯認進步性 22。
實務上判斷選擇發明的進步性時，EPO多數情況會探求，所請求的選擇存在達
成被選擇主題範圍外的效果之證據（例如實施例）。此一效果多數情況被稱為「不
可預測的技術效果」。
多數情況證明「不可預測的技術效果」的最好方法是，藉與先前技術的實施例

22

EPO審查指南GVII 12：If this selection is connected to a particular technical effect, and if no
hints exist leading the skilled person to the selection, then an inventive step is acce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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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被選擇主題範圍外（例如所請求的部分範圍外）之例來比較，以呈現其效果。
在EPO中的所有專利申請案，最好於專利說明書中包含比較例，特別是選擇發
明申請案，比較例非常有用。
在製作申請文件的時點，並不是所有先前技術都已知悉，所需要的實驗證據於
申請日可能並未準備好。此事在EPO並不會成為問題。EPO允許於申請日以後提出
支持進步性的資料。因此，申請人倘若已於申請文件中記載選擇發明產生什麼效
果，其為預期外的效果之實證資料可以在申請後向EPO提出。

四、修

正

EPO實務上認許的請求項的修正之標準，和選擇發明的新穎性之判斷相關連。
例如，對包含2個以上一定長度的列表的專利申請案，檢討包含從此等列表僅
選擇特定群之修正，EPO是否容許？
回答可能是「NO」。揭露之概念通常是以整體來考慮。此意指判斷選擇發明
新穎性的2個列表原則適用於修正適法性判斷。換言之，當提出的修正為「新穎」
時，會被認為追加新事項，EPO便不認可該修正。
在此，針對從列表中選擇，使用上述例1，在例5中對苯胺化合物提出修正。

申請案之揭露

R1

NH2

希望之修正
R4

R2

R3

NH2

R5

R6

通式(I)

通式(II)

R1及R2＝H，OH，鹵素，C1-4烷基，CF3

R4及R5＝鹵素

3

R ＝H，OH，HN2，鹵素，C1-4烷基，C1-4烷氧基，芳基

6

R ＝C1-4烷基，C1-4烷氧基

例5

於例5中通式(I)的化合物，為申請案原先之揭露，通式(II)的化合物為申請人所
請求修正後的化合物（但未揭露此一特定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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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所提的此一修正，EPO不予認可。修正必須從3個列表（亦即上述「一定
長度2個以上的列表」）來選擇。換言之，該修正為從複數列表刪除多個選項。申
請人所提出的修正，為從3個列表中的2個列表（R1 及R2 ），各別修正為僅是選擇一
個鹵素選項。本例對通式(II)化合物之修正，EPO會判斷為新事項之增加。此相當於
說通式(II)，對照通式(I)具有新穎性。
然而對於從複數選項列表的所有修正，EPO並不當然作與本例相同之判斷。於
EPO中一般被認可修正之情況為，縮小列表之修正。亦即從最初的列表中刪除幾個
選項，作縮小列表之修正。在此，從複數的列表中刪除選項，「上位概念」的縮
小，限於不會與「最初未揭露，或換言之，各自所剩餘部分不會發生另一個發明的
特定意味之特定組合」相關連，認許修正（T615/95）。這樣的修正是否認許，須個
案決定。一般依據最初列表的大小，亦即被刪除的選項之數目來決定。從「一定長
度」列表刪除2、3個，一般被認許可能性高。另一方面，從幾個列表中刪除多個選
項之修正，和例5同樣不被認許的可能性高。
從複數收斂選項列表之選擇修正，通常在EPO被認可（T1621/16）。所謂收斂
選項列表（lists of converging alternatives），是指選項為「好的A、較好的A、最好
的A」，這樣呈現方式。最好的A被包含在好的A、較好的A之列表。例如「未滿
10，好的未滿8，較好的未滿6，最好的未滿4」這樣的列表。從收斂選項列表的選
擇之修正，通常和從非收斂選項的列表，例如「甲基、氯、硝基及氰基」（選項沒
有包含、重疊的關係）刪除選項的修正，採用不同判斷基準。收斂選項列表的選項
彼此具有特定的構成要件的擴大、限定的關係。例如上述收斂選項列表，「未滿
8」的選項比「未滿10」之選項更為限定。構成非收斂選項列表的選項彼此互相獨
立。例如上述非收斂選項列表，「甲基」和「氯」沒有包含關係或重疊關係。EPO
對於從複數收斂選項列表的選擇之修正，不認為是從複數各別的選項選出的特定組
合，故被接受的機會大。
通常，EPO認許從複數列表中之修正，必須是說明書中有明確的根據，因此在
申請文件中，最好包含作為將來修正根據之記載。另外於製作包含複數列表申請文
件時，須考量是否詳述特別重要之特徵及其適當組合的所有狹窄範圍之列表（替代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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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選擇發明之運用
許多場合，選擇發明係針對已經為較廣範圍先前專利所包含的化合物或組成
物，為確保追加的專利權存續期間而申請。
在此以上述例1所示的苯胺化合物為例來檢討。
當通式(I)的專利權人後來發現通式(II)化合物具有增加的活性時，該專利權人可
以向EPO以通式(II)之化合物為對象申請選擇發明專利。通式(II)化合物同時包含於
記載廣範圍的最初專利與新申請的選擇發明專利申請案。從選擇發明專利申請案發
生的專利權存續期間係從其申請日開始，這會比廣範圍的最初專利要來得晚結束。
意指通式(II)專利權的保護可以超過廣範圍的最初專利權期間而延長。
當然，倘若最初申請案沒有揭露在後選擇發明之特徵，此種形式之選擇發明便
無法權利化。於準備供EPO審查之申請文件，範圍較廣的最初申請案中揭露的替代
案，並不能否定在後選擇發明申請案之新穎性。提供多數的替代案，有助於因應所
有核駁理由，特別是以申請時未知的先前技術文獻為引用例的核駁理由。但是替代
案本身要揭露更狹窄（被選擇）之範圍。
選擇發明專利不僅是對最廣範圍先前技術文獻之揭露具有新穎性，而必須是對
於範圍較狹窄的先前技術文獻記載之替代案具有新穎性。替代案與潛在選擇發明專
利申請案之間的平衡，受多個因素影響。其中有些因素，在提出範圍較廣的最初專
利申請案的時點無法預測，故須視情況因應。

肆、檢討與結論
在日本選擇發明的新穎性與進步性是一起被認定，並認為很難只對選擇發明認
許新穎性，而不認許進步性。亦即新穎性及進步性之要件，於選擇發明專利成立
時，同時滿足。在選擇發明成立與否之問題上，當不肯認特別作用效果時，不但否
定進步性，也將否定新穎性。此種見解可見於日本法院諸多裁判例 23。
倘若選擇發明具有顯著效果，產生該顯著效果之技術特徵，當然為該技術領域

23

岡田吉美，新規性、進步性記載要件について（下）～數值限定發明を中心にして～，特許
研究，2006年9月，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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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術人員所探求，但卻沒有得到。可見該選擇發明具有困難性，從經驗法則或論
理法則而言，宜肯認其進步性。
選擇發明若是在先前技術的數值範圍內加以選擇，這時也可稱為數值限定發
明。
日本發明、新型專利審查基準 24，於判斷新穎性、進步性，關於具有特定表現
的請求項之處理，其中分別有「6.使用數值限定來確定發明之記載之情況」（以下
簡稱「數值限定發明」）以及「7.選擇發明」，依照日本現行發明與新型審查基準
之進步性之規定，大體上區分為「選擇發明」（類型1）以及此外的「非選擇 發
明」（類型2）。從而可區分為以下五種類型 25。
選擇發明
非選擇發明

類型1-1

異質性要求型

類型1-2

臨界性要求型

類型2-1

構造要件優先型

類型2-2

技術意義評價型

類型2-3

構造要素結合型

我國、日本或美國關於選擇發明要求「臨界性」或「臨界意義」之用詞，主要
出自數值限定發明且為同質性效果之情況。選擇發明與數值限定發明屬於具有特定
表現之請求項，在判斷是否具有專利性時，除一般專利要件審查原則外，有若干特
別的注意事項。
在非選擇發明之類型中，類型2-1的構造要件優先型，係因請求項之發明與公知
發明之差異為附加新的構造要素，此種附加構造本身已具有新穎性與進步性，但對
該構造要素附有數值的範圍，這時本來就不要求臨界意義，若是要求臨界意義，便
為不當的要求。因為並不是數值限定帶來專利性，而是數值限定以外的發明特定事
項（構造要件）被肯認新穎性與進步性 26。

24
25

26

日本發明專利審查基準第Ⅲ部第2章第4節，關於具有特定表現的請求項之處理。
宮前尚佑，数値限定発明の新規性 ・ 非容易性を認めた知財高裁判決を読む，パテント，
2009年，62卷6期，11-20頁。
吉藤幸朔著、熊谷健一補訂，特許法概說，有斐閣，2001年，1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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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2-2的技術意義評價型，將「數值限定的技術意義」定義為「採用該數值限
定的技術理由、目的及該數值範圍之作用效果」。判斷此類型發明之新穎性、進步
性，注重該數值限定之「數值項目」或「數值範圍」在公知例中的揭露程度，不擴
張本發明的整體課題、效果，考慮該數值限定之個別採用理由、目的、作用效果，
來判斷其新穎性、進步性。
類型2-3之構造要素結合型，係將構造要素與數值限定作有機結合，而發揮特有
的功能、作用效果者。
上述各種類型於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的判決可以找到相關之論述 27。經由此
種類型之分析，除可了解數值限定發明與選擇發明之關係與差異外，亦有助於判斷
選擇發明之專利性。
德國專利制度傳統上重視發明人之貢獻，採中心界定主義解釋專利權範圍，對
專利權人較有利，所以倘若先前專利已揭露上位概念，則屬於其下位概念之選擇發
明，通常不被核准，亦即沒有專利性，但因歐洲專利條約及專利審查指南對選擇發
明，係採特定條件下具有新穎性與進步性之規定，故德國專利實務會漸漸調整以便
符合EPO之作法。
於歐洲專利實務，通常屬於先前技術文獻揭露之範圍內，或同範圍與重疊之發
明，有可能成立選擇發明而權利化。在歐洲專利局選擇發明可以區分為從先前技術
的列表中選擇、部分範圍之選擇與重疊範圍之選擇三種類型。各類型選擇發明之專
利性判斷，各有特殊點可供我國專利實務參考。
此種選擇發明之專利性，係由該選擇與先前技術文獻揭露有多密切地關連，或
由該選擇所顯示的技術優點如何來決定。
準備供EPO審查的選擇發明專利申請文件時，重要的是讓所請求的選擇發明能
夠確實地對照先前技術具有新穎性。於EPO中，在申請文件中沒有明示依據之修
正，大都被判斷為新事項的增加，所以在最初的申請文件中應盡可能包含作為將來
修正依據的內容。
關於藉組成要素或範圍的列表來定義的發明，在申請文件中最好記載複數替代
案。此等替代案可就好的且較狹窄的構成要素之組合或較狹窄範圍來調整。專利說

27

岡田吉美，註23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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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中的替代案，除可因應所有核駁理由外，且可確保維持較廣範圍的請求項之選
項。
關於選擇發明專利申請案，最好提供顯示相對於先前技術之優點的比較資料。
此等比較資料於舉證選擇發明的進步性時，具有說服力。
在化學、醫藥等技術領域，選擇發明為保護技術革新的有用手段。其特點的是
和先前技術具有選擇、包含、重疊關係。綜觀各國專利審查基準可以理解，在一定
條件下仍可具有其新穎性與進步性。選擇發明常為專利申請策略之運用，且基於商
業利益的考量而提出者較多。
關於選擇發明的專利申請，可參考歐洲專利局相關審查基準，判例與實務，就
不同類型之選擇發明，提出能夠更好建立新穎性與進步性所需的說明書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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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測試法於分離式
專利侵權之發展
—— 由Akamai案後之實證研究
楊惠彬 *

壹、前

言

專利制度之目的在於鼓勵技術發明、促進產業發展 1，凡揭露發明內容予以公眾
者，經審查並核准後可於一定期間內享有發明技術之專利權。當專利權遭受侵權行
為人之侵害時，專利權人得依法請求侵害排除與損害賠償 2，不論該侵權行為人是單
一個體或以多方形式。
然而，專利法的法條文義與判例解讀，隨著每個世代的科技演進，不斷面臨新
產業與新技術所帶來的衝擊與挑戰 3，其中，多方參與專利侵權行為所產生的分離式
侵 權 （ 「 divided infringement 」 ， 又 稱 「 divided direct infringement 」 或 「 joint

DOI：10.3966/221845622022010048003
收稿日：2021年11月24日
*
旺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慧財產室經理，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在職專班碩士生。
1
專利法第1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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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專利法第96條第1項：「發明專利權人對於侵害其專利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侵害之虞
者，得請求防止之。」第2項：「發明專利權人對於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專利權者，得請求
損害賠償。」
3
久慈直登，專利戰爭，274-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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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ingement」）便是焦點之一，這也是現今萬物皆可連、互動式技術爆發的時代
中，不可避免的課題 4。
美國專利法在1952年曾對分離式專利侵權進行修法，將專利侵權態樣區分為
「直接侵權」（direct infringement）與「間接侵權」（indirect infringement）。「直
接侵權」規定於35 U.S.C. § 271(a) 5 ，在「直接侵權」的判斷上，乃依全要件原則
（all-elements rule），比對被控侵權產品是否落入專利權範圍而構成文義侵權，若
未落入，則另須以均等論（doctrine of equivalents）檢視被控侵權產品是否僅為專利
權 範 圍 的 簡 單 迴 避 6 。 而 「 間 接 侵 權 」 則 可 區 分 為 「 誘 引 侵 權 」 （ inducing
infringement ） 與 「 輔 助 侵 權 」 （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 兩 種 ， 分 別 規 定 於 35
U.S.C. § 271(b) 7和 § 271(c) 8，前者成立要件為：(1)存在他人的「直接侵權」行為；
(2)被告故意誘引侵權行為的發生，並具有鼓勵他人實施「直接侵權」行為的特定意
圖（specific intent） 9；後者成立要件則為：(1)存在他人的「直接侵權」行為；(2)

4

5

6
7

8

9

W. Keith Robinson & Joshua T. Smith, Emerging Technologies Challenging Current Legal
Paradigms, 19 MINN. J.L. SCI. & TECH. 355, 369-70 (2018) (”The nature of IoT technology is
interactive. Accordingly, a scenario may arise where the activities of more than one party are
involved in possibly infringing a patent.”).
35 U.S.C § 271(a)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is title, whoever without authority makes,
uses, offers to sell, or sells any patented invention,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y patented invention during the term of the patent therefor, infringes the patent.”).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美國專利訴訟教戰手冊進階版，2013年，147-148頁。
35 U.S.C. § 271(b) (“Whoever actively induces infringement of a patent shall be liable as an
infringer.”).
Id. § 271(c) (“Whoever offers to sell or sell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onent of a patented machine, manufacture, combination or composition, or a material
or apparatus for use in practicing a patented process, constituting a material part of the invention,
knowing the same to be especially made or especially adapted for use in an infringement of such
patent, and not a staple article or commodity of commerce suitable for 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 shall be liable as a contributory infringer.”).
Lone Star Tech. Innovations, LLC v. ASUSTeK Computer Inc., No. 6:19-CV-00059-RWS, 2020
WL 6803249 (E.D. Tex. Jan. 14, 2020) at 4 (“Induced infringement under 35 U.S.C. § 271(b)
requires: (1) an act of direct infringement by another and (2) that the defendant knowingly induced
the infringement with the specific intent to encourage the other’s infri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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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侵權人知悉專利專利權存在；(3)元件（component）沒有實質上非侵權用途；
(4)前項元件是發明的重要部分 10。而兩種「間接侵權」與前述「直接侵權」之間的
關係為何，美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下稱「最高法院」）
近年藉以下案件來匡正歧見。
2014年Limelight Networks, Inc. v. Akamai Techs., Inc. 11案（下稱「Akamai Ⅲ
案」，全案統稱「Akamai案」）中，最高法院重申沒有單一個體實施所有專利步
驟，意即沒有「直接侵權」發生，就不存在「誘引侵權」 12，換言之，縱然是多方
參與的分離式侵權情況下，「間接侵權」仍然必須以「直接侵權」為其前提，始可
成立，倘多方之中無人須負「直接侵權」之責，則不能逕以「間接侵權」來認定任
何一方有侵權責任；我國智慧局於2017年10月30日召開「專利導入輔助侵權制度可
行性之產業諮詢會議」中所提出之「從屬說」 13，即採此相同見解。
2015年，在歷經漫長的爭論以及最高法院的糾正後，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United State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以全院聯席（en
banc）的方式，在Limelight Networks, Inc. v. Akamai Techs., Inc. 14案（下稱「Akamai
V案」）的判決中，詮釋了分離式專利侵權的兩種新態樣，一為一方指導或控制
（direct or control）他方的實施行為，二為多方組成聯合企業（joint enterprise），
於任一態樣成立時，一方須為他方實施專利步驟而負 § 271(a)的「直接侵權」責
任 15；前者進一步建構出指導或控制理論的二個新要件，(1)一方安排他方參與實施
10

11

12

13

14
15

Id. (“the patent owner must show the following elements ... : (1) that there is direct infringement,
(2) that the accused infringer had knowledge of the patent, (3) that the component has no
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s, and (4) that the component is a material part of the invention.”).
Limelight Networks, Inc. v. Akamai Techs., Inc., 572 U.S. 915, 134 S. Ct. 2111, 189 L. Ed. 2d 52
(2014).
Id. (“no single entity performed all claimed steps, and thus no direct infringement occurred,
precluding inducement claim”).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6年10月30日專利導入輔助侵權制度可行性之產業諮詢會議，會議資
料第7頁：「98年版草案在研議過程中，基於民法共同侵權之原則，採取從屬說，也就是須
有『直接侵權』行為存在，才會成立輔助侵權行為。」參見網址：https://www.twpaa.org.tw/
files/news/1275_0.pdf，最後瀏覽日：2021年11月1日。
Akamai Techs., Inc. v. Limelight Networks, Inc., 797 F.3d 1020 (Fed. Cir. 2015).
Id. at 1022 (“We will hold an entity responsible for others’ performance of method steps in two 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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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方法（patented method）中一部分步驟的活動，或因他方的實施行為而獲取利
益，(2)同時制定上述實施行為的方式或時間點 16，本文將此二要件的檢驗稱為利益
測試法（「the “benefit” test」，又稱「the “conditioned benefit” test」），並於後續
章節提出觀察與評析，由於聯合企業另有相關要件 17但非本文討論重點，故不再細
述。
本文共分三個部分。第貳章介紹指導或控制理論運用於分離式侵權的概況，分
述Akamai案前之判例法，以及Akamai案的訴訟歷程與CAFC創立的利益測試法。第
參章針對Akamai案後迄今，曾引用利益測試法提出專利侵權訴訟的判決進行分析，
從中歸納有利與不利於利益測試法的審酌因素，並評析其中出現率較高者，嘗試以
實務結果描繪出利益測試法的具體輪廓。第肆章則延續第參章所做的結果，提出個
人對利益測試法的觀察心得並推估各要件的滿足條件。

貳、指導或控制理論之概況
一、Pre-Akamai之指導或控制理論
如前所述，為解決分離式侵權所衍生的爭議，法院採用指導或控制理論判斷是
否有任何一方足以該當「直接侵權」而須負起共同侵權的責任；但此一理論並非首
見於Akamai案，較早之前，CAFC全院聯席已於BMC Res., Inc. v. Paymentech, L.P. 18

16

17

18

of circumstances: (1) where that entity directs or controls others’ performance, and (2) where the
actors form a joint enterprise”).
Id. at 1023 (“We conclude, on the facts of this case, that liability under § 271(a) can also be found
when an alleged infringer conditions participation in an activity or receipt of a benefit upon
performance of a step or steps of a patented method and establishes the manner or timing of that
performance.”).
Id. (“A joint enterprise requires proof of four elements: (1) an agreement, express or implied,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group; (2) a common purpose to be carried out by the group; (3) a
community of pecuniary interest in that purpose, among the members; and (4) an equal right to a
voic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enterprise, which gives an equal right of control.”).
BMC Res., Inc. v. Paymentech, L.P., 498 F.3d 1373 (Fed. Cir. 2007), overruled by Akamai Techs.,
Inc. v. Limelight Networks, Inc., 692 F.3d 1301 (Fed. Ci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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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 下 稱 「 BMC 案 」 ） 與 Muniauction, Inc. v. Thomson Corp. 19 案 （ 下 稱
「Muniauction案」）之中，說明法院對指導或控制理論採取較嚴格標準的理由，以
及此嚴格取向可能會導致的法律漏洞：

(一) 2007年BMC案
BMC案所涉及的專利是一種不需個人識別碼的現金卡交易處理方法，原告BMC
Res., Inc.主張被告Paymentech, L.P.與其客戶和金融機構共同參與，執行了專利方法
中的所有步驟。
CAFC基於指導或控制理論的法理，闡述一方無法簡單地將專利程序的步驟外
包給另一個實體，來規避侵權的責任；在這一類案件中，行使控制的一方應承擔
「直接侵權」責任，而主謀者於此情況下逃避責任確實是不公平的 20。同時，判決
中亦承認，在某些情況下，以指導或控制作為分離式侵權的判斷基準，是有可能會
容許當事人以公平交易協議（arms-length agreement）方式來迴避專利權的侵害。儘
管上述容許迴避的情況令人擔憂，但擴大「直接侵權」規則之舉卻更大於斯；例
如，將「直接侵權」的規則擴大到多個行為者的獨立行為，會顛覆「間接侵權」的
法 定 方 案 21 。 最 終 ， 本 案 被 告 因 與 金 融 機 構 之 間 無 任 何 合 約 關 係 （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22，故不足以構成「直接侵權」責任。

19
20

21

22

Muniauction, Inc. v. Thomson Corp., 532 F.3d 1318 (Fed. Cir. 2008).
BMC Res., 498 F.3d at 1381 (“A party cannot avoid infringement, however, simply by contracting
out steps of a patented process to another entity. In those cases, the party in control would be liable
for direct infringement. It would be unfair indeed for the mastermind in such situations to escape
liability.”).
Id. (“This court acknowledges that the standard requiring control or direction for a finding of joint
infringement may in some circumstances allow parties to enter into arms-length agreements to
avoid infringement. Nonetheless, this concern does not outweigh concerns over expanding the rules
governing direct infringement. For example, expanding the rules governing direct infringement to
reach independent conduct of multiple actors would subvert the statutory scheme for indirect
infringement.”).
Id. at 1382 (“As the district court observed, the record contained no evidence even of a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ymentech and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專利師︱第四十八期︱2022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52

(二) 2008年Muniauction案
專利權人Muniauction, Inc.對其競爭對手Thomson Corp.提起訴訟，指控其使用
網路瀏覽器來拍賣市政債券的行為，侵害其一件「透過網路進行拍賣的程序和裝
置」之專利。CAFC沿用BMC案之見解，再次詮釋指導或控制理論也呼應了單純的
「公平合作」（arms-length cooperation）不會導致任何人的「直接侵權」 23。
判決中CAFC強調，依BMC案見解，在滿足指導或控制標準的情況，法律傳統
上認為被控直接侵權人須對他方實施專利方法的行為負起替代性責任（vicariously
liable） 24。因此本案同樣以較高的法律標準，認為不能將投標人與被告的行為合併
進而裁定「直接侵權」的存在 25。
由以上兩案的背景與判決可知，指導或控制理論並非不可降低標準以求其適用
範圍的擴展，只是屬於嚴格責任的「直接侵權」一旦降低標準，將導致無辜複數行
為人的複數行為被合併入罪，而「間接侵權」的法條與要件也將形同虛設，這也是
Akamai案之前，法院立場較為嚴格的主因。然而，新產業與新技術的衝擊並未停
歇！

二、Akamai案的出現及其新基準
(一) Akamai案之背景與訴訟歷程
2006年6月22日，在雙方收購計畫無果的氛圍中，原告Akamai Technologies, Inc.
與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下合稱「Akamai」）對被告Limelight
Networks, Inc.（下稱「Limelight」）提出專利侵權訴訟，本案涉及內容分發網路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CDN）服務的相關技術，該技術可以讓網路終端用戶更

23

24

25

Muniauction, Inc., 532 F.3d at 1329 (“At the other end of this multi-party spectrum, mere ‘armslength cooperation’ will not give rise to direct infringement by any party.”).
Id. at 1330 (“Under BMC Resources, the control or direction standard is satisfied in situations
where the law would traditionally hold the accused direct infringer vicariously liable for the acts
committed by another party that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performance of a claimed method.”).
Id. (“[A]ctions of bidder and auctioneer could not be combined so as to give rise to finding of direct
infri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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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地下載網路資料，同時降低內容提供商伺服器（Content Provider Server）的負
擔。本案所面對的問題是，被告Limelight並未實施專利權之所有步驟，亦即專利侵
權的全要件原則表面看來是不成立的。以其中一涉案專利US 6,108,703之方法獨立
請求項第34項為例，該請求項中之提供內容（severing content）與標記（tagging）
兩步驟，是由被告Limelight客戶（即內容提供商）所執行，而兩造也都同意此一的
事實。最終，陪審團認定被告Limelight必須為其客戶之侵權行為負責，因為被告
Limelight指導或控制其客戶的侵權行為而導致原告專利權受到侵害。
然 而 ， CAFC 於 2008 年 2 月 11 日 Muniauction 案 判 決 的 結 果 ， 讓 面 臨 敗 訴 的
Limelight 獲 得 一 絲 轉 機 ， Limelight 以 新 判 例 的 出 現 為 由 ， 提 出 重 新 審 議
（reconsideration）聲 請 並得 到 法院 的同 意 。2009年4月24日， 法 院轉 而同 意 被告
Limelight的主張，認為Limelight與客戶之互動關係，與Muniauction案中Thompson與
客戶的互動非常相似，在此一比附下，Limelight雖指導客戶如何使用其系統但仍不
足以構成指導或控制 26。原告Akamai不服此一逆轉結果，提起上訴。
本 案 纏 訟 多 年 ， 為 求 清 楚 扼 要 ， 本 文 先 援 引 CAFC 於 Travel Sentry, Inc. v.
Tropp27（下稱「Travel Sentry案」）判決文之代號，將後續Akamai I～V案及其摘要
匯整於下表供讀者參考，並針對Akamai Ⅴ案重點說明：
日期

案號與其代號

判決法院

2009/4/24

614 F.Supp.2d 90

聯邦地方法院

629 F.3d 1311

CAFC

(Akamai Ⅰ)

合議庭

692 F.3d 1301

CAFC

(Akamai Ⅱ)

全院聯席

2010/12/20
2012/8/31
2014/6/2

26

27

134 S. Ct. 2111
(Akamai Ⅲ)

最高法院

判決摘要

裁定被告不侵權
維持被告不侵權判決
建構誘引侵權的新見解
推翻Akamai Ⅰ判決
推翻Akamai Ⅱ判決
發回更審

Akamai Techs., Inc. v. Limelight Networks, Inc., 614 F. Supp. 2d 90, 122 (D. Mass. 2009) (“Under
Muniauction, this is insufficient to establish the requisite direction or control by Limelight of its
customers necessary to find it liable for direct infringement.”).
Travel Sentry, Inc. v. Tropp, 877 F.3d 1370 (Fed. Cir. 2017).

專利師︱第四十八期︱2022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54

日期

2015/5/13
2015/8/13

案號與其代號

判決法院

786 F.3d 899

CAFC第2次

(Akamai Ⅳ)

合議庭

797 F.3d 1020

CAFC第2次

28

(Akamai Ⅴ )

全院聯席

判決摘要

維持被告不侵權判決
推翻Akamai Ⅳ判決
被告直接侵權成立

(二) Akamai V案之新基準
2015年8月13日CAFC第2次全院聯席推翻5月份Akamai Ⅳ案才作出的判決，並
承認過去在BMC案中使用替代責任（vicarious liability）一詞是不恰當的 29。在分離
式專利侵權的情況下，CAFC認識到替代責任雖然不是一個完美的類比，但指導或
控制理論無疑是從替代責任法中所得出 30。而CAFC進一步解釋，在分離式專利侵權
的情境下，被控侵權人是為第三方所執行的方法步驟（method steps）負責而非對第
三方的犯罪行為（commission）負責 31。
於 本 案 中 ， 因 證 據 顯 示 被 告 與 其 客 戶 之 間 有 簽 署 標 準 契 約 （ standard
contract），而契約內容描述了客戶在使用被告服務時必須執行的步驟，這些步驟也
包括提供內容與標記兩個步驟 32，再者被告於交易後會發送歡迎信並指導客戶如何
使用其服務 33、安排工程師持續參與客戶的活動 34。據此，被告因構成指導或控制
28

29

30

31

32

33

亦有稱「Akamai IV」者，例如：Finjan, Inc. v. Sophos, Inc., 244 F. Supp. 3d 1016（N.D. Cal.
2017），因此各法院之間的代號略有出入。
Akamai Techs., Inc. v. Limelight Networks, Inc., 797 F.3d 1020, 1023 (Fed. Cir. 2015) (“We note
that previous cases’ use of the term ‘vicarious liability’ is a misnomer.”).
Id. (“Accordingly, we recognize that vicarious liability is not a perfect analog. Nevertheless, as both
vicarious liability and joint patent infringement discern when the activities of one entity are
attributable to another, we derive our direction or control standard from vicarious liability law.”).
Id. (“In the context of joint patent infringement, an alleged infringer is not liable for a third party’s
commission of infringement – rather, an alleged infringer is responsible for method steps
performed by a third party.”).
Id. at 1024 (“The contract delineates the steps customers must perform if they use the Limelight
service. These steps include tagging and serving content.”).
Id. (“Upon completing a deal with Limelight, Limelight sends its customer a welcome letter
instructing the customer how to use Limelight’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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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必須為客戶所實施的兩個專利步驟負責，對其「直接侵權」之指控成立。
於CAFC摒棄替代責任之採用後，一如前言所介紹，取而代之的是指導或控制
理論下的利益測試法與聯合企業，而利益測試法則是相對較廣泛地被運用 35，於後
續 引 用 此 測 試 法 的 案 件 中 ， 某 些 判 決 36 將 其 兩 要 件 合 稱 為 「 雙 分 支 測 試 」 （ two
prongs test），而第一分支測試（the first-prong test）即為檢驗是否有一方安排他方
參與實施專利方法中一部分步驟的活動，或因他方的實施行為而獲取利益，第二分
支測試（the second-prong test）則是檢驗有無同時制定實施行為的方式或時間點。

三、指導或控制理論的新篇章
自 Akamai V 案 修 正 BMC 案 與 Muniauction 案 因 權 衡 而 設 的 高 標 準 後 ， PostAkamai時代的新篇章開啟，指導或控制與聯合企業理論成為分離式專利侵權責任的
兩 大 主 軸 ， 指 導 或 控 制 理 論 部 分 更 區 分 出 傳 統 合 約 關 係 下 的 代 理 測 試 法 （ the
“agency test”）以及利益測試法兩種判斷基準 37。
此後，有學者以十年磨一劍 38來描述Akamai V案的「創舉」，其認為利益測試
法是較能兼顧各方權益的新基準，有效打破了自2007年以來保守而不合理的見解，

34

35

36

37

38

Id. at 1025 (“Lastly, the jury heard evidence that Limelight’s engineers continuously engage with
customers’ activities.”).
按2021年10月1日前公開資料，Westlaw法學資料庫中引用利益測試法者共60件、引用聯合企
業者共10件。
See Travel Sentry, Inc. v. Tropp, 877 F.3d 1370 (Fed. Cir. 2017); see also Eli Lilly & Co. v. Teva
Parenteral Medicines, Inc., 845 F.3d 1357 (Fed. Cir. 2017).
See Int’l Bus. Machines Corp. v. Booking Holdings Inc., 775 F. App’x 674, 678-79 (Fed. Cir.
2019) (“We have articulated two general principles to determine if a single entity directs or controls
the acts of another. First, ‘an actor is liable for infringement ... if it acts through an agent (applying
traditional agency principles) or contracts with another to perform one or more steps of a claimed
method’ (the ‘agency test’). Second, ‘liability under § 271(a) can also be found when an alleged
infringer conditions participation in an activity or receipt of a benefit upon performance of a step or
steps of a patented method and establishes the manner and timing of that performance’ (the ‘benefit
test’).”).
魯定中，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十年磨ㄧ劍，由Akamai案開始堵住方法專利侵權的漏
洞！，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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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提出質疑並呼籲修法者，因為新基準能否適用於Akamai V案背景以外的技術
領域？法院於此表現了靈活性（flexibility）卻也可能失去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
在互動式技術蓬勃的現況下，國會仍須儘速立法、提出解決方案 39。確實，Akamai
案的紛擾是否得到了根本性的解決，還是另一場爭戰的開始？本文嘗試透過爾後案
件的發展一窺究竟。

參、Akamai案後各級法院之審酌因素
一、樣本蒐集與分類
時至今日，利益測試法於實務判決的適用狀況如何？本文選用Westlaw法學資
料庫的判決為樣本來源，完成蒐集、瀏覽篩選及編號等步驟後，將有效案件擬定為
樣本進行分析。蒐集步驟中，利用該資料庫的註解（Headnote）功能，於Akamai V
案判決至2021年10月1日期間的判決中，取得60件涉及利益測試法之待篩選樣本，
接續完成瀏覽篩選步驟後，得出43件 40地方法院與4件 41CAFC，合計47件判決作為
分析樣本。
分析樣本進一步依利益測試法之結果區分出23件成立與24件不成立兩類型。須
說明的是，成立類型僅是裁定有利於利益測試法主張的統合歸類，其包含的結果有
拒絕被告駁回原告聲請（deny defendant’s motion of dismiss the complaint）、拒絕被
告不侵權的即決判決聲請（deny defendant’s motion for summary judgment of noninfringement）、被告於指導或控制之指控成立。反之，不成立類型除了不滿足利益
測試法要件的判決外，更包括結果不利於利益測試法之主張者，例如同意被告駁回

39

40
41

See Jingyuan Luo, Concluding the Akamai Chapter of Divided Infringement: Is the Liability
Loophole Closed?, 31 BERKELEY TECH. L.J. 467 (2016) (“But as the difficulty with establishing a
divided infringement rule that protects both patent owners and innocent third parties stems from
limitations in the current statutory framework, it may be time for Congress to consider a more
permanent statutory solution, ensuring that patent law can keep up with the increasingly interactive
nature of modern technology.”).
依判決日期之先後排序，予以編號為DC01～DC43。
依判決日期之先後排序，予以編號為FC01～FC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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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侵權主張之聲請（agree defendant’s motion of dismiss the complaint）、拒絕原告
侵 權 的 即 決 判 決 聲 請 （ deny plaintiff’s motion for summary judgment of
infringement）。

二、利益測試法成立與否之審酌因素
法院之判決皆依據相關事實之佐證而得出其心證，因此本文細究各案件之中決
定結果的審酌因素，並以人事時地物的概念，將之區分為「行為人之間」、 「事
實性質」以及「司法階段」等三大類；關於呈現出的數據與分布，有兩點需要特別
強調，其一，由於事實的複雜程度、程序階段不同等原因，各案件的審酌因素數目
不盡相同，且各審酌因素之間亦無權重關係；再者，判決必然是個案中有利與不利
證據整體考量後的結果，審酌因素之意涵係指能左右法院心證的關鍵證據，所以出
現率高是無關於測試法成立與否的機率，舉例而言，行為人之間存在合約關係的案
件雖為常見但並非有較高的勝率，若有一不成立因素的關鍵證據被提出，將使該些
合約相關的事實顯得毫無用處，而本分析之重點亦落於該一不成立的審酌因素，而
非其他相關或對立的因素。

(一) 利益測試法成立之審酌因素及其統計
圖一為有利於利益測試法成立之審酌因素及其涉案件數，若為CAFC於判決所
採之審酌因素，則另以「（CAFC）」加註之，由於篇幅有限，細節部分讀者可參
考附錄一之成立類型案件列表及其事實摘要。

專利師︱第四十八期︱2022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58

行
為
人
之
間
利
益
測
試
法
成
立
之
審
酌
因
素

事
實
性
質

司
法
階
段

圖1

A11執行合約或相關書面協議（CAFC）○
5
A12對第三方提供廣告、網路教學等行為○
4
A13控制不需要事後確認或造成威脅（CAFC）○
2
A14間接控制亦構成控制行為○
1
A21某利益只能藉實施侵權步驟獲取之（CAFC）○
8
A22利益包括有形與無形、直接與間接（CAFC）○
2
利益
相關 A23所涉專利步驟是關鍵步驟（CAFC）○
2
A24金錢利誘將構成控制（CAFC）○
1
A25產品附隨侵權步驟之說明文件不屬指令○
2
利益 A26有例外的情事，不影響控制的認定○
2
無關
A27利益測試法適用於系統專利○
1
A28預先設定自動執行侵權步驟○
1
C1指導或控制是起訴後事實問題○
5
C2書狀階段只需證明全數專利步驟被實施○
3

利益測試法成立審酌因素之編號與統計

由圖1可知，前三大審酌因素分別為A21、A11與C1，其中審酌因素A21源自於
CAFC對指導或控制的一段詮釋：「第三方若希望獲取某利益時，僅能在被告指示
的時間點，以實施被告所安排的某些步驟來獲取之」 42，倘若事實情況如此，則第
三方侵權步驟之實施行為將可歸咎於被告；琢磨此一CAFC見解有兩層意義，其一
是「獲取某利益的希望」為第三方願意為被告所指導或控制、遵循其指示的主觀動
機，其二為第三方處於別無選擇（can only do so）的客觀情況下，又加深被告滿足
指導或控制條件的認定，無怪乎，23分之8的成立類型案件皆牽涉此因素。例舉以
下2件CAFC判決，說明有關此因素的事實情況：
1.案件編號FC0243（下稱「Eli Lilly案」）：原告Eli Lilly and Company（下稱
「Eli Lilly」）是專利US 7,772,209（下稱「系爭專利」）的專利權人，系爭專利是
關於使用癌症化療藥物Pemetrexed（下稱「Pemetrexed」）之前，必須先以兩種常

42

43

Travel Sentry, Inc. v. Tropp, 877 F.3d 1370, 1380 (Fed. Cir. 2017) (“[E]vidence that a third party
hoping to obtain access to certain benefits can only do so if it performs certain steps identified by
the defendant, and does so under the terms prescribed by the defendant.”).
Eli Lilly & Co. v. Teva Parenteral Medicines, Inc., 845 F.3d 1357 (Fed. Cir. 2017).

專利師︱第四十八期︱2022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利益測試法於分離式專利侵權之發展

59

見維他命──葉酸和維他命B12──進行治療的方法。Pemetrexed是一種葉酸阻斷
劑，可藉由抑制葉酸而阻絕癌細胞的再生，但同時也對人體造成毒性；上述兩種常
見維他命的預先服用，便是為了降低Pemetrexed對病患的毒性。
被告為Teva Parenteral Medicines公司等多家學名藥製造商（下合稱「Teva等公
司」），Teva等公司於2008年通知Eli Lilly：他們已為其學名藥提交簡化新藥申請
（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s, ANDAs）並尋求食品藥物管理局的核准。系
爭專利於2010年公告後，Teva等公司又根據21 U.S.C. § 355(j)(2)(A)(vii)(IV) 44 對Eli
Lilly提出聲明，主張系爭專利無效、無法執行專利權或不為被告所侵害；隨後，Eli
Lilly依35 U.S.C. § 271(e)(2)45對Teva等公司提起專利侵權的訴訟。
最初，地方法院裁定醫生的「直接侵權」行為可歸責於被告，被告因其產品之
仿單（labeling）誘引醫生實施專利步驟而該當「間接侵權」 46。上訴後CAFC維持
地方法院的判決，所持理由之一便是降低Pemetrexed毒性僅於Pemetrexed治療的管
理下相關，這也是醫生安排葉酸給藥的理由，換言之，獲取Pemetrexed治療之利
益，僅能以實施葉酸給藥、降低Pemetrexed毒性的方式來獲取 47。
2.案件編號FC0348：David A. Tropp（下稱「Tropp」）是專利US 7,021,537和US
7,036,728（下合稱「系爭專利」）的所有權人，主要專利權範圍是一種以行李檢查
實體（luggage screening entity）改善航空行李檢查的方法，該方法可區分為四個步
驟：(1)提供消費者一具有組合鎖與萬用鑰匙鎖的特殊鎖（special lock），該特殊鎖
44

45

46

47

48

21 U.S.C. § 355(j)(2)(A)(vii)(IV) (“[T]hat such patent is invalid or will not be infringed by the
manufacture, use, or sale of the new drug for which the application is submitted.”).
35 U.S.C. § 271(e)(2) (“It shall be an act of infringement to submit – (A)an application under
section 505(j) of the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or described in section 505(b)(2) of
such Act for a drug claimed in a patent or the use of which is claimed in a patent, ...”).
Eli Lilly & Co. v. Teva Parenteral Medicines, Inc., 126 F. Supp. 3d 1037, 1043 (S.D. Ind. 2015),
aff’d, 845 F.3d 1357 (Fed. Cir. 2017) (“Therefore, the Court finds that Defendants’ ANDA
Products indirectly infringe the Asserted Claims of the ‘209 patent, and finds in favor of Lilly and
against Defendants.”).
Eli Lilly, 845 F.3d at 1365 (“A reduction in pemetrexed toxicities is relevant only if pemetrexed
treatment is administered, and it provides a reason why physicians would condition the receipt of
pemetrexed treatment on folic acid administration.”).
Travel Sentry, Inc. v. Tropp, 877 F.3d 1370 (Fed. Ci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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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一與其相關連的標示結構，(2)銷售該特殊鎖給消費者，(3)行李箱之該標示結構
發送訊息給行李檢查實體，用以進行一特殊程序，行李檢查實體同時擁有萬用鑰匙
可以開啟特殊鎖，(4)行李檢查實體尋找該標示結構，必要時，可以萬用鑰匙開啟行
李箱上的特殊鎖。
被告Travel Sentry, Inc.（下稱「Travel Sentry」）是Tropp的市場競爭者，亦與
運輸安全管理局（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TSA）於2003年10月簽署備
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進行合作，Tropp主張TSA實施系爭專
利方法(3)與(4)步驟之行為，均可歸責於Travel Sentry，因此對其提出侵權主張。
地方法院階段引用BMC案之傳統指導或控制理論，認為MOU中不存在法律義
務 故 不同 於 合 約 關係 、 且TSA不 用 承 擔 任何 特 殊 鎖 損害 的 後 果 ，因 此 被 告Travel
Sentry不是主謀者更不須為「直接侵權」負責 49。原告Tropp提出上訴後，本案各階
段結果緊隨Akamai案的發展而改變，最終Akamai V案建立了利益測試法，CAFC立
即依此新基準，判決被告Travel Sentry對TSA的指導或控制成立，其中CAFC比較本
案、Akamai V案與Eli Lilly案三者之間的共同點，得出三案都具備審酌因素A21相關
的事實證據；而本案的事實是TSA將會為了獲取某利益，進而實施被告所安排的兩
項侵權步驟 50，故被告須為此負起「直接侵權」的責任。
綜合以上兩案之介紹，審酌因素A21可謂利益測試法成立的重要態樣之一，建
議專利權人可以善用此因素，盤點自身案件是否符合審酌因素A21之事實情境，藉
以論述指導或控制行為的存在。

49

50

Travel Sentry, Inc. v. Tropp, 192 F. Supp. 3d 332, 336 (E.D.N.Y. 2016), vacated and remanded,
877 F.3d 1370 (Fed. Cir. 2017) (“The TSA was under no obligation to use the keys, was absolved
of any liability should the locks be damaged, and would suffer no consequences for failure to
comply. There is no genuine material dispute about these facts; there is simply no evidence that
Travel Sentry had any influence whatsoever on the third and fourth steps of the method carried out
by the TSA, let alone ‘masterminded’ the entire patented process.”).
Travel Sentry, 877 F.3d at 1380 (“Although the partnership-lik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vel Sentry
and TSA differs in several respects from the service provider-customer and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s in Akamai V and Eli Lilly, a common thread connects all three cases: evidence that a
third party hoping to obtain access to certain benefits can only do so if it performs certain steps
identified by the defendant, and does so under the terms prescribed by the defend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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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審酌因素A11泛指行為人之間存在某種法律義務的合約關係，不論合約
形式為何，均可能是行使指導或控制的可信事實而獲法院認可，對比Akamai案中有
標準契約的簽署、Travel Sentry案中亦有MOU，故以上符合因素A11之事實是常見
的有利情況；另須注意的是，縱有合約關係亦非百分之百有利於專利權人，合約的
實質內容才是決定指導或控制的關鍵而非空有合約關係的形式。另一觀察是於「司
法階段」類型，審酌因素C1與C2同屬於一程序性的因素，且C1較為多數，因為行
使指導或控制行為與否是事實問題，這通常需要陪審團與法院檢驗雙方證據後，得
出結論，所以在事實證據未充分、明確之前，法院會以此因素為由，留給陪審團或
法官做最後之決定。
其餘審酌因素，均有對應之事實摘要於附錄1，請讀者自行參酌。

(二) 利益測試法不成立之審酌因素及其統計
圖2為導致利益測試法不成立之審酌因素及其涉案件數，同樣有CAFC之加註，
細節部分讀者可再行參考附錄2之不成立案件列表及其事實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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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B11無法確認第三人或其執行哪些專利步驟○
3
B12單一行為人完成所有步驟不適用利益測試法○
2
B13第三人不具義務、對專利步驟有獨立選擇性○
2
B14專利步驟實施失敗，對第三人不造成苦果○
1
6
利益 B21有非侵權方法可獲取相同利益（CAFC）○
相關 B22所涉利益活動並非專利步驟（CAFC）○
2
B23僅金錢利誘不構成控制○
2
B24僅提供指令或軟體不屬指導或控制○
12
利益
B25利益測試法不適用於系統專利○
1
無關
B26僅推測性歸納無法證明控制行為○
1

C1指導或控制是起訴後事實問題○
1

利益測試法不成立審酌因素之編號與統計

專利師︱第四十八期︱2022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62

在不成立的審酌因素中，因素B24之占比明顯最多，主要發生情境是手機應用
程式或電腦軟體的供應商，藉由用戶端設備的使用，為用戶提供某些服務時，專利
權人往往以指導或控制用戶為由，主張該供應商直接侵害其專利。然而，僅僅是提
供指令或軟體卻不足以構成對用戶的指導或控制，如果沒有更多的事實證據，將難
以滿足利益測試法所建構之門檻，本文於附錄2列表中挑選2個代表性案件，補充說
明此重要審酌因素：

1. 案件編號DC2751
原 告 Synchronoss Technologies, Inc. 擁 有 數 據 傳 輸 和 同 步 的 相 關 專 利 ， 被 告
Dropbox Inc.因為提供網路數據備份之軟體，供用戶安裝於個人設備，而遭原告以指
導或控制用戶為由，主張其「直接侵權」。最終，地方法院同意被告的即決判決動
議，裁定被告並未構成「直接侵權」，理由是提供軟體的事實，最多只能支持「誘
引侵權」理論，無法證明被告控制其用戶 52。

2. 案件編號DC3453
原告Sentius International, LLC擁有檢查拼字錯誤的專利，其主張某些被告Apple
Inc.產品（例如iPhone和MacBook）以及應用程式（例如Pages和Keynote），於用戶
選擇拼寫錯誤的單詞以查看拼寫建議時，實施部分專利步驟 54。因此，被告Apple
Inc.基於對用戶的指導和控制，直接侵害其專利。地方法院最終駁回原告主張，認
為過去的每一件判例中，均涉及離線（offline）或真實世界（real world）的控制與
51

52

53

54

Synchronoss Techs., Inc. v. Dropbox Inc., 389 F. Supp. 3d 703 (N.D. Cal. 2019), aff’d, 987 F.3d
1358 (Fed. Cir. 2021).
Id. at 712 (“Instead, Synchronoss merely relies on Dropbox’s provision of instructions for using its
software to demonstrate Dropbox’s control. But those facts, at most, might support a theory of
induced infringement, a theory of liability Synchronoss does not advance in this case.”).
Sentius Int’l, LLC v. Apple Inc., No. 4:20-CV-00477-YGR, 2020 WL 6081775 (N.D. Cal. Oct. 15,
2020).
Id. at 4 (“Sentius accuses certain Apple products (such as iPhones and MacBooks) as well as Apple
online applications (Pages and Keynote) through their spellcheck functionality. Specifically,
Sentius alleges that these products and applications practice the claimed methods when a user
selects a misspelled word to see spelling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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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行為，而非只是透過設備控制用戶 55。
所以審酌因素B24絕對是軟體專利權人主張分離式侵權時不可忽略的潛在短
處，單純提供軟體的行為，必須配合更多有關指導或控制的事實，才能滿足利益測
試法的要件。
其次，第二多數的審酌因素為B21，其含意是判斷獲取利益的方式是否另有他
法，若有，將不利於專利權人之主張，其重要性在於本質上與上述成立審酌因素
A21相互呼應，亦即利益測試法中所稱利益，必須與專利步驟之間存有相當的關連
性，倘專利步驟是獲取利益的必由之路，此一高度的關連性將能輕易跨越指導或控
制的門檻、滿足利益測試法，反之則不然，亦可能落於審酌因素B21所意味的 窘
境。以其中一CAFC之判決FC01 56為例，被告製造並銷售各種整合式糖尿病管理方
案的系統，患者可自由選擇是否上傳其量測的數據（如血糖值）到一此系統之遠端
伺服器，若患者沒有執行該上傳的專利步驟也不會被系統拒絕，量測數據依然可以
透過列印、電子信件交給醫生後 57，讓患者繼續獲取使用被告系統的利益。故基於
此審酌因素，專利權人於提告時，應先自我檢視起訴狀所稱利益的獲取途徑為何？
以避免審酌因素B21所揭示的風險。
其餘審酌因素，雖然出現之數量較低，但適用利益測試法時，亦值得專利權人
一一查察、參酌，因為一旦有一項不利因素相關之事實出現，通常會導致侵權主張
全盤皆墨。

肆、利益測試法之實務觀察
經過第三章的樣本分析，可瞭解目前利益測試法於實務的適用狀況以及爭執、
檢驗的重點為何，對於整體審酌因素的統計結果，本章再提出幾點觀察與評析：

55

56
57

Id. (“Each of these cases involved offline or ‘real world’ control and conditioning – not control
through a device.”).
Medgraph, Inc. v. Medtronic, Inc., 843 F.3d 942 (Fed. Cir. 2016).
Id. at 948 (“Patients can freely choose to bring their devices to their physician’s office and have
their data extracted locally there. Patients also can print or email reports and bring them to their
medical practiti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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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酌因素B12：若僅有單一行為人完成所有步驟，不適用
利益測試法
前已述及，利益測試法之創立是為了處理多方參與所產生的分離式專利侵權問
題，如果專利權人主張的是被告指導或控制某單一行為人完成了專利方法的所有步
驟，則基於此一法理，該主張是不被法院所允許；於DC10 58與DC14 592案中，原告
均出現此一根本上的錯誤認知，在2案被告均未參與任何侵權行為且單一個體的第
三方實施了所有專利步驟的情況下，逕以被告指導或控制該第三方並獲有利益等云
云，認其應負「直接侵權」之責，最終法院皆以此類主張僅屬於間接侵權的範疇而
糾正、否決之 60

、 61

。是以，單一個體的實施所有專利步驟的情境，是明確地被排除

於分離式侵權的法理之外，亦即利益測試法必須以至少二人共同實施所有專利步驟
為一大前提。

二、審酌因素A27與B25：指導或控制理論下的利益測試法，是
否僅適用於方法專利？
於樣本中存在另一實務爭端，即利益測試法的適用範圍是否限於方法專利、對
於系統專利請求項 62能否同樣採用此基準？意即利益測試法，乃至於指導或控制理
論 是 否 僅 限 於 方 法 請 求 項 之 分 離 式 侵 害 態 樣 ？ 於 本 文 附 錄 編 號 DC29 63 一 案 中 ，
Schroeder法官於法律標準（legal standard）一節，針對 § 271(a)之「直接侵權」有這

58
59
60

61

62
63

Finjan, Inc. v. Sophos, Inc., 244 F. Supp. 3d 1016 (N.D. Cal. 2017).
Rearden LLC v. Walt Disney Co., 293 F. Supp. 3d 963 (N.D. Cal. 2018).
See Finjan, Inc., 244 F. Supp. 3d at 1044 (“Finjan is attempting to show direct infringement by
demonstrating that Sophos’s customers perform all of the steps of the method claims: this is an
indirect infringement claim, not a divided direct infringement claim, and Akamai IV does not apply
to these facts.”).
See Rearden LLC, 293 F. Supp. 3d at 973 (“Rearden has not adequately alleged direct infringement
under Akamai.”).
稱system claim或apparatus claim.
Lone Star Tech. Innovations, LLC v. ASUSTeK Computer Inc., No. 6:19-CV-00059-RWS, 2020
WL 6803249 (E.D. Tex. Jan. 1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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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詮釋 64：「對於系統專利請求項（system claim），被告必須結合所有專利請求
項 要 件 來 製 作 專 利 系 統 （ patented system ） 65 。 對 於 方 法 專 利 請 求 項 （ method
claim），「直接侵權」發生在請求項方法（claimed method）的所有步驟由單一實
體完全實施或有可歸責於單一實體的情況下被完全實施 66。於後者的情境中，專利
方法中所有步驟之實施有可歸責於單一個實體時，被稱為分離式侵權。」
就Schroeder法官之見解，系統與方法請求項似乎分屬不同之判斷基準，而且分
離式侵權更是方法請求項所獨有的態樣。

(一) 歧異見解依然存在
另由其他判決卻可發現相左之處，附錄編號為DC11 67與DC2368兩案之被告，均
遭系統專利 69之專利權人，以指導或控制理論為由，主張被告直接侵害其專利權。
於DC11案中被告Apple, Inc.曾反駁利益測試法只能適用於方法請求項 70，然而判決
中雖然承認系統和方法請求項之間可能存在重要區別，但法院仍駁回被告聲稱

64

65

66
67

68

69
70

Id. at 3 (“For systems claims, a defendant must ‘combine all of the claim elements’ to make the
patented system. For method claims, ‘[d]irect infringement under § 271(a) occurs where all steps of
a claimed method are performed by or attributable to a single entity.’ The latter circumstance, when
all steps of a claimed method are merely attributable to a single entity,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divided infringement.”).
Centillion Data Sys., LLC v. Qwest Commc’ns Int’l, Inc., 631 F.3d 1279 (Fed. Cir. 2011).（下稱
「Centillion案」）
Akamai Techs., Inc. v. Limelight Networks, Inc., 797 F.3d 1020 (Fed. Cir. 2015).
Wisconsin Alumni Rsch. Found. v. Apple, Inc., 261 F. Supp. 3d 900 (W.D. Wis. 2017), aff’d in
part, rev’d in part, 905 F.3d 1341 (Fed. Cir. 2018).
FO2GO LLC v. KeepItSafe, Inc., No. CV 18-807-RGA, 2019 WL 1615398 (D. Del. Apr. 16,
2019).
DC11為US 5,781,752, DC23為US 9,935,998。
See Wisconsin Alumni Research Foundation, v. Apple Inc., 2015 WL 13623676 (W.D.Wis.)
(“Perhaps sensing this fact, Apple next contends that the Federal Circuit’s ‘control or direction’
standard articulated in Akamai and preceding cases applies only where the underlying patent claims
at issue are ‘method claims,’ and that ‘[w]here, as here, the patentee alleges infringement of an
apparatus claim, ... an agency relationship must be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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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mai案僅適用於方法請求項的說法，並引用Centillion 71一案說明，該案同樣地聚
焦於對他方的指導或控制行為來決定非方法請求項的代理責任，而且CAFC已經明
確地擴大控制和指導理論的見解 72；本案被告雖於上訴時，再次強調分離式侵權態
樣僅限於方法請求項 73 ，但最終CAFC的上訴判決 74 並未對此一爭議進行說明或回
應。
反觀於DC23一案，專利權人FO2GO LLC主張被告KeepItSafe Inc.在Akamai案的
法理下直接侵害其專利 75 ，Andrews法官則反駁專利權人，認為原告誤解了Akamai
案的見解，因為Akamai案並沒有將「直接侵權」的適用範圍擴大到系統請求項，
Centillion案才是系統請求項的判例法 76。而且，Akamai案判決後，法院仍持續正面

71
72

73

74
75

76

Centillion Data Sys., LLC v. Qwest Commc’ns Int’l, Inc., 631 F.3d 1279 (Fed. Cir. 2011).
Wisconsin, 261 F. Supp. 3d at 912 (“While recognizing that there may be important distinctions
between apparatus and method claims, the court rejects Apple’s attempt to distinguish Akamai on
the basis that its holding is limited to method claims. (quaoting Centillion Data Sys., LLC v. Qwest
Commc’ns Int’l, Inc., 631 F.3d 1279, 1282 (Fed. Cir. 2011)) (similarly focusing on ‘control or
direct’ actions of another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re was vicarious liability for non method
claim). As the court explained in its opinion and order on Apple’s Rule 50(a) motion, ‘the Federal
Circuit is certainly moving in the direction of a more expansive view of what satisfies control and
direction in order to bring a third party’s actions within the purview of the alleged infringer.’”).
Wisconsin Alumni Research Foundation, v. Apple Inc., 2018 WL 1308487 (C.A. Fed.) at 19
(“Akamai, however, governs only divided infringement – a problem specific to method claims.”).
See Wisconsin Alumni Rsch. Found. v. Apple Inc., 905 F.3d 1341 (Fed. Cir. 2018).
FO2GO LLC v. KeepItSafe, Inc., No. CV 18-807-RGA, 2019 WL 1615398 (D. Del. Apr. 16, 2019)
(“FO2GO argues that it has adequately pled direct infringement both under Akamai Techs., Inc. v.
Limelight Networks, Inc., 797 F.3d 1020 (Fed. Cir. 2015) (en banc) and under the ‘use’ prong of
§ 271(a) because it alleges that KeepItSafe employees use the entire SugarSync system on cameras
provided by KeepItSafe.”).
Id. at 2 (“However, FO2GO misunderstands the Akamai opinion. The Federal Circuit there held
that direct infringement may be found ‘when an alleged infringer conditions participation in an
activity or receipt of a benefit upon performance of a step or steps of a patented method and
establishes the manner or timing of that performance.’ Akamai does not broaden the scope of direct
infringement for system claims. Centillion Data Systems, LLC v. Qwest Commc’ns Int’l, Inc., 631
F.3d 1279 (Fed. Cir. 2011) is the controlling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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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引用Centillion案 77。
弔詭的 是， 以上2位 法 官引用 了相 同判例 卻得 出迥異 之結 論！經 確認 ，誠 如
Andrews法官所言，Akamai案後仍有10件 78CAFC判決繼續引用Centillion案，更有部
分案件強調系統專利與方法專利之間存在差異性 79。
回顧Centillion一案，其判決中曾緩引4件判例 80作為被告無須擔負替代責任的判
斷基礎 81，但其中的BMC案、Muniauction案以及Akami Ⅰ案之見解已於Akamai V案
判決中被徹底推翻；沿用替代責任的Centillion案與否定替代責任的Akamai V案，究
竟孰先孰後、孰是孰非，恐怕是日後處理分離式侵權案件，終須面對的一大難題！

(二) 如何辨別系統與方法請求項
倘若Centillion案與Akamai V案分屬於平行軌道的一側，齊頭並進地各自引領系
統與方法請求項的侵害判斷標準。那麼下一則衍生問題便是系統與方法請求項之間
的分隔線，是否如此清晰可辨？
回顧利益測試法之要件，關於適用範圍之定義實為「patented method」（被專
利的方法）而非「method patent」（方法專利），因此，此一要件以方法專利簡單
地解釋、區分之恐過於草率，倘一系統請求項除了物的元件（element）組合外，還
附加描述了元件之間的運作方法，則該運作方法當屬一種被專利的方法（patented

77
78
79

80

81

Id. (“The Federal Circuit has continued to positively cite Centillion post-Akamai.”).
查閱日期2021年11月1日。
See § 10:3.25. Joint infringement by using or making a claimed system, 2 Annotated Patent Digest
§ 10:3.25 (“In fact, the Federal Circuit has cited to Centillion at least three times since Akamai was
decided, and in each case indicated that system claims are different from method claims and are
still treated under the Centillion standard for infringement.”).
Centillion Data Sys., LLC v. Qwest Commc’ns Int’l, Inc., 631 F.3d 1279, 1286 (Fed. Cir. 2011)
(“Our precedents on vicarious liability, BMC, Muniauction, Inc. v. Thomson Corp., 532 F.3d 1318,
1328-29 (Fed.Cir.2008), Akamai Technologies, Inc. v. Limelight Networks, Inc., 629 F.3d 1311
(Fed.Cir.2010), and Cross Medical, analyze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actions of one party
ought to be attributed to a second party for purposes of direct infringement – vicarious liability.”).
Id. at 1287 (“Following our vicarious liability precedents, we conclude, as a matter of law, that
Qwest is not vicariously liable for the actions of its customers. Qwest in no way directs its
customers to perform nor do its customers act as its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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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of a system claim），本文以為不應因其隱含於系統請求項而改變其屬於方法
的本質。典型的情況如同2016年Lyda v. CBS Corp.82一案，專利權人主張其專利US
7,434,243（下稱「專利’243」）之第8、9請求項與US 7,730,506之第1、7請求項（下
稱「專利’506」）受到侵害；其中，專利’243之第8項與專利’506之第1項是方法獨
立請求項，而專利’243之第9項與專利’506之第7項則是系統獨立請求項 83，Stoll法官
於 判 決 中 認 為 前 述 兩 系 統 獨 立 請 求 項 雖 然 在 前 言 （ preamble ） 定 義 為 系 統
（system），但其內容都是引用專利’506的第1項，因此，必須將該兩系統請求項
「視為」（treated as）方法請求項 84，基於此一理由，法院裁定訴狀中聲稱因指導
或控制行為而產生的分離式侵權是存在的 85。顯然，此一CAFC判決亦說明系統請求
項有視為方法請求項之可能，內容雖未更深入論及劃分之標準，但無論如何，僅以
前言內容來區分方法或系統請求項實有不周。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倘若一系統請求項包括方法性質的要件時，利益測試法應
可同樣適用於該系統請求項，以避免同樣是國家賦予的專利權，在同一套專利法的
保護下，卻被區分成不同侵權標準，特別是對嚴格責任的「直接侵權」而言。究竟
Akamai案讓控制和指導理論擴大至何種程度、是否能涵蓋系統專利？如DC25 86案中
法官所論述，答案並非不證自明（self-evident）的 87，期望日後利益測試法的實務
82
83

84

85

86

87

Lyda v. CBS Corp., 838 F.3d 1331 (Fed. Cir. 2016).
Id. at 1335 (“The Amended Complaint asserts four independent claims: method claim 8 and system
claim 9 of the ’243 patent, and method claim 1 and system claim 7 of the ’506 patent.”).
Id. (“Claim 9 of the ’243 patent and claim 7 of the ’506 patent, while identified as ‘system’ claims
in their preambles, recite the same method steps as claim 1. In effect then, the system claims should
be treated as method claims.”).
Id. at 1339-40 (“As we discussed above, the purported system claims asserted in this case are, in
fact, method claims because the body of the claims require the performance of particular method
steps. Moreover, the Amended Complaint pleads the system claims like the method claims, alleging
direction or control over the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who in turn direct or control the unnamed
third parties. Therefore, we conclude that each count of the Amended Complaint implicates joint
infringement.”).
Free Stream Media Corp. v. Alphonso Inc., No. 17-CV-02107-RS, 2019 WL 4645725 (N.D. Cal.
June 3, 2019).
See id. at 1 (“The Order noted it is not self-evident that precedent and analysis in the context of
method claims necessarily apply without modification to the system claims at issue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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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能令大眾有進一步瞭解、避免一法兩制 88的情況。

三、審酌因素A22：毫無所依的「利益」界限
「利益」此一要件可謂整個利益測試法的主軸，如本文針對審酌因素A21所介
紹，某利益的存在與對於它的渴求，將造成第三方願意配合被告安排而實施侵權步
驟的動機與理由。然而，在Akamai案後之判決，似乎讓利益一詞落入毫無所依的困
境之中，主要原因是以下2件CAFC的判決對利益的詮釋：

(一)案件編號FC0289
本案背景如前所述，故予以省略，須另做說明的是被告於上訴中主張利益應限
於 醫 生 能 夠 提 供 或 抑 制 者 （ provide or withhold ） 90 ， 系 爭 專 利 之 功 效 為 「 降 低
Pemetrexed毒性」，但是此一功效是醫生無法控制的。然而CAFC認為即便是這樣，
醫生確實以實施專利步驟從而降低Pemetrexed毒性的方式，安排病患的葉酸給藥進
而 間 接 地 獲 取 了 「 Pemetrexed治 療 」 的 利 益 91 ， 因 而 醫 生 仍 須 負 「 直 接 侵 權 」 之
責。

(二)案件編號FC0392
本案背景亦如前所述，有關審酌因素A22在利益定義的方面，CAFC於判決中所
持的見解是：「第三方TSA所能獲取的有形（tangible）利益是減少受害旅客提出賠
88
89
90

91

92

一套專利法，面對分離式侵權態樣卻有兩套「直接侵權」的判斷標準。
Eli Lilly & Co. v. Teva Parenteral Medicines, Inc., 845 F.3d 1357 (Fed. Cir. 2017).
See Eli LILLY and Company, v. Teva Parenteral Medicines, Inc., APP Pharmaceuticals LLC, Pliva
Hrvatska D.O.O.,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and Barr Laboratories, Inc., 2016 WL 211729
(C.A.Fed.) at 2 (“But under Akamai, the benefit must be something that the physician can provide
or withhold. The district court should have required Eli Lilly to prove that physicians would
withhold medical treatment or some other benefit within their control unless their patients
performed the method step.”).
Eli Lilly, 845 F.3d at 1365 (“We agree that a reduction in toxicities is not a benefit that physicians
can condition (as it follows from folic acid pretreatment) and that the relevant benefit that may be
conditioned on folic acid administration is pemetrexed treatment.”).
Travel Sentry, Inc. v. Tropp, 877 F.3d 1370 (Fed. Ci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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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的數量或改善其員工的健康狀況，而無形（intangible）的利益則是提升公眾對
TSA的看法 93。」
如前一章節之分類，本文將2件CAFC對利益的見解歸類於審酌因素A22（即
「利益包括有形與無形、直接與間接」），至此，在CAFC全新定義下，所謂利益
可為有形與無形、可被行使指導或控制之人直接或間接地提供或抑制。
以劉基《郁離子‧捕鼠》 94一文為鑑，故事中的趙國人選擇留下貓來捉鼠或不
留都有其不同角度的好處，關鍵在於兩利相權取其重者。事實上，現實世界的每一
件事同時都有利弊可言，相信CAFC對利益的此番詮釋將導致專利權人不乏「利
益」可據以控訴侵權，亦如Apple Inc.於DC31 95一案所爭執的：與軟體互動之使用
者，皆可從其使用中，推測地衍生出某些利益 96 。「利益」一詞是否毫無界限可
言？成為空泛的要件而任由專利權人以推想、揣摩等方式不當誇大之，實為本測試
法待解之疑點。

伍、結

論

對於利益測試法在分離式侵權態樣的適用情況，經由Akamai案後之判決研究，
可以進一步瞭解其中各要件的大致輪廓。關於滿足「安排」（condition）的要求程
度，約略是介於合約關係與「誘引侵權」的特定意圖之間，僅單純提供指令或軟體
是明顯不足的，較有利情況是具有離線活動的事實證據，例如提供教育訓練、廣
告 、 利 誘 或 專 員 服 務 ， 但 相 對 地 ， 要 求 程 度 也 無 須 達 到 事 後 重 複 確 認 （ double-

93

94

95

96

Id. at 1382 (“The fact that TSA entered into the MOU with Travel Sentry implies that TSA
believed it would receive some benefit from the arrangement, be it tangible (e.g., a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claims submitted by aggrieved travelers or an improvement in the health of its
employees) or intangible (e.g., promotion of the public’s perception of the agency).”).
讀古詩詞網，網址：https://fanti.dugushici.com/ancient_proses/72051，最後瀏覽日：2021年11
月1日。
Sentius Int’l, LLC v. Apple Inc., No. 4:20-CV-00477-YGR, 2020 WL 2850286 (N.D. Cal. June 2,
2020).
Id. at 5 (“As Apple argues, any user interaction with software creates joint infringement under
Sentius’ theory because users presumably derive some benefit from using the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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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ing）或威脅第三方務必遂行安排的嚴苛條件，個案中存在「漏網之魚」的情
況是被允許的，典型狀況為少數病患未按安排服藥時，醫生無須重複確認其服藥情
況或威脅病患務必遵守，僅係安排服藥之行為已足以符合此一要件；而「活動」
（activity）的要求上，必須與專利方法之步驟、利益三者之間具備一定的關連性，
若有任何不相關或可替代性的情況，則不利於利益測試法的主張，較佳條件是專利
方法中存在「非常活動」 97（very activity）或「關鍵步驟」 98（critical step），當第
三方完成該一活動或步驟後可直接獲取利益；至於「利益」雖為核心要件，卻存在
模糊地帶亦無程度之別，尤其在CAFC認可了健康、聲譽等有形與無形的利益後，
讓此要件的定義略顯廣泛；最後，利益測試法能否兼用於系統請求項的「直接侵
權」主張，是另一個重要、待釐清的問題，有賴日後相關案件的判決揭示之。
無疑地，利益測試法於未來仍將持續出現於分離式侵權的案件中，因為僅實施
一部分專利步驟的被控侵權人，能以「直接侵權」就責之，絕對是任何一位專利權
人的首要之選，而互動式技術的發展，更將助長此一現象。如同耳熟能詳的全要件
原則、均等論，吾人可預見利益測試法將成為 § 271(a)「直接侵權」法規下的另一
基礎原則，相信在時間的淬煉下，此一測試法必將日趨完善，亦值得專利事務工作
者繼續予以關注！

97

98

Travel Sentry, 877 F.3d at 1384 (“Here, by contrast, the benefits TSA allegedly seeks flow directly
from its performance of the final two claim steps. This is because the very activity in which TSA
seeks to participate is the very activity identified in the claim steps.”).
Eli Lilly & Co. v. Teva Parenteral Medicines, Inc., 126 F. Supp. 3d 1037, 1042 (S.D. Ind. 2015),
aff’d, 845 F.3d 1357 (Fed. Cir. 2017) (“One of the key steps set forth in the ’209 patent is the
administration of folic acid to the patient prior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pemetrexed. This is not
merely a suggestion or recommendation, but a critical step in the patented method that has a
specific purpose and direct impact on the outcome of the patente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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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測試法成立案件列表及其事實摘要
件

審酌因素及其事實摘要

A21： 病患只有依據醫生指示服藥，才能獲取治療的利
Eli Lilly and Co. v. Teva
DC01 Parenteral Medicines, Inc.
(126 F. Supp. 3d 1037)

益，
A26： 病患有可能未依指示服藥，但此例外情事不影響
侵權認定，
A23： 醫 生 指 示 病 患 葉 酸 服 用 是 專 利 方 法 的 關 鍵 步 驟
（critical step）。

Boston Heart Diagnostics
DC02

Corp. v. Harmonyx

A25： 被 告 提 供 基 因 檢 測 結 果 給 藥 劑 師 並 附 上 測 試 指
南，建議如何進行病患服藥的劑量管理。

Diagnostics, Inc. (2015 WL
11118107)

DC04

TeleSign Corp. v. Twilio,
Inc. (2015 WL 12765482)
Wisconsin Alumni

DC05

Research Foundation v.

A11： 被告與其客戶簽訂合約，同意其設備在99.95％以
上的運轉時間會提供身分驗證服務，而該服務是
一侵權步驟。
A11： 第三方三星公司依據與被告的製造合約，執行晶
片的製造與測試。

Apple, Inc. (2015 WL
6453842)
Reagent Chemical &

DC07 Research, Inc. v. Eurotarget
S.R.L. (2016 WL 8200435)

A14： 被告是名雇主，可間接地停止雇員的侵權行為卻
任其發生，
A21： 為了獲取收益，被告販售飛靶給客戶，客戶使用
後完成侵權步驟之實施。
A13： 病患雖可能未按指示服用，但醫生安排病患的葉

Eli Lilly and Company v.
FC02 Teva Parenteral Medicines,
Inc. (845 F.3d 1357)

酸給藥仍滿足指導或控制要件，
A21： 獲取Pemetrexed治療之利益，僅能以實施葉酸給藥
來獲取，
A22： 專利功效是降低Pemetrexed毒性，醫生藉此功效間
接所獲取的Pemetrexed治療是真正利益。

Wisconsin Alumni
DC11

Research Foundation v.
Apple, Inc. (261 F. Supp.
3d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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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酌因素及其事實摘要

Intellectual Ventures I LLC A28： 被告產品預設自動下載程式之功能，用戶無權更
DC12 v. T-Mobile USA, Inc.
(2017 WL 3723934)
Valinge Innovation AB v.
DC13 Halstead New England

改。而且開啟程式之後，立即自動實施侵權步
驟。
A12： 被告製作拼裝地板的安裝影片，屬於指導或控制
行為，導致客戶實施了侵權步驟。

Corp. (2017 WL 5196379)
A11： 被告與第三方TSA簽署MOU，
A21： TSA將會為了獲取某利益，而實施Travel Sentry所
安排的兩項侵權步驟，
FC03

Travel Sentry, Inc. v.
Tropp (877 F.3d 1370)

A22： 有形利益是減少受害旅客提出賠償的數量或改善
其員工的健康狀況，而無形利益則是提升公眾對
TSA的看法，
A23： TSA 參 與 的 專 利 步 驟 屬 於 非 常 活 動 （ very
activity），實施後可讓TSA直接獲取利益。
A24： 參與測試的場所，都是為了獲取金錢上的利益，

FC04

Nalco Company v. Chem-

而依被告的指導進行試驗，

Mod, LLC (883 F.3d 1337) C2：不論小規模或全面的試驗，測試的場所參與了一部
分，而讓每一專利步驟均被執行。
Techno View IP, Inc. v.

DC15

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LLC (2018
WL 3031518)
Pernix Ireland Pain DAC v.

DC18 Alvogen Malta Operations
Ltd. (323 F. Supp. 3d 566)

A12： 被告提供指示和宣傳廣告，鼓勵用戶實施侵權步
驟，
A21： 用戶僅能透過侵權步驟之實施，獲取3D視頻遊戲
之使用。
A13： 醫生對病患的指導或控制，不需要達到事後重複
確認（double-checking）或威脅病患的程度，
A26： 醫生可能例外地原諒病患違反指示而繼續予以治
療，但這不影響醫生控制的事實。

Baxter International, Inc. v. A21： 被告的用戶必須執行實施侵權步驟才能享受被告
Becton, Dickinson and
產品（PhaSeal系統）的兩項好處，
DC19
Company (2018 WL
A25： 遵循產品說明書內的指示，對於獲得兩項好處至
11189349)
關重要。
A12： 被告在Youtube的十多個視頻與官網的指南，為其
IOENGINE, LLC v. PayPal
客戶演示了侵權步驟的實施，
DC20 Holdings, Inc. (2019 WL
A21： 客 戶 只 有 遵 循 被 告 的 指 示 才 能 獲 得 被 告 產 品
330515)
（PayPal）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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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ion Bay LLC v.
DC22 Electronic Arts Inc. (2019
WL 1376036)
f’real foods, LLC v.
DC24 Hamilton Beach Brands,
Inc. (2019 WL 1747554)
Frac Shack Inc. v. AFD
DC26 Petroleum (Texas) Inc.
(2019 WL 3818049)

審酌因素及其事實摘要

C1：儘管被告沒有實際執行任何專利方法的步驟，但依
Akamai V案新標準，仍可能是直接侵權人，故法院
拒絕不侵權的即決判決動議。
C1：原告指控零售商提供奶昔攪拌機給消費者使用而完
成侵權步驟，該零售商之行為是否構成指導或控制
是事實問題，故法院拒絕不侵權的即決判決動議。
C2：書狀階段只要證明整個專利範圍被侵害即可，法院
可將多數行為人簡單稱為「第三方」，而不去細究
何者執行了哪些步驟。
A12： 被告提供廣告、產品說明書和用戶指南來指導或

NexStep, Inc. v. Comcast
DC28 Cable Communications,
LLC (2019 WL 5626647)

控制其客戶，使之以侵權方式使用服務和產品，
A21： 客 戶 只 有 遵 循 被 告 的 指 示 才 能 獲 得 被 告 產 品
（Comcast）的好處，
C1：最終確定原告所稱事實是否足以構成指導或控制，
是訴訟後期階段需要解決的問題。

Sprint Communications
DC39

Company, L.P. v. Atlantic

A11： 被告以侵權服務為目的的合約，將第三方的N2P設
備承包下來，補足侵權方法中所缺少的步驟。

Broadband Finance, LLC
(2021 WL 1121114)
Rideshare Displays, Inc. v. C2：被告利用其手機應用軟體（App）控制了司機和乘

DC41 Lyft, Inc. (2021 WL

客，使其實施專利方法的所有步驟。

2915076)
INFOGATION
CORPORATION, Plaintiff,

C1：被告是否控制用戶下載最佳路線信息是一個事實問
題，可於陪審團審理時檢視實質證據。

DC42 v. GOOGLE LLC,
Defendant. (2021 WL
4311009)
DC43

INAG, Inc. v. Richar, Inc.
(2021 WL 4509165)

專利師︱第四十八期︱2022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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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致使第三方實施了專利步驟，這是陪審團的
事實問題。

利益測試法於分離式專利侵權之發展

附錄2
編

號

案

75

利益測試法不成立案件列表及其事實摘要
件

Nalco Company v.
DC03 Chem-Mod, LLC (2015
WL 6122811)
Nalco Company v.
DC06 Chem-Mod, LLC (2016
WL 1594966)
Travel Sentry, Inc. v.
DC08 Tropp (192 F. Supp. 3d
332)
Perdiemco, LLC v.
DC09 Industrack LLC (2016
WL 8135379)

審酌因素及其事實摘要

B21： 沒有於煤煙排放管道注入物質或進行處理，一樣可
以獲得減稅的資格，
B23： 遵循節能減稅的法規，不足以證明被告指導或控制
專利的侵害。
B24： 提供發電廠如何使用被告產品（Chen-Mod方案）的
指示，並不構成對實施侵權步驟的控制，
B23： 以低價促銷煤炭的要約不能充分證明對發電廠的控
制。
B13： 被告雖與TSA簽署MOU，但TSA有獨立選擇性，沒
有義務必須使用萬用鑰匙，
B14： 倘TSA沒有使用萬用鑰匙而損壞特殊鎖，也無任何
責任、不會因不遵守而承擔任何後果。
B24： 被 告 軟 體 可 於 用 戶 輸 入 數 據 後 取 得 追 蹤 服 務 的 功
能，用戶因軟體使用中獲得利益，不是CAFC所定義
的「安排參與」。

B21： 患者若沒上 傳數據也不 會被被告產 品（CareLink系
Medgraph, Inc. v.
統）拒絕，患者依然可以透過列印、電子信件將數
據交給醫生，且系爭專利限制每次量測後必須確保
FC01 Medtronic, Inc. (843 F.3d
942)
患者與設備分開，該限制條件與利益的獲取並無關
係。
Finjan, Inc. v. Sophos,
DC10 Inc. (244 F. Supp. 3d
1016)
Rearden LLC v. Walt
DC14 Disney Company (293

B12： 單一用戶可藉由操作被告的UTM和Endpoint產品來
完成專利方法的所有步驟，此屬間接侵權，不是分
離式專利侵權。
B12： 被告以合約控制第三方，但第三方是單獨完成專利
之所有步驟，此情況不適用Akamai案的標準。

F. Supp. 3d 963)
Pernix Ireland Pain DAC C1：由原告證據雖可支持醫生指導或控制了病患的服藥，
v. Alvogen Malta
但未達令人信服的程度，因此不能以即決判決被告侵
DC16
Operations Ltd. (2018
權。
WL 2225113)
Confident Technologies, B11： 原告的訴狀未說明被告與第三方之關係、或第三方
DC17 Inc. v. Fandango Media,
執行了哪些步驟而可歸責於被告。
LLC (2018 WL 643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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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Q, LLC v. Prolacta

審酌因素及其事實摘要

B11： 被告以合約委任第三方進行捐贈母乳之測試，但內

DC21 Bioscience, Inc. (367

容未指示或規定第三方必須實施專利方法中的「標

F. Supp. 3d 1221)
FO2GO LLC v.

記」步驟。
B25： 原告誤解Akamai V案的見解，其主張被侵害的系統

DC23 KeepItSafe, Inc. (2019

專利是不適用於利益測試法。

WL 1615398)
Free Stream Media Corp. B21： 被 告 以 合 約 向 第 三 方 購 買 用 戶 觀 看 電 視 習 慣 的 數
DC25 v. Alphonso Inc. (2019

據，但該數據的蒐集方式與系爭專利步驟並非一定

WL 4645725)
Synchronoss
DC27

相同。
B24： 原告不能僅以被告提供指令給用戶的事實來證明被

Technologies, Inc. v.

告對客戶實施控制行為，原告聲稱之事實僅能支持

Dropbox Inc. (389

誘引侵權。

F. Supp. 3d 703)
Lone Star Technological B24： 除了被告提供給用戶產品手冊的事實，原告沒有提
DC29

Innovations, LLC v.

出任何充分的事實。

ASUSTeK Computer Inc.
(2020 WL 6803249)
F’real Foods, LLC v.

DC30

Hamilton Beach Brands,
Inc. (457 F. Supp. 3d

B13： 零售商可以自由選擇是否使用奶昔攪拌機，被告沒
有建立零售商使用該機器的時間點，
B24： 被告提供奶昔攪拌機給零售商和消費者，並附上操
作手冊教導如何使用，但指令本身不足以滿足指導

434)

或控制的標準。
B24： 原 告 稱 被 告 軟 體 允 許 用 戶 選 擇 拼 錯 字 ， 但 允 許

Sentius International,

（allow）不是控制，而是用戶有自由選擇的意思，

DC31 LLC v. Apple Inc. (2020 B22： 原告所稱利益是被告的軟體用戶選擇拼錯字而得到
WL 2850286)

文法或拼字的建議，但「用戶選擇拼錯字」並非系
爭專利的步驟之一。
B11： 原告主張被告控制各種金融機構，卻無法確認第三

DC32

AlexSam, Inc. v. Aetna,

人或其執行哪些專利步驟，

Inc. (2020 WL 5502323) B26： 第二次修改訴狀缺乏清晰的細節，僅依賴廣泛的、
推測性的綜合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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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酌因素及其事實摘要

B21： 原告無法證明用戶建構DTI影像僅能透過侵權步驟之
DC33

NeuroGrafix v. Brainlab,

實施而獲取，

Inc. (2020 WL 5642946) B22： 原告只是證明被告訓練用戶如何使用其影像建構軟
體，但訓練中沒有教導如何執行專利方法之步驟。
Sentius International,

DC34 LLC v. Apple Inc. (2020
WL 6081775)
Sapphire Crossing LLC
DC35

v. Abbyy USA Software

B24： 缺少詳細的指導下，被告單純提供軟體給用戶不構
成控制，
B21： 原 告 證 據 表 明 用 戶 還 有 其 他 方 式 可 以 執 行 拼 字 檢
查。
B24： 僅以提供軟體給用戶裝置的事實，原告不足以充分
主張被告構成指導或控制而須為直接侵權負責。

House, Inc. (2020 WL
6318716)
Pure Parlay, LLC v.

DC36

B24： 被告僅在投注機螢幕上顯示投注選項，讓投注者進

Stadium Technology

行選擇，此舉不足以構成對投注者的控制，原告需

Group, Inc. (2021 WL

提出更多事實證據。

94478)
Sapphire Crossing LLC

B24： 被告提供用戶名片圖像的處理軟體，不控制手機也

DC37 v. Robinhood Markets,

沒有提供手機，因此被告沒有控制侵權步驟的進

Inc. (2021 WL 149023)

行。
B24： 被告提供用戶電視播放器的指南，內容同時指導用

ESW Holdings, Inc. v.
DC38 Roku, Inc. (2021 WL
1069047)

戶開啟或移除侵權步驟的功能，此情況係不構成對
用戶的控制，
B21： 用 戶 不 需 執 行 侵 權 步 驟 ， 也 能 享 受 被 告 產 品 的 好
處。

SAPPHIRE CROSSING, B24： 被告提供用戶名片圖像的處理軟體，不控制手機也
DC40

LLC., v. SANSAN

沒有提供手機，因此被告沒有控制侵權步驟的進

CORP. (2021 WL

行。

1299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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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設計專利維修條款之
起源、發展與比較
—— 英系統、歐盟、美、德、法
楊智傑 *

壹、前

言

在歐盟共同體設計保護規章中，有所謂恢復複合產品外觀之維修免責條款
（repair clause，以下簡稱「維修條款」），對受設計保護之複合產品外觀之維修用
零件的製造銷售，可以豁免於侵害該產品的設計或設計專利。另外，歐盟設計保護
指令中，也有一規定，希望各會員國修法必須朝向備用零件自由化市場邁進。因
而，歐盟約有一半國家，已經在其設計法或專利法，納入「維修免責」條款。
臺灣作為汽車零組件製造銷售大國，在專利法中的設計專利，並沒有維修免責
條款。但因為2017年起的德商戴姆勒告臺灣帝寶工業一案 1，引發關注，不但學界 2
DOI：10.3966/221845622022010048004
收稿日：2021年9月30日
*
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所教授。作者於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專訴字第36號判決審理中，
受被告（帝寶工業）委託出具專家意見書。本文之作，與該專家意見書內容無關（該案專家
意見書之內容主要討論，被告是否具備各種抗辯事由，包括原告是否違反競爭法或誠信原則
等，而可駁回原告請求），本文主要是就維修條款此制度進行比較法制之研究。
1
該案一審判決為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專訴字第34號民事判決（2019/8/16）。
2
已發表正式論文之學者，反對引入維修條款及反對訴訟個案中認定設計權人違反競爭法者，
李素華，設計專利權保護與權利行使──從維修免責條款之立法提案與新近訴訟案談起，專
利師季刊，2021年1月，44期，96-121頁；贊成在訴訟個案中認定設計權人違反競爭法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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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產業界進行討論，也有立委提案欲對設計專利引入維修條款，至今仍為各界高度
關注之問題。
本文欲就設計權之維修條款，進行比較法之研究。之所以欲進行此比較法制研
究，主要想要說明，維修條款之提出，在歐盟之前，最早的可能是英國。而英國之
所以引入此條文，乃是出於用車人維修權之概念。因此，有必要透過此一起源之研
究，理解維修權的想法。本文第貳部分，將介紹英國1986年上議院之British Leyland
案判決，其所提出的維修權概念，因而促成後續英國之修法。而英國修法也影響了
過去大英國協的若干國家立法。這也可解釋，為何新加坡和澳大利亞是歐洲以外國
家，採取類似規定者。
其次，關於維修條款的推動，仍必須詳細說明歐盟推動的困難與進程。尤其，
維修條款的適用，仍有其限制。因此，本文第參部分將說明，歐盟從1998年的設計
保護指令，2002年的歐盟共同體設計規章，納入維修免責條款，歐洲法院在2017年
Acacia v. Audi案之重要判決，說明其適用範圍與要件。
一般認為，車輛外觀維修條款之討論，必然涉及各國汽車產業的發展。而作為
汽車製造大國，如美國、德國、法國等，必然反對。本文第肆部分將說明汽車大國
最近幾年的立法活動。除了美國目前仍抵抗此立法之外，德國於2020年、法國於
2021年，都正式修法採納了維修條款，成為重要的里程碑。
最後，在對設計保護維修條款進行起源、發展與比較法之研究後，第伍部分將
提出筆者個人對此問題之看法。將從四個角度進行說明。一、到底設計的保護是否
太多還是太少？二、引入維修條款對臺灣產業的影響？三、維修條款著重的是用車
人的維修權，四、在對抗氣候變遷的現在，維修條款也是為了資源重複利用與環
保。

符合其他抗辯事由者，王立達，售後市場拒絕授權之競爭法評價與誠實信用原則：智慧財產
法院賓士車燈設計專利侵害案一審判決評析，公平交易季刊，2020年10月，28卷4期，1-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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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英國之起源與影響
一、英

國

備用零件例外（spare parts exception）最早的發源來自英國，且並非來自設計
保 護 法 律 ， 而 是 來 自 著 作 權 法 3 。 以 下 將 說 明 ， 因 為 英 國 上 議 院 1986 年 的 British
Leyland案，肯定用車人的維修權益，並導致其修改設計保護法律的發展。

(一) 1986年British Leyland案
根據英國1956年著作權法，所謂的美術著作，「無論藝術品質如何，包括繪
畫、雕塑、草圖、版畫和照片」 4，因此，實用產品的設計草圖，也可以受到著作權
法中美術著作之保護 5。而且，根據1956年著作權法第48條對重製的定義：「美術著
作之重製，包括將作品轉換為立體形式之版本，或者，如果是立體形式，則將其轉
換為平面形式…… 6」。因此，當某項產品的設計圖可以主張受圖形著作之保護時，
按照該設計圖製作出來的產品，也可能會被控侵權。
此一背景，導致1986年英國上議院British Leyland Motor Corp Ltd v Armstrong
Patents Co Ltd案（以下簡稱「British Leyland案」）之判決 7。該案中的原告British
Leyland公司，控告被告Armstrong公司（排氣管零件製造商），重製其所設計的排
氣管設計圖，而侵害其著作權。實際上，Armstrong公司是透過逆向工程，製造出一

3

4

5

6

7

Vladimir Samoylov & Susan Corbett, The Implications of Introducing a “Spare Parts Exception”
into New Zealand Copyright Law, 6 NZBLQ 69, 70 (2020).
United Kingdom, Copyright Act 1956, section 3(1)(a) (“(1)In this Act ‘artistic work’ means a work
of any of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s, that is to say – (a)the following, irrespective of artistic quality,
namely paintings, sculptures, drawings, engravings and photographs”).
Brett S. Sylvester, The Future of Design Prot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Analysis of the
Proposed Domestic System in View of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United Kingdom,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20 J. MARSHALL L. REV. 261 (1986). 其美術著作的定義包括設計圖。
United Kingdom, Copyright Act 1956, section 48(1) (“ ‘reproduction’ ... in the case of an artistic
work, includes a version produced by converting the work into a three-dimensional form, or, if it is
in three dimensions, by converting it into a two-dimensional form.”).
British Leyland Motor Corp Ltd v Armstrong Patents Co Ltd [1986] 1 All ER 850 (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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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一樣的排氣管系統，而未真的看過原告的設計草圖。
本案的一審法院、二審法院，認為被告的排氣系統，構成了原告設計草圖的立
體形式重製，而侵害其著作權 8。被告繼續上訴到英國的最高法院，也就是上議院。
上議院在該判決中認為，被告確實侵害了著作權 9，但卻支持被告，而判決撤銷原判
決。
Armstrong公司提出的主張是，應該考量公共政策、普通法上財產轉讓不得減損
之原則（doctrines of no-derogation from grants），以及默示授權理論（theory of
implied license），而不該允許原告執行其著作權 10。
常任上訴法官Bridge法官認為，汽車所有者不需要透過默示授權理論，而是本
來就具有「既有權利」 11可以維修他們的車輛，製造商也不可透過契約限制這種權
利 12。Bridge法官認為，維修權若要有價值，所有者不是只擁有購買現成的已經大
量商品化的物品來維修，而是需要不受限制的市場上購買備件之機會 13。
此一維修權，與車廠的著作權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原告提出二種可能。第一
種可能是，只有在原告的行為違反競爭法的時候，才能限制車廠的著作權。但
Bridge法官認為這並不合理，因為這必須看競爭法何時訂定與其要件，但維修權與
智財權的關係應該是內在的，不需外求 14。第二種可能是，如果原告願意以合理價
格，在市場上提供充分的備件，甚至，權利人願意以合理的授權金，授權給任何想
要製造的廠商，那麼就不能主張維修權壓過著作權。但是，Bridge法官認為，第二
種方案也不可行，因為，原告要求法院判斷是否侵權以執行其著作權時，卻要法院
判斷原告和其被授權商是否在市場上提供充足的備用零件，這有所困難；而且，一
旦原告贏了，其也可以改變商業策略阻礙車主的維修權 15。

8

9
10
11
12
13
14
15

British Leyland Motor Corp. v. Armstrong Patents Co. [1982] F.S.R. 481 (Ch.), appeal dismissed,
[1984] F.S.R. 591 (C.A.).
[1986] 1 All E.R. at 858.
Id. at 853.
Id. at 861-62 (Lord Bridge of Harwich).
Id. at 861.
Id. at 861-62.
Id. at 862.
Id. at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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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案表面上討論的是著作權與維修權的衝突，若是用1977年專利法或1949
年註冊設計法來保護備用零件，兩者的關係也許稍有不同。因為專利和註冊設計法
比較傾向真的賦予某種獨占 16。不過，Bridge法官也提到，就算專利和註冊設計法
賦予獨占，仍然有某些強制授權的規定，或者可使用不會侵權的零件進行維修等。
相對於Bridge法官較為強調維修權這個概念，Templeman法官除了也提出維修
權的觀念外 17，但認為維修權並非來自默示授權，而是來自普通法上之財產讓與不
得扣減原則（principle of non derogation from grant）。不過，對於這個原則如何推
論出維修權，其並沒有太多說明 18。
上議院在該判決，建立了「備用零件例外」（spare parts exception）原則 19。該
原則讓消費者可以不需要向原始製造商購買維修零件，亦即，備用零件之智慧財產
權保護不及於替換零件市場，讓消費者免於被索取過高的價格 20。基於這項原則，
英國消費者擁有可負擔之替換零件之利益，大於製造商獨占次級市場之權利。不
過，此一備用零件例外原則，僅限於為了維修之目的的替換零件 21。
上議院在British Leyland v. Armstrong案中，處理了該個案中設計受著作權保護
而產生的備用零件問題。但是他們也承認，真正解決問題必須全面修改著作權法，
避免著作權保護功能性物品 22。在該案判決不久之後，英國政府公布白皮書，提出
全面修改設計受著作權保護之問題 23。

(二) 1988年著作權、設計與專利法
因為前述英國上議院判決，導致1988年，英國制訂其「1988年著作權、設計和
專利法」（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時，直接修法納入備用零件例外
條款。該法的第三部分（part III）乃規定設計權之保護。而在設計權部分的第一個條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Id. at 863.
Id. at 875 (Lord Templeman).
Sylvester, supra note 5, at 283.
[1986] 1 All E.R. at 884.
Samoylov & Corbett, supra note 3, at 70.
Id. at 70-71.
Sylvester, supra note 5, at 284.
Id. at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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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亦即第213條界定設計權時，在第213條(3)規定：「設計權不存在於──……(b)物
品的形狀或構型特徵──
(i)使該物品能夠與另一物品連接或放置在另一物品內、周圍或相對於另一物
品，以便任一物品可執行其功能，或
(ii)依附於另一件物品之外觀，設計者希望將該物品作為一個整體的一部分，
或……。 24」
在英國的條文中，並沒有明確提到是為了恢復原始外觀、維修之目的。只有規
定「依附於另一件物品之外觀、作為整體之一部分」。而且，英國的條文是直接不
給予這類零件設計保護，而非限於「該零件之設計保護不及於維修目的之用途」。

二、新加坡2000年註冊設計法
某些國家過去曾屬於大英國協，基於歷史因素，或者法學繼受因素，受英國影
響比較深。因此，不論受到英國1986年British Leyland案判決之影響，或者1988年著
作權、設計與專利法之影響，也會在設計保護中採取這類維修條款。最明顯的為新
加坡。
新加坡1963年才脫離英國獨立。在此之前，其智慧財產權法的保護，原則上就
是用英國的智慧財產權法。就設計保護方面，根據的是1938年第17號指令「英國設
計保護指令」（The United Kingdom Designs (Protection) Ordinance – Ordinance 17 of
1938） 25。要在新加坡受到設計保護，必須於英國申請設計註冊，註冊成功後，在
新加坡一樣受到保護，不需要再次註冊；且受到保護的權利內涵，與英國的權利內

24

25

UK,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section 213(3) (“Design right does not subsist
in – ... (b)features of shape or configuration of an article which –
(i) enable the article to be connected to, or placed in, around or against, another article so that
either article may perform its function, or
(ii) are dependent upon the appearance of another article of which the article is intended by the
designer to form an integral part, or ...”).
Anne Loo, Industrial Designs Protection in Singapore (slides), at 8, 2007, available at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mdocs/en/wipo_dm_sym_bue_07/wipo_dm_sym_bue_07_
www_78200.pdf?fbclid=IwAR2afO5v1RC4ssWWz0Nwi_9ucd51dexwxIG8qpQa2v26XHQcenBfc
gg3RvU (last visited Nov. 1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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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一樣 26。
一 直 到 2000 年 ， 新 加 坡 才 決 定 制 訂 自 己 的 註 冊 設 計 法 （ Registered Design
Act）。其取代了過去的英國設計保護法，創造了新加坡自己獨立的登記制度。但
是法案大部分的內容，都是仿照英國設計法的規定，除了少數條文有所不同 27。
在註冊設計法第2條定義中，對於所謂「受保護設計」，採取與英國1988年著
作權、設計與專利法（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第213條(3)非常接近
的規定。第2條規定：「『設計』是指應用於任何物品或非實物產品的形狀、 配
置、顏色、圖案或裝飾的特徵，賦予該物品或非實物產品外觀，但不包括──(b)物
品或非實體產品的形狀、構造或顏色特徵──
(i)僅由物品或非實物產品必須執行的功能決定；
(ii)依附於另一物品或非實物產品的外觀，而設計者希望該物品或非實物產品是
作為整體的一部分；或者
(iii)使物品或非實物產品能夠連接到或放置在另一物品或非實物產品上、周圍
或相對於另一物品或非實物產品上，以使任一物品或非實物產品可以發揮其功能；
或者；…… 28」。
新加坡註冊設計法第2條對設計之定義，與英國條文之定義，所用句子非常接
近，可知新加坡實大部分參考英國設計保護的條文。其一樣並非限制為「維修目
的、恢復原始物品外觀」，而直接在所保護的設計範圍中，就強調並不保護這類複
合產品中的零件部分。
26
27
28

Id. at 9.
Id. at 10-11.
Singapore, Registered Design Act, section 2 (“‘design’ means features of shape, configuration,
colours, pattern or ornament applied to any article or non‑physical product that give that article or
non‑physical product its appearance, but does not include – ... (b)features of shape, configuration or
colours of an article or a non‑physical product that –
(i) are dictated solely by the function that the article or non‑physical product has to perform;
(ii) are dependent upon the appearance of another article or non‑physical product of which the
article or non‑physical product is intended by the designer to form an integral part; or
(iii) enable the article or non‑physical product to be connected to, or placed in, around or against,
another article or non‑physical product, so that either article or non‑physical product may
perform its functio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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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大利亞2003年設計法
澳大利亞過去也屬於大英國協，在歷史發展上長期受到英國影響。澳大利亞在
1901年擁有立法權之後，制訂了1906年設計法（Designs Act 1906）。直到1963年，
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宣布，不再需要遵循英國上議院之判決意見；1983年決定，不再
需要遵守英國疏密院之意見 29。澳大利亞此時比較明確完全在法律上脫離英國的控
制 。 由 於 在 法 律 上 不 再 受 英 國 上 議 院 之 判 決 約 束 ， 故 前 述 英 國 1986 年 的 British
Leyland案，澳大利亞已經不需要參考。但一般而言，澳大利亞在討論法律時仍會參
考英國法與相關論述。
1995 年 ， 澳 大 利 亞 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 Australian Law Reform Commission,
ALRC）對設計法提出了「設計報告」，提出修改設計法的具體建議 30。當時該報告
分析，整合產品中之零件的設計保護，可能有反競爭效果。澳大利亞政府直到2002
年，參考ALRC之1995年報告和其他檢討報告，才提出2003年設計法（Designs Act
2003）草案 31。在立法理由說明中，明確提及其參考英國1988年著作權、設計與專
利法的維修條款，以及當時已經存在的歐盟1998年設計指令的討論過程與通過之規
定 32。該草案正式納入維修條款，並於2003年通過。
澳洲在其2003年設計法中，使用「維修權」（right to repair）這個用語，其於
2004年開始實施。該條文明確限制，維修例外乃限於為了維修復和產品之目的，恢
復該產品整體的原始外觀 33。
2003年設計法第72條(1)規定：「(1)……一個人不侵犯註冊外觀設計，如果：

29

30

31
32

33

Kimberlee Weatherall,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R. Dreyfuss, J. Pila,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K, 2017), Sydney Law School Research Paper No. 16/68,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821342, at 7.
Isabella Alexander, The Copyright/Design Interface in Australia, THE COPYRIGHT/DESIGN
INTERFACE, Estelle Derclaye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available at https://
opus.lib.uts.edu.au/handle/10453/123732, at 21.
Id. at 22.
The Parliament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Senate, Designs Bill 2003, Revised
Explanatory Memorandum, paras. 44-45.
Samoylov & Corbett, supra note 3, at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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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該人使用或授權他人使用某產品：(i)就外觀設計註冊而言；且(ii)包含與註冊
外觀設計相同或在整體印象上實質近似之外觀設計；且
(b)該產品是複合產品的組成部分；且
(c)使用或授權是為了修復複合產品，以恢復其整體或部分的整體外觀。 34」
第72條(5)則定義何謂維修：「複合產品有關的維修包括以下內容：(a)將複合產
品的老舊或損壞的組成部分恢復到良好或完好狀態；(b)用狀況良好或完好的組成部
分替換複合產品中老舊或損壞的組成部分；(c)在修復或更換複合產品的老舊或損壞
的組成部分時，必須更換附帶物品；(d)對複合產品進行維護。 35」
澳大利亞政府制訂第72條之目的，在於鼓勵創新，開放維修零件市場帶入更多
競爭，以有利於消費者 36。
2012 年 時 ， 澳 大 利 亞 政 府 曾 召 集 智 財 權 諮 詢 會 議 （ Advisory Council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CIP），檢討註冊設計制度。2014年時，ACIP提出一份選項報
告，徵求公開意見。選項報告中，提到是否要刪除第72條。當時汽車產業提出兩種

34

35

36

Australia, Designs Act 2003, section 72(1) (“(1)Despite subsection 71(1), a person does not
infringe a registered design if:
(a) the person uses, or authorises another person to use, a product:
(i) in relation to which the design is registered; and
(ii) which embodies a design that is identical to, or substantially similar in overall impression to,
the registered design; and
(b) the product is a component part of a complex product; and
(c) the use or authorisation is for the purpose of the repair of the complex product so as to restore its
overall appearance in whole or part.”).
Australia, Designs Act 2003, section 72(5) (“In this section:
repair, in relation to a complex product,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 restoring a decayed or damaged component part of the complex product to a good or sound
condition;
(b) replacing a decayed or damaged component part of the complex product with a component part
in good or sound condition;
(c) necessarily replacing incidental items when restoring or replacing a decayed or damaged
component part of the complex product;
(d) carrying out maintenance on the complex product.”).
Samoylov & Corbett, supra note 3, at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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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37。
第一種意見來自聯邦汽車工業商會（Federal Chamber of Automotive Industries,
FCAI），代表汽車製造商，認為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替換零件的平行輸入，且某些
未經授權地三方所輸入的零件的品質和安全性有問題 38。
第 二 種 意 見 來 自 澳 大 利 亞 汽 車 售 後 市 場 協 會 （ Australian Automotive
Aftermarket Association, AAAA），他們認為，第72條可以確保替換零件市場的競
爭，並確保消費者可取得具有成本效益之零件。智財權諮詢會議最後認為，AAAA
的意見符合聯邦消費者事務諮詢委員會（Commonwealth Consumer Affairs Advisory
Council）2012年報告的發現，亦即，澳大利亞提供範圍廣泛的汽車維修服務，對消
費者有重大的影響 39。最後智財權諮詢會議決定，沒有證據證明需要刪除第72條，
因此建議維持第72條的維修免責規定 40。

參、歐盟設計保護中的維修條款
在英國還沒有退出歐盟時，英國應屬歐盟中，大方承認維修權與制訂維修條款
的國家。除了英國，在2019年之前，部分歐盟國家（波蘭、奧地利、義大利、西班
牙、比利時、盧森堡、荷蘭、愛爾蘭、拉脫維亞、匈牙利等），也設有設計保護維
修條款。除了英國是直接針對組合物外觀的零件部分不給予設計保護，少數國家
（希臘）雖然對組合物外觀給予設計保護，但保護只給予5年，其他國家則是採取
維修用途的免責條款 41。
因為歐盟若干國家接受了維修條款，故在歐盟的論壇中，不斷討論，希望其他
會員國也應慢慢接受導入維修條款。由於歐盟是推動維修條款最重要的場域，以下
37
38
39
40

41

Id. at 74.
Id. at 74.
Id. at 74-75.
Advisory Council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ustralia), Review of the Designs System: Final Report
40-41, 62 (March 2015).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mending Directive 98/71/EC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esigns {SEC (2004) 1097},
Brussels, 14.9.2004, COM(2004) 582 final, at 4.

專利師︱第四十八期︱2022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88

將依序介紹歐盟設計保護指令、共同體保護規章，以及歐洲法院2017年之Acacia v.
Audi案判決。

一、歐盟1998年設計保護指令
歐盟在1998年通過設計保護指令（Directive 98/71/EC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esigns），乃是要求歐盟各會員國的國內設計法規，所必須遵守的規定。在制訂指
令的過程中，歐盟執委會曾經提出過不同版本的維修條款 42。第一個版本在1993年
提出，當時希望直接引入維修條款，規定與外觀必須匹配（must match）的維修零
件，設計的保護只及於進入市場銷售後3年。但這個版本未能達成協議 43。歐盟執委
會在1996年提了第二個版本，直接取消3年保護，而規定只要符合某些要件，包括
揭露產品來源，告知權利人有關備件的預期用途，提供合理的補償，以及定期提供
使用數量的可靠訊息等，就適用豁免規定。但歐盟執委會和歐洲議會對此版本仍然
無法達成協議 44。最後，因為擔心維修條款問題，導致設計指令遲遲無法通過，故
採用了折衷解決方案，也就是現在指定的第14條 45。
設計保護指令第14條規定：「等到歐盟執委會根據本指令第18條規定提出本指
令的修正提案，且被通過前，各會員國應該維持現有設計法規中，關於為了維修複
合產品使其回復原來產品外觀而使用零組件的設計的規定，如果要修法，也只能朝
基於開放該零組件市場的目的而修法。 46」
而該指令第18條乃規定：「在本指令第19條明訂的實施日期後經過三年，歐盟

42

43
44
45
46

DANA BELDIMAN & CONSTANTIN BLANKE-ROESER,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DESIGN
PROTECTION OF VISIBLE SPARE PARTS 41-42 (Springer, 2017).
Id. at 41.
Id. at 41-42.
Id. at 42.
EU Directive 98/71/EC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esigns, Article 14 (“Transitional provision. Until
such time as amendments to this Directive are adopted on a proposal from the Commiss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8, Member States shall maintain in force their existing
legal provisions relating to the use of the design of a component part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the
repair of a complex product so as to restore its original appearance and shall introduce changes to
those provisions only if the purpose is to liberalise the market for such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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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委會應該提出該指令條文的影響分析報告，包括對共同體產業的影響，特別是受
影響最嚴重的產業（尤其是複合產品和零組件的製造商），對消費者的影響、對競
爭的影響，以及對歐盟內部市場運作的影響。在提出影響分析報告後最慢一年，執
委會必須向歐洲議會和理事會提出該指令的修正草案，針對為了完成內部市場關於
複合產品零組件的問題，以及在諮詢受影響最大的關係人後認為有必要提出的其他
修正草案。 47」
至於該歐盟設計指令的實施日期，根據第19條的規定，為2001年10月28日。因
此，根據指令第18條的要求，於2003年11月，歐盟執委會提出其分析報告，並在
2004年9月14日，歐盟執委會正式提出歐盟設計指令的修法建議 48，希望將原來的第
14條，修改為引入複合產品之零組件維修免責條款 49。但部分歐洲國家有生產汽車
者，例如德國、法國、瑞典等國的反對，該草案經過了10年的爭辯，仍然無法通
過，最後歐盟執委會於2014年5月，撤回該修法提案 50。
雖然歐盟設計指令的維修條款無法通過，但在此過程中，仍有部分歐盟國家已
經修改其法律，正式引入維修條款。義大利於2001年修改其工業產權法第241條，
正式引入維修條款，該規定之效力直到設計指令進行修正為止 51。

47

48

49
50

51

EU Directive 98/71/EC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esigns, Article 18 (“Three year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date specified in Article 19, the Commission shall submit an analysi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Directive for Community industry, in particular the
industrial sectors which are most affected, particularly manufacturers of complex products and
component parts, for consumers, for competition and for the functioning of the internal market. At
the latest one year later the Commission shall propose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any changes to this Directive needed to complete the internal market in respect of component parts
of complex products and any other changes which it considers necessary in light of its consultations
with the parties most affected.”).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mending Directive 98/71/EC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esigns {SEC (2004) 1097},
Brussels, 14.9.2004, COM (2004) 582 final.
Id. at 12.
ECAR, The Repairs Clause, available at http://www.ecar-alliance.eu/the-repairs-clause/ (last
visited Dec. 20, 2021).
BELDIMAN & BLANKE-ROESER, supra note 42, at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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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2002年共同體設計規章
2002年 通 過 的 歐 盟 共 同 體 設 計 規 章 （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6/2002 on
Community designs）中，由於不涉及各會員國的設計保護，而是針對歐盟的「共同
體設計保護」，故對於納入維修條款 52，並沒有受到太大阻礙。
歐盟設計規章第110條(1)規定：「……歐盟設計專利保護不及於，一複合產品
的零件之設計，為了維修該複合產品、回復其原來外觀之目的（for the purpose of
the repair of that complex product so as to restore its original appearance），而為第19
條規定之各種利用行為（製造、銷售、提供銷售、進出口等） 53。」
在當初的立法說明中曾經指出，之所以不保護複合產品的零件設計，是怕造成
市場競爭的限制。尤其針對汽車這種可使用很久的昂貴產品，倘若保護其零件設
計，將導致使用者在汽車可用年限內，所有的零件維修必須使用原廠零件而被俘
虜。因此，維修條款的目的就是要讓購買使用年限長、昂貴產品的消費者，不一定
要向原廠購買外觀零件，不被原廠俘虜 54。

三、歐洲法院2017年Acacia v. Audi案
歐盟有許多案件，都在爭執到底這個維修條款的適用範圍有多大。其中一個爭
議許久、引發多達40件以上訴訟的案件，涉及的是汽車合金輪圈之設計，是否適用
歐盟設計規章第110條的維修免責條款？
車用輪胎的合金輪框，可以做不同的設計，雖然在外型大小上必須符合整台車
的外框，但是輪框仍然可以做部分變化設計。此時，此種經變化設計的輪框，算不
52

53

54

關於歐盟共同體設計規章之維修免責條款，最早的中文文獻，可參考徐銘夆，歐盟共同體設
計維修免責條款之實踐與探討──以英國BMW v. R&M案為中心，智慧財產權月刊，2015年
8月，200期，45-66頁。
EU Regulation No 6/2002, Article 110(1) (“1. Until such time as amendments to this Regulation
enter into force on a proposal from the Commission on this subject, protection as a Community
design shall not exist for a design which constitutes a component part of a complex product used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19(1) for the purpose of the repair of that complex product so as to
restore its original appearance.”).
Case C-397/16-Acacia Srl v. Audi AG and Case C‑435/16-Acacia Srl v. Porsche AG, at para. 50
(ECLI:EU:C:2017: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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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為了維修目的、依附於另一件物品之外觀」之要件？
在英國2012年的Bayerische Motoren Werke AG v Round & Metal Ltd案 55中，英
格蘭和威爾斯高等法院判決認為，車窗、保險桿和鈑件，屬於依附於車子原始的整
體外觀的零件，而與原車設計不同的車輪框，則不屬於維修用的零件，雖然其符合
原車的大小，但是乃是為了升級或改變車子的外觀，而非為了恢復原始外觀。但這
只是英國法院判決，並非歐洲法院判決。
同樣的問題，因為奧迪（Audi）在義大利的訴訟，以及保時捷（Porsche）在德
國 的 訴 訟 ， 涉 及 維 修 免 責 條 款 的 適 用 範 圍 的 解 釋 ， 而 聲 請 歐 洲 法 院 （ Court of
Justice）解釋。2017年12月底歐洲法院作出的Acacia v. Audi案判決 56，認為汽車合
金輪圈適用於維修免責條款，但同時課予副廠製造商在銷售時要注意下游使用者是
否確實將產品作為維修使用。

(一) 案件事實
1. Audi告Acacia案（Case C‑397/16）
原告車廠Audi擁有一些汽車合金輪圈的歐盟設計保護（Community designs）57。
被告義大利的廠商Acacia，使用「WSP」這個品牌，製造並在其網站上銷售汽車合
金輪圈，而所銷售的輪圈中，有部分與Audi的輪圈設計一模一樣。Acacia所銷售的
輪圈上有標示「非原廠」（NOT OEM），也就是說明非原廠製造。Acacia的銷售相
關文件、發票、網站都指出，是專門為了維修目的提供零件而銷售該輪圈 58。
Audi在義大利米蘭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法院確認Acacia製造和銷售這些輪
圈 ， 是 否 侵 害 了 Audi的 歐 盟 設 計 ， 而 地 方 法 院 判 決 支 持 Audi的 主 張 59 。 Acacia不
55

56

57
58
59

Bayerische Motoren Werke Aktiengesellschaft (BMW) v Round And Metal Ltd & Anor [2012]
EWHC 2099 (Pat) (27 July 2012).
Case C-397/16-Acacia Srl v. Audi AG and Case C‑435/16-Acacia Srl v. Porsche AG [2017]
ECLI:EU:C:2017:992. 對於該案之詳細討論，亦可參見徐銘夆，歐盟維修免責條款再進化
──以歐盟法院最新判決與政策動向為中心，智慧財產權月刊，2018年11月，239期，35-61
頁。
Id. para. 11.
Id. para. 12.
Id. para.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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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向米蘭上訴法院提起上訴。上訴法院發現，對於歐盟設計規章（Regulation No
6/2002 on Community designs）中第110條的維修條款（repair clause）的解釋有爭
議，因此向歐州法院（Court of Justice）聲請解釋 60。

2. Porsche告Acacia案（Case C‑435/16）
另一大車廠Porsche一樣也擁有汽車合金輪圈的歐盟設計保護。而廠商Acacia製
造了相同形狀的汽車輪圈，並在德國的網站上銷售，且銷售對象為一般終端消費
者 ， 德 國 人 也 可 購 買 。 其 中 ， Acacia 為 了 Prosche 車 款 所 製 造 的 輪 圈 只 能 使 用 於
Prosche的車款，但Porsche則指出，Acacia的輪圈，部分在顏色和尺寸上與Prosche的
原廠產品不同 61。
Porsche在德國的斯圖加特地區法院起訴，要求法院宣告，Acacia製造和銷售系
爭輪圈，侵害了Porsche的歐盟設計專利。地區法院判決Porsche勝訴 62，Acacia上訴
後也敗訴，最後上訴到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本案法律爭點，取
決於歐盟設計規章第110條(1)維修條款的解釋，因而也聲請歐州法院解釋 63。

(二) 爭議問題
1. 是否限於「依附於複合產品」、「整體固定形狀」的零件？
雙方對於歐盟設計規章第110條(1)維修條款爭議的第一個問題在於，維修條款
所不保護的設計是否限於，為了回復複合產品原來外觀所製造銷售的零件，其零件
設計是否必須「依附於」（dependent upon）該複合產品的外觀？亦即必須複合產品
各零件的形狀是固定的（parts whose shape is fixed），而不涵蓋可由消費者自由挑
選更換的零件 64。
Audi、Porsche和德國政府等主張，歐盟設計規章第110條(1)的維修條款，適用
範圍應只限於零件設計依附於複合產品外觀，亦即整體形狀是固定的，而汽車合金
60
61
62
63
64

Id. paras. 114-15.
Id. paras. 16-17.
Id. para. 18.
Id. paras. 19-20.
Id. paras.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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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圈因為是可替換的零件而非形狀固定的部分，故不適用於該維修條款。而
Acacia、義大利政府、荷蘭政府、歐盟執委會則認為，維修條款的適用範圍，並不
限於形狀固定的複合產品，故汽車合金輪圈也可適用於該條款 65。
會有這個解釋上的爭議，來自於歐盟設計規章第110條(1)的條文文字，與歐盟
設計規章前言第13段的說明，兩者不同。
歐盟設計規章第110條(1)規定：「……歐盟設計專利保護不及於，一複合產品
的零件之設計，為了維修該複合產品、回復其原來外觀之目的（for the purpose of
the repair of that complex product so as to restore its original appearance），而為第19
條規定之各種利用行為（製造、銷售、提供銷售、進出口等）。」
歐盟設計規則前言第13段則為：「……在此情形下，目前不適合對下述零件賦
予歐盟設計保護，倘一產品設計乃構成一複合產品的零組件，且該設計依附於該複
合產品外觀（a complex product upon whose appearance the design is dependent），且
乃出於修復該複合產品、回復原來外觀之目的而利用……。 66」
比較兩者可知，第110條(1)的條件，只有一項，就是「為了維修該複合產品、
回復其原來外觀之目的」，而前言第13段，則有二項條件，除了「為了維修該複合
產品、回復其原來外觀之目的」以外，還要求「該設計依附於（dependent upon）該
複合產品外觀」 67。
歐洲法院認為，從立法的過程來看，可以支持第110條(1)本身的文字，亦即維
修條款只存在一個條件 68。
最早的歐盟設計規章草案，有1994年版及2001年版，當初的草案確實有「該設
計依附於複合產品外觀」這句話。但在理事會常駐代表委員會（Coreper）審查過程

65
66

67
68

Id. para. 30.
Recital 13 of Regulation No 6/2002 (“…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t is appropriate not to confer
any protection as a Community design for a design which is applied to or incorporated in a product
which constitutes a component part of a complex product upon whose appearance the design is
dependent and which is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the repair of a complex product so as to restore its
original appearance, until the Council has decided its policy on this issue on the basis of a
Commission proposal.”).
Case C-397/16-Acacia Srl v. Audi AG and Case C‑435/16-Acacia Srl v. Porsche AG, paras. 33-34.
Id. para.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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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議維修條款文字與現在1998年的設計保護指令（Directive 98/71/EC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esigns）的文字盡量一致，且建議維修條款適用的零件設計，只
保留一個條件，就是其是「為了維修一複合產品以修復其原來外觀」就好 69 。因
此，後來2002年理事會通過的歐盟設計專利規章的正式版本，第110條(1)的文字刪
除了「依附於複合產品外觀」這個要件。雖然當時沒有刪除前言第13段這句話，但
法院認為，在解釋歐盟規章時上，雖然前言可供參考，但是立法過程與立法目的的
價值更甚於前言，且也不該否定法條文字本身 70。

2. 維修條款的零件，必須與原來外觀相同
第二個問題則是，Acacia能主張維修條款的零件，是否一定要跟原廠的零件外
觀一模一樣？還是可以及於一些其他的變化設計？也就是說，如果原廠自己對輪圈
有其他的設計專利，但並非是原車上用的零件，則其他廠商是否可以製造銷售這些
非用於原車上其他設計零件？
歐洲法院指出，維修條款的適用有幾個要件。第一、必須該產品上有歐盟設
計；第二、該設計必須存在於複合產品上的零件；第三、乃為了維修該複合產品回
復原來外觀之目的而利用 71。
就第一個部分必須釐清，歐盟設計保護的零件設計，必須該零件裝到複合產品
後，在正常使用該產品時仍然可以看到（remains visible during normal use of that
product）；且該設計符合設計要件，亦即新穎性及獨特性 72 。在本案中，Audi和
Porsche確實有將汽車輪圈申請設計保護 73。
第二個部分，何謂複合產品？歐洲法院指出，複合產品就是可將工業或手工的
零件結合唯一複合產品，且該複合產品乃由多個零組件組合，零組件可以被取代，
可以拆開並重新組裝 74。但最重要的是，這些可以拆裝的零件，倘若複合產品缺少

69
70
71
72
73
74

Id. paras. 36-37.
Id. para. 40.
Id. para. 59.
Id. para. 61.
Id. para. 62.
Id. para.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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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零件，將無法正常使用 75。在本案中，汽車輪圈確實是複合產品的一個零件，
且欠缺這個零件，汽車就無法正常使用 76。
第三個部分，所謂為了維修該複合產品回復原來外觀的使用，包括歐盟設計規
章第19條(1)的各項利用行為，包括製造、提供銷售、銷售、進出口、使用以及庫存
等 77。既然其目的是為了「維修」，就表示欠缺該零件或零件故障，會導致該複合
產品無法正常使用 78。
不過，如果更換零件的目的，是為了美觀、方便、或客製化的目的，而非為了
維修，不是出於「維修」目的，就無法適用此維修條款 79。
第 四 個 部 分 ， 維 修 條 款 要 求 是 為 了 「 回 復 原 來 外 觀 」 （ so as to restore its
original appearance） 80。而所謂產品的外觀，包括其特徵、線條、輪廓、顏色、形
狀、紋理、材料及裝飾等 81。第110條維修條款適用的零件，必須對複合產品的外觀
有所貢獻；且如上所說，必須零件組裝到複合產品後仍然可以看到，所以必然對複
合產品的外觀有所貢獻 82。最重要的是，維修條款要求是回復到「原來」的外觀，
所以要適用維修條款，該零件必須是為了回復原複合產品銷售時的外觀 83。因此，
維修條款適用的範圍，只限於複合產品的零件跟原來的零件外觀上看起來一模一樣
（visually identical to original parts） 84。如果所利用的零件，不是為了回復原來銷售
時的複合產品外觀，就無法適用維修免責條款。例如，如果零件與原廠零件的顏
色、尺寸不同，或者會導致複合產品的外觀改變，就不能適用維修免責條款 85。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Id. para. 65.
Id. para. 66.
Id. para. 68.
Id. para. 69.
Id. para. 70.
Id. para. 71.
Id. para. 72.
Id. para. 73.
Id. para. 74.
Id. para. 75.
Id. para.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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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副廠生產的零件是否只能直接銷售給維修站？
第三個問題是，副廠生產的零件，為了確保作為維修利用之目的，是否只能直
接銷售給維修站，而不能銷售給消費者？
Audi認為，將副廠產品直接銷售給終端消費者，不能確保維修利用目的，故副
廠應該只能將其產品銷售給維修站。Porsche則主張，副廠的零件應該要能在客觀上
確保，產品被購買實是為了維修目的，而不會被拿去做其他目的使用。義大利政府
和執委會也認為，副廠零件應採取一般的管制措施，以確保這些零件被作為維修利
用。而Acacia則提出，「事前告知消費者此非原廠品，且書面告知該零件只能被作
為維修複合產品以回復其原來外觀」，這個措施就已經足夠 86。
歐洲法院認為，作為製造和銷售零件的廠商，實際上無法期待其有辦法確保，
所有其所製造銷售的零件，後來的利用都一定符合第110條(1)的維修利用。但是至
少製造和銷售零件的廠商，應該有某程度的注意義務，要注意下游使用者盡量遵守
維修利用的條件 87。
第一個方法，就是零件製造商和銷售者，應該用各種方法告知下游使用者，包
括在產品上、包裝上、目錄上、銷售文件上，張貼清楚、可見的告知，說明該零件
並非原廠零件，且告知該零件只能被使用於維修複合產品以回復原來外觀的目的88。
第二，零件製造商應透過適當的方法，尤其是契約，以確保下游使用者不會將
該零件用於非維修的用途 89。
第三，零件製造商和銷售商若已知、或合理可得而知在某些銷售管道，其後來
的使用不會符合第110條(1)的條件，則應避免繼續於這些管道銷售期零件 90。
因此，歐洲法院認為，副廠的零件製造商和銷售商，確實有某種注意義務，要
避免下游使用者的利用違反第110條(1)所允許的維修利用目的 91。

86
87
88
89
90
91

Id. para. 80.
Id. para. 85.
Id. para. 86.
Id. para. 87.
Id. para. 88.
Id. para.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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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汽車製造大國美、德、法的立法活動
汽車製造大國，如美國、德國、法國等，汽車工業是其重要產業，故車廠不希
望引入維修條款，以保護其汽車原廠的獲利。但是近年來在消費者維修權益的呼聲
下，這三個汽車大國也有相關的立法活動出現。以下將說明，美國目前為止，仍然
抵抗維修條款的引入。但是德國和法國等歐洲汽車製造大國，在歐盟與消費者的壓
力下，分別在2020年、2021年正式引入維修條款。雖然其維修條款仍有時間適用上
的緩衝，或適用範圍的限制，但可以看出，為了用車人維修權益、地球環境資源再
利用等目的，汽車製造大國也不得不接受維修條款。

一、美

國

(一) PARTS法案
汽車製造商對車輛的外型會申請非常多設計專利。在美國，從2009年到2014
年，美國專利商標局對五大汽車製造商，核發了超過1,700個設計專利。設計專利權
人可以利用美國的國際貿易委員會（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阻擋侵
害 設 計 專 利 的 汽 車 維 修 零 件 進 口 ， 並 自 己 訂 定 較 高 價 格 銷 售 原 廠 維 修 零 件 92 。
因而，汽車維修零件製造商和保險公司，就嘗試推動修法，降低汽車製造商的
設計專利保護期間。其中，在2015年時，有美國議員提出「促進汽車維修、貿易和
銷售法案」（Promoting Automotive Repair, Trade, and Sales Act, PARTS法案）。該
法案的重點在於，在原廠汽車在全球銷售首日起30個月後，其他汽車零件維修廠就
為了汽車外觀維修之目的，可以開始銷售汽車外觀維修零件 93。其採取的模式比較
近似於希臘模式。
這個法案因為美國第114屆國會結束，第115屆國會開始，2017年重新提案，送
入 美 國 參 議 院 與 眾 議 院 。 2017 年 4 月 4 日 ， 由 參 議 員 Orrin G. Hatch 和 Sheldon
Whitehouse共同以參議院法案第812號，提出於美國參議院 94。另外同一日，由眾議

92
93
94

Lothar Determann & Bruce Perens, Open Cars, 32 BERKELEY TECH. L.J. 915, 971 (2017).
Id. at 971.
Available at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senate-bill/812?q=%7B%22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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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Darrell E. Issa為首，並有其他五位眾議員支持，以眾議院法案第1879號，提出於
美國眾議院 95。

(二) 法案內容
1. 於第271條侵權規定中增訂組成物零件設計專利維修免責規定
PARTS法的第一個部分，是打算在美國專利法第271條的侵權規定中，新增一
個第(j)項，對汽車外觀設計專利的維修利用，賦予明文的豁免規定。以下說明這一
條文。
首先，其在第271條(j)草案的(1)部分，先做名詞定義。其將維修免責條款的適
用範圍，僅限於動力車輛的外觀設計專利：
「(j) (1)在這一項中──
(A)所謂「組成部分」（component part）──
(i)僅指動力車輛外觀的組成部分，例如車蓋、防護板、尾燈、車側後照鏡、車
身側面板；且
(ii)不包括可充氣約束系統（inflatable restraint system，意指安全氣囊），或其
他位於動力車輛內裝的組成部分；
(B)所謂「製造」，包含任何製造物品的測試；
(C)所謂「動力車輛」（motor vehicle），乃根據美國法典第49條第32101條(7)
之定義 96；
(D)所謂「提供銷售」（offer to sell），包含對潛在購買者行銷任何製造物品
（ article of manufacture ） ， 以 及 對 製 造 物 品 為 任 何 銷 售 前 的 散 布 （ pre-sale
distribution）。」

95
96

%22%3A%5B%22PARTS+Act%22%5D%7D&r=2 (last visited Nov. 13, 2021).
Id.
該定義為(7) “motor vehicle” means a vehicle driven or drawn by mechanical power and
manufactured primarily for use on public streets, roads, and highways, but does not include a
vehicle operated only on a rail line. 相當於民法第191條之2的「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
駛之動力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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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階段的維修免責設計
其次，其對於汽車零件維修免責條款的設計，區分為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
在原廠車在全球正式開始銷售日起，副廠就可以為了維修該汽車外觀之目的，先從
事「製造」和「提供銷售」等行為，而不會構成侵權，但此階段還不能進行銷售與
使用副廠零件。第二個階段，要等到原廠車在全球銷售首日起算30個月後，副廠就
可以開始進行真正的「銷售」與「使用」該副廠零件。
第271條(j)草案的(2)部分，條文如下：「(2)關於一動力車輛原始製造時組成部
分的設計專利──
(A)如果該製造物品是為了維修動力車輛，讓動力車輛回復到該車輛原始製造時
外觀，在美國境內製造或提供銷售、進口到美國任何外觀近似或相同於該具有設計
專利之組成部分之製造物品，不構成侵害該設計專利；
(B)任何動力車輛的此種組成部分在任何國家為了銷售而提供給公眾首日起算30
個月後，如果該物品是為了維修一動力車輛，讓動力車輛回復到原始製造時外觀，
則在美國境內使用或銷售任何外觀近似或相同於該具有設計專利之組成部分之製造
物品，不構成侵害該設計專利。」

3. 損害賠償規定的不適用範圍
其次，PARTS法案的第二個部分，是打算修改美國專利法第289條的設計專利
請求損害賠償的條文。原始的條文原本有二項，想要在第(a)項和第(b)項之間，插入
新的第(b)項。
美國專利法第289條原本規定：「在設計專利保護期間，任何人未經授權，(1)
基於銷售目的在製造物品上採用該設計專利或模仿該設計專利，或(2)銷售或為銷售
而展示任何採用該設計或模仿該設計之製造物品，應向專利權人賠償其全部利潤，
但不低於250美金，可在擁有管轄權的任何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求償。 97」
97

35 U.S.C.§289 (“Whoever during the term of a patent for a design, without license of the owner,
(1) applies the patented design, or any colorable imitation thereof, to any article of manufacture for
the purpose of sale, or (2) sells or exposes for sale any article of manufacture to which such design
or colorable imitation has been applied shall be liable to the owner to the extent of his total profit,
but not less than $250, recoverable in any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having jurisdic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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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打算插入的新的第(b)項，只是想要更清楚界定，原本第(a)項的求償範圍，因
為新增的第271條(j)汽車維修免責條款後，根據第271條(j)汽車維修免責條款而不侵
權的行為，也不適用於第289條(a)的設計專利損害賠償責任。
第289條(b)草案為：「(b)不適用範圍。──根據第271條(j)不構成侵權的行為，
不適用本條(a)項(1)和(2)款之規定。 98」
PARTS法案的第三個部分，是要明訂該法若通過的生效日期與適用專利。其在
法案最後一部分規定：「本法案之修正，於本法案制定之日起90天後生效，將適用
於生效日之前、當日、之後所有已核發、申請中之專利。」

4. 支持與反對者的不同立場
支持這個法案的陣營，大略以三大理由來支持這個法案：(1)可以降低消費者購
買維修零件的成本；(2)可以維持在維修零件市場的競爭；(3)歐盟設計規章、部分歐
盟國家與澳大利亞，都有維修免責條款，這個修法是為了跟隨這些國家的規定 99。
至於反對這個法案的陣營，則主張這個法案會使外觀設計的創新停滯，且美國
汽車製造廠的設計中心大多都位於美國，並設計可以吸引美國消費者的汽車外觀，
如果引入這個法案，將使這些車廠設計中心的員工失業 100。
截至2021年本文截稿為止，做為汽車製造與銷售大國，美國仍未通過車輛備用
零件設計免責相關法案。

二、德

國

(一) 2004年設計法與不提告承諾
德國的設計法最初為1876年的設計法（Geschmacksmustergesetz），後來德國聯邦
議會為了轉化1998年設計保護指令，而於2004年制訂新的設計法（GeschmMG）101。

98

99
100
101

parties.”).
This section shall not apply to an act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 or (2) of subsection (a) if that act
would not be considered an act of infringement under section 271(j).
Determann & Perens, supra note 92, at 971.
Id. at 971.
Dana Beldiman, Constantin Blanke-Roeser & Anna Tischner, Spare Parts and Design Prote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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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4年該法討論過程中，有一個過程值得一提。德國聯邦議會在討論如何轉
化歐盟設計指令時，討論到是否要引入維修免責條款。當時，包括賓士汽車母公司
戴姆勒公司等汽車廠商透過所屬汽車產業協會，曾於2003年5月28日和12月10日兩
度在德國聯邦議會聲明，承諾「不會妨礙零件市場的競爭，而且也不會應用保護法
與獨立的工廠及獨立的零件貿易商爭奪市場占有率」，並留下會議紀錄。
德國聯邦政府於2003年5月28日提出「改革新式樣設計註冊法的法律草案」，
在該法案的「解決方案」說明中，有這樣的文字記載：「汽車製造商明確承諾，他
們不會妨礙零件市場的競爭，而且也不會應用保護法與獨立的工廠及獨立的零件貿
易商爭奪市場占有率。這個承諾同時也是確保目前市場參與者不會彼此妨礙及干擾
的法律狀況的基礎。」
德國聯邦議會法律委員會於2003年12月10日提出建議及報告，在該建議及報告
的「解決方案」說明中，也指出：「這個草案將保留目前關於保護新式樣設計的相
關法律的決定是建立在汽車製造商的承諾的基礎上，亦即汽車製造商承諾他們不會
妨礙零件市場的競爭，而且也不會應用保護法與獨立的工廠及獨立的零件貿易商爭
奪市場占有率，以及確保目前市場參予者不會彼此妨礙及干擾。」
雖然德國的汽車大公司曾經公開做過此種不提告承諾，但在2014年5月歐盟撤
回「維修免責條款」指令之修正提案後，德國的汽車大廠，包括賓士汽車母公司戴
姆樂、Audi等公司，立即違背承諾，在歐洲各國開始對零件廠商提告。甚至，為了
直接在零件的製造地進行提告，以阻止維修用零組件的製造，直接來臺灣提告。
2014年，德國聯邦議會通過了新的設計法律保護法（Act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esigns (Designgesetz, DesignG)）。其中，第3條(1)(2)排除了功能上必須配合
（must fit） 102的零件之設計保護。其規定：「(1)下列事項不受設計保護：……2.產
品的外觀特徵必須以其精確的形式和精確的尺寸再現，以便允許內含該設計或應用
該設計的產品可以機械連接另一個產品，或放置在另一個產品之內部、周圍或相

102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a Common Problem. Recent Developments from the EU and US
Perspective, 69(7) GRUR INTERNATIONAL 673, 682 (2020).
葉 雪 美 ， 解 析 歐 盟 設 計 中 功 能 性 設 計 的 審 查 與 判 斷 ， 頁 1 ，北 美 專 利 知 識 庫 ， 網 址：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download/NAIPThesesCollectionOnline/NPC-KS-IPUS.
16102.pdf，最後瀏覽日：2021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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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以便任何一個產品都可以執行其功能 103」。但是，該法並沒有將外觀形狀上必
須匹配（must match）的零件排除保護 104。

(二) 2020年強化公平競爭法
德國聯邦司法部長於2018年9月提出「強化公平競爭法」草案，2019年5月聯邦
政府正式送 出此草案。 此後，經過 將近一年多 的政黨辯論 ，終於在2020年9月10
日，德國聯邦議會正式獲得多數投票通過 105。
2020年9月10日，德國聯邦議會通過聯邦政府所提的「強化公平競爭法」（law
to strengthen fair competition）。該法的主要內容，主要是為了避免廠商為了輕微的
違法行為就寄發警告信，遏止濫發警告信之行為。其次，該法也附帶基於車輛駕駛
人的維修需求，新增設計專利維修豁免條款。
在該法立法說明中，很清楚的指出，是根據1998年歐盟設計保護指令第14條之
要求，開放零組件市場自由化之目的，引入外觀維修零件的設計保護例外條款。

1. 新增德國設計法第40a條
強化公平競爭法第5條，主要乃在德國設計法的第40條之後，新增第40a條。條
文內容為：「第40a條 維修條款（Repair Clause）。(1)對於複合產品的元件，為了
用於維修該複合產品之目的，使其能夠恢復原始外觀，該元件產品不受設計保護。
但如該元件產品之主要目的，是在維修該複合產品以外之其他目的而進入市場，則
不適用前述規定。 106」
103

104
105

106

Germany, Act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esigns, section 3(1)(2) (“(1) The following shall be
excluded from design protection: ... 2. features of appearance of products which must necessarily be
reproduced in their exact form and their exact dimensions in order to permit the product in which
the design is incorporated or to which it is applied to be mechanically connected to or placed in,
around or against another product so that either product may perform its function”).
Beldiman et al., supra note 101, at 683.
通過法案可見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Stärkung des fairen Wettbewerbs (Drucksache 19/
12084), available at https://dip21.bundestag.de/dip21/btd/19/120/1912084.pdf (last visited Nov. 13,
2021).
Germany, Act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esigns, section 40a(1) (“No design protection subsists in
a design incorporated into or applied to a product that is a component part of a complex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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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說明中強調，該條第1項所適用的例外，僅限於零件的外觀乃依附於整體
產品設計的外觀而定。亦即，倘若屬於可以自由替換的配件，不一定要嵌入整體產
品，就不適用之，例如汽車輪框。也就是說，在此法中，汽車輪框仍然可申請設計
保護 107 。若比較前述2017年歐洲法院判決Acacia案對歐盟共同體設計規章第110條
(1)之解釋，該案認為，維修條款不限於「依附於整體產品設計的外觀」這個要件，
但德國新法仍有這個限制。但是，這個說明只出現在立法說明中，而沒有寫在法條
上 108。

2. 讓消費者有充分理解原廠與附廠之區別
第40a條第2項規定：「(2)第1項只適用於，經由標示或其他適當的形式，該消
費者已經適當地得知該產品之來源乃用於維修目的，故消費者已經知悉該產品屬於
用於維修目的之競爭性產品。 109」所謂適當的標示，可以在產品上標上該產品之商
標或公司名稱。此條文是為了讓消費者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購買的是副廠的備用零
件，而非原廠的零件。

3. 幾個支持該維修豁免條款的立法理由
在政府的修法提案書中，提到幾個支持維修豁免條款的修法理由。
(1)對於消費者來說，由於備用零件的特性，消費者必須購買同樣形狀的備用零
件，以取代壞掉的零件。而整個車的原始形狀不再改變後，維修次級市場的獲利會
慢慢減少。因此，不需要對備用零件給予獨立的保護，亦即不需要給予其創作誘因

107
108
109

and that is used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allowing the repair of the complex product in order to
restore its original appearance. The preceding provision does not apply if the aforementioned
component part is placed on the market for a primary purpose other than the repair of the complex
product.”) 英文翻譯參見Beldiman et al., supra note 101, at 684.
Id. at 684.
Id. at 685.
Germany, Act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esigns, section 40a(2) (“2. Paragraph 1 applies only if
consumers are duly informed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product used for the repair purposes, by use of
labels or other appropriate form, so that they can make an informed choice among competing
products for repair purposes.”). 英文翻譯參見Beldiman et al., supra note 101, at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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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鼓勵備用零件之創作。立法理由中說明，給予備用零件設計保護，將造成原始汽
車製造商的獨占。在備用零件之次級市場，要發展獨立競爭是很難的，因為第三方
要獲得市場機會，必須先支付金額給原始汽車製造商。
(2)引入該條文，並不會損害安全和品質。其提到，該法並不認為，引入該條
文，會導致備用零件的安全性會有損害。因為對於該全性的標準要求，也適用於這
些複合產品外觀的零件，例如汽車前後保桿，以及車頂棚等。這些標準同時適用於
原始汽車製造商的原廠備用零件，以及其他廠商的附廠備用零件。不論哪一家廠
商，只要不符和相關標準，都不能進入市場銷售。因此，維修豁免條款並不會對道
路安全性造成負面影響。

4.不影響生效條款之前就註冊的設計
汽車生產大國德國終於通過維修豁免條款，但是該條文的生效日，規定於設計
法第73條第2項：「第40a條之規定，不適用於2020年12月2日前以前註冊之設計之
權利。」
因而，雖然德國的消費者團體樂見這個法的通過，但這個法真正能夠讓德國消
費者買到便宜的副廠備用零件，可能只限於未來註冊設計保護的新車。而之前已經
註冊設計保護的新車，在德國仍享有25年的設計保護。

三、法

國

法國同樣也是汽車製造大國，過去一直反對引入維修零件豁免規定。令人跌破
眼鏡的是，法國考量到老舊車輛的使用安全、車輛使用者的維修權益，在2019年11
月所通過的移動導向法中，正式引入汽車備用零件維修豁免條款。但隨即卻被法國
憲法委員會認為該法部分條文因立法程序瑕疵而無效。不過，由於此一問題已經成
為法國議員的共識，故於2021年氣候變遷與適應法推動時，又加入此一備用零件條
文，於2021年7月通過，雖然部分議員再次聲請法國憲法委員會解釋，但此次卻被
認定該條文沒有問題，而終於順利通過維修條款。

(一) 2019年11月通過移動導向法
在全球能源侷限、氣候變遷下，為解決各種交通運輸問題，尤其針對不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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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貧富不均、不同地區的公共運輸發展程度，法國政府於2018年11月，提出一個龐
大的「移動導向法」（Law on Mobility Orientation, LOM）。
經過約一年的討論、辯論、修改，法國國會終於於2019年11月19日，正式通過
這部企圖心龐大的移動導向法。該法目的就是要解決法國不同地區、不同階層人民
的每天交通問題，並考量到環境能源的發展。其立法目的非常崇高，希望未來能夠
徹底改變法國人民的交通習慣，改成永續的方式。其也希望解決交通上的不平等問
題，並促進軟性的、永續的、共享的移動方式 110。
該法在第五編第一章「促進個人安全與交通安全」（TITLE V – CHAPTER I st –
Enhance Safety and Security）中，通過第110條，規定汽車備用零件市場的自由化
（Liberalization of the automotive spare parts market），納入汽車維修用零件的著作
權豁免與設計權豁免條款。
首先說明法國汽車零件的智財法律保護。在法國，汽車外觀，若符合訴諸外
觀、新穎性或創作性，可受設計權保護，保護期間為25年；若符合原創性要件，也
可受著作權法保護，保護期間為70年 111。

1.汽車維修備用零件不受著作權法保護
法國移動導向法第110條第1項，主要是針對維修備用零件，新增著作權法的例
外規定 112。
根據第110條第1項：「在智慧財產權法典第122-5條（著作權人不得禁止之事
項）的第11項後面，增加第12項：第12項：製造、使用、銷售零件，其目的乃是為
了回復屬於高速公路法第110-1條所定義的動力車輛或拖車的原始外觀。 113」，也

110

111

112
113

Adoption of the Law of Mobility Orientation by the French Parliament, Dec. 9,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via-id.com/en/adoption-de-la-loi-dorientation-des-mobilites-par-le-parlement/ (last
visited Nov. 13, 2021).
Designs: the liberalization of spare parts in France, coming soon?, available at https://www.bdlip.com/en/2019-09-designs-the-liberalization-of-spare-parts-in-france-coming-soon/ (last visited
Nov. 13, 2021).
Id.
完整條文為法文，請見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15/ta/tap0349.pdf，最後瀏覽日：
2021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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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一旦可受著作權保護的備用零件公開，著作權人就不可禁止該備用零件的
製造、使用與銷售，而該項的生效日為2020年1月1日。

2.汽車設計權保護從25年縮短為10年
其次，針對設計權的保護，移動導向法第110條第2項，創設例外規定。
第2項：「智慧財產權法第二部分的第五本、第一編、第三章修正如下：……」
第2項第1款：「第513-1條，新增一項規定如下：『本條第一項所規定的25年保
護期間，針對第513-6條第四項所提到的項目，其保護縮短為10年。』」該規定從
2021年1日生效。
雖然維修豁免條款對於維修用零件的製造、銷售可豁免於設計保護，但並不代
表該外觀設計就沒有設計權。若是其他車廠也使用相同或近似設計，仍會侵害該設
計權。而這一項的修正，乃將汽車零件設計權的保護，縮短為10年。

3.汽車維修用備用零件分二種類型豁免於設計侵權
第2項第2款規定：「智慧財產權法第513-6條（設計權效力不及事項），新增第
四項，第四項規定如下：4.為了回復屬於高速公路法第110-1條所定義的動力車輛或
拖車的原始外觀，對下述項目有關之行為：
(a)涉及玻璃、燈光、鏡子有關之零件（glazing, optics and mirrors）；
(b) 或 製 造 原 始 零 件 之 設 備 製 造 商 所 製 造 之 零 件 （ made by the equipment
manufacturer who manufactured the original part）。」
而前述(a)部分的玻璃、燈光、鏡子有關的備用零件，從2020年1月1日起生效；
(b)部分所指的其他備用零件，從2021年1月1日生效。
法國汽車備用零件市場中，(a)部分所指的玻璃、燈光、鏡子等零件，佔了所有
備用零件市場的30% 114。至於所謂的由原始零件製造商所製造之零件，乃指並非原
車廠自行製造的新車零件，而是原車廠授權合作的設備製造商所製造的零件。根據
統計，原車廠在新車上製造的零件約占20%，其他新車上80%的零件是由設備製造
商製造 115。
114
115

Supra note 111.
網址：https://www.avatacar.com/blog/entretien-revision/les-pieces-techniques-dorigine/，最後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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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國憲法委員會認為立法程序有瑕疵
原來法國政府在2018年11月提案時，並沒有這麼多條文，是在參議院討論時，
加入部分新的條文。後來國民議會也在參議院修正的版本上繼續討論。但此法案通
過後，部分議員直接請求法國憲法委員會解釋其是否合憲。
法國憲法委員會於2019年12月20日作出解釋認為，根據法國憲法第45條第1項
的衍生解釋，國會在審查法案時，修改或新增的條文必須與原來一讀的草案有直接
或間接關連。但包括第110條在內的部分條文，與法案一讀時的其他條文並沒有直
接或間接關連，最後認為部分條文因立法程序瑕疵而違憲 116。
在法國憲法委員會做出解釋後，法國政府於2019年12月24日正式公布移動導向
法，但移動導向法中的部分條文，亦即一讀時還不存在的條文，則因被憲法委員會
宣告無效而自動刪除。
雖然因部分條文被宣告違憲，導致車輛備用零件條款不能如期於2020年1月正
式上路。但既然當初這些條文都得到法國參議院與國民議會的多數通過，應該有機
會再次重跑程序後通過。

(三) 2021年通過氣候變遷與適應法
1.法案推動與通過
法國政府之生態部，於2021年2月提出「對抗氣候變遷與加強適應其影響的法
律」（law on the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and strengthening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its effects），在這個名為對抗氣候變遷的法律中，在草案第二篇「生產和工作」之
第一章「綠色經濟」之第13條，加入備用零件相關規定。草案的備用零件規定，並
不是著作權和設計保護的免責規定，只是要求製造商必須保證提供備用零件至少多
少年等。
該法案於2021年2月提出後送入國民議會。5月4日，國民議會通過一讀，法案

116

覽日：2021年11月13日。
法國憲法委員會之意見，Décision n° 2019-794 DC du 20 décembre 2019，網址：https://www.
conseil-constitutionnel.fr/decision/2019/2019794DC.htm，第55-64段，最後瀏覽日：2021年12
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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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入參議院。參議院於6月29日修正後通過一讀。此一參議院通過一讀的版本，在
備用零件部分加入了豁免於著作權與設計侵權之規定 117。由於有條文修正，在經過
兩院聯席審查，最後於2021年7月20日，正式通過此一法案 118。需補充說明，雖然
維修條款也是在參議院一讀時才修正加入，但國民議會通過一讀的條文也有與備用
零件「間接相關」的條文，故不會再出現前次違反法國憲法第45條之問題。
但此一法律一通過，再次被部分國會議員連署，向憲法委員會申請解釋。申請
人主張，此法案中的諸多條文，違反了法國環境憲章（2004）第1條之「任何人均
有權活在一尊重健康之平衡環境中。」需說明者，法國環境憲章屬於法國憲法文件
的一部分。法國憲法委員會於2021年8月13日作出決定，申請人所主張的事由太過
空泛，無從因而認定違反環境憲章第1條而違憲。除了少部分條文，法國憲法委員
會主動認定，違反法國憲法第45條，其於法案大部分內容原則上均合憲 119，包括後
來的第32條，亦即車輛備用零件免責條款。法國政府於8月22日，正式公布此一法
案。

2.縮短保護期間與維修免責條款
在正式通過的「氣候變遷與適應法」，其第三篇「生產和工作」之第一章「綠
色經濟」之第32條，規定了備用零件相關規定。
首先，第2項第1款規定：「在智慧財產權法典第122-5條（著作權人不得禁止之
事項）的之後，增加第12項：第12項：製造、使用、銷售零件，其目的乃是為了回
復屬於高速公路法第110-1條所定義的動力車輛或拖車的原始外觀。」此規定與2019
年移動導向法原始條文一模一樣。都是因為，在法國，產品零件也可能受到著作權
保護，故在著作侵權之例外事由中，明確規定此一維修免責規定。
其次，第2項第2款規定：「第513-1條，增加下述段落：『本條第一項所規定的

117

118

119

法國參議院一讀後修正的條文內容，參見網址：https://www.senat.fr/leg/tas20-130.html，最後
瀏覽日：2021年11月13日。
該法案之立法程序，參見網址：https://www.senat.fr/dossier-legislatif/pjl20-551.html，最後
瀏覽日：2021年11月13日。
法國憲法委員會之意見，Décision n° 2021-825 DC du 13 août 2021，網址：https://www.
conseil-constitutionnel.fr/decision/2021/2021825DC.htm，最後瀏覽日：2021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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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保護期間，針對第513-6條第四項所提到的項目，且因第4項之註冊設計權利行
使例外的規定所不及之部分，其保護縮短為10年。』」
第2項第3款規定：「智慧財產權法第513-6條（設計權效力不及事項），修正如
下：
將原本的各款抬頭『a』、『b』、『c』，改為『1』、『2』、『3』；
新增第4項，內容如下：
『4.為了回復屬於高速公路法第110-1條所定義的動力車輛或拖車的原始外觀，
對下述項目有關之行為：
a)涉及玻璃有關之零件（relate to parts relating to glazing）；
b)或 製 造 原 始 零 件 之 設 備 製 造 商 所 製 造 之 零 件 （ are made by the equipment
manufacturer who manufactured the original part）。』 120」

3.生效日期與市場漸進開放
這些修正條文的生效日為2023年1月1日。前述對車輛備用零件設計專利保護期
間縮短為10年，並沒有回溯適用，只適用於2023年1月1日以後註冊的設計 121。對於
第2項第3款修改智慧財產權法第513-6條，也是從2023年1月1日起就適用。而適用的
範圍，乃包含「涉及玻璃有關之零件」以及「製造原始零件之設備製造商所製造之
零件」。此處適用的設計，就不限於2023年1月1日以後登記註冊的設計，而包含
2023年1月1日以前就已經存在的註冊設計。
這是採用漸進式的開放備用零件市場。首先，在2023年1月1日以後，所有「涉
及玻璃有關之零件」，不論是原始設備製造商（OE），或者獨立設備製造商，都可
以製造銷售。其次，針對其他所有可見的備用零件，原始設備製造商也可以製造銷
售，與原廠競爭。最後，在2023年1月1日止後註冊的設計，只要過了10年，所有製

120

121

完整條文乃參考法國法律資訊網站，網址：https://www.legifrance.gouv.fr/jorf/id/JORFTEXT
000043956924，最後瀏覽日：2021年11月13日。
Liberalization of automotive spare parts: introduction of a “repair clause”, GermainMaureau, Sep.
2, 2021, available at https://germainmaureau.com/en/2021/09/liberalization-of-automotive-spareparts-introduction-of-a-repair-clause/ (last visited Nov. 1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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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商都可以自由製造銷售 122。
不過，到底這些零件的範圍為何？並不清楚。原本2019年移動導向法條文是寫
「涉及玻璃、燈光、鏡子有關之零件」，此次只限於「涉及玻璃有關之零件」。所
謂涉及玻璃有關之零件，是否包括車燈？並不明確。其次，強調限制於「原始設備
製造商」，似乎是想要確保備用零件之品質。但是，因為僅限於原始設備製造商，
則這些設備製造商是否會願意破壞與原廠間的契約，製造銷售非原廠商標的零件，
目前無法預料 123。

伍、個人觀點
經過上述車輛外觀維修條款之起源、發展與比較法的分析後，以下參考前述各
國論述與經驗，提出筆者個人的看法。以下將從四個角度，討論是否應引入維修條
款。

一、智財保護所提供的誘因多或少
關 於 備 用 零 件 之 設 計 保 護 ， 文 獻 上 較 多 的 討 論 ， 集 中 在 主 要 市 場 （ primary
market）與次級市場（secondary market）之問題。支持維修條款者認為，設計權給
予汽車製造商的保護，應該在第一次購買全車的主要市場，而製造銷售商應該也是
從主要市場回收設計的利潤。但因為對備用零件也給予獨立設計保護，將導致原廠
也控制維修之次級市場。消費者在第一次購買車輛之後的長期使用中，只能向原廠
或其授權的廠商購買維修零件，原廠可以控制次級市場價格，從中獲利。故原廠可
能獲得之總利潤，已經超過於主要市場得到的利潤 124。
反對者則認為，智財保護提供的保護到底太多或太少，其實很難認定。對原廠

122

123
124

The French Competition Authority Welcomes the Partial Opening to Competition of the Sale of
Visible Spare Parts, Aug. 25,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concurrences.com/en/bulletin/newsissues/september-2021-en/the-french-competition-authority-welcomes-the-partial-opening-tocompetition-of (last visited Nov. 13, 2021).
Id.
相關討論，參見BELDIMAN & BLANKE-ROESER, supra note 42, at 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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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其可能在銷售新車時賺的不多，本來就要靠後續次級維修市場的利潤，分擔
原本的研發設計投入，並以主要市場與次級市場二者的共同利潤，作為後續研發設
計的資金。因此，原廠可能本來就將次級市場的利潤納入整個獲利的一環，而進行
營運。倘若導入維修條款，剝奪次級市場之獲利，將使原廠整體獲利下降，也影響
後續整體的研發設計之投入 125。
以上正反雙方說法，都各有道理，但是，既然智財保護採取屬地主義，仍應該
從本國產業的角度出發，作為政策選擇時之重要考量。

二、臺灣汽車零組件產業
筆者認為，臺灣作為汽車零組件製造銷售大國，在專利法中的設計專利，卻沒
有維修免責條款，對臺灣產業不利。
前已說明，智財保護給予廠商的誘因到底太多還是太少，應該要思考的是，智
財保護到底是保護了外國廠商？還是臺灣廠商？臺灣作為全世界汽車維修零組件的
製造大國，一年產值高達3,000億元新台幣，大約有100億美元。照理說，臺灣在思
考專利法的設計時，若能多考量臺灣自己的產業問題，理應該引進複合產品之設計專
利維修條款。但很可惜，臺灣過去多年的專利法的修正，主要的驅動者，都是美
國，或者國際條約或區域條約，而很少從臺灣自己產業的角度出發思考適合的條文。
如果不引入維修條款，主要保護了外國的汽車大廠，會壓縮臺灣汽車零件廠商
的獲利，甚至導致其無法生存。例如，我們可從引起各界關注的戴姆勒告帝寶工業
案（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專訴字第34號民事判決），可明顯看出此一外國廠商
與臺灣廠商的對抗 126。
對於此種思考，智慧財產局最近說明，臺灣汽車零組件產業雖然支持引入維修
條款，但是臺灣機車相關產業卻擔心大陸及東南亞副廠零件勢必傾銷而多表示反
對。如果是如此，站在國家產業政策上思考，我們可以只針對汽車、其他動力車輛
引入維修條款，而排除機車之備用零件維修條款。
此可參考法國通過之條文。法國為了避免引入維修條款對國內產業造成太大衝

125
126

相關討論，參見Id. at 35-37.
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專訴字第34號民事判決（2019/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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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採取漸進式的立法。其中，與歐盟和德國條文不同，並非針對所有複合產品，
其適用的範圍，僅限於「回復屬於高速公路法第110-1條所定義的動力車輛或拖車的
原始外觀」。雖然該法的動力車輛包括機車，但是，從法國立法模式可知，我們為
了避免對產業造成衝擊，對維修條款可以限制產業範圍。例如，立法上採用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和公路法第2條之用語，僅適用於汽車。

三、用車人維修權益
若從最早英國1986年British Leyland案，到澳大利亞2003年引入維修條款，強調
的都是消費者的維修權，而非原廠或副廠的利益問題。所謂的消費者維修權，必須
理解的是，車輛的使用壽命很長，倘若不允許維修零件豁免，則如同綁架了車子的
購買者，必須在車子有效使用期間，都必須繼續向原廠購買維修零件。
有人認為，消費者在選購新車時，也已經知道維修零件的價格，故消費者仍有
充分的選擇權 127。但實際上，所謂的車輛外觀維修用零件，往往並非消費者在購買
時就會注意到的零件。消費者在選購車輛時，只會關心常態性的維護保養，並不會
注意到車輛碰撞之後的外觀維修零件。所以，幾乎所有消費者都不太可能會預期，
自己之後會發生車輛碰撞，更不會去研究車輛碰撞後的維修零件價格。因此，消費
者在選購新車時，根本不可能預期或將後續碰撞後的維修零件價格納入考量。
而且，賦予原廠就外觀維修零件的設計權保護，可以讓原廠任意控制維修零件
價格，且因為消費者在購買全車之後已經被鎖定（lock-in），沒有談判空間，只能
接受原廠的定價。倘若原廠任意抬高價格，消費者也只能接受。這也就是英國在
1986年British Leyland案中，提到，從消費者的維修權角度來看，就應該給予維修用
零件的例外。
值得一提的是，不只是為了臺灣的用車人維修權益，也要考慮到全球各國用車
人的維修權益。由於臺灣是汽車零組件製造大國，產品銷往全世界，對全球的用車
人的維修權益都有影響。例如前述的戴姆勒告帝寶工業案，原告請求法院禁止被告
帝寶工業於臺灣生產製造及銷售系爭車燈。但被告所生產的車燈，銷售區域遍及全
球，除了傷害臺灣產業之外，更會讓全球的汽車車燈維修零件價格全面上升，嚴重

127

詳細的正反面討論，可參考王立達，註2文，7-10頁。

專利師︱第四十八期︱2022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設計專利維修條款之起源、發展與比較

113

影響其他國家的消費者利益（原廠零件銷售價格約為副廠零件的5至8倍）。
亦即，由於臺灣本來就是全球汽車零組件供應大國，若不引入維修條款，且允
許外國車廠到臺灣提告，其所傷害的，不只是臺灣的消費者，還有其他國家（包括
不保護原告設計專利、及14個納入設計專利維修免責條款的國家）購買維修車燈零
件的消費者利益。
或有認為，臺灣之專利法的設計，何必在乎外國市場之汽車零件供應？但參考
專利法中的藥物專利強制授權，也允許為了國外市場的藥物供應不足與藥價太高問
題，由臺灣藥廠申請強制授權，救助外國市場。因而，在臺灣專利法的豁免規定
中，亦可將外國汽車零件市場的供應納入考量。

四、綠色經濟、環保考量
法國作為汽車製造大國，卻通過備用零件維修條款，算是一個里程碑。更重要
的是，法國國會通過此條文，乃是從人民維修權、地球資源盡量再利用的角度出
發，而納入此條文。
法國該法的名稱為「對抗氣候變遷及加強適應其效應的法律」，整部法律都與
環保有關。最早的草案出現備用零件，一開始並非針對車輛備用零件，而針對各式
各樣的機械產品，都要求製造商在停產之後的5年，仍然必須提供維修備用零 件
（主要規定在該法第30條）。第30條的目的，一方面是尊重使用者的維修權；更重
要的是，一旦原廠在停產後不再提供維修備用零件，將導致產品一損壞，消費者因
無法取得合法備用零件，只能選擇購買新的產品。而人人都一直購買新產品，就很
不環保。基於資源循環使用、環保的理念，舊的產品如果維修後能繼續使用，就應
該繼續使用。所以才有第30條的規定。
法國參議院在一讀時，在原本的備用零件繼續提供的條文之後，加入了車輛外
觀維修零件免責條款，當然也是依循前述理念，讓舊產品能繼續被使用，才較為環
保。倘若沒有外觀維修零件免責條款，車子碰撞後，縱使原廠仍提供原廠維修零
件，但高於副廠零件價格5倍以上；另外有統計，若一台車全部用維修零件重新組
裝，將比購買新車總價的12倍 128。導致某些車主可能會在車輛碰撞，經修車廠估價

128

同前註，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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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認為總維修費用過高，乾脆買台新車。但這樣的結果，對地球並不環保。
或有人認為，舊車繼續使用，排放的污染物更多，更不環保。這個說法似是而
非。吾人可以大略地說，目前在道路上行走的車輛，2005年後生產之車輛符合歐盟
四期環保法規。如果消費者因為外觀維修零件價格過高而寧可購買新車，製造一台
新車的碳排放，比起繼續使用稍舊的車輛，其實更高也更不環保。若認為繼續使用
2005年以前生產之舊車會更不環保，吾人也可以2005年作為劃分，基於環保考量，
維修條款僅適用符合歐盟四期以後環保法規的車輛。

陸、結

論

本文說明維修條款之起源，介紹英國上議院1986年British Leyland案判決，首次
提出維修權概念，認為設計之保護不該減損用車人之維修權，進而促成後續英國修
法。而英國的修法也影響了過去大英國協的若干國家立法。這也可解釋，為何新加
坡和澳大利亞是歐洲以外國家，卻採取類似規定。
另外，車輛外觀維修條款之討論，必然涉及各國汽車產業的發展，而作為汽車
製造大國，如美國、德國、法國等，過去一向堅持反對。目前除了美國目前仍抵抗
此立法之外，德國於2020年、法國於2021年，都正式修法採納了維修條款，成為重
要的里程碑。
最後，筆者個人認為，若站在臺灣汽車零組件產業的思考，應該引入維修條
款，若擔心影響機車產業，則在條文設計上，可以限縮其適用範圍，排除機車產
品。其次，筆者想要說明，其實維修條款真正的立基點，並非只著眼於臺灣產業，
而是重視用車人的維修權。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對抗氣候變遷的現在，機械產品應
盡量維修後繼續使用，故法國願意引入維修條款，是為了綠色經濟與環保。上述三
理由，應可共同支持臺灣引入車輛外觀之維修條款。

專利師︱第四十八期︱2022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專題研究

專利申請補正之
性質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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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之提出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6條：「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
者，應優先適用之。其他法規修正後，仍應優先適用。」行政程序法第3條第1項：
「行政機關為行政行為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本法規定為之。」行政程序法
第34條：「行政程序之開始，由行政機關依職權定之。但依本法或其他法規之規定
有開始行政程序之義務，或當事人已依法規之規定提出申請者，不在此限。」及行
政程序法第35條前段：「當事人依法向行政機關提出申請者，除法規另有規定外，
得以書面或言詞為之。」鑑於上述規定，專利法與行政程序法之關係十分緊密，即
發生行政程序法於專利行政程序關係如何適用之問題。
依專利法第25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規定如下：「申請發明專利，由專利申請權
人備具申請書、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摘要及必要之圖式，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
之。」、「申請發明專利，以申請書、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必要之圖式齊備之
日為申請日。」故專利申請權人程序上應「主動申請」此為行政程序法第34條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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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規定的「當事人已依法規之規定提出申請者」、方式上應「具備5種書面」此為
行政程序法第35條前段所規定的「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並且「文件齊備」向專利機
關提出申請，始為成立專利案之申請日。
若專利申請法定文件有未齊備而產生全部或部分缺漏之情事，專利專責機關將
以實際補齊文件之日為申請日。若如此情事之發生，申請日勢必延後，申請人因此
可能遭致其他失權效果之不利益。此外，以實際補齊文件之日作為申請日，該基準
日之認定也攸關是否符合專利要件或先申請原則等，重大影響專利申請人之權益。
同樣地，以外文本提出申請者亦有此問題。據此，所衍生出來的議題有：專利專責
機關所要求的補齊文件、專利法所規定的「齊備文件」之性質、是否有適用行政程
序法第114條「補正」之規定等問題，其釐清就顯得十分重要。
本文以「專利補正」為核心，探討蒐集專利法與行政程序法中有關「補正」的
學說、實務判決、相關函釋等見解，分析與回應專利補正之相關問題。

貳、補正作為專利申請時之成立要件
一、概

念

專利法在程序上作為行政程序法之特別法，因為對於規範標的之「同一事項」
皆有規定，且規範較行政程序法具體，所以自應優先適用專利法的程序規定。在專
利申請行政程序上，依專利法第25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規定程序上應主動「向專利
專責機關申請」以及方式上應「具備5種書面」並且「文件齊備」時，始為成立專
利案之申請日。就此而言，上述主動申請、要式以及齊備之要求係為行政程序法之
特別規定，符合行政程序法第34條但書規定：「當事人已依法規之規定提出申請
者」之主動申請以及行政程序法第35條前段：「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之書面要式
性。
若申請人申請專利時，法定文件不齊備，專利專責機關則將要求申請人「補
正」之。如此之補正，專利法及行政程序法之條文規定分別見於專利法第17條第1
項與行政程序法第114條。
至於專利法所規範之「補正」僅是對專利申請案文件有缺漏之「要式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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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行政程序法第114條所規範的「補正」之對象、治癒效果有所不同，蓋該條所補
正的對象為已經作成行政處分中所具有之「瑕疵」。而該行政處分的違法瑕疵存在
於程序之中，對於已作成且生效之行政處分可以因嗣後補正而得到瑕疵治癒，評價
上係對行政處分的程序上欠缺合法要件之嗣後治癒。反之，申請人所提出的專利申
請，在尚未受到專利准駁處分之前，依據專利法第17條之「補正」充其量只是在程
序上之「補齊」文件而已。

二、範

圍

在收受專利申請程序中，僅能審查專利法第25條第1項之相關法定文件，以及
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6條至第23條之發明專利申請書、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摘要
及必要之圖式文件；專利法施行細則第45條之新型專利準用發明專利文件，以及專
利法施行細則第49條至第54條之設計專利申請書、說明書及圖式文件。本文認為專
利申請時，專利專責機關對於其法定文件之審查，僅能作文件「有」或「無」齊備
的判斷。若齊備申請法定文件，即應成立專利申請日，以避免逾越收受專利申請
時，僅應審查法定文件齊備之界限。若專利申請文件有缺漏以及與專利法所要求的
文件不齊備時，專利申請人仍有補齊文件之機會。

三、文件齊備
專利專責機關於收受專利申請後，若有法定文件不齊備之情形，將指定期間命
專利申請人補齊文件，專利申請人會準備相關資料使缺漏之文件齊備，此乃專利
「補正」，亦為「補件」的程序。專利專責機關僅能對補齊後之文件作審查，判斷
法定文件有無齊備。專利專責機關命專利申請人補齊文件的內容為專利法第25條第
1項、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6條至第24條所規定的文件應記載項目及格式，而新型與
設計專利申請之處理方式，亦同。然一旦申請文件之審查程序與形式專利要件及實
體專利要件之審查程序失去界限時，將使專利專責機關有很大的判斷或認定之空
間，而與實務界 1之預期產生落差，將損害申請人之時間利益。

1

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專訴字第129號判決：「參諸專利法與其施行細則等規範，明文設計
專利申請時應提出申請書、說明書及圖式等文件，此為法定必備文件，以全部文件齊備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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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務案例
最高行 政法 院認為 ，專 利法第25條 第1項對 於 物之發 明， 應繳交 「必 要之 圖
式」，始能符合法定文件。專利申請人經補齊文件後，僅能以補齊缺漏圖式之日為
其申請日 2。然其缺漏之部分是否為「必要」之圖式而影響實質技術內容之揭露，應
留待實質審查判斷 3。本文贊同最高行政法院上述之見解，一旦專利申請時，專利專
責機關即進行法定文件事項的實質審查，不合乎且逾越法定文件所須受理文件的範
圍界限。

五、小

結

專利專責機關審查人員收受專利申請時，僅得針對法定文件作審查，檢視專利
申請文件是否有「缺漏」，以使專利申請人能有補齊文件之機會，補齊文件之日作
為申請日。
智財局在收受專利申請法定文件時之審查與形式專利要件之審查，相互混淆，
因為兩個審查階段僅有一線之隔。申請時法定文件不齊備，唯將欠缺之文件補齊，
始能成立申請日；而形式專利要件審查則是對已成立申請日之專利申請案進行說明
書、申請專利範圍、圖式等揭露之專利要件審查，其所產生之效果為核准或駁回專
利申請案。故不得在收受申請時，藉由指定期間命專利申請人補齊文件之機會，判

2

3

補正日，作為設計專利申請日，而主張優先權者，符合法定期間要件，始得以優先權日為申
請日。準此，足認被告就設計專利之申請法定必備文件，並無裁量權，自無有多種同樣能達
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之可言，故法定必備文件不備時，自應核駁
其申請，並無數種有可能之法律效果之選項，基於專利審查之行政目的，另為其他行政行
為」。另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183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2年行專訴字第100號
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91年度判字第424號判決：「再審原告於八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補足圖示，依
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三條前段之規定，自應以補送相關圖示之日作為本案之申
請日。……再審原告固又訴稱：說明書中『共同界面』及『隔離機構』在說明書中已明白揭
示，自無需圖示進一步說明，即圖示並非必要，嗣因審查要求補足圖示，但申請日為八十六
年三月十二日，仍應以該日為準云云。」另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0年判字第680號判決。
2016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一篇第五章1-5-4頁：「申請人收到申請案之圖式有全部或部分缺
漏之通知後，如申復無須補正或補正後又撤回全部補正之內容者，其原申請文件之缺漏是否
影響實質技術內容之揭露而有不予專利之情事，將於實體審查時審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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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是否符合專利之要件，即已進入「修正」之實質範圍，如此已非僅是檢視法定文
件齊備與否的申請階段所應進行的審查階段工作，卻實際造成延後專利申請日之後
果。若非採如此之見解，否則將與實務上時常所提及的「非可由專利專責機關決定
其法定要件」之見解，產生矛盾。故專利專責機關審查人員應當謹守專利申請審查
程序以及專利要件審查程序之間的界限，以達專利不同階段審查程序與其效果之明
確性。

參、專利法與行政程序法「補正」之二者關係
一、詞語相同
專利法所稱之「補正」程序，係指使缺漏法件文件「齊備」的程序，與行政程
序法所稱之「補正」程序，二者雖然詞語相同但性質截然不同。行政程序法第114
條之補正，係針對「已作成」的「行政處分」之瑕疵，有治癒之機會。行政程序法
第114條與專利法所稱之「補正」不同：專利法第17條及第25條應僅是對於程序上
文件缺漏所作之「補件」。況且補件係實體專利授予決定前的一種程序行為，尚未
生起有任何的專利實體權利。若申請人主張謂，專利專責機關要求於指定期間內補
件，造成成立申請日遭到延後，導致其權益受到損害，其主張並無正當理由。

二、對象不同
專利法之補正對象為「缺」或「漏」法定文件之專利申請文件，係專利法第25
條規定要件上之文件缺或漏，亦即專利申請法定文件不齊備所作之補正 4。因此專利
法為規範專利申請業務上之補正 5。而行政程序法係針對有瑕疵之行政處分，因作成

4

5

本文以為專利法及專利法施行細則所稱之「補正」，係為補齊專利申請法定文件，用語上應
稱為「補件」為宜。與行政程序法第114條對行政處分之「補正」仍有區別。
專利法第17條第1項：「申請人為有關專利之申請及其他程序，遲誤法定或指定之期間者，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不受理。但遲誤指定期間在處分前補正者，仍應受理。」若專利申請
法定文件不齊備，則審查官將指定期間要求申請人「補正」。依條文但書文義解釋，專利申
請指定期間內之「補正」係處分前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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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欠缺合法要件，為維持其實質存續力，可藉由補正程序或方式以治癒該處分之合
法性瑕疵 6。而行政處分（實體決定）有程序或方式瑕疵之補正須以該處分具有實質
存續力為前提，因此無效之行政處分無有實質存續力，自無補正之可能 7。

三、時機不同
專利法之補正應先經審查官檢視專利申請法定文件後，始得進入形式、實體專
利要件審查所為之先行審視。若專利申請法定文件不齊備，則應主動通知申請人補
齊法定文件 8。故專利法之補正係為專利申請案成立前或准駁決定前之行為，即「申
請案成立前」或「處分決定前」之補齊專利申請法定文件 9。相對之，行政程序法之
補正係已作成行政處分後之嗣後補正行為，原則上由原處分機關職權自行為之，且
補正行為本身並非行政處分，其屬於行政處分之補充，應視為原行政處分之一部
分 10。故行政程序法之補正為行政處分作成後之補充行為，即「行政處分作成後」
對程序或方式上之嗣後補正 11。兩者之時機差異性在於專利審查官所要求之專利申

6

7
8

9
10
11

洪家殷，行政處分之撤銷及廢止、補正及轉換，月旦法學教室，2006年11月，49期，38頁以
下。
吳庚、盛子龍，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2020年，385頁。
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行專訴字第26號判決：「由此可證，被告於100年8月5日收受原告之系
爭申請案後，經程序審查即發現原告提出之文件有缺漏，即缺少「主要元件符號說明」、圖
數與圖式不符及缺少圖一至圖三之說明等，而於100年8月26日函請原告補正，且被告所要求
補正內容，並非屬形式上與修正前專利法第15條第1項（現行專利法第17條第1項）發明應敘
明事項、順序及方式之不符情形，並特別註明逾限未補正將依專利法第17條第1項規定不受
理，則可認被告對該缺漏部分認與實質技術內容有關，並不符合專利法明確且充分揭露之原
則須由原告補正，原告對此並未申復，因之，依當時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或現行專
利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1項規定，均應以補正日為申請日。是原告主張應以100年9月2日為系
爭申請案之申請日期，於法並無不合。」
專利法第17條第1項。
李惠宗，行政法要義，2020年，396頁。
法務部法律字第10103109530號函（民國102年1月9日）：「按行政程序法（以下稱本法）第
114第1項第1款規定：『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除依第111條規定而無效者外，因
下列情形而補正：一、須經申請始得作成之行政處分，當事人已於事後提出者。』上開瑕疵
處分之補正，僅限於可補正之程序瑕疵，實體上之瑕疵原則上不在補正之列」。另參見法務
部法律字第10603508250號函（民國106年6月16日）、法務部法律字第10703512840號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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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補正行為，尚未進入專利形式或實質要件的審查階段，更未作成專利准駁處分。
反之，行政程序法之補正卻是對已作成的行政處分之事後補充行為。

四、效果不同
專利法第25條第2項明文規定之文件齊備日作為專利申請之申請日。專利申請
必須齊備申請書、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摘要及圖式以符合專利法第25條第1項
法定文件之規定。之後，實體專利要件審查程序也依專利成立申請日，作為是否符
合專利要件之判斷日 12。若申請時法定文件有缺漏時，則應補齊文件，以補齊日作
為成立申請日。
若作成行政處分業已生實質確定力，其有瑕疵之部分尚屬輕微，未達處分無效
之程度 13，可藉由行政程序法之補正治癒有瑕疵但已經生效之行政處分 14，免於被
撤銷。

五、法源不同
專利法施行細第24條、第40條、第55條僅給予說明書或圖式已見於主張優先權
之先申請案或以外文本申請之文件為準，以原提出申請之日為申請日的規範，卻沒
有給予無主張優先權之國內專利申請案缺漏說明書或圖式以原提出申請日作為申請

12

13
14

國107年8月30日）。
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專訴字第129號判決：「專利實體審查之要件：專利程序審查有別於
專利實體要件之審查，專利程序審查檢視各種申請文件，是否合於專利法及專利法施行細則
之規定，就新申請案以觀，經程序審查，認定文件齊備，始取得申請日。實體審查程序，依
據程序審查時所確認之申請日，繼而審查其專利要件，並認定後續之補正或修正，有無逾其
取得申請日之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不論是中文本或外文本提出申請之設計專利申請
案，說明書及圖式均為法定取得申請日之要件，而說明書至少有設計名稱，在程序審查時，
自以申請人補正載有設計名稱之說明書之日，作為申請日，始得進行實體審查。」
吳庚、盛子龍，註7書，385頁。
翁岳生，行政法（上）──行政處分（許宗力執筆），2020年，670頁。另參見吳志光，行
政處分程序瑕疵之法律效果，月旦法學教室，2003年2月，4期，26頁；蔡茂寅，行政處分之
瑕疵及其效果，月旦法學教室，2011年8月，106期，8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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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相關規定。且專利法並無明文規定，該以何日作為申請日的認定標準 15。
本文認為，除非符合專利法施行細則主張優先權之先申請案或以外文本申請之
例外情形者，否則無法以原提出申請日作為申請日。亦即專利專責機關命申請人於
指定期間內補齊文件，以齊備文件日作為申請日。專利申請以齊備文件作為申請日
相較於原提出申請日勢必遭到延後，申請人主觀感受上認為受有損害，然法律已明
文規定齊備法定文件才能成立申請日，係無法以爭執「以原提出申請日作為申請
日」作為法定理由。
行 政 程序 法 第114條 係 對 已 作成 之 行 政 處分 給 予 瑕 疵治 癒 之 補 正機 會 。 相 較
之，收受專利申請之審查程序應在未作成行政處分之前，依據專利法第25條第2項
規定的要式文件須齊備之，否則不成立申請日。專利申請審查程序上的「補正」行
為，無法根 據行政程序 法第114條「補正治癒 」之規定， 以嗣後補齊 文件來「治
癒」申請日，僅能待補齊法定文件時，以成立申請日。故專利申請的「補正」不適
用行政程序法第114條之「補正」，無有爭執之餘地。

六、目的不同
專利法施行細則的立法理由提及到參考專利法公約第5條第6項規定所設成立申
請日之例外規定，僅有符合補正說明書、圖式「見於」優先權之申請案或外文本，
始有適用申請人以原提出申請之日為申請成立日之餘地 16。而行政程序法第114條之
補正係立法者所訂定處分無效之例外規定 17，其目的為維持法秩序安定性，並促進
行政效率 18。

15

16
17

18

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行專訴字第26號判決：「然發明說明中之圖式簡單說明未說明圖式及
主要元件符號，於程序審查階段通知補正，雖未明文規定以補正日為申請日，但依當時之專
利法施行細則第21條『說明書有部分缺頁或圖式或圖面有部分缺漏之情事者，以補正之日為
申請日。』之規定本文，應仍以申請人補正之日為申請日。」
專利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40條、第55條。
參見法務部法律字第10103109530號函（民國102年1月9日）、法務部法律字第10603508250
號函（民國106年6月16日）、法務部法律字第10703512840號函（民國107年8月30日）。
翁岳生，註14書，678頁。另參見李惠宗，註10書，3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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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

123

結

專利法及專利法施行細則之「補正」係對專利申請有缺漏法定文件所為之規
定，其與行 政程序法第 114條之「補正」係對 有瑕疵但已 生效後之行 政處分作出
「瑕疵」治癒，並不相同，且其二者規定非針對規範標的之同一事項。
況且專利申請程序之目的係為達成核准、裁決專利申請案之行為或措施 19，並
非「已作成」的行政處分，故專利法之「補齊」文件係針對行政處分前的行為。因
此，專利法與行政程序法二者所稱之「補正」，不管其對象、治癒效果等，差異甚
大，截然不同。
本文以為，「欠缺文件」即屬自始沒有齊備法定文件，無法成立申請日。「漏
掉文件」係提出申請時雖已經齊備法定文件，惟文件內容必要應記載上有欠缺，使
法定文件不完整而言。兩者皆屬為法定文件不齊備之態樣，須待補齊文件完成後，
始確定申請日，才符合專利法第25條第2項規定之申請成立要件，不生行政程序法
第114條第1項規定的補正與否之問題。因為專利專責機關每年處理大量專利申請
案，避免申請人有投機想法而藉由「補件」制度，以搶先成立申請日，導致降低專
利行政審查效能，故立法者有意規定，授權交由機關認定法定文件是否「齊備」作
為成立申請日之標準。

肆、專利補正之缺漏
一、缺漏程度
(一) 量的區別
提交發明或新型專利申請時，須齊備申請書、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之
法定文件，方能成立申請日 20。設計專利申請則應齊備申請書、說明書及圖式之法
定文件，進而成立申請日 21。且應符合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6條至第23條發明專利申

19
20
21

吳志光，不服行政機關程序行為之救濟，法學講座，2002年2月，2期，91頁。
專利法第25條第2項、第106條第2項。
專利法第125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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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應記載事項、專利法施行細則第45條新型專利申請準用發明專利申請應記載事
項、專利法施行細則第49條至第54條設計專利申請說明書及圖式應記載事項。
專利法第25條第3項：「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必要之圖式未於申請時提出
中文本，而以外文本提出，且於專利專責機關指定期間內補正中文本者，以外文本
提出之日為申請日。」我國明訂先提出外文本申請之制度，方便國外最新技術資訊
引進國內，活絡國內技術。故以外文本提交發明及新型專利申請，仍需符合說明
書、請求項及圖式等相關規定 22，以成立外文本之申請日。而設計專利申請則應具
備圖式並載明設計名稱 23。後來補正之中文本亦得援用外文本作為申請日。
審查機關在收受專利申請時，若申請人在法定文件上，欠缺任何一個要件，即
無法成立申請日。決定申請日對公眾權益影響重大，因為若欠缺法定文件時仍給予
申請日，對於其他齊備文件提出申請之申請人不公平。再者，已經欠缺法定文件，
即當然不成立申請日。經由專利專責機關指定期間內補齊文件，即應以補齊文件之
日為其申請日，並無爭執之空間。此乃法定文件上「缺」的概念。

(二) 質的區別
專利法第25條第1項及第2項所規定的發明專利申請須「必要」之圖式。發明
專利包括物與方法發明，其技術內容並非均有圖式，只有「必要時」才須檢附圖
式 24。此乃決定申請日有關法定文件的「質性」規範。
因為提交專利申請時，對於專利法之法定文件已經齊備，因已符合成立申請日
之要求，即應成立申請日。所以在文件之內容及事項上有記載不完整時，應屬於修
正之範圍。若以形式專利要件或實體專利要件審查階段之事項標準，要求申請人於
指定期間內即應補齊文件，即不符合成立申請日僅需法定文件之規定。舉例來說，
申請人申請時已繳交圖式，然圖式不足以揭露創作內容。此種情形應屬於形式專利

22

23

24

專利以外文本申請辦法第4條第1項：「發明專利以外文本申請者，應備具說明書、至少一項
之請求項及必要圖式。」第4條第2項：「新型專利以外文本申請者，應備具說明書、至少一
項之請求項及圖式。」
專利以外文本申請辦法第4條第3項：「設計專利以外文本申請者，應備具圖式，並載明其設
計名稱。」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編印，專利法逐條釋義，2021年，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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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或實體專利要件之審查階段，應以「修正」程序來修改或補充創作內容。若以
「修正」程序做出補正法定文件的要求，實質上已牽涉到法定文件之內容，將造成
法定文件的「補件」與其內容「修正」之程序，混為一談，易造成延後成立申請日
之不利結果。另一方面，若是說明書上所應記載之圖式有1至10圖，而繳交之文件
上僅有1至8圖。縱使文件漏掉的部分尚屬「輕微」，仍應認為不齊備專利法第25
條、第106條、第125條之法定文件，此乃法定文件上「漏」的概念。無論「欠缺」
或「漏掉」法定文件，皆屬於法定文件的不齊備。故經由專利專責機關指定期間內
補正文件，以補正文件之日為成立申請日。

二、法定文件之漏未補正與仍有瑕疵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309號判決與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行專訴字第47
號判決針對專利申請法定文件不齊備，提出「補正文件仍有瑕疵」 25 、「漏未補
正」 26之兩種補正態樣。補正文件仍有瑕疵之概念係指申請人提出專利申請法定文
件上有缺漏，對缺漏文件所作的補正，經過專利專責機關審查人員審查後仍有瑕
疵，應在指定期間內補齊缺漏文件。而漏未補正之概念係指就通知應補正之申請文
件，未針對專利專責機關審查人員所要求之申請文件補正。此牽涉到行政機關長年
專利實務之作法，涉及有無違反平等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之問題 27。

25

26

27

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行專訴字第47號判決：「然所謂『補正文件仍有瑕疵』，與『漏未補
正』乃屬不同之概念，就此被告亦已於本院所命書狀先行程序中詳加說明：『補正文件仍有
瑕疵』係指申請人原所補正之申請文件，經核有瑕疵，並非就尚未補齊之申請文件再限期通
知補正。例如：申請人所補正之委任書上委任人為未蓋印章或蓋錯印章，即限期通知申請人
重新補正蓋有正確申請人印章的委任書（被告行政訴訟補充答辯書第2頁，本院卷第137頁背
面）。兩者既有所不同，即無從自我拘束，亦無從請求相同處理對待。」
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行專訴字第47號判決：「原告可能進一步認為：基於行政服務之理
念，既然補正文件有瑕疵之情形，可以通知重新補正，何以漏未補正就不能也比照通知再補
正？就此本院認為：補正文件有瑕疵，畢竟已有補正，但漏未補正則是根本未補正，倘寬認
後者亦必須通知再補正，等同原先指定補正期間，毫無意義，申請人均可無視於原先之補正
通知，等待第二次通知再行補正。」
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行專訴字第47號判決：「所謂信賴保護原則，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
定，應以違法行政處分作為信賴對象；雖然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25號解釋進一步將信賴對
象擴及至抽象之法規，但行政實務之作為或不作為可否亦成為信賴對象，似未有司法上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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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區別上述兩種補正態樣並無實益。兩種態樣皆為作成准駁處分之
前，應當補齊之文件，故探討專利專責機關有無發出「補正通知」並非「補正」之
重點。無論專利專責機關有無發出補正通知，因申請人本身本可就對法定文件作
「補正」，使缺漏文件之專利申請盡速補齊文件，進而早日確定專利申請之申請
日。
據此，補齊文件之前提，並非斟酌於補正是否應作出補正通知，或專利專責機
關作通知「補正」時，會不會拖累行政效能 28。反而是，申請人與專利專責機關應
協力合法地進入專利審查程序。因「欠缺」或「漏掉」法定文件，不符法定之成立
要件，爭執以何日為申請日已無實益，故申請人應盡早齊備法定文件，以成立申請
日，方為實益。
以下討論「補正態樣」，針對不同「缺漏」法定要件之補齊文件態樣，予以
分析。

三、態

樣

(一) 發明專利申請之文件缺漏
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行專訴字第26號判決認為，申請人提交申請時，說明書
欠缺符號說明，並且就圖式及圖式簡單說明處，有缺漏而無法使說明書明確且充分
揭露。前者違反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7條第1項第7款欠缺說明書應記載事項，屬於申
請時法定文件不齊備，產生不受理之效果。後者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1項屬於說明
書記載不完整。對於符號說明屬於「欠缺」法定文件，其應記載要件及格式不符合

28

威解釋。究其原因在於：信賴保護又可分為存續保護（行政程序法第117條但書參照）與補
償保護（同法第120條第參照），非必為存續保護，是其保護強度反而低於要求相同事物相
同處理之平等原則或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因此，對於一項行之有年之行政實務，人民基於平
等原則、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人民本可請求行政機關按照實務作法而作為，根本無待再行主
張信賴保護原則，故而討論行政實務之信賴保護似乎缺乏其真正實益。」
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行專訴字第47號判決：「如此一來，或許在個案上可以拯救一時失誤
的申請人，但就整體專利申請制度而言，將為此增加難以估算之行政成本，拖累專利申請之
審查效能，進而影響其他遵期補正之勤勉申請人受到更快審查的合法權益。從而，『漏未補
正』即不應比照『補正文件』有瑕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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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無法成立申請日。後者為說明書記載內容不完整，屬於「修正」之範圍。吾
人綜合判斷，前者已無法成立申請日，就沒有後面「修正」的問題，判決將成立申
請日延後之作法正確。
再者，說明書及圖式之功能係得以明確、充分揭露創作技術內容，使公眾或該
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之人能得以理解，以揭露必要之技術訊息為目
的。說明書撰寫明確要件屬於形式專利要件審查之範疇，不應當於申請時法定文件
即探究說明書揭露有無明確且充分揭露，更何況審查說明書之實質技術內容 29，即
進入針對申請法定文件審查階段先前判斷。申請時應當只是對於法定文件上齊備與
否作檢視。因此，專利專責機關審查申請法定文件時，應為依法定文件不齊備為
由，要求申請人補件。

(二) 新型專利申請之文件缺漏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1162號判決認為，專利申請欠缺申請專利範圍
及新型說明，違反專利法第106條第1項專利申請之法定文件及專利法施行細則第45
條新型準用發明說明書應記載事項。判決指出「說明書顯然不完整」，其「欠缺」
申請專利範圍及新型說明，應以補齊文件之日為其申請日。而判決引用的法條為專
利法第26條第1項說明書揭露要件 30，其應屬於形式專利要件審查階段的範圍。一者
應以專利法第106條第1項及第2項新型專利申請法定文件之規定為依據。二來判決
將收受專利申請審查程序與形式專利要件審查程序審查範圍作連結，本文持否定見
解。同前所述，應以不齊備法定文件為由，要求申請人於指定期間補齊文件，以便
儘早確定申請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4年度訴字第3842號判決認為，專利申請之圖式有漏掉，違
反專利法第106條新型專利申請法定文件之規定。專利申請人對於本身漏掉之圖式

29
30

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行專訴字第26號判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1162號判決：「查原告等於95年5月26日向被告所遞送之本
案『新型專利說明書』除記載有新型名稱、申請人、創作人等基本資料外，在『中文新型摘
要』欄，列有名稱、主旨及說明，在『指定代表圖』及『圖式』欄則列有本案兩個代表圖及
元件符號簡單說明，此外別無其他內容，與專利法第26條第1項所規定專利說明書要件相
較，尚缺少『新型說明』與『申請專利範圍』兩部分，其說明書顯然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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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爭執 31。然其討論的重點在於漏掉之圖式是否必要之圖式 32。本文認為，若係
屬說明書所應記載之圖式，即為專利法所規定之「必要」之圖式。因為要進入審查
之申請案內容前，必須具備明確應記載之法定文件。因此，只要是申請人欲主張之
技術內容，且說明書內容上有應記載的圖式，即為應繳交的法定文件。故專利申請
確定申請日後，這些法定文件將成為形式專利要件及實體專利要件程序要審查的內
容。綜上所述，說明書中應記載第1圖至第9圖，申請人雖然已繳交第1圖至第7圖，
然而第8圖及第9圖屬於「漏掉」的法定文件，仍應將「漏掉」的圖式，補齊之，始
成立申請日。

(三) 發明專利申請中文本之文件缺漏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第367號判決認為，申請人於申請時，以外文本
提交申請，事後補齊中文本之法定文件。專利專責機關多次通知「補正」，其申請
日遭到延後，而以最後中文本齊備之日為其申請日 33。如此增加專利申請人的不利
益，在固定的資源下，無法產生最大之專利行政效能，使申請人對專利專責機關失
去信賴。專利專責機關在任何審查階段，若不符合申請時法定文件審查之規定，將
得到何種不利益之效果，應使每一個審查階段、要件、範圍及標準皆能明確。使機
關及申請人都能預見，發揮最大的審查效能。而非消耗彼此之時間、精力，應當增

31

32

3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4年度訴字第3842號判決：「本件原告係於93年10月14日檢送新型專利申
請書，該申請書之說明書第11頁之『圖式簡單說明』中載有第1圖至第9圖之相關說明，惟其
後所附之圖式僅有第1圖至第7圖，缺漏第8圖及第9圖之事實，有新型專利申請書及說明書各
一份在卷足憑，且為原告所不爭執，洵堪認定。」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4年度訴字第3842號判決：「至原告主張其所補送之第8圖及第9圖為先前
技術說明之相關圖面（示），非專利法第108條準用第25條所稱之『必要圖式』乙節；惟查
若無先前技術說明之相關圖面（示），則無從就系爭案與先前技術加以比較，自難以判斷系
爭案較諸先前技術更具新穎性及進步性，故先前技術說明之相關圖面（示）之齊備與否，在
系爭案審查上有其重要性，該等圖面（示）自屬專利法第108條準用第25條第3項所規定之必
要圖式。原告上開主張，容有誤解，自不足採。」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第367號判決：「查原告既於申請時以外文文件先行提出依法
應備具之說明書，經被告多次通知補正後，始於八十七年八月十七日提出中文說明書及中文
圖式，故被告以本案申請日應以文件齊備之八十七年八月十七日為準，揆諸首開規定，並無
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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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信賴關係，進而促進產業發展。而依專利法第25條第4項之意旨，逾指定期間內
補正 34中文本者，其申請不予受理。但在處分前補正者，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外
文本視為未提出。

(四) 發明專利申請外文本之文件缺漏
以外文本提出專利申請，仍應繳交說明書、請求項及圖式等法定文件。至於應
記載事項規定在專利以外文本申請辦法第4條。而申請人於指定期間內補正 35中文本
時，得以外文本作為申請日 36。若中文本說明書或圖式有缺漏，中文本補正之說明
書或圖式，已出現於外文本者，中文本亦得以外文本之文件為其申請日 37。
本文認為，專利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40條及第55條之規定為針對曾主張優先
權之先申請案及以外文本提出申請者，係屬於申請日之例外規定。
未曾在國外提出申請且成立申請日或以外文本提出申請者，僅有法定文件項目
上可以齊備，專利申請之申請日並未以原提出申請日作為申請日。實務上依專利法
施行細則之規範作例外規定的解釋，並非以直接規範補齊文件後申請日之判斷 38。
依據專利以外文本申請辦法第4條之規定，發明、新型及設計之外文本仍須符
合一定格式及應記載方式，始成立外文本申請日。其與一般專利申請成立申請日之
方式相同，皆須符合法定文件、格式及應記載方式，始能成立外文本之申請日。故
外文本「欠缺」或「漏掉」時，仍應予以補齊文件。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945號判決：「是以申請專利之發明，不問係以中
文本或外文本提出申請，抑或其有無主張優先權，其取得申請日之要件均為申請時
應備齊申請書、說明書及必要圖式等書件，倘申請人係以外文本先行提出申請，如
於專利專責機關指定期間內補正中文本者，依法應以外文本提出之日為申請日，其
圖式如屬該專利案之必要圖式，而未於申請時一併提出者，惟已在處分前補正者，

34

35
36
37
38

此之「補正」為條文之用語，與本文所稱之「補正」有別。本文所提及之「補正」，係為使
「缺漏」之法定文件「補齊」，即「補齊文件」而言。
同前註。
專利法第25條第3項。
專利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2項。
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行專訴字第2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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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此為原判決闡釋在案，經核並無不合。」
上述判決之見解亦強調如以外文本提出申請者，申請書、說明書及必要圖式為
其法定文件，以及專利以外申請實施辦法第4條之申請專利範圍請求項。如為設計
專利設計名稱及圖式為其必備法定文件 39。收受專利申請審查階段時，應齊備法定
文件始能成立外文本之申請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136號判決認為，專利申請人以外文本提出申
請時，外文本欠缺圖式，經過補齊後以補齊文件之日為其申請日 40。不管一般專利
申請者或以外文本提出申請者，其僅是申請軌道不同。然對於齊備法定要件，成立
申請日之規範上，法理相同。該判決之原告，外文本「欠缺」圖式。其屬於法定文
件上之不齊備，無法成立申請日，應以補齊文件之日為其申請日。
申請時法定文件若屬於專利專責機關因處理行政業務上所遇到之問題，而造成
專利申請人成立之申請日遭到延後。亦導致可得知文件缺漏，搶救缺漏文件之補正
日期延後，損及申請人專利申請之申請日，而可歸責於專利申請人 41。此時，申請
日應如何認定？本文以為，專利專責機關對於收受專利申請，本就有確認及審查法
定文件齊備之職權責 42，對於申請人有利事項應一律注意 43。專利行政業務之作法
39
40

41

42

43

專利以外文本申請辦法第4條第3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136號判決：「原告於95年12月5日檢附申請書、外文說明書
一式2份及優先權證明等文件，向被告申請發明專利，同時主張優先權，因外文圖式等必要
書件未齊備，經被告以前揭95年12月20日函請原告於96年4月5日前補正所欠缺之文件。原告
雖於96年3月20日補正，惟依首揭專利法第25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仍應以外文圖式齊備之
日為本案之申請日，故本案申請日應為96年3月20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136號判決：「按申請書附件是否隨申請書同時附送，為事
實認定問題，宜就具體個案認定。本院95年5月3日95年訴字第2796號判決係針對個案所為之
事實認定，該判決雖認依一般經驗法則，行政機關收文單位於收受申請文件時，其承辦人對
申請文件應具備之要件、附件之種類及數量會作形式之審查以避免爭端云云，惟被告因收文
量龐大，當場點收將造成申請人不便且耗時費力，實務運作上有其困難，因此，並未就申請
案之附件進行逐件點收。確與一般行政收文單位作法不同，實難因為有該判決之作成，即比
附援引在通案上認定凡被告有收文者，即表示文件均已檢送，否則將失去系爭專利為事實認
定之本質。」
行政程序法第9條：「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
意。」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945號判決：「上訴意旨略謂：原判決對於被上訴人未依行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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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並未違法，然僅是適當與否之問題。對於申請人已經可以預見，若文件不齊備
會產生不受理之結果，何況是具備專利代理資格之人。

(五) 設計專利申請外文本之文件缺漏
專利法第125條第1項：「申請設計專利，由專利申請權人備具申請書、說明書
及圖式，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之。」設計專利申請須具備申請書、說明書及圖式向
專利專責機關提出申請，以其齊備之日為申請日 44，此為一般設計專利申請所應準
備之法定文件。以外文本提出專利申請者，亦須符合專利以外文本申請實施辦法第
4條第3項之規定，事後再補上中文本。而外文本應記載事項，最低限度至少應記載
設計名稱及圖式 45。設計專利申請明確載明設計名稱與圖式，才能界定設計專利權
範圍及其應用之物品 46。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180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行專訴字第7號
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專訴字第100號判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專訴字
第111號判決涉及設計專利申請以外文本提出者，其欠缺外文說明書，且所提出之
外文本圖式亦無設計名稱；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183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2年度行專訴字第129號判決涉及外文本欠缺設計名稱及說明書。以上皆屬於以外

44
45

46

序法第9條規定，就系爭案之圖式是否隨申請書同時附送，一律注意，且未能排除系爭案之
圖式在其作業程序上遺失之可能性等情，未予審酌，逕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有判決不適用
法規及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系爭案於申請時已附有必要圖式，未違反專利法第25條第3、4
項規定，而有專利法施行細則第21條之適用，且98年7月7日之提出申請日，應可依專利法第
27條第1項主張國際優先權，原判決認事用法顯有違誤云云，係就原審所為論斷或駁斥其主
張之理由，泛言原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自非足採。」
專利法第125條第2項。
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專訴字第129號判決：「是外文本申請辦法與專利審查基準彙編之規
定，已考量減輕申請人準備申請文件之負擔，而將外文本之揭露方式簡化至最低限度，並可
兼顧專利法及專利法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準此，專利以外文本提出申請者，倘在圖式已載
有設計名稱者，得認定申請人已提出說明書及圖式，倘申請人僅提出圖式，而未載有設計名
稱，自無從認定申請人已提出說明書或以外文本申請者應記載事項。」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180號判決：「故其所規定設計專利以外文本提出申請者應備具
圖式並載明其設計名稱之要件，係為確認設計專利所揭露之範圍，及維護申請人與第三人之
權益所必要，復與專利法規定並無牴觸，原處分予以援用，於法並無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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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提出專利申請後，文件格式或項目上有「欠缺」之情況，申請時即不齊備法定
文件，專利申請無法成立申請日，仍應以文件齊備之為申請日。
本文認為，不同類型的專利申請，僅是應記載方式、格式及項目上有所不同。
專利法對於「補正」程序及以原提出申請日作為申請日並未完整規範 47。因此，必
須補齊「缺漏」之文件，以便確定申請日。而補齊「欠缺」之法定文件，其申請一
開始就無法成立申請日，縱使補齊「欠缺」之文件，仍無法以原提出申請日作為申
請日，以補齊文件之日為其申請日。若為「漏掉」之法定文件，認定申請日之，亦
同。
以外文本提出之申請「缺漏」法定文件，又或者是在發明、新型或設計專利申
請「缺漏」法定文件，在專利法皆定有其應繳交及應記載之事項。機關收受專利申
請時應先判斷是否齊備法定文件，若有齊備法定文件，則成立申請日，即應進入形
式專利要件審查階段。若「缺漏」法定文件，則應要求申請人於指定期間內補齊文
件。
申請人會質疑專利專責機關對收受申請法定文件的見解，非無理由。但專利專
責機關在審查時，以形式專利要件或實體專利要件審查之標準，藉由審查專利申請
之法定文件時，要求申請人「補正」，實際上已經為「修正」程序之範圍。
法院在審查專利「補正」程序時，基於三權分立之原理，僅能針對適法性作審
查，對於專利審查決定應予以尊重。而以原提出申請日作為申請日之法源僅見於專
利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40條及第55條，以曾主張過優先權之先申請案或以外文本
提出者，以說明書或圖式內容為以原提出申請日作為申請日依據，係為齊備文件之
例外規定。專利專責機關及法院如此的審查並未違法，僅是審查階段所應審查的項
目及範圍是否妥當的問題。

伍、總

結

雖然專利程序為行政程序法之特別程序，並無疑義，然對於專利法及專利法施
行細則與行政程序法所規定之「補正」，兩者卻無法成立普通法與特別法之關係，

47

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行專訴字第2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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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兩者之規定並非針對專利申請補齊法定文件作為規範標的之「同一事項」。而
且其二者有關補正規定之目的、對象及效果等更是大相逕庭。故專利申請人之專利
申請無法主張行政程序法第114條之補正而得到瑕疵治癒。反而，申請人卻是應盡
早於審查官指定期間內補齊法定文件，以期迅速成立專利申請之申請日。因此專利
法所稱之「補正」係申請人將專利法第25條所規定5種法定文件補齊之行為，始能
成立專利申請之申請日。
專利專責機關嚴格地為專利申請把關，避免申請人投機。在其提交法定文件
時，若匆促地繳交文件，就能迅速取得申請日，以原提出申請日作為申請日，將會
濫用專利「補正」程序之機會，造成不利影響公眾權益之疑慮。本文認為，專利申
請程序就像漏斗一般，採用過濾式審查之作法，層層審查專利申請的法定文件與要
件。程序審查一開始即要求補齊文件，或於指定期間內，以補齊文件之日作為其申
請日。透過各個階段的審查標準，逐漸淘汰不適合的專利申請，同時亦不可將後階
段應判斷的實體專利要件，提前到收受文件或形式專利要件審查階段作為判斷之標
準，應當恪守「先程序後實體」之階段性原則 48。但是如果專利專責機關以形式專
利要件或實體專利要件審查之標準，指定期間要求申請人補齊文件，往往造成延後
申請日之時間不利益，易使申請人質疑專利專責機關有意為難的不良感受。專利法
的意旨係以鼓勵、保護、利用發明、新型及設計之創作，達到促進產業發展的目
的。不應將防弊心態大於興利，將努力研發創作之人一開始就因法定文件之不齊備
與法定要件之預設判斷，就阻擋在受理程序之外，或就只是為了應付程序或文件疲
於奔命，造成優良的創作不受理或延展申請日。專利專責機關應教示創作人符合程
序及法定要式之要求，申請人亦應理解專利專責機關為專利申請把關之用心，共同
協力完成專利審查程序。

48

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專訴字第129號判決：「然專利專責機關收受申請案後，審查人員應
先進行程序審查，倘有欠缺者，應先命補正，不補正者，則駁回其申請。程序審查後，繼而
就申請案進行實體審查。此稱先程序後實體之原則，所有設計專利申請案，合於程序要件
者，始得進入實體審查，是合於程序審查乃設計專利申請案進入實體審查之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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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師法修法之前瞻部署
—— 以智財法院105年諮詢函文為社會期待，
以律師法修法為鏡
黃孝惇 *

壹、前

言

《專利師法》 1於2008年起施行，隨後，專利師公會於2009年成立，自《專利師
法》施行後，曾於2009年、2015年，及2018年間，已進行3次的修法工作。
而於近期內，專利師公會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委託開始著手從事《專利師法》
的修法建議工作 2，吾人忝為專利師公會的成員之一，於關心修法議題之餘，更想提
出經自己執業的修法實務觀點。

DOI：10.3966/221845622022010048006
收稿日：2021年9月12日
*
和宸智權事務所執業專利師，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生，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臺灣
大學法律系，英國倫敦大學材料科學碩士，臺北工業專科學校材料資源科畢，仲裁人，執業
冶金技師。本文感謝博士班指導教授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陳榮隆老師的精心指導，至為感
激。
1
於2005年間，當其時，《專利師法》尚未施行，而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受智慧局委託，於當
年年會中，討論《專利師法》草案，個人當時曾提出專利師法第10條的修正意見，該條經當
時建議修正後，沿用至今，而為個人參與《專利師法》運作之始。
2
智慧財產局109年5月26日智法字第10918601080號函：「為優化專利代理執業環境，惠請貴
會提供專利師法待修法之議題」，又專利師公會於同年5月28日以電郵通知所屬會員「經濟
部智慧局來函表示，為優化專利代理執業環境，期盼本會能提供專利師法待修法之議題，為
使專利師法之修法能有效解決實務上的問題，營造更良善之專利代理環境，惠請會員於工作
最繁重之餘，能就當前實務或整體制度發展相關提供修法建議，並於6/22(一)前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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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經由近年的社會事件 3所觸發，藉由智慧財產法院於2016年所發的公開諮詢
函文，因其對專利師公會係相當稀有罕見，故試著引申解釋智慧財產法院的意涵，
而又逢2019年《律師法》的修法爭議，故而順勢整合前述兩個議題併入討論，試著
談談面對《專利師法》修法的應對態度。有別於以往的是，拙文僅專注提到面對修
法的思考態度，最終目的是希望能與社會關心人士，站在高角度位置，以宏觀立
場，綜觀全局，共同激發出對制度改良的想法與憧憬。
此處要說明的是，智慧財產法院於2016年對專利師公會的發文，而拙文卻直至
2020年的今日，才特別提出因本案所引發的事項進行探討，主要係避免對於仍在訴
訟中的專利案件產生任何外部干擾，有兩不干涉之意，而拙文嘗試進行單純的學術
討論，未具有任何商業意涵，更未對訴訟雙方有任何偏頗，僅是試著站在客觀的中
立立場，進行學術領域的討論。

貳、智慧財產法院於2016年的公開諮詢函文
一、2016年公開諮詢函文
智慧財產法院於2016年9月間，以智院灶松104民專上43字第1050003679號函 4，
以下稱「’679號函」，即以「’679號函」的公開諮詢函文方式而向法院外部，相關
多個單位發出徵詢意見，其主旨係「請惠予就說明二所示內容於民國105年10月14
日前表示意見 5」，此處為求能精確轉達函件內容，茲完整抄錄該’679號函之說明二
如下：
「本件係有關中華民國證書號083327（以下簡稱『系爭專利』）之民事侵權訴
訟，系爭專利於1994年5月14日申請，其主要有效成份可作為口服治療心血管疾病
3

4
5

所述的社會事件，特別指的是自2020年至2021年以來，全球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嚴重影
響，各國莫不積極研發苗或爭取疫苗，但看國際趨勢，除了以先進美國的輝瑞藥廠為首，包
括歐洲、俄國、中國大陸的少數藥廠，全球具有新冠疫苗研發能力的國家，大概僅僅只有數
個而已。可以想見的是，於今而後，後進國家想要能進入生醫生化產業的市場，投入疫苗與
新藥的研究發展，或想要進行所謂的全球醫藥品布局，恐怕更難在短時間內輕易達成了。
如文末附件1所載的智慧財產法院的「智院灶松104民專上43字第1050003679」號函檔案。
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民專上字第43號民事判決的裁判日期係於2016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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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藥物，已為醫藥相關領域所知悉，而系爭專利之主要技術為將口服之系爭專利主
要有效成份用於治療男性之勃起功能障礙，此專利核准於系爭專利申請時及迄今對
臺灣醫藥產業之發展有何影響？」。
智慧財產法院在該’679號函的說明一中特別言明：「本院受理104年度民專上字
第43號專利侵權民事事件，經本院與兩造協商認有如說明二所示內容，敬請貴單位
惠賜寶貴意見，且於本院外網公告，請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士亦惠賜寶貴意見。」
又再觀察該’679號函的受文者正本，係發給了以下的單位，共包括：經濟部、
科技部、衛生福利部、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歐洲在台協會、台北市美國商會、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台灣生技整合育成中心、社
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臺灣製藥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及
中華民國學名藥協會。
而受文者副本則發給案件當事人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諾華股份有限
公司，以及參加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等共16個公、私立單位與機構。
就函文的受文者，即函文正本所發給對象的分類上，初分有三大類對象，包
括：政府機關、外國代表機構，以及製藥相關公會協會。
其中的政府機關包括以下的：
經濟部、科技部、衛生福利部，以及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等可能的相關主管
機關。
而外國代表機構則包括以下的：
歐洲在台協會，以及台北市美國商會。
又製藥相關公會協會則可能包括了以下的公協會組織：
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台灣生技整合育成中心、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
療產業策進會、台灣製藥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以及中華民國學名藥
協會。
故而，是否可以大膽推論，法院提出「此專利核准於系爭專利申請時及迄今對
臺灣醫藥產業之發展有何影響」這樣的疑問，是否已可確認法院本次所關注的本案
審理，並非僅是訴訟問題，即本案已被法院排除其僅為法律議題，恐有其全面性的
其他考量。依其通知，顯示法院將本案的屬性認定攸關政府的科技研發主管機關，
經濟發展主管機關，藥品主管機關，以及國家未來發展主管機關，又法院同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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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商會，甚而，更同步通知我國的製藥產業業者，其目的似乎將本案拉高定位為
國際型與跨部會的製藥產業議題領域。
值得注意的是，觀察該法院’679號函，發給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的目的，徵詢
其對系爭專利的意見，此係專利師公會於2009年成立至今的近13年來，’679號函似
屬僅有的1次，係由智慧財產法院所發出的公開函文，該公開函文對專利師公會而
言，自屬相當罕見。就時間點而言，智慧財產法院於2016年，也就是於專利師公會
成立的第7年時，將專利師所組成的公會團體與前述的政府機關，外國代表機構，
以及製藥相關專業公會協會共同並列於該公開函文中，此種具有高度諮詢就教意涵
的’679號函公開函文，對一位執業專利師而言，除能肯定專利師有其專利或是技術
上的專業性，更能肯定專利師有其存在的價值。

二、中華民國專利證書第083372號專利說明
智 慧 財 產 法 院 於 2016 年 當 年 所 要 審 理 的 系 爭 專 利 ， 係 中 華 民 國 專 利 證 書 第
083372號專利，即是當時市場上赫赫有名的「威而鋼」。
鑑於筆者並非專業藥事人員，但因拙文需要，會進行引述以說明相關背景，故
以下為較多的引述相關說明，並以「」符號作為標示。
就資料來看，威而鋼是世界上第一個能克服男性陽痿障礙的口服藥物，其由美
國輝瑞（Pfizer）藥廠所發明製造，並申請獲准美國專利。而本案系爭專利，即中
華民國發明專利證書號第083372號，以下稱「’372號專利」，其係「用於治療或預
防男性勃起不能，或女性性慾官能不良之藥學組成物」，係由位於愛爾蘭的輝瑞研
究及開發公司在1996年所申請獲准，而專利權有效期限至2016年7月2日為止 6。
倘若以查詢中華民國專利資料庫的方式，對美國輝瑞藥廠在我國所進行的專利
申請概況進行瞭解，初步以關鍵字輝瑞與主要成份的sildenafil進行專利檢索，可找
到約155個專利申請案，而專利申請的分布期間自2002年起，延續至2015年都有申
請的紀錄。而自2003年起，美國輝瑞藥廠所申請的專利，多以治療高血壓等相關心
血管疾病為目的，而自2004年起，有零星的治療陽痿等疾病的相關專利，之後，全

6

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網址：https://twpat.tipo.gov.tw/，最後瀏覽日：2021年7月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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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所申請的專利幾乎都是治療陽痿疾病的相關專利，也就是，輝瑞公司以各式不同
的多數量專利案，保護至關緊要的威而鋼 7。
而翻閱’372號專利系爭專利說明書內容，在其發明的背景說明中，是如此描述
「本發明乃是有關治療陽萎之一系列pyrazolo〔4，3-d〕pyrimidin-7-ones之應用。陽
萎按照字面解釋可定義為男性在交媾時無力，以及可能包括陰莖無法勃起，或無法
射精，或兩者皆不能」。故依據’372號專利系爭專利說明書內容的描述「當初輝瑞
藥廠的研究人員是意外發現威而鋼能治陽痿障礙，原先製藥的目標是用來治療心絞
痛 8」。
拙文前述內容係嘗試著藉由讀取專利說明書的內容，得以讓讀者能夠充分瞭解
本案的技術內容與整體專利所布局所能保護的範圍，亦闡明倘能夠掌握且能有效解
釋專利說明書，才能確實掌握專利侵權訴訟的關鍵之鑰。

三、原廠之專利爭訟
在我國，於1996年所獲准的’372號系爭專利，其專利權有效期限已至2016年7月
2日為止，而正如與’372號系爭專利所發生的專利權有效期限狀況相同，於本案訴訟
進行的當時，許多原廠專利藥的專利期亦有相同的遭遇，故而原廠（或稱原開發藥
廠）無不戰戰兢兢地面臨所謂的專利懸崖（Patent cliff） 9，而隨著暢銷的原廠藥品
專利屆期，使得學名藥可以在無阻礙的情況下 10，大量湧入醫藥市場，導致原廠的
藥品營收快速下滑，而在生存競爭受到威脅下，原廠便會積極採取各種措施以延長

7

8

9

10

葉雲卿，淺談醫藥專利典型權利請求項，北美智權報第113期，網址：http://www.naipo.
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Biotechnology/publish-18.htm，最後瀏覽日：2021年7
月18日。
林天送，它們都是美麗的意外！威而鋼與口服避孕藥，科技大觀園，2000年9月2日，網址：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Article/C000003/detail?ID=9d60fb5d-32a8-45a1-aa98-d38b0c
46b0bc，最後瀏覽日：2021年7月18日。
化解專利懸崖危機！國際藥廠併購熱潮不斷，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品化時事報導，網址：
http://www.twword.com/wiki/%E5%B0%88%E5%88%A9%E6%87%B8%E5%B4%96，最後瀏
覽日：2021年8月11日。
學名藥問答集，中華民國學名藥協會，網址：http://www.tgpa.org.tw/page/about/index.aspx?
kind=32，最後瀏覽日：2021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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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專利藥品的生命週期 11。故而可知，自1980年代以來，歐美的各式企業除了經
營本身產品以獲取利益之外，另外亦已發展出利用專利訴訟程序，以獲取其專利權
利益的方式，恐已認為是一種以積極實現財產權，而獲取商業利益的奇特路線。
本案訴訟係於2016年間，本案當事人之一係美國輝瑞（Phizer）藥廠 12，輝瑞公
司亦是當時全球最大的製藥公司。更不可諱言地是，當今BNT輝瑞新冠肺炎疫苗的
推出，輝瑞公司亦展現出其於生醫藥品產業的強大科技能力。
而於2016年的訴訟當時，本案的另一當事人諾華（Novartis）製藥集團，係當
時為瑞士第一大的製藥公司 13。綜觀美國輝瑞藥廠的威而剛專利訴訟 14，可發現自
1994年起，且於之後的數年間，輝瑞在全世界各國亦積極發動專利侵權訴訟，期待
能有效阻止學名藥廠的進入競爭，而當時我國的藥品市場，亦不幸納入其能夠利用
專利訴訟手段，成為鞏固其藥品利益的世界戰場之一。
事實上，前述輝瑞藥廠與諾華製藥集團，即曾於2013年起，在我國的智慧財產
權法院進行專利侵權訴訟，而在本案104年度民專上字第43號的判決書中，顯示法
院判決被告諾華製藥集團，必須賠償原告輝瑞藥廠新台幣838萬多元整 15 。而事實
上，儘管本案判決書指出即便學名藥在政策上有其重要性，但仍需要保護專利藥，
而無須採取將專利無效的方式（判決書第54頁倒數第4行至第2行「縱使學名藥對臺
灣製藥產業非常重要，學名藥廠仍應尊重制度，本件並無因產業政策之需要而應認
定系爭專利無效之理由」參照），可見本案判決書已排除了產業政策對本案的影
響，但反之，本案判決書卻呈現出回到專利侵權訴訟的審判本質，對於本案系爭專

11

12

13

14
15

就專利保護屆期的原廠來說，由於其已獲得20年的專利保護，專利的保護期間獲得高額的藥
品利潤，此時不僅可已彌補過去藥品研發所投入的大量成本，更可以繼續投入開發新藥品，
藉由研發更好的專利藥品，繼續投入藥品市場，推動企業的永續經營，不失為過去原廠推動
新藥開發的「正循環商業模式」。
維基百科，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C%9D%E7%91%9E，最後瀏覽日：
2021年7月18日。
維基百科，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F%BA%E5%8D%8E，最後瀏覽日：
2021年7月18日。
余華，相關國家之威而剛專利訴訟判決研析，智慧財產月刊，2014年3月，183期，5-36頁。
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決104年度民專上字第43號判決書，60頁最後一行，網址：https://law.
judicial.gov.tw/FJUD/default_AD.aspx，最後瀏覽日：2021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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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非顯而易見性（Non-Obvious）」進行了討論與評議。
有關本案系爭專利的「非顯而易見性（Non-Obvious）」，觀之本案判決書於
第53頁倒數第10行至第2行所示「本院原審指定臺灣大學藥學系陳○旺教授、慈濟
醫院心臟內科廖○崧醫師、高雄醫學大學名譽教授及泌尿科黃○雄醫師進行專家諮
詢（見原審卷五第146、270-273頁），並製作成報告……，但3位專家依據其長期在
此相關領域之專業，均認以系爭專利申請前之技術水平以觀，與上開引證相較，系
爭專利具進步性，亦附此敘明」之描述得知，本案系爭專利的非顯而易見性利爭
議，法院係採取了多位醫學專家意見，且又本案判決書於第54頁的最後1字至第55
頁的第1行至第8行所示「系爭專利藥品在世界各國及臺灣均造成無法預期之功效及
商業上之巨大成功，此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函覆表示依據德國專業網站之統計，威而
鋼於2015年仍係暢銷藥物，全球銷售額17億美元亦可得知……，系爭專利藥品多年
來既已在臺灣造成商業上成功，更可佐證其具備進步性」，故而在通篇判決書中，
似皆未能顯示有專利師對本案系爭專利的顯而易見性表示專業意見，確實紓為可
惜，且法院似乎僅採醫學專家的單方面醫學意見，事實上，於美國專利局的專利審
查實務中，或是於美國專利訴訟的審理實務中，對於專利的非顯而易見性，必須舉
出至少一篇或更多篇所組合成的其他相關技術（專利）證據，於法庭上得以比較論
證其專利的非顯而易見性，但可惜的是，本案判決書並未有這方面的顯現，換言
之，對於本案系爭專利的論證過於簡略，未見其證據依據，更未有推論論證說明，
而僅有其簡單結論而已。
而又此處所提的「非顯而易見性 16 」，並非可直譯為英文的Progressive（進步
性），其係指的是一種技術門檻之意，也就是與前案技術比較，新發明是否具有其

16

35 U.S.C. 103 A patent for a claimed invention may not be obtained,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claimed invention is not identically disclosed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102, i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laimed invention and the prior art are such that the claimed invention as a whole would have
been obvious before the effective filing date of the claimed invention to a person having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 to which the claimed invention pertains. Patentability shall not be negated by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invention was made.（美國法典第35部第103條「亦即：所請發明無美國
法典第35部第102條所屬情事，但若所請的發明與現有技術間的差異，以整體視之，於所請
保護的發明之有效申請日期之前，所請發明之所屬熟悉該項技術領域者認為顯而易見，仍不
得准予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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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困難度，亦就是一種比較難度，但很遺憾的是，進步性這3個字的不確定法律
概念，常使得外界頻頻誤會，以為僅是字面之意，但事實上，絕非新發明的技術比
舊技術更新更好，其就具有進步性。
當然，具有技術與專利2項專業領域的專利師，應該掌握專利訴訟機會協助闡
釋說明專利的非顯而易見性，得以協助法院順利進行專利訴訟的目的，更能向社會
呈現專利師的價值所在。

參、智慧財產法院肯定專利師功能且充滿社會期待
一、專利師是什麼？
智慧財產法院於2016年發出公開函文詢問專利師公會，綜觀智慧財產法院係由
具有高度智慧財產權專業領域的菁英法官所組成的專業司法機關，而該等高度專業
的司法機關以具有高度諮詢就教意涵的公開函文，發給由專利師所組成的公會團
體，換言之，專利師公會能夠與政府機關，外國代表機構，以及製藥相關專業公會
協會於該公開函文共同並列齊名，該等高度專業的司法機關此舉足以有效地肯定於
2016年當年成立僅有7年的專利師公會，無疑對專利師公會打了強心針，對於專利
師公會的每位專利師成員都是一種榮耀與鼓勵，甚或顯示出社會大眾對專利師的正
向重要期待。
事實上，專利師公會於2009年成立 17，至法院於2016年發出公開函文的當年，
僅有短短7年的成立時間，而當時的會員數，也約僅有250人而已 18，在這段2009年
至2016年的7年期間，據知，專利師公會從未曾收到過智慧財產法院的公開函文諮
詢，本次的徵詢專利師公會，其動機與理由，難免引發外界的好奇與物議。
當然，法院亦很可能參照了2008年，當時所通過施行的專利師法，而專利師主
要的業務範圍明確地包括了：

17

18

專利師公會網站，2020年10月，網址：https://www.twpaa.org.tw/about/about.asp?id=2，最後
瀏覽日：2021年7月19日。
這是就筆者個人會員身分的記憶所及，在專利師公會成立的前數年間，專利師考試的錄取人
數相當低，錄取率約僅不到10%，使得錄取人數相當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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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專利師之業務範圍如下：

一、 專利之申請事項。
二、 專利之異議、舉發事項。
三、 專利權之讓與、信託、質權設定、授權實施之登記及特許實施事項。
四、 其他依專利法令規定之專利業務。」
故就吾人的常識理解，智慧財產法院於2016年所發出的公開函文，已正面肯定
專利師可以提供專業意見供法院參考，亦足可說明專利師確實應該是智慧財產法院
可考慮的重要可諮詢參考人員。

二、專利師的學歷背景
吾人可以先行瞭解專利師的背景，若參考考試院考選部所訂定的專利師的選考
背景來看，參加考試的資格包括了「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
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理、工、醫、農、生命科學、生物科技、智慧財
產權、設計、法律、資訊管理等相關學院、科、系組所、學程畢業，領有畢業證
書 19」。
故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的各式應考資格限制中，專利師的應考門檻
算是最少的，幾乎只要大學畢業，就可以參加專利師考試了。
而其中就有關生物學科，則包括生命科學，以及生物科技的學科領域，而以下
就生命科學，以及生物科技的學科領域探討進行觀察，一般大學的生命科學系的課
程，除去物理科目或是化學的普通科目，列出了以下的各式專業課程，以作為參
考：
「普通生物學、生物化學、動物生理學、植物生理學、遺傳學、生態學、有機
化學、分子生物學、發生生物學、生物資訊學、基因體學、植物生長與發育、細胞
生物學、動物組織學、脊椎動物比較 解剖學、植物解剖學、水生生物、生理學、
免疫學、神經生物學、神經生物學、群生物學、海洋生命科學、演化生物學、水產

19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專利師考試規則，考試院考選部網站：https://wwwc.moex.
gov.tw/main/ExamLaws/wfrmExamLaws.aspx?kind=3&menu_id=320&laws_id=130 ， 最 後 瀏 覽
日：2021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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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學、生命科學數學、植物多樣性與演化、水生生物學、微生物學、脊椎動物
學、無脊椎動物學、魚類多樣性、植物分類學、原生動物學、分類學原理 20」。
而若，另外觀察亦屬於類似課程，一般大學的生物科技系課程，則可列出以下
的各式專業課程，以作為參考：
「普通生物學、生化科技概論、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化學、微生物學、生物統
計學、分子生物學、微生物遺傳學、生物技術基礎與前瞻、應用微生物與生物技術
分子微生物學、系統微生物學、酵素純化與分析、酵素分析方法、酵素純化方法、
免疫學與免疫治療前瞻、免疫學、微生物代謝、病毒學、應用微生物學、臨床生化
學、當代營養議題、蛋白質摺疊與錯誤摺疊之學理與技術、分子生物物理、蛋白質
化學及分子模擬、發光現象在生命科學及科技之應用、分子生物物理、再生醫學導
論、生化技術原理與應用、酵素純化與分析、生化技術原理與生醫分析、蛋白質化
學、酵素分析方法、蛋白質摺疊修飾與疾病、抗體生產與應用、酵素純化方法、生
物分子動力學、植物之二級代謝、生物資訊學、結構生物學概論、蛋白質結構與功
能、蛋白體學、當代營養議題、營養生化學實驗、疾病預防之飲食與生活型態、營
養生化學、荷爾蒙與調節物質、營養基因體學、生物材料分析、生物材料分析實
驗、生物統計學、遺傳學、細胞生物學、生物有機化學、細胞與發育生物學、細胞
生物學、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及專利法規、生技醫藥產業實務概論、幹細胞與再生
醫學前瞻、再生醫學導論、臺灣食品安全問題之剖析與省思、醱酵學、生醫分析、
酵素動力學、催化原理及應用、系統生物技術、微觀生物物理入門、生化系統動力
分析、微生物之生物技術檢驗法、工業微生物育種、基因改造食品、機能性食品、
植物細胞培養與工業應用、分子病毒學、經濟真菌學。 21」
生命科學系與生物科技系都是培養生醫生技領域學生的主要學科，課程涵蓋範
圍廣泛，具有相當的難度與深度，可知生醫產業人員的基本4年培訓確實是非常不
容易且非一蹴可幾。

20

21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課程網站：http://homepage.ntu.edu.tw/~deptlifesci/attached/law/Y_
108.pdf，最後瀏覽日：2021年7月19日。
國立臺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課程地圖，網址：http://coursemap.aca.ntu.edu.tw/course_map_all/
class.php?code=B020，最後瀏覽日：2021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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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利師的考科與擅長項目
專利師公會認為專利師的擅長項目在於「專利師透過其在技術與法律上的專
業，協助發明人申請專利，提供專利相關事宜之諮詢及服務，並協助處理專利相關
爭訟案件」，且「專利師之養成及管理是提昇我國專利及智慧財產權服務品質，增
進我國研發創新整體能力及專利乃至智慧財產權健全發展之重要環節」，故專利師
公會確實對於專利師的自身定位相當明確。
此外，在我國大學無「專利系」設置的情況下，參加專利師考試必須另外自習
以下所示的各式學科：
「一、專利法規。
二、 專利行政與救濟法規。
三、 專利審查基準與實務。
四、 普通物理與普通化學。
五、 專業英文或專業日文（任選一科）。
六、 工程力學或生物技術或電子學或物理化學或工業設計或計算機結構（任
選一科）。
七、 專利代理實務。」
即使在大學讀過成千上百生命相關學科的大學畢業生，在考場上，也僅能轉換
成「生物技術」一個考科而已，滿分也僅占有700分的其中100分而已，要說明的
是，專利師的選考項目僅是在其所學的各式科學技術科目中，所選出的其中一門科
目，但技術人員確實培養不易。
由前述可知，自省已受過基礎學術與專業技術訓練，以及國家考試制度所嚴格
考核考選的專利師，智慧財產法院不僅以2016年公開諮詢函文予以高度肯定專利師
的功能作用與能力，似更對專利師充滿了社會的滿心期待。
捫心自問，該2016年公開諮詢函文當然以鼓舞的角度，期待專利師勇於參加法
院的審判活動，提供自身的專利技術進行貢獻，更是提醒專利師自身該當深刻體會
瞭解該2016年公開諮詢函文的正向鼓勵，更激發吾人對參與法院訴訟的期待，專利
師能夠著法定全黑鑲金黃邊法袍，站在法庭上，就技術與專利角度據實向法院闡明
解釋，為當事人積極爭取權益，此等具有社會意含的殷殷期待，自認該當殆無疑
義。而當然，受到如此社會期待與鼓舞，專利師更應以此為自我鼓舞惕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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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借鏡《律師法》於2019年修法爭議為省思
一、社會對律師的期待
智慧財產法院於2016年公開諮詢函文中，並未徵詢律師的意見，反倒使人對於
律師法制感到好奇，又自《專利師法》的立法開始，其實是仿自我國的《律師法》
制度，主要因為兩者的部分業務範圍有相近之處，且兩者執業性質相近，於制度立
法時，即可以就近求教，而於實務運作時，兩者又多有重疊，故於《專利師法》的
數次修法過程中，亦多參酌《律師法》 22的條文設計。
經查民間司改會對於律師的期待是：律師，又稱在野法曹，是促進人權、維護
社會公益的重要守門人，而《律師法》作為律師團體自治的基礎，自應與時俱進，
以跟上現代社會對於公益代言人的要求 23，又有識者對律師的期待是，律師係以實
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 24，故而多數大眾對於律師的期待，似乎偏向社
會公益與公眾事項。
經查《律師法》自1992年後，並未有太多的大幅度修正，直到2017年，才有司
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對《律師法》進行大幅修正。而以下針對《律師法》過往的修
正爭議，站在社會公民的大眾角度，期待能提出相關討論，而有客觀理性的論點。

二、於2019年《律師法》的修法爭議
於2010年所通過施行的《律師法》，其於2019年修正時，引發了很可能是《律
師法》修法史上的最大社會爭議，2019年原本預計僅在於《律師法》修法草案的第
22

23

24

於2015年《專利師法》提出第2次修正之前，筆者個人當時擔任專利師公會的權利委員會委
員，且於第2次修法的預備會議中提出修正案的建議，當時的原始提案，獲權利委員會成員
全力支持，迄今《專利師法》第32條、第32條之1，以及第33條係當時由個人所提出之原始
提案，至於提案經過，由於當時無前例可循，筆者當時即直接仿《律師法》條文，參照當時
執業經驗，提出為《專利師法》的增設或修正條文。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在野法曹新紀元，2019年12月13日，網址：https://www.jrf.org.tw/
articles/1770，最後瀏覽日：2021年7月19日。
法律圈傳媒，律師法修法爭議，2019年12月3日，網址：https://news.lawchain.tw/%E5%BE
%8B%E5%B8%AB%E6%B3%95%E4%BF%AE%E6%B3%95%E7%88%AD%E8%AD%B0/，
最後瀏覽日：2021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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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條「無照執行律師業務」規定，以及第129條「借牌執行律師業務」的規定中
「倘未具律師身分，意圖撰寫法律文件以營利，將面臨行政罰，甚至刑法的處
罰」，始料未及的是，修法之舉反引起其他職業公會，以及其他專門職業技術人員
向媒體投書質疑。
而這些意見皆都一面倒地認為《律師法》草案的法律諮詢，以及「法律文件」
的定義未臻明確，並未詳述「法律諮詢」及「法律文件」的範疇，在修法條文文意
不明情況下，貿然實施《律師法》新法，恐將嚴重影響相關領域人士的從業執業權
益 25 ，其中包括了專利師，記帳士等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很可能在未來執行業務
時，皆會因業務內容牽涉《律師法》而觸法 26，豈不是造成僅有律師才得以全方面
獨攬業務 27，而其他專技人員只能徒呼負負了。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理事長林宗宏就認為「惟《律師法》修正草案第127條及
第129條規定之律師專屬執業範圍似有過於廣泛之嫌，恐將損及包括專利師在內的
諸多專門職業人員之工作權 28」，又林氏的文章中「台灣專利師考試難度全世界最
高，其困難性自不待言」，此處有將專利師考試與律師考試相比較之意，其意自
明，且林文以為「然《律師法》修正草案第127條及第129條卻將經營法律諮詢或撰
寫法律文件定為律師專屬執業範圍，對違反者課以重刑，……但專利師之跨領域多
重專業獲國家考試肯定在先，取得資格後亦有持續進修之法定義務」，此處亦認為
專利師之職權功能，係神聖而不可恣意侵犯，而林文還強調「專利師之職權功能，
早已經主管機關認定，且經多年不變」，而「法務部及律師界似傾向採限縮解釋，
認為除商標申請送件外，其他都屬於『經營法律諮詢或撰寫法律文件』範疇，為律

25

26
27
28

政大大學報，新《律師法》三讀通過 惟惹議條文暫緩修正，2019年12月27日，網址：
https://unews.nccu.edu.tw/unews/%E6%96%B0%E3%80%8A%E5%BE%8B%E5%B8%AB%E6
%B3%95%E3%80%8B%E4%B8%89%E8%AE%80%E9%80%9A%E9%81%8E-%E6%83%9F%
E6%83%B9%E8%AD%B0%E6%A2%9D%E6%96%87%E6%9A%AB%E7%B7%A9%E4%BF%
AE%E6%AD%A3/，最後瀏覽日：2021年7月19日。
同前註。
同前註。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理事長林宗宏，律師法修正應審慎 勿衝擊其他專門職業人員之工作
權，工商時報名家評論，2019年10月4日，網址：https://view.ctee.com.tw/legal/11680.html，
最後瀏覽日：2021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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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專屬業務云云……，《律師法》一旦修正通過，恐有眾多專利師均將成為律師法
課刑之對象」，誠哉斯言。
此外，亦有讀者至新聞報刊投書以提出對《律師法》修法的不同看法 29「『法
律文件』這個立法文字最廣的情況可能涵蓋『任何為了產生法律效果的（申請）文
件都是法律文件』，例如汽車回收中心代辦汽車報廢所填寫的申請文件也算法律文
件」，又依投書 30的說法「僅計算護理師及護士、藥師、地政士、生技領域從業人
員、專利工程師、專利師、商標代理人等7種受法案影響的身分別，就已占就業人
口的2.5%，估計應該有至少10倍的人（占就業人口的25%）可能會觸法而被科以3年
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新台幣40萬元至200萬元罰金，反觀律師的人數僅占就業人
口的0.085%」，且其 31還點出律師既然欠缺生醫技術背景，當然無法進行藥品驗證
的工作，還 認為「《律 師法》草案 第127條不但無助於提 升生技醫藥 產業的競爭
力，且會將目前的成果摧毀」，這部分確實值得警惕，而一向恐欠缺對生醫產業技
術了解的律師界，不知道是否能夠了解投書的語句內容？
而在律師方的回應，如律師全聯會的說明意見「部分職業團體一再宣稱行政院
版《律師法》修正草案第127條、第129條規定過於廣泛，不當限制其工作權益，此
是 過 度 擴 張 解 讀 《 律 師 法 》 草 案 … … ， 第 127條 、 第 129 條 均 有 『 依 法 令 執 行 業
務』」的除外規定，即「各該職業團體人員只要是依法令執行其業務，當不致有違
反律師法疑慮 32」，似乎亦只是偏重一方之說明，似無其他的詳細釋疑內容 33。

三、律師的執業範圍
《律師法》自1941年立法施行至今，中間歷經15次的修正，就歷史紀錄來看，
29

30
31
32

33

王雅萱，律師法修過頭了！，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19年11月19日，網址：https://talk.ltn.
com.tw/article/paper/1333078，最後瀏覽日：2021年7月19日。
同前註。
同前註。
全國律師聯合會，2019年11月29日新聞稿，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twbarA/posts/10
12867445721591/，最後瀏覽日：2021年7月19日。
李淑蓮／北美智權報編輯部，律師法修法草案文字太籠統導致解釋過廣 宜納各方意見謹慎
行之，聯合新聞網／北美智權報，2019年12月12日，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6871/
4221450，最後瀏覽日：2021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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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法》最早明確規範律師的執行業務範圍，似乎係在1992年11月16日《律師
法》的修正公布版本，距離1984年的前次修法，卻相隔了8年之久，《律師法》經
立法51年後的漫漫長路，終於在1992年，首度正式明文將律師的業務法制化，載明
於《律師法》條文 34中。此處，試著找出當年1992年時，《律師法》對於律師的執
行業務範圍，當時所修正的第20條條文規定如下：
「律師受當事人之委託或法院之指定，得辦理法律事務。
律師得辦理商標、專利、工商登記、土地登記及其他依法得代理之事務。
律師辦理前項事務，應遵守有關法令規定，如有違反，應依有關法令處理。 35 」
而自1992年至2020年的28年以來，《律師法》雖屢經遞嬗，然就目前《律師
法》最新於2020年公布施行版本所載，即今仍施行的《律師法》第21條第2項之規
定「律師得辦理商標、專利、工商登記、土地登記、移民、就業服務及其他依法得
代理之事務」，該項條文清楚載明了律師目前可以執行業務的範圍，故而包括「商
標、專利、工商登記、土地登記」等業務，自1992年至2020年以來，長達28年的時
間，一直就是《律師法》所規範的律師執業範圍內，此處不得不特別指出，包括商
標、專利、工商登記、土地登記等四大領域範圍，成為我國律師執業範圍，獨我國
所有，恐怕全球也再無第二個國家會有這樣的成文法律條文，譽為臺灣奇蹟恐亦不
為過。
而前述的讀者投書亦有這樣的說法「商標申請產業：目前實務上至少有85%的
商標申請案……，是專利師或其他不具特殊身分的人代理。律師法草案第127條通
過後，他們不但不能繼續代理商標案，……將立即面臨刑責 36」，讓人始料未及的
是，《律師法》如此的修正，反危及到每年有9萬多件商標申請案的商標代理 產
業。

34

35

36

嘉義律師公會梁律師，修法不能淪為公會頭人的角力場，Newstalk新聞，2019年11月22日，
網址：https://newtalk.tw/citizen/view/56028，最後瀏覽日：2021年7月19日。
律師法（1992年版），維基百科，網址：https://zh.m.wikisource.org/wiki/%E5%BE%8B%E5
%B8%AB%E6%B3%95_(%E6%B0%91%E5%9C%8B81%E5%B9%B4)，最後瀏覽日：2021年
7月19日。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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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律師直接執行專利師的業務
按照《律師法》第21條第2項律師得辦理商標、專利、工商登記、土地登記、
移民、就業服務及其他依法得代理之事務的規定，使得律師的業務範圍包括專利業
務，換言之，律師除了可以辦理專利申請案件之外，包括經濟部的訴願程序，智慧
財產法院的行政訴訟，以及民事訴訟程序，已完全涵蓋專利師的業務範圍，亦等於
律師得以直接執行專利師全部的業務。
於《律師法》這方面，法務部認定是歷史因素之故，法務部於2008年7月15日
當年提供相關的行政函釋法檢決字第0972001653號的解釋函文「律師得辦理專利之
事務，毋需登錄及加入公會，惟仍應遵守專利法規，如因而有不法行為，即應付懲
戒 37」，恐怕這也是全世界未見的立法例，竟然由官方以行政命令方式，直接准許
在未經任何考試考核的狀況下，即由律師直接執行專利師的業務。
當然，目前市場的實際運作情況，當律師於接到專利申請案後，並無法直接撰
寫專利說明書 38時，就是交給專利工程師 39以撰寫專利說明書，以使專利工程師在
律師的控制管理之下，能夠完成專利申請的程序，除此之外，就是很有可能發生的

37

38
39

茲抄錄「法檢決字第0972001653號行政函釋」如下：
「主旨：台端2008年7月7日致本部部長信箱之電子郵件一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一、按律師得辦理專利之事務，並應遵守有關法令規定，律師法第20條第2項、第3項
定有明文。準此，專利事務之辦理既係律師之執業範圍，則律師根本毋需依專利師法第6條
規定：『……應經職前訓練合格，並向專利專責機關登錄及加入專利師公會』，始得執行業
務；惟律師於辦理專利事務時，仍應遵守專利法、專利法施行細則或專利師法等涉有委任人
權益等相關法規。
二、次按律師辦理專利事務，如涉有不法或不當行為，依律師法第39條第1項規定，即構成
應付懲戒事由，是以，台端來函所稱無法可管乙節，應屬誤會。」
專利說明書，於專利法第25條與第26條的規定中，屬於專利申請時所必須附的文件。
此處的「專利工程師」，是台灣社會所創且獨有的名稱。趁著業務之便，曾經請問過南韓的
專利代理人與美國的專利代理人，有無專利工程師的職稱，這兩國皆無，那專利工程師從何
而來？剛好多年前於某雜誌的訪談中，前世新大學法律系學者鄭中人教授，提到了這段，當
他年輕時代（民國70年代），還在業界服務時，所服務的公司想要找一位人員從事專利方面
的工作，卻想不出工作職稱，而當時台灣的製造業非常發達，由於很多工作都冠上工程師三
個字，例如：製造工程師，銷售工程師，皆為普遍的現象，所以，他靈機一動，把專利加上
工程師，成了「專利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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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模式，就是以所謂的借牌經營 40的商業模式了。
由於我國絕大部分的律師本身並沒有技術背景 41 ，對於專利審查基準無法涉
獵，即使在律師考試第二試的選考科目選考為「智慧財產權法」的組別，也算是讀
過《專利法》，但仍難免讓人懷疑，是否依然欠缺對於專利法治的閱讀與了解，且
按照通常知識，真的可以為當事人保障權益嗎，另人不禁懷疑。

(二) 律師直接執行商標代理人的業務
過往，並無明文規定有商標代理人，而於2020年8月2日，智慧財產局公布商標
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42，又於2020年8月17日舉辦公聽會 43，積極進行推動商標代理人
法令的立法施行。
不過商標代理人制度僅辦理對於智慧局的商標申請程序，也就是僅能進行商標
的行政審理程序，而律師不僅是辦理前述商標代理人的商標申請，甚至包括商標案
後續發展的經濟部訴願程序，以及智慧財產法院的行政訴訟，民事訴訟程序，故

40
41

42

43

此種違反法令的方式無法於本文討論。
本文認為所謂的「技術背景」，指的至少應該是我國的二年制專科學校（包括五年制專科學
校）畢業的技術程度，也就是在三年制的高中或是高職畢業後，進入專科學校，修讀兩年制
的二年制專科課程，或是於國中畢業後，進入專科學校修讀五年制的五專課程。而這些課程
相，當於一般大學或是科技大學的大學一年級，與大學二年級的課程，對於技術的基本教
導，已相當足夠，這樣二專五專的畢業生，撰寫具有高度技術性的專利說明書，似已顯足
夠。
但是，現今來看，我國的教育普及，已設立了一百多所大學，難道不能大為增加進學的機會
嗎？學有所成的律師／法律人，是否不該擔心進修的機會？是否應該把握機會去進修吧？而
如果，仍然依循過往的做法，仍然沒有學習進步，在21世紀的今日，我們難道還會算是進步
的國家嗎？
商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商標代理人部分條文）暨商標代理人登錄及管理辦法草案公聽會
之會議紀錄及意見彙整回應，網址：https://topic.tipo.gov.tw/trademarks-tw/cp-513-88085733728-201.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9月3日。
工商時報，智財局力推商標專業代理人制度，2020年8月18日，網址：https://tw.stock.
yahoo.com/news/%E7%B6%93%E6%BF%9F-%E6%99%BA%E8%B2%A1%E5%B1%80%E5
%8A%9B%E6%8E%A8%E5%95%86%E6%A8%99%E5%B0%88%E6%A5%AD%E4%BB%A3
%E7%90%86%E4%BA%BA%E5%88%B6%E5%BA%A6-235128467.html，最後瀏覽日：2021
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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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律師直接執行商標代理人達百分之百的業務範圍。

(三) 律師直接執行會計師的業務
以下是會計師主要業務範圍（於1963年《會計師法》所通過施行），會計師的
工商登記業務，如以下所載的《會計師法》第14條的內容：
「會計師在登錄之區域內執行左列業務：
一、 受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之指定或受當事人之委託，辦理關於會計之設
計管理、稽核、財務分析、調查、整理、清算、鑑定、資產估價等事
項。
二、 承辦財務報告之查核簽證。
三、 充任檢查人、清算人、破產管理人、遺囑執行人或其他信託人。
四、 充任稅務案件之代理人。
五、 充任工商登記或商標註冊案件及其有關事件之代理人。
六、 其他會計及商事之各種文件之撰擬。」
如前述按照我國《律師法》第20條條文所規定，律師得以執行工商登記的業
務，等於律師得直接執行《會計師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條文「充任工商登記或商
標註冊案件及其有關事件之代理人」的業務，故而即使不是執行會計師的全部業
務，但仍是執行《會計師法》第14條所規定的六分之一的業務範圍。

(四) 律師直接執行地政士的業務
地政士的主要業務範圍（於2001年《地政士法》通過施行）於 《地政士法》
第16條的規定：
「地政士得執行下列業務：
一、代理申請土地登記事項。
二、代理申請土地測量事項。
三、代理申請與土地登記有關之稅務事項。
四、代理申請與土地登記有關之公證、認證事項。
五、代理申請土地法規規定之提存事項。
六、代理撰擬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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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之簽證。
八、代理其他與地政業務有關事項。」
如前述按照我國《律師法》第20條條文所規定，律師得以執行「土地登記」的
業務，等於律師得直接執行《地政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以及第4款的土地登
記條文的業務，甚至可以直接推出，其他的第5款、第6款，以及第7款的法規與契
約，以及協議條文，都屬於法律領域，至少可執行地政士達七成五的業務範圍。
由前述可以得知，《律師法》以包山包海大包大攬的濕布衫式（什麼都要沾上
邊之意）立法方式，擴張出超出意外地，連自身都可能完全無法勝任的多種跨領域
法定職權，影響所及更達其他四個行業，應該是《律師法》於提出修正草案時始料
未及的。

伍、律師的技術貢獻
由前述的智慧財產法院2016年函文顯示出，智慧財產法院於發文詢問生醫藥業
的專業團體與官方專門機構時，同時向專利師公會發出公開函文，要求其提供技術
諮詢的意見，此處的智慧財產法院舉措確實值得注意，而就律師的相關議題提出討
論意見如後。

一、律師的學業背景
就考試院考選部目前的規定，通常需大學的法律學系畢業，才能參加律師考
44

試 ，現今大學法律系的課程多是以下的課程 45，包括了：
「民法、商事法、公司法、海商法、票據法、保險法、民事訴訟法、非訟事件
法、仲裁法、公證法、強制執行法、破產法、國際私法、刑法、少年事件處理法、
刑事訴訟法、證據法、行政法、證券交易法、土地法、租稅法、公平交易法、智慧
財產權法、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消費者保護法、社會福利法、勞工法或勞
44

45

此處不就有以獲得大學學士學位且另修習20個法律學分，得以參加律師考試，或是有其他可
參加律師考試的學制資格進行討論。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高 等 考 試 律 師 考 試 規 則 ， 2019 年 4 月 12 日 ， 網 址 ： https://law.
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R0040047，最後瀏覽日：2021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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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法、環境法、國際公法、國際貿易法、英美契約法、英美侵權行為法、法理學、
法學方法論」等法律科目。
仔細詳查這些科目，其實不脫法律為主軸，並未見有任何技術科目領域的課
程，讓人疑惑不解的是，為何當修習完這些法律課程，通過律師考試後，就可以直
接執行專利師的業務，對照實務情況，可否提醒立法者能夠深究20多年前當年的
《律師法》立法理由何在？ 近30年的時勢變遷，當年尚未立法的《專利師法》，
亦已立法實施至今達13年，今日已有專利專業人員的誕生與執業，環顧當下的時空
環境，識者不免要問：《律師法》的立法難道沒有精進餘地？更不禁要問：《律師
法》的立法難道沒有情勢變遷原則的適用？

二、律師、專利師與專利說明書的撰寫
律師對於法律熟稔，理所當然應該處理法律事務，似無疑義，但若在大學四年
僅讀過法律系課程，無任何技術課程或是雙修輔系的修習，即在無任何技術背景支
持的情況下，卻可以直接辦理專利申請事務，細想似乎不無疑問。
當然，有識者認為並非專利師都可以獨立撰寫所有領域專利說明書，例如機械
領域之專利師，對於藥品專利說明書可能也無法獨立撰寫，實務狀況的確如此。
而此處所要說說明的是，專利師的技術領域確實具有許多種不同的技術領域，
例如：機械、電子、材料、生化領域等不一而足，但因專利師受有基本理工醫農自
然科學知識的訓練，且專利師考試有理工醫農自然科學相關的共同科目，以及說明
書的撰寫考試科目，故以，即使為不同領域，倘能詳細與發明人溝通了解其技術重
點，仍能有其能力撰寫說明書，因為專利師對專利說明書的架構，技術保護的揭露
技巧寫法，圖式的表達方式等，有其相當的專業性。故而專利師於大學所習的理工
農醫技術與自然學科的科目甚多，即使專利師可能就某種領域不熟悉，但仍可咨詢
其他專利師或得其協助，此便如同律師，某些律師係精通刑事案件，而某些律師則
精通民事案件，或是海商案件，但律師仍多能接案各領域之法律案件或能共同完成
案件，其具有相同的道理。
惟所疑者，觀之絕大多數的律師，並未曾在大學校自然學科的理工科系學習，
且其自身對於技術部分亦未曾有過涉獵，故若當律師僅具有法律相關領域背景，亦
未曾寫過任何技術文件或專利說明書的情況下，卻為何一旦在考取律師證照後，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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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有任何專利實務的職前訓練情況下，卻可立即得以執行專利師的執業項目？若
與律師的執業規定比較，律師不也是在經過半年的律師實習生涯，完成半年的職前
訓練後，才得以成為正式的律師嗎？
此處就生醫生技領域的專利說明書中的「專利申請範圍」作為展示說明，也就
是以專利說明書 46展現出立法例所常稱的專利權的「構成要件」，利於讀者可以了
解申請專利範圍的第1項獨立項的內容：
於 第 1 項 的 前 言 （ preamble ） 所 示 ： 「 1. A method by using a machine to
uniformly coat a reactant to form a thin-film on a porous material with a reactant and
enhance a chemical reaction between said reactant and said second reactant of said thinfilm by a negative pressure, comprising.」，以中文而言，是說一種使用真空負壓抑制
被反應物之濃度降低現象，而可加速在以一反應物之一薄膜均勻塗佈在一有孔性材
質上之一被反應物的一均勻化學反應方法，至少包含：，而此段落可以做為專利申
請範圍獨立項的前言了。
於第一段落中，placing said porous material with said reactant transferred on a
platform of said machine，以中文而言，可說成置放含有該被反應物的該有孔性材質
基板於該塗佈頭下方，此段落可以做為專利申請範圍獨立項的第一個步驟了。
於第二段落中，preparing a coater having a coater inlet and a coating head of said
machine with said second reactant by injecting said reactant through said coater inlet into
said coater, a coating distance being formed between said coating head and said porous
material，以中文來說是提供一薄膜塗佈，一有孔性材質基板，以及一負壓真空裝
置，其中該薄膜塗佈包含一塗佈頭，可將一反應物均勻塗層於一有孔性材質基板
上，該薄膜塗佈具有可調變之一薄膜塗佈寬度；完成該擬被反應物轉印，此段落可
以做為專利申請範圍獨立項的第二個步驟了。
於第三段落中，distributing uniformly said second reactant with a fluid flow rate
from a coating head of said coater to coat said second reactant with a coating speed on
said porous material to form said thin-film，以中文可解釋為注入欲塗佈的該被反應物

46

《 專 利 法 》 第 25 條 與 第 26 條 ， 2019 年 5 月 1 日 ， 網 址 ：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
LawAll.aspx?pcode=j0070007，最後瀏覽日：2020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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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塗佈頭內；調整該塗佈頭之一流體出口與該有孔材質基板之一塗佈間距，其中
設定該機台上之參數，使該塗佈頭維持在該有孔材質基板的上方且與該有孔性材質
基板保持該塗佈間距」，此段落可以做為專利申請範圍獨立項的第三個步驟了。
以立法例所常談到的構成要件，以及法律效果，例證於《專利法》所規定的專
利說明書中，其申請專利範圍就是以專利的技術特徵，一步一步且一環一環緊扣所
堆疊環繞所形成的構成要件，而其前言，即「一種……化學反應方法，至少包
含」，這句前言，無疑就是本項的法律效果了，而其法律效果即為侵權判定之所
依。
而本專利申請範圍的型態是一種方法項，所包含的每一個分段，就是一個技術
特徴，而本方法項節略有三個分段，所以有三個技術特徵，也就是本項以三個步驟
所構成。當然，說明書是需要經過設計的，這三個步驟，由發明人與專利代理方，
經過互相殫精竭慮折衝樽俎後，確定所必要的步驟，進而形成方法，提出專利申
請。
目前也僅有專利師經過我國專門職業暨技術人員考試的專門考核，還有職前訓
練要求，加上實務經驗，這項僅有專利師才獨有的專門技術，管見以為應該盡速立
法於《專利師法》予以有效保障，亦即應將「專利說明書的撰寫」列為專利師的專
有執業範圍，猶如拙文前段所言，其理由係因我國目前僅有專利師的考試與訓練，
才得以勝任專利說明書的撰寫，換言之，原有的專利代理申請案，原僅有「專利代
理權」，該專利代理權已包含專利說明書的撰寫，惟拙文建議，應將目前的專利代
理權再分出「專利撰寫權」，將專利說明書的撰寫成為一個獨立的權利法益，也就
是，於專利申請案中，具有「專利代理權」與「專利撰寫權」兩個權利法益，即可
於專利師法第9條，加入「惟專利說明書僅得委任專利師撰寫」條文，亦即修改第9
條第1項為「專利師得受委任辦理之業務如下，惟專利說明書僅得委任專利師 撰
寫」條文。
承上，管見以為，於專利代理申請實務的操作時，須由專利師進行撰寫專利說
明書且以具名方式表彰其「專利撰寫權」 47，於此處所提出的「專利撰寫權」，其
47

此處特別說明，「專利撰寫權」係由吾所獨見而創獲者，為世界各國的專利代理法制中所未
曾有。
而「專利撰寫權」的立法緣由，係因於我國的專利代理法制中，未受過專利說明書撰寫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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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必須由專利師親自執行「專利說明書」的撰寫，而當完成專利說明書的撰寫
後，於專利說明書與「專利申請書」中，需有「撰寫人」的印章格以刊載專利師的
簽章，以示其執行業務 48，如同比照我國律師法中，律師於擔任訴訟代理人時，必
須親撰訴之聲明，更需親自出席法庭訴訟以示執行業務。
此外，由於「專利代理權」可分別由目前《專利法》所定的專利師所代理施
行，或是《專利師法》所定的專利師或是專利代理人所代理施行，或是《律師法》
所定的律師所代理施行，此時，於專利申請書中，設有代理人的印章格，可供專利
師，專利代理人，或是律師簽章，以示負責代理案件之人。
故而，當專利師亦為代理案件之人時，很可能需要對專利申請書中的撰寫人專
利師與代理人等兩處空格，進行兩處空格的用印蓋章。而若是專利師於撰寫後，係
由律師用印為代理人，此兩處的用印則為不相同，而管見所提的處理方式，目前仍
無國際間之相同規定，但亦相當能夠符合我國目前的專利代理實務現況。
此處需要提醒的是，法界過往曾多次送檢調偵辦的案例，有位大學法律系畢業
生，或是自學法律有成的人，在未考取律師的情況下，卻自稱可以代寫訴之聲明，
四處兜攬，謀取不當利益，而由《律師法》明文嚴懲。同理，專利說明書亦是類似
法院的訴之聲明的法律文件，對於專利師實有重大意義，同理，《專利師法》更應
該不會同意專利說明書有代寫的情況發生。

三、律師、專利師與專利代理申請
此處亦就現今我國的專利代理市場進行說明，就智慧財產局的「代理人資訊 49」

48

49

訓練的律師，卻直接執行專利業務的立法缺漏，故而本「專利撰寫權」之立法，當可補專利
法，專利師法，與律師法等三法的立法缺漏。
依目前專利代理實務，即使有所謂的專利工程師為律師代為撰寫專利說明書，但專利工程師
亦多屬大學理工醫農畢業生而已（猶如大學法律系畢業的法務），並未有合格完整的專利師
考核與職前訓練（包括專利說明書撰寫），即使在律師的監督下完成專利申請事宜，但律師
與專利工程師兩者皆仍處在無正規的專利說明書撰寫與訓練的情況下。
此種情況亦如同我國技師法所規定的技師簽證規定，技師必須親自到場監督簽名，進行簽證
行為，有時甚至需進行現場的錄音錄影存證。
智慧財產局代理人資訊，網址：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lp-710-101.html，最後瀏覽
日：2021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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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顯示，目前的全部代理人達633名，其中具「專利師」資格者達216名（34%），
具 「 專 利 代 理 人 」 資 格 者 達 198 名 （ 31% ） ， 以 及 具 「 律 師 」 資 格 者 達 219 名
（35%），由數字所顯示，可知律師直接執行專利代理業務的人數已超過專利師的
執業。
又於原有的198名專利代理人中，就其事務所名稱係「法律 50」，「律師 51」來
看，約有54名律師，即恐已有近三分之一（27%）的專利代理人是律師，若再深究
其事務所名稱係「專利 52」、「專利商標 53」、「智權 54」，以及「智慧財產權 55」
的專利代理人中，亦有39名係由律師所登記開設，共有93名的專利代理人是律師，
而經統計共有312名律師代理專利申請案，占有專利代理比率為49.3%，換言之，律
師占有目前近二分之一的專利代理市場，比例已經大大超過專利師的比例達15%。
而於專利代理的實務操作上，目前已多有專利師與律師互相合作情況，專利師
公會內部亦有合作倡議之說，惟因律師執業範圍已完全涵蓋專利師的執業範圍，兩
50

51

52

53

54

55

例如理○法律事務所陳○文律師，是以專利代理人資格登記代理（此處對所引用的智慧財產
局代理人資訊之當事人致上歉意，但為求學術論文的真實度，吾不得已也），網址：https://
topic.tipo.gov.tw/patents-tw/lp-710-101-xCat-1-1-20.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11月7日。
例如李○民律師事務所李○民律師，是以專利代理人資格登記代理（此處對所引用的智慧財
產局代理人資訊之當事人致上歉意，但為求學術論文的真實度，吾不得已也），網址：
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lp-710-101-xCat-1-1-20.html ， 最 後 瀏 覽 日 ： 2021 年 11 月 7
日。
例如世○專利事務所許○津律師，是以專利代理人資格登記代理（此處對所引用的智慧財產
局代理人資訊之當事人致上歉意，但為求學術論文的真實度，吾不得已也），網址：https://
topic.tipo.gov.tw/patents-tw/lp-710-101-xCat-1-2-20.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11月7日。
例如聖○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陳○郎律師，是以專利代理人資格登記代理（此處對所引
用的智慧財產局代理人資訊之當事人致上歉意，但為求學術論文的真實度，吾不得已也），
網址：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lp-710-101-xCat-1-1-20.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
11月7日。
例如宇○智權事務所徐x波律師，是以專利代理人資格登記代理（此處對所引用的智慧財產
局代理人資訊之當事人致上歉意，但為求學術論文的真實度，吾不得已也），網址：https://
topic.tipo.gov.tw/patents-tw/lp-710-101-xCat-1-6-20.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11月7日。
例如德○○○國際智慧財產事務所張x樞律師，是以專利代理人資格登記代理（此處對所引
用的智慧財產局代理人資訊之當事人致上歉意，但為求學術論文的真實度，吾不得已也），
網址：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lp-710-101-xCat-1-3-20.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
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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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幾乎成了無差別執業，《律師法》已是完全遮蔽《專利師法》的斗大烏雲，故亦
有甚多專利師在欠缺法律有效保護的情況下，未能產生異業合作的意願，而若兩者
於爭取共同的合作機會時，能有相互差異的執業範圍，才能裨補缺漏，一起為專利
領域共創美好的未來發展。為今之際，對於專利師業務範圍的補正，應該往《律師
法》所未遮蓋之處發展，或是往《律師法》力有未逮之處挺進，例如專利說明書的
撰寫，或是專利無效訴訟的參與，應該力爭入法於《專利師法》，除應加入專利說
明書撰寫為專利師所獨有職權，更應於專利申請案件中的專利說明書與專利申請
書，於送件申請時，必須列出撰寫專利師的簽名，此係比照律師在法庭活動中的簽
名，以立法有效保護專利師的法定獨有職權，更可以擴大專利師的委辦案件。
就前述拙文的描述，可以得知「專利撰寫權」跟「專利代理權」的差異，而
「專利撰寫權」對於後續專利流程，包括申復答辯程序，舉發程序，以及訴訟程序
時，皆可比照專利申請的「專利撰寫」顯名方式，對於專利的整體程序會具有極大
的助益，撰寫者的顯名，彷如建築師對於所設計建築物之具名，更顯得意義重大，
且由於可以得知原撰寫人專利師，增加了可探知撰寫原意的可能，較現時制度的專
利申請程序為佳，此外，此處的「專利撰寫權」，確實相當接近於著作權中，顯示
著作人姓名以示其著作人格權的概念。

四、專利申請事務難道是法律事務之省思
可能與社會大眾的法律通念有所差異的是，就大學法律相關科系而言，專利申
請相關事務當然屬於法律事務，這點確實值得商榷 56。拙文推論其主要原因 57，很
可能是傳統法律人向來認定訴訟事件與非訟事件屬法院管轄事件，故辦理法院管轄
事件才得以認定係屬於法律領域的工作，換句話說，若事件屬於行政機關所管轄的

56

57

此處提供筆者個人的實際經驗以利探討，於數年前，筆者曾看到某國立大學法律研究所的博
士班招生說明，招生條件的其中一項，必須從事法律工作十年以上，故以電郵就教於該大學
的法律研究所教授，直問「專利申請工作的性質是否當然屬於法律工作」？原未期待會有任
何答案，但竟意外地獲得回覆，幸賴此位學養俱佳，且之後出任大法官的該大學法律系教授
願意回答，而他的回答是否定的。
由於筆者個人過往曾就讀過國內大學的法律系與法律研究所，亦皆獲得法律學士學位與法律
碩士學位，故就相關法律學習背景，基於對我國基礎法律教育的理解，而提出自身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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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則當然不得屬於法律工作。
據此，當然得以推論得到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辦理專利申請工作的性質，並非
當然就是法律工作的結論。不禁試問，律師目前仍就可以直接辦理專利申請的工
作，到底是基於何種理由，基於何種原則，至今甚至連律師公會都沒辦法提出能夠
說服大眾的說帖，確實難以令人信服。對此，專利師的修法，不免考慮萬端，甚至
牽一髮而動全身，豈無慎乎？

五、《律師法》似未能符合國際潮流規定之省思
過去，亦有專業人員 58提到他的疑惑律師真的比其他職業人員更專業之法律知
識及能力，而得為委任人預防紛爭之發生或擴大，更能保護委任人之權益嗎，而由
律師本身於媒體的回應 59 ，可以看得出，律師們不斷在強調自身的專業在法律專
業，並無任何律師認為自己專業會在技術領域。
就如拙文所知的專利代理法制而言，美國的專利律師（patent attorney）或是專
利代理人（patent agent）皆必須通過美國專利局的專利代理人考試 60（ Examination
for Registration to Practice in Patent Case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而歐盟的專利師 61（patent attorney）須通過歐盟的專利師考試
（European qualifying examination, EQE），此外，德國的專利師（patentanwalt）亦
須 通 過 德 國 的 專 利 師 考 試 62 （ Verordnung über die Ausbildung und Prüfung der
Patentanwälte （Patentanwaltsausbildungs- und –prüfungsverordnung—PatAnwAPrV），

58

59

60

61

62

黃信雄，傲慢的律師法草案修法並不剛好，自由時報讀者投書，2019年11月29日，網址：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93166，最後瀏覽日：2021年7月19日。
羅婉婷、劉子碩，律師法修法，剛好而已！回應王專利師投書律師法修過頭了！，自由時報
讀者投書，2019年11月24日，網址：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88075，最
後瀏覽日：2021年7月19日。
美國專利商標局網站，網址：https://www.uspto.gov/learning-and-resources/patent-andtrademark-practitioners/becoming-patent-practitioner，最後瀏覽日：2021年7月19日。
歐盟專利局網站，網址：https://www.epo.org/learning/eqe.html ，最後瀏覽日：2021年7月19
日。
德國專利商標局網站，網址：https://www.dpma.de/english/our_office/about_us/further_duties/
patent_attorneytraining/index.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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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英國的專利師（patent attorney）亦須參加英國的專利師考試 63 （Patent Attorney
and Trade Mark Attorney Qualification and Registration Regulations），而位於南亞的
印度的專利律師（patent attorney）或是專利代理人（patent agent）也必須要參加印
度的專利代理人考試 64，鄰近的中國大陸的專利代理師（patent attorney） 則須通過
「全國專利代理師資格考試 65」。故而前述的6個國家或地區，若想從事專利代理業
務，皆都需要通過當地專利專責機關所舉辦的專利資格考試，才能執行專利代理業
務，即使是日本的《弁護士（律師）法》第3條規定日本弁護士為當然的弁理 士
（專利師） 66，但仍需依《弁理士法》第7條的規定參加弁理士培訓才能取得弁理士
資格 67。
而另外要提醒的是，由於我國目前正籌辦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而以目前的會員國日本，與擬加入的會員國英國，以及中國大陸的專利代理法制而
言，例如日本於2016年全面翻修實施專利代理考試制度的新考試科目 68，英國也於
2021年8月全面修正實施專利代理考試制度的新考試科目 69，而中國大陸亦已於2019
年全面修改並實施新的專利代理制度 70，故而我國的專利代理法制與這3個國家所推
動實施的專利代理法制已產生相當鉅大的差異。
當然，無庸置疑的是，日、英、中3個國家的專利代理法制皆相當接近，倘以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英 國 智 財 考 試 委 員 會 網 站 ， 網 址 ： https://ipreg.org.uk/pro/admission-to-register/qualifyingcourses-and-examinations，最後瀏覽日：2021年8月12日。
印 度 專 利 商 標 局 網 站 ， 網 址 ： https://ipindia.gov.in/writereaddata/Portal/ev/sections/ps126.
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7月19日。
中國大陸專利代理條例，網址：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11/19/content_5341
736.htm，最後瀏覽日：2021年7月19日。
日 本 弁 護 士 法 （ 昭 和 24 年 法 律 第 205 号 ） 第 3 條 規 定 ， 網 址 ： https://elaws.e-gov.
go.jp/document?lawid=324AC1000000205，最後瀏覽日：2021年11月7日。
日 本 弁 理 士 法 （ 平 成 12 年 法 律 第 49 号 ） 第 7 條 規 定 ， 網 址 ： https://elaws.e-gov.go.
jp/document?lawid=412AC0000000049，最後瀏覽日：2021年11月7日。
日本弁理 士 試験の具 体 的実施方 法 について ， 網址：https://www.jpo.go.jp/news/benrishi/
document/shiken-gaiyo/shiken-jisshi-hoho.pdf，最後瀏覽日：2021年11月7日。
黃信雄，註58文。
註60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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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3個國家的專利代理法制相較於我國的專利代理法制，我國方面較為特殊的是我
國專利代理制度准許專利師、專利代理人，以及律師等三種資格人員代理專利申請
案，且我國《律師法》准許律師在未有任何類似的專利審查實務科目的考核機制，
卻可以直接執行專利業務，而這3個國家的專利代理法制，皆僅同意在管轄區域內
唯一只有專利師（Patent Attorney）能夠代理專利申請案，且專利師當然要經過國家
專利師資格考試的核定，故而所要提醒的是，倘律師法直至今日仍未能隨國際潮流
而進步，反逆行國際潮流的規定，其結果外則恐會被國際社會所排斥，故為使我國
能順利進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71，且為爭取社會及當事人對律師的委
託信任，律師法恐需參照國際間的專利代理法制，再經重新審視的必要。

陸、結

論

本文以智慧財產法院於2016年的公開諮詢函文作為社會期待，亦為自我鼓舞惕
勵的基礎，且以《律師法》修法為鏡，對於專利師法的修法工作，進行反省與討論
說明如下：

一、由諮詢函省思可於《專利師法》明定專利師的撰寫
於智慧財產法院於2016年的公開諮詢函文，實以社會公民角度，振奮了專利
師，能夠以專利說明書的撰寫人身分，勇於參加法院的審判活動，專利師更應以此
為自我提醒惕勵，以專利說明書的撰寫人身分，能夠身著法定的全黑鑲金黃邊法
71

當年我國申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於2000年前後，對於所有的智慧財產權法都
進行重大的全面翻修，藉以符合TRIPS國際條約的規範，同時，世界貿易組織亦有對會員國
相關專門執業人員於其他會員國執業的規定。
而本次的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同理我國亦必須再翻修一次有關的法
令，眾所周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亦已開始相關的修法準備工作。
且又「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規定擬申請進入的國家必須經所有會員國同意，才能加
入，此時，任何未符合國際規範的現行法規，似乎都會成為阻擋我國進入的最佳藉口，準
此，一向全面了解我國的中國大陸或是日本會員國，恐怕更可能對我國的相關法規提出全面
檢視的要求，這裡擔心的是，只要能提出未符合國際規範的現行法規，都很可能成為阻擋我
國進入的最好策略。

專利師︱第四十八期︱2022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162

袍，站在法庭上，提供自身所理解的專利技術，據實向法院闡明專利說明書的真
意，協助當事人利於訴訟，能為當事人積極爭取專利權益，當不負此等公開諮詢函
文所具有的社會意含的殷殷期待。
再者，專利師經過我國專門職業暨技術人員考試的專門考核，通過職前訓練要
求，加上實務經驗，精通專利說明書的撰寫，故應將專利說明書的撰寫，儘速立法
列為專利師的獨有執業範圍，這項僅有專利師才獨有的專門技術，倘於參與法庭活
動時，法院或是當事人更能夠理所當然地要求專利師協助提供其對於專利說明書解
釋說明的正確意見，更得以協助當事人的作為能夠符合民法第98條的探求真意的規
定。
當然，身為專利師如我輩者，所當自我省思者，需懷者惕勵精進的態度，更應
當知曉，法院此舉的目的之一，係鼓勵專利師應主動積極，參與專利訴訟的相關程
序，且未來更必須納入於全專利師的執業共識中。

二、由諮詢函文省思《律師法》修法的提醒
本文提出以《律師法》修法為鏡，實因《律師法》範圍已完全涵蓋《專利師
法》，遺憾地是，《律師法》反成為《專利師法》精進的最大競爭阻障，而當欠缺
技術背景的訴訟代理人尚都能夠站在委任席，能夠勇於保護當事人，反倒是有技術
背景的專利師畏戰缺席，到底何懼之有？當有機會，專利師應著法定執業法袍 72，
前往法院一展身手，而不負少年頭。
綜前述，面對《專利師法》於近期內所可能進行的修法議題，參考《律師法》
之濕布衫式立法，相反的是，我輩不妨以專心致志的態度，專注努力於自身專業範
圍，莫貪心莫妄想，腳踏實地的慎思專利師增加其專利說明書撰寫的獨有職權，成
為得以參與專利訴訟相關議題的可能，而能成為《專利師法》第9條的當然執行業
務範圍，值得我輩努力，喚起團體共同意識，喚起全民共識，推動立法活動。
倘能認定專利師應為當然的專利撰寫人，更當然得成為專利訴訟代理人之一，

72

數年前，司法院曾經規定，專利師入法庭，需著金邊黑袍制服，以示執業，而黑金法袍之設
立，有金光閃閃，瑞氣千條之意，為什麼筆者知道，因當時的法袍設計，係筆者當時於權利
委員會所提案，獲委員會全體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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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輩於今日當下，除持以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社會上以平等待我之業界，共同奮鬥
的正面態度之外，更應向全民推動，積極爭取業界，友好律師與社會民眾的共同合
作，齊心參與專利訴訟，為當事人權利的獲得而擔當。
最後，引用我國著名民法學者王澤鑑教授於其所著的民法實例演習之《民法總
則》一書中，置於全書第1頁所引述的「法律的鬥爭 73」一文，於該「法律的鬥爭」
文中，第一篇的第8段有這樣的一段話「法律不是人民從容揖讓，坐待蒼天降 落
的。人民要取得法律，必須努力，必須鬥爭，必須流血。人民與法律的關係猶如母
子一樣，母之生子須冒生命的危險，母於子之間就發生了親愛感情。凡法律不由人
民努力而獲得者，人民對之常無愛惜之情。母親失掉嬰兒，必傷心而痛哭；同樣，
人民流血得到的法律亦必愛護備至，不易消滅」，又該「法律的鬥爭」文中有「法
律所經過的路程不是香花鋪路，而是腥血塗地，吾人讀歐洲歷史，即可知之」。復
引述該「法律的鬥爭」文中的段落：「莎士比亞在其所著《威尼斯的商人》
（Merchant of Venice）中，描寫猶太商人舍洛克（Shylock）貸款給安多紐（Antonio）的故事，中有舍洛克所說的一段話：
我所要求一磅的肉，
是我買來的，這屬於我，我必須得到；
你們拒絕不予，就是唾棄你們的法律；
這樣，威尼斯的法律又有什麼威力。
……我需要法律，
……我這裏有我的證件」。

73

「法律的鬥爭」一文其原著為德國的著名法律學者魯道夫．馮．耶林（Rudolf von Jhering）
所著，係由薩孟武教授所翻譯，而薩孟武教授正是王澤鑑教授在臺灣大學法律系就讀時期的
老師，是早期的福州才子典範。王澤鑑教授於民法實例演習之《民法總則》一書中，引用了
「法律的鬥爭」（der kampf ums recht, 英譯可為the struggle for law）該文。民法實例演習之
民法總則一書係於1999年，由三民書局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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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0年度行商訴字第23號行政判決
【商標法】
【裁判日期】110年10月06日
【裁判事由】商標評定
【裁判要旨】
一、原告主張：
系爭商標經參加人指定使用於暴利、性虐待（硬蕊）之系爭商品，誤導國人該
些商品係經「智慧財產權促進組織」或「智慧財產權推廣協會」認定有智慧財產權
且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可供散布、播送或公然陳列之印象，有害公序良俗。
二、法院判斷：
(一)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7款規定：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得註
冊。而商標之註冊是否妨害公序良俗，首應以商標本身所表彰之外觀、觀念或讀
音，考量註冊當時之社會環境，並就其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市場之情況、相關公眾
之認知等因素綜合判斷，是否有明顯冒犯衝擊或可能破壞宗教、家庭或社會價值、
影響公共利益等情形加以認定（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基準第3點參
照）。
(二)系爭商標之整體圖樣並無粗鄙不雅之圖形或文字，指定使用於影碟等系爭
商品上，並未使人產生淫穢、猥褻或敗壞風俗之聯想，系爭商標之註冊對我國公序
良俗自無造成任何負面影響，應無本條款之適用。原告所指系爭商標實際使用商品
本身屬非法猥褻物品乙情，核非本條款規範範圍，所為主張不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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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09年度民著訴字第107號民事判決
【著作權法】
【裁判日期】110年11月02日
【裁判事由】侵害著作權有關財產權爭議
【裁判要旨】
按法院於認定有無侵害著作權之事實時，應審酌一切相關情狀，就認定著作權
侵害的兩個要件，即所謂「接觸」及「實質相似」為審慎調查，其中實質相似不僅
指量之相似，亦兼指質之相似。在判斷圖形、攝影、美術、視聽等具有藝術性或美
感性之著作是否抄襲時，如使用與文字著作相同之分析解構方法為細節比對，往往
有其困難度或可能失其公平，因此在為質之考量時，尤應特加注意著作間之「整體
觀念與感覺」。而在量的考量上，主要應考量構圖、整體外觀、主要特徵、顏色、
景物配置、造型、意境之呈現、角度、形態、構圖元素、以及圖畫中與文字的關
係，以一般 理性閱聽大 眾之反應或 印象為判定 標準（最高 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
154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惟應注意者，就圖形、攝影、美術、視聽等具有藝術
性或美感性之著作，如其中有包含他人之創作內容，且著作人未加以轉化或進一步
之創作，該部分即難認具有原創性，故在侵權比對時，如第三人之創作與系爭著作
相同或相似之部分，恰係非由著作人原創之部分，著作人即不能將該非由其原創部
分據為己有，而主張第三人有侵害其著作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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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262號民事判決
【公平交易法】
【裁判日期】110年10月20日
【裁判事由】請求確認法律關係基礎事實
【裁判要旨】
上訴人所欲確認者為有無構成公平法第24條規定營業信譽受損法律關係之基礎
事實存在。按民事訴訟中之確認訴訟，具有預防紛爭、解決紛爭或避免紛爭擴大等
機能，得以法律關係、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為審判對象。惟為避免
濫訴，皆須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始得提起。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項規定即明。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或為其基礎事
實之存否不明確，或就證書之真偽有所爭執，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
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
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本件上訴
人提起確認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其請求內容在於確認被上訴人於系爭回
函之陳述不實，及該不實陳述非自他人轉述。而依其所稱：本件根據者乃侵權行為
之法律關係，故有先行確定孰為加害人之必要，基礎事實一旦確認，其會瞭解孰為
相對人、正確之法律關係為何，被上訴人指稱系爭專利無效，其之營業信譽有受侵
害之危險，或法律上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未來將可能對被上訴人或Anchor公司主
張相關權利等語，則上訴人請求確認者，固係為侵權行為法律關係之基礎事實存
否。惟其聲明之事實縱經確認存在（回函陳述不實）或不存在（非自他人轉述），
亦無從遽認其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為請求之各權利發生要件皆已該當，即其所稱不
安之狀態，尚不能以本件確認判決將之除去，依上說明，自不具即受確認判決之法
律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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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0年度行專訴字第25號行政判決
【專利法】
【裁判日期】110年11月25日
【裁判事由】發明專利申請分割
【裁判要旨】
一、原告提出發明專利分割申請同時，雖主張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依專利
法第17條、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2條規定申請回復原狀，並檢附新聞媒體有關韓國疫
情之報導及我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發布之旅遊警告及中央流行疫情管制中心各
國染疫人數統計等資料為證。惟按，所謂天災者，係指風災、水災、地震或海嘯等
天然災害而言，天災以外其他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應依客觀標準判斷之，凡以通
常人之注意而不能預見或不可避免之事由皆在其列，但若僅是主觀上有所謂不應歸
責於己之事由，則不得據之申請回復原狀（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965號判決
參見）。原告提出之上開證據資料，僅顯示韓國染疫人數較其他表列國家為多，以
及中央流行病管制中心呼籲國人如無必要不要前往，但韓國電子通訊、交通並未中
斷，政治、經濟等日常生活並未有所限制，亦無因疫情發布外出、隔離禁令導致無
法送件或迫於交通、郵務、公務機關關閉因而延遲送件之情事。原告嗣後又於109
年7月8日及8月10日補正提出媒體報導韓國疫情程度及世界各地工廠關閉對三星集
團之影響、韓國專利局有關期限延展及規費減免公告、本國代理人事務所員工自主
健康管理及輪班請假證明、三星集團自身防疫措施公告、韓國政府有關宗教、教育
團體社交距離及衛生規範、韓國部分社會福利或公共設施關閉命令等。惟由上開資
料，仍無從認為三星集團或是韓國社會有因新冠肺炎疫情出現交通、通訊中斷、企
業關閉，或因不可抗力禁止外出、工作導致無法送件之情事，原告所在地亦無官方
進止外出之禁令或因病勒令停工之命令，新冠肺炎疫情之防疫措施，縱使對於原告
所在國造成生活上之不便，但未有造成無法送件或延遲申請之不可抗力情事。原告
於起訴後又提出原證3至原證6韓國防疫措施資料說明韓國於109年11月間（西 元
2020年11月）疫情嚴重及各項防疫措施，惟該防疫措施並無禁止外出或居家隔離等
強制禁令，交通、通訊、郵務、公務機關亦無停止運作，無法證明有因疫情嚴重影
響無法提出系爭申請案之情事。原告又於110年10月15日提出韓國專利局公告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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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二則，主張韓國專利局於109年3月底公布智權紓困措施，其中包含申請中的發
明、新型、設計專利及商標案如指定期限截止日落在2020年（109年）3月31日至4
月29日期間者，均依職權延長至同年4月30日。其後，因疫情持續延燒，韓國専利
局復於同年4月28日第二次公布指定期限截止日落在同年4月30日至5月30日間之專
利申請案件，無條件得延長至同年5月31日，被告未考量韓國社會及政府因疫情所
導致全面影響，以及韓國專利局就專利申請案件截止期限無條件展期等情，堅持原
告必須提出封城之官方文件始准予展延，此認定標準過於苛刻，對原告有失公允云
云。惟查，依原證9韓國專利局公告內容顯示，並非所有專利、商標申請案件之期
間均可無條件延期，而是僅有「指定期間」的案件可以延期，「法定期間」則不包
含在內（見公告之附註），足見韓國專利局在考量其國內疫情嚴重程度後，仍僅放
寬專利、商標案件之「指定期間」，但「法定期間」並無放寬，系爭申請案之專利
分割申請，應於再審查核准審定書送達後三個月內提出申請，為法律明文規定之期
間，自屬法定期間，縱使在原告所在國，亦無法延展其期間，故原告無從依據原證
9韓國專利局公告，作為有利之論據。
二、另查，本案之原申請案即第107112006號發明專利申請案，原告於109年3
月 18 日 （ 本 案 法 定 期 間 末 日 之 前 1 日 ） 申 請 領 證 ， 嗣 於 109 年 3 月 11 日 另 提 出 第
109107979號發明專利之分割申請，該案之原申請案第106125043號發明專利申請案
之108年12月12日（108）智專二（七）04439字第10821185050號初審核准審定書送
達日期為108年12月16日，其發明專利分割申請之法定期間末日為109年3月16日，
與本案法定期間之末日相差僅3日，原告就該案仍可於法定期間內提出發明專利分
割申請，第109107979號發明分割申請案與本案為相同申請人且法定期間相近，如
新冠肺炎疫情確已嚴重而造成原告無法於法定期間提出申請分割之意思表示，兩案
理應同時受到影響。且分割申請僅需提出分割意思表示，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
圖式等有關技術領域之文件皆可申請延後補送，原告於本案法定期間末日（109年3
月19日）之前數日，既能補送他案申請文件，亦可就系爭申請案之原申請案申請領
證，唯獨主張系爭申請案之分割申請的意思表示，因疫情影響無法於法定期間內提
出，實難認為正當。本院認為系爭申請案並無原告所稱因韓國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之
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遲誤法定期間之情形，而係原告之個案管理因素所造成，而
如准許原告回復原狀之請求，對於其他遵守法定期間之申請人即非公允，亦可能影
響其他關係之人的權益，自不應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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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

□

會務動態與紀要
編輯委員會
日

期

內

容

110年10月15日 專利工作坊第一次課程演練
110年10月18日 企業智權實務委員會召開第四次會議
110年10月22日

協辦中興大學產學研鏈結中心「2021前進產業──智財策略講座
Ⅱ」線上講座

110年10月26日 電腦軟體實務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
【 專 題 演 講 （ 國 際 ／ 設 計 ） 】 「 CIPA/TWPAA Round Table
meeting and Webinar session」─主講人：Bobby Smithson/Carin
Burchell/Darren Smyth/Rupert

110年10月28日

110年10月29日 第四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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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專題演講（在職／企業）】「投資併購之智慧財產盡職調查」
─主講人：周靜專利師

110年11月3日

110年11月9日

編輯委員會召開第四次會議
【專題演講（生物）】「中國藥品專利糾紛早期解決機制下首仿
藥專利挑戰策略」─主講人：劉元霞專利代理師

110年11月15日

美國專利訴訟實務國際研討會─案例爭點論證工作坊

110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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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專題演講（在職）】「中國大陸口頭審理實務」─主講人：
孟銳專利代理師

110年11月19日

【專題演講（電腦軟體）】「元宇宙大爆發：不可不知的虛擬世
110年11月22日 界的未來與智財布局」─主講人：曲建仲博士（知識力專家社
群創辦人）
110年11月23日 日本事務委員會召開第三次會議
召開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理監事選舉

110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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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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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新任理監事拜會全國工業總會蔡練生秘書長

110年12月20日

新任理監事拜會經濟部智慧局廖承威副局長

110年12月20日

110年12月22日 與國家生技園區討論明年度合作方案
110年12月24日 新任理監事拜會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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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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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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美國判例法下均等論在化學領域的適用
•選擇發明之專利性
――以歐洲專利局之規範為中心
•利益測試法於分離式專利侵權之發展
――由Akamai案後之實證研究

Jan. 2022

•設計專利維修條款之起源、發展與比較
――英系統、歐盟、美、德、法
•專利申請補正之性質與效果

專利師法修法專欄
•專利師法修法之前瞻部署
――以智財法院105年諮詢函文為社會期待，
以律師法修法為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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