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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師》季刊自發行以來，已邁入第七個年頭，感謝各界不吝分享自身

所學經驗知識，撰文投稿予《專利師》季刊，令《專利師》季刊之能見度大幅

提升，得以作為各學界及實務工作者之借鏡、參考，進而影響我國智慧財產的

發展，本期文章投稿踴躍，但礙於篇幅，致有遺珠之憾，未能於本期刊登，實

令主編深感遺憾，本期第24期《專利師》季刊共有五篇文章，內容涵蓋國內外
近來重大智慧財產權之議題，理論及實務兼具，值得深入研讀、探討，茲簡述

如下： 

徐銘夆專利審查官以及黃振榮副組長所共同撰文之「翻轉判決：註冊設計

不侵權、不註冊設計侵權」乙文，係以英國Kohler Mira Ltd v. Bristan Group Ltd
判決為中心，詳述歐盟共同體註冊設計與英國不註冊設計制度在侵權判斷上的

操作差異，並深入探討歐盟法院對於共同體註冊設計圖式的虛線解釋的差異，

並與我國現行規定進行差異比較，將有助於已施行部分設計新制度的我國，在

未來面對涉及虛線解釋的侵權態樣時，建構更臻成熟的判斷原則，極富參考價

值及啟發意義。 

由白江泰人先生及楊智傑教授共同撰文之「日本專利人才考試與智財教

育」乙文，內容涵蓋日本專利人才考試制度、職業訓練制度以及日本各大專院

校有關智慧財產人才之培育等，在我國專利師考試制度，因考試科目過於嚴

苛，無法客觀反應我國專利師人才需求，因而飽受批評之際，本文的提出實有

可供我國借鏡之處，值得參考、研讀。 

徐銘夆專利審查官另一撰文之「從美國 Ethicon Endo-Surgey, Inc. v. 
Codidien, Inc.案解析設計專利功能性之判斷原則」乙文，內容論述設計專利功能
性爭點的判斷原則，並兼述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行專訴字第32號判決，同時對
我國專利審查基準提出建言，內容豐富，值得學界與實務各界參考研析。 



 

 

簡正芳專利審查官撰文之「日本專利權期間延長制度之演變及相關法院重

要判決」乙文，係藉由日本專利權期間延長之相關法條規範及重要實務判決的

整理及說明，來對日本專利權期間延長制度之演進進行一系列之介紹，由於我

國專利權期間延長之制度，於建立時有諸多地方參考日本專利權期間延長的制

度，故日本專利權期間延長的制度對於我國實務影響深遠，本文的提出對於我

國專利權期間延長制度的後續發展實有諸多值得參酌、借鏡之處，值得深入研

究。 

陳奕之專利師撰文之「美國專利耗盡恐將生變──深入剖析Lexmark案法院
之友意見與CAFC全院聯席審理過程」乙文，內容經由近期引發重大爭議之
Lexmark v. Impression Product乙案，介紹近來美國專利權耗盡之演變，由於我國
多數企業仍屬代工產業，稍一不慎，便可能誤觸專利權人設下的保護網，導致

糾纏於專利訴訟中，無法脫身，進而影響企業之發展和利潤，因此，本文的提

出對於我國企業及相關專利實務工作者實有重大參考之價值。 

以上五篇文章內容豐富，均值得讀者細細品味，衷心期盼讀者與我們能從

中精進學習，並能繼續支持《專利師》季刊，適逢年末新春佳節屆至，祝福各

位新的一年事事如意，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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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翻轉判決：註冊設計不侵權 
     不註冊設計侵權 
——以英國Kohler Mira Ltd v. Bristan Group  

Ltd案為中心 

徐銘夆*、黃振榮** 

壹、前 言 

2011年衛浴設備製造商Kohler Mira（下稱「Mira」）在英國向Bristan GROUP

（下稱「Bristan」）發動設計權侵害訴訟，Mira主張Bristan所生產的三件產品，侵

害該公司二件歐盟共同體註冊設計權以及英國不註冊設計權，系爭設計為「電子式

熱水器設備」。英國專利郡法院（Patents County Court）於2013年1月28日作出判決

（下稱「Kohler Mira案」），法官認為Bristan雖未侵害歐盟共同體註冊設計權；但

侵害英國不註冊設計權，判賠英磅22萬元（約新台幣1千萬元）。該判決涉及歐盟

共同體註冊設計與英國不註冊設計制度在侵權判斷上的操作差異，本案另一個焦點

在於法院對於二件共同體註冊設計的虛線有不同的解釋，本文將一併納入探討，並

與我國現行規定進行差異比較。 

                                                        
DOI：10.3966/221845622016010024001 
收稿日：2015年10月12日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官。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高級審查官兼專利一組副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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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歐盟共同體設計制度及英國不註冊設計制度概述 

英國針對工業設計有四種設計保護制度可供選擇，分別是歐盟共同體註冊設

計、歐盟共同體不註冊設計、英國註冊設計與英國不註冊設計，在本案中，基於設

計權人最初僅有向歐盟內部市場調合局申請歐盟共同體註冊設計，因此僅有主張歐

盟共同體設計權；另外，基於歐盟共同體不註冊設計保護期限僅有3年；而英國不

註冊設計可長達15年，因此設計權人選擇在同一案中提出英國不註冊設計權侵害訴

訟，故本文先就設計權人主張之兩種制度進行介紹。 

一、歐盟共同體註冊設計制度 

歐盟共同體註冊設計制度自2002年3月6日生效，並在2003年4月1日起開始受理

註冊申請。歐盟共同體註冊設計保護客體為產品之整體或部分外觀，舉凡立體產品

及平面的紋理、材質、裝飾皆可受到保護1。但產品在一般使用時若不能被最終使用

者觀察到，將不能取得設計保護。歐盟共同體註冊設計排除保護純功能性設計、相

互依存的設計、形狀必然匹配的設計，以及一般使用時無法讓使用者觀察到的零組

件。 

欲取得歐盟共同體註冊設計權者，必須在產品首次上市後12個月內向歐洲內部

市場調和局（下稱「調和局」）提出申請，調和局收到設計註冊申請案後會針對申

請案之資料進行程序審查，檢查申請文件是否齊全。程序審查通過後，另針對該申

請註冊之設計是否符合設計定義，是否違背公共政策或普遍接受之道德原則等相關

規定進行審查，若符合規定即核准註冊並公告2。除了前揭形式規定外，在實體要件

上，欲得取得歐盟共同體註冊設計權之保護，必須具備新穎性及獨特性3。判斷新穎

性及獨特性的基準日，係指提出註冊申請之日，若有主張優先權者，則為優先權

日。 

在保護期限部分，歐盟共同體註冊設計權保護期間自請求申請日起算5年。權

                                                        
1 歐盟共同體設計規則第3條。 
2 歐盟共同體設計規則第45條。 
3 歐盟共同體設計規則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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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人得提出一次或多次延展請求，每期5年，最多自申請日起算25年4。 

在保護的範圍上，歐盟共同體註冊設計權的保護範圍包含對有知識的使用者

（Informed User）不會造成整體印象不同之設計（亦即其保護範圍包含通體意象明

顯近似的任何設計）5。歐盟共同體註冊設計權人專有排除他人使用該設計，包括製

造、供應、販賣、進出口包含有該設計之產品，或為以上目的儲存該產品，第三人

在沒有經過設計權人同意的情況下，不得實施該設計6。其權利屬於絕對的獨占排他

性質。 

二、英國不註冊設計制度 

英國在1988年著作權、設計及專利法（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下稱「CDPA」）導入不註冊設計制度，並在1989年8月1日施行。在保護的

客體上，由於在制度導入之初，立法者將表面裝飾歸屬在著作權保護，因此保護的

客體為物品內、外的全部或部分之形狀或輪廓外觀7，但排除保護表面裝飾、相互依

存的設計以及形狀必然匹配的設計。 

在取得權利方式上，英國不註冊設計權係採創作保護主義；是一種提供原創性

設計保護的財產權8，取得權利的方式比照著作權法自動生效的規定，不需向註冊機

關提出任何的申請程序。亦即自第一次紀錄於設計文件、完成，或首次上市時，即

自動取得權利。 

欲取得英國不註冊設計權之保護，必須具備原創性。原創性係指該設計是由設

計者獨立創作（independent work）而成；而非拷貝而來，當設計在創作時係屬該設

計領域所習知者，亦不具原創性9。 

在保護期限部分，係自第一次紀錄於設計文件或設計完成之日起算15年屆滿。

倘若自設計完成之日至上市之日不超過5年，保護期限自首次上市（含國外）之日

                                                        
4 歐盟共同體設計規則第12條。 
5 歐盟共同體設計規則第10條。 
6 歐盟共同體設計規則第19條。 
7 CDPA第213條第2項。 
8 CDPA第213條第1項。 
9 CDPA第213條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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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算10年屆滿10。 

在保護的範圍上，英國不註冊設計權的保護範圍僅及於實質相同之設計，且設

計權人應舉證被控侵權人有拷貝的事實，其權利屬於相對的獨占排他性質。英國不

註冊設計權人專有排除他人以商業目的生產製造含有該設計的物品，或為了生產製

造物品，而將該設計紀錄於文件中的權利11。第三人在未經設計權人同意的情況

下，不得拷貝該設計，因此被控侵權人在未能得知設計資訊下所完成之獨立創作，

將不會構成侵害英國不註冊設計權。 

英國在2014年10月1日施行的「2014年智慧財產權法」中，針對該國的不註冊

設計制度進行修正，其修正重點列述如下： 

(一) 限縮不註冊設計保護標的 

舊法規定不註冊設計權保護的客體包括立體物品內、外的全部或部分之形狀或

輪廓外觀（Aspect），新法為了避免設計權人將設計解構成細小或瑣碎的特徵，從

而行使權利，新法將「外觀」用語予以刪除。 

(二) 修正不註冊設計權要件 

舊法規定取得不註冊設計權的要件是「原創性」（original），但基於英國與歐

盟或其他國家所簽署的國際或雙邊協定是「習知」（commonplace），新法將註冊

要件原創性用語改為「非習知」（non-commonplace）。 

(三) 新增不註冊設計權效力不及事由 

為了與英國註冊設計及共同體設計保護制度調和，新法將不註冊設計權效力不

及的範圍擴大到以非商業目的、以實驗為目的、以教學及引用為目的之實施及僅由

英國國境經過之非登記在英國的船舶或航空器。 

下表將歐盟共同體註冊設計、歐盟共同體不註冊設計、英國註冊設計與英國不

註冊設計制度之重點，分別臚列說明： 

                                                        
10 CDPA第216條第1項。 
11 CDPA第226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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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歐盟與英國現行設計保護制度重點比較 

 歐盟共同體 

註冊設計 

歐盟共同體 

不註冊設計 
英國註冊設計 英國不註冊設計 

導入期間 2002年 2002年 1839年 1989年 

取得權利 

方式 

在產品首次上市後

12個月內向調合局

提出申請 

自設計公開後，即

自動取得權利 
在產品首次上市後

12個月內向英國智

慧財產局提出申請

自第一次紀錄於設

計文件、完成，或

首次上市時，即自

動取得權利 
給予權利之

法令 

歐盟共同體設計規

則 
歐盟共同體設計規

則 
英國1949年註冊設

計法
12 

英國1988年著作權、

設計及專利法
13 

保護的客體 

產品之全部或部分

外觀，且包含表面

裝飾 

產品之全部或部分

外觀，且包含表面

裝飾 

產品之全部或部分

外觀，且包含表面

裝飾 

物品內、外的全部

或部分之形狀或輪

廓 

保護客體的

排除 

1. 純功能性設計 
2. 相互依存的設計 
3. 形狀必然匹配 
4. 一般使用時，無

法讓使用者觀察

到的零組件 

1. 純功能性設計 
2. 相互依存的設計

3. 形狀必然匹配 
4. 一般使用時，無

法讓使用者觀察

到的零組件 

1. 純功能性設計 
2. 相互依存的設計 
3. 一般使用時，無

法讓使用者觀察

到的零組件 

1. 表面裝飾 
2. 相互依存的設計 
3. 形狀必然匹配 
4. 一般使用時，無

法讓使用者觀察

到的零組件 
5. 建築物 

得取得註冊

的要件 

1. 新穎性 
2. 獨特性 

1. 新穎性 
2. 獨特性 

1. 新穎性 
2. 獨特性 

非習知 

保護期間 

申請之日起算25年
屆滿 

在共同體中第一次

公開之日起算 3年
屆滿 

申請之日起算25年
屆滿 

1. 倘若自設計完成

之日至上市之日

不超過5年，保護

期限自首次上市

（含國外）之日

起算10年屆滿 
2. 自第一次紀錄於

設計文件或設計

                                                        
12 Registered Designs Act 1949. 
13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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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共同體 

註冊設計 

歐盟共同體 

不註冊設計 
英國註冊設計 英國不註冊設計 

完成之日起算 15
年屆滿（以較早

屆滿者為準） 
保護範圍及

內容 

禁止第三人使用該

設計之排他權 
禁止第三人抄襲 

禁止第三人使用該

設計之排他權 
禁止第三人抄襲 

制度思維 專利導向 著作權導向 專利導向 著作權導向 

註冊費用 

須繳納註冊費及展

期年費（ 5年為一

期） 
免費 

須繳納註冊費及展

期年費（ 5 年為一

期） 
免費 

設計權效力

涵蓋的地理

區域 

歐盟 歐盟 英國 英國 

參、Kohler Mira案 

本案系爭設計涉及從歐盟共同體註冊設計及英國不註冊設計權，故以下就不同

設計權態樣分段說明。 

一、歐盟共同體註冊設計權 

在歐盟共同體註冊設計權部分，系爭設計共有二件，二件系爭設計的註冊號分

別是：No. 000578463-0001（下稱「’001設計」）與000578463-0002（下稱「’002設

計」），被控侵權對象為Bristan旗下的「Glee」、「Joy」及「Smile」等三款產品

（如圖3-1所示），以下分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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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被控侵權對象圖式 

(一) ’002設計 

1.系爭設計內容 

’002的設計名稱為：「電子式熱水器」（Water heaters [electric]），申請日是在

2006年8月12日。請參考圖3-2所示，其設計為一具有窄邊的矩形前方面板，且四個

角呈垂直的平滑表面；前方面板偏下方設有兩顆圓形旋鈕及一顆較小的電源鈕；前

方面板四個角落處設有小圓點。前方面板後方則設有兩個區域，後方殼體較中央夾

層寬，使中央夾層成為一陷落區。從立體圖及前視圖觀察，可以發現到立體圖並未

繪製電源鈕，法官認為這只是繪圖時的小疏忽，無傷大雅。 

 D-Glee E-Joy F-Smile 

no edge view available 



8  

專利師︱第二十四期︱2016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圖3-2 ’002設計圖式 

比較引起爭議的是’002設計圖式的虛線表示，從立體圖中前方表面左方可以觀

察到兩條排列緊密的虛線，其所代表的是平滑表面背面的倒角邊，若從前視圖觀

之，在平滑面較靠近中央處還設有一輪矩形虛線，其可看到陷落區域的輪廓，另從

側面圖及俯、仰視圖觀察，其虛線係指旋鈕、電源鍵及小圓點的的軸部。 

Mira（原告）主張前方平滑表面是不透明材質，虛線表示只是為了讓人瞭解前

方平滑表面後方有什麼設計。由於被控侵權產品的前方表面是不透明材質，為了說

服法官作出不侵權判決，Bristan（被告）主張’002設計的前方平滑表面是以玻璃或

其他可透視材質所構成。法官引用共同體註冊設計審查基準（下稱「共同體審查基

準」）指出： 

「設計圖式可加入其他的元素以協助確認所欲取得保護的特徵，當一件共

同體設計註冊申請案有以下的情況是允許的： 

1. 虛線得用來表示不請求保護之部分或在特定視圖中無法看到的部分，例

如隱藏在內部的輪廓線，因此，虛線可用來表示使用時所無法看到的元

素。」 

法官就系爭設計的狀況進行認定，在這部分的爭點傾向參考Bristan的主張，其

指出’002設計的前方面板是透明材質，所以可從前視圖也可以觀察到靠近中央處的

一輪矩形虛線為陷落區域的輪廓；此外旋鈕、電源鍵及小圓點嵌設於內部的虛線應

 主體圖   前視圖   左側視圖   俯視圖  仰視圖ˉ 

 前方面板  小圓點   
 旋鈕   

 電源鈕   後方外殼體  

陷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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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該物品的軸部，從而無法在其他視圖觀察到實線。 

2.全部視覺印象 

相較於先前技藝，法官認為’002設計的確實是一件突出的產品，其全部印象為

前方具有導角邊、四邊切直且平滑之面板，面板前方中央處具整齊排列的簡潔圓形

旋鈕，且該面板突出於後方座體。此外法官認為’002設計係實施在Mira公司所出品

的Azora產品，該產品的外觀前方覆蓋透明以及垂直角，另圓形旋鈕、電源鍵及小

圓點接是以拋光金屬材質設計。 

3.獨特性（Individual character） 

在獨特性的比對上，Bristan共提列了6件證據主張系爭設計不具獨特性，請參

考圖3-3所示，在證據1至證據4部分，法官指出由於畫框及燈具並沒有旋鈕，且沒有

如’002設計前方面板及後方座體的相對應關係，更重要的是這些先前技藝都不是電

子式熱水器，因此證據1至證據4實難使’002設計不具獨特性。 

 
編號 證據1 證據2 證據3 證據4 

設計名稱 畫框 燈具 燈具 吸頂燈 

設計圖式 

 

 

   

圖3-3 先前技藝設計圖式（證據1至證據4） 

請參考圖3-4所示，在證據5及證據6部分，雖然二件證據的設計名稱皆為電子式

熱水器，不過法官認為它們皆未有前方面板，因此證據5及證據6實難使’002設計不

具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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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證據5 證據6 

設計名稱 電子式熱水器 電子式熱水器 

設計圖式 

  

 

圖3-4 先前技藝設計圖式（證據5及證據6） 

綜上所述，Bristan所提列的證據均不足以讓’002設計不具獨特性，且法官認為

由於’002設計明顯不同於先前技藝，理當享有相對較大的保護範圍。 

4.侵權判斷 

在侵權判斷階段，法官就’002設計與被控侵權對象間的差異進行分析，並指出

兩者間的差異（如表3-1所示），由於前方面板材質的透明與否影響了整體的視覺印

象，因此法官認為被控侵權對象的全部視覺印象與’001設計不同。 

表3-1 ’002設計與被控侵權對象差異對照表 

 ’002設計 被控侵權對象 

設計圖式 

 

 

 
Glee 

前方面板材質 透明 不透明 
前方面板厚度 較厚 較薄 

陷落區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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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設計 被控侵權對象 

四個角落 垂直角 圓弧角 
小圓點 有 無 

溫度顯示面板 無 Joy與Glee有 
旋 鈕 圓柱狀 具有突出的矩形握持部 

 

(二) ’001設計 

1.系爭設計內容 

’001的設計名稱為：「電子式熱水器」（Water heaters [electric]），申請日是在

2006年8月12日。請參考圖3-5所示，’001設計與’002設計所揭露的外觀近乎相同，

兩者間的差異僅在虛線而已，’001設計是將虛線繪製在旋鈕及電源鍵，但並未以虛

線表示隱藏在外觀內部的輪廓線，Mira律師指稱圖式中的虛線可以有三種解釋方

式，分別為(1)虛線區域可以不設旋鈕；(2)設有圖式中虛線表示的旋鈕外觀；(3)圖

式中未顯示的旋鈕外觀。但被告律師則主張虛線表示應為不主張設計之部分。法官

認同被告說法，其指出’001設計的虛線並非為了表示透明材質或無法觀察到的部

分。再者，從客觀的角度觀察，一件共同體註冊設計權不應及於不同的保護範圍，

其中包括旋鈕的有無，或是任一外觀。準此，’001設計的旋鈕應解讀為不主張設計

之部分。 

 
立體圖 前視圖 左側視圖 俯視圖 仰視圖 

 

 

  

  

圖3-5 ’001設計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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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部視覺印象 

儘管與’002設計沒有太大差異，但相較於先前技藝，’001設計在當時仍是一件

相當突出的產品，其全部視覺印象前方具有銳角邊、四邊切直但不透明之面板，前

方面板四個角落設有小圓點，且該面板突出於後方座體。從前視圖觀之，旋鈕及電

源開關為不主張設計之部分。 

3.獨特性 

在獨特性的判斷上，如同Bristan主張’002設計不具獨特性一樣，由於他們依舊

是拿畫框、燈具以及不具前方面板的電子式熱水器來主張’001設計不具獨特性，法

官最後都打了回票。 

4.侵權判斷 

請參考表3-2所示，法官指出’001設計與被控侵權對象的重要相同點為，突出於

後方殼體的前方面板，前方面板延伸至後方殼體之後緣。另’001設計與被控侵權產

品的重要差異點為，被控侵權對象缺乏小圓點與陷落區；且具有四角為圓弧角的較

薄前方面板。此外，’001設計在未將旋鈕及電源開關納入請求保護範圍的情況下，

將益加凸顯小圓點的設計特徵，準此，法官認為被控侵權對象的全部視覺印象

與’001設計不同。 

表3-2 ’001設計與被控侵權對象異同對照表 

 ’001設計 被控侵權對象 

設計圖式 

 

 

 
Glee 

相同點 突出於後方殼體的前方面板，前方面板延伸至後方殼體之後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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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設計 被控侵權對象 

相異點 前方面板四個角落處設有小圓點 
缺乏小圓點與陷落區 
具有四角為圓弧角的較薄前方面板 

 

二、英國不註冊設計權 

在不註冊設計侵權部分，Mira主張Bristan侵害該公司出品的Azora電子式熱水器

（下稱「系爭設計」），這件產品的設計師為David Pixton（下稱「Mira設計

師」）。為證明Mira持有Azora的不註冊設計權，Mira提供設計師在2005年12月為

Azora產品設計前方面板的電腦繪圖（Computer Aided Design, CAD），以及2006年5

月機構部門依據Pixton先生指示所繪製的部件組裝圖。以上文件與本案二件歐盟共

同體註冊設計的圖式內容相同。 

(一) 形狀及輪廓外觀 

依據CDPA第213條第2項之規定，設計係指一個物品內、外全部或部分之形狀

或輪廓的任一外觀。法官引用判例14進行法律解釋，其指出第213條允許原告僅就一

件完整產品中的部分外觀主張設計權，因為法院會從個別外觀來進行原創性及侵權

判斷，因此不註冊設計權貴在精確的解析形狀或輪廓。值得注意的是，英國不註冊

設計保護的是物品的形狀與輪廓，而系爭設計前方面板是以玻璃材質製成，因此法

官指出基於透明材質不屬於物品的形狀或輪廓，故不得納入解釋。請參考圖3-6所

示，Mira主張的形狀或輪廓外觀包括以下四項特徵： 

(a)電子式熱水器的整體外觀。 

(b)可從正面觀察到的前方面板（法官在此稱「墓碑狀」面板） 。 

(c)兩顆呈垂直排列的旋鈕，一顆在正面中央，另一顆在其下方。 

(d)附有環圈之圓形電源鈕；位於兩顆旋鈕下方且呈垂直排列。 

                                                        
14 Albert Packaging v Nampak [2011] EWPCC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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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附有環圈之圓形電源鈕

(c)兩顆呈垂直排列的旋鈕

(b)墓碑狀面板 

 
圖3-6 Azora電子式熱水器圖式 

(二) 習知（commonplace）與設計領域（design field） 

法官在確認本案的設計領域為「電子式熱水器」後，即開始就Mira所主張的特

徵進行實質內容檢測，法官認為特徵(a)是由特徵(b)、特徵(c)、特徵(d)所構成，因

此不宜與其他特徵合併解釋；特徵(d)不應單獨解釋，而是必須與特徵(c)合併解釋，

Bristan的專家證人認為特徵(c)、特徵(d)、特徵(c)結合特徵(d)是該設計領域中的習

知設計。Mira設計師也自己承認圓形旋鈕及電源鈕是習知特徵。準此，法官認為

Mira所主張四個特徵可以結合成四種外觀，列示如下： 

1.特徵(a) 

2.特徵(b) 

3.特徵(b)＋外觀(c) 

4.特徵(b)＋特徵(c)＋特徵(d) 

(三) 侵權判斷 

相較於共同體註冊設計權，不註冊設計權的侵權判斷作法與著作權較為類似，

亦即拷貝是侵權成立的要件，Bristan辯稱被控侵權對象皆為獨立創作，且他們的產

品與系爭設計也未構成實質相同。 

為了證明Bristan拷貝系爭設計，Mira設計師指出在2006年前這20年間，英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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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式熱水器幾乎全是白色外殼，Mira在2006年進軍英國市場時，Mira設計師當時

就希望設計出一款極簡且現代化的外觀，法官認同他的說法，並認為在2006年上市

的系爭設計，確實和當時的電子式熱水器外觀有很大區隔，並對於刺激英國整體市

場銷量極具正面意義。由於Bristan是Mira在英國市場的主要競爭對手，因此Mira設

計師認為Bristan在2008年至2009年設計被控侵權對象時，勢必已經知道市面上有系

爭設計的存在。 

由於三件被控侵權對象係屬近似設計，因此法官主要是以其中一件Glee產品來

和系爭設計進行比對，法官指出兩者間在細節有如表3-3所臚列之差異： 

表3-3 系爭設計與被控侵權對象差異對照表 

 系爭設計 被控侵權對象 

設計圖式 

 

 
 

Glee 
前方面板四個倒角 小 大 

前方面板 厚 薄 
陷落部 有 無 

旋 鈕 旋鈕為一圓柱體 
旋鈕與前方面板切平，並在其中設

有一突起握持部 

電源鍵 有電源鍵，且外緣有環圈 
1. Glee產品及Joy產品有電源鍵，但

外緣沒有環圈 
2. Smile產品則沒有電源鍵  

溫度顯示器 無 Glee產品及Joy產品有 
 
即便有上述的差異，但若與當時一般市面上販售產品相比，被控侵權對象顯然

與系爭設計較為近似。法官指出Glee產品是一個矩形體，可區分的前方面板延伸至

後方殼體，再加上旋鈕及電源鍵以垂直排列。因此法官強烈懷疑Glee產品與系爭設



16  

專利師︱第二十四期︱2016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計兩者間的近似決非巧合，並認為Bristan有拷貝的嫌疑。不過最讓法官起疑的關鍵

點仍是在於四邊切直的墓碑狀面板。此時案情急轉直下，舉證責任轉移至被告，亦

即Bristan必須證明Glee產品是在未得知系爭設計資訊下所完成的獨立創作。 

為了證明被控侵權對象是獨立創作而成，Bristan請法官傳喚專家證人Paul 

Helme（下稱「Helme」），Helme在2009年7月至Bristan電子式熱水器部門擔任設計

師，他宣稱是在完成Glee產品草圖後，才得知有系爭設計的存在。法官雖採信

Helme的證詞，但卻認為被控侵權對象在設計研發的過程中，並非僅有他一個人參

與，應該還包括研發部門主管，但這些主管都沒出庭作證，儘管其中有些人已離開

現職，但Bristan至少也應該請他們提供書面證詞。法官懷疑這些部門主管必定知道

系爭設計在市場大賣。他們可藉由選擇或修正設計草圖的方式發揮影響力，使得系

爭設計的設計特徵出現在被控侵權對象，而Helme也承認有一些設計特徵並非由他

全權主導。 

綜上所述，法官總結出Helme創作的出發點是單純的，但對於曾歷經2008年英

國衛浴市場的從業人員來說，是不可能對系爭設計充耳未聞。雖然不註冊設計侵權

的舉證責任是由原告承擔，但推翻拷貝系爭設計的舉證責任係由Bristan承擔，

Bristan顯然未能說服法官被控侵權對象是獨立創作而成，因此被控侵權對象是拷貝

系爭設計而構成實質相同。 

(四) 是否與系爭設計構成實質相同 

法官指出英國不註冊設計制度僅保護形狀及輪廓，在比對外觀時並不會考量墓

碑狀面板的透明材質以及小圓點鍍鉻材質，因此前方面板四角落的小圓點已不明

顯。本案界於侵權與不侵權的交界，雖然前揭的差異點確實無法忽略。不過法官認

為Glee產品確實已拷貝能使系爭設計具有原創性以及非習見的外觀……特別是在墓

碑狀面板，因此系爭設計與Glee產品的整體外觀構成實質相同。 

(五) 法院判決意見 

由於本案在共同體註冊設計與英國不註冊設計侵權判斷有發生不一致的情形，

法官就判斷上的差異為說明，其指出相較於不註冊設計權，’002設計具有玻璃面

板，而’001設計則沒有旋鈕，這導致二件共同體註冊設計和英國不註冊設計權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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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a)、特徵(c)、特徵(d)明顯有別。最接近的二件系爭設計是’001設計及英國不註冊

設計權的特徵(b)，也就是兩者皆具有墓碑狀面板，而且都沒有旋鈕，不過基於解釋

共同體註冊設計時，必須將材質納入考量，因此四個小圓點在共同體註冊設計的比

對上，將比不註冊設計權來得更加重要，也就是說在不註冊設計權占有較低權重或

被忽略的四個小圓點及陷落部，在’001設計中卻是極其重要的一項特徵。 

準此，法官認為Bristan的Glee產品與Joy產品侵害特徵(a)、特徵(b)、特徵(b)及

特徵(c)、特徵(b)及特徵(c)及特徵(d)。因為Smile產品沒有旋鈕，所以僅有侵害特徵

(a)、特徵(b)、特徵(b)及特徵(c)。 

肆、討論與分析 

在Kohler Mira Ltd v. Bristan Group Ltd案中，設計權人之所以能在英國不註冊設

計權勝訴的理由茲分段說明如下，此外本章節後段，亦就近期歐盟法院對於共同體

註冊設計圖式的虛線解釋為相關論述。 

一、英國不註冊設計可就單一產品的任一原創性特徵主張權利 

英國不註冊設計制度最大的特色在於設計權人可選擇物品外觀的任一部分設計

特徵主張權利。英國法官Hugh Laddie即指出倘若是一件茶壺的設計，這代表設計權

將存在於整個茶壺的任一部分，其包括壺嘴、壺蓋把手，乃至於壺蓋的外觀15。 

相較於共同體註冊設計在核准公告時即必須劃定主張保護之範圍，不註冊設計

權由於不須向註冊機關提出申請，因此權利人可在參考被控侵權對象的外觀後，再

找出與自己設計構成相同或實質相同的特徵進行主張。不僅如此，不註冊設計權卻

以存在於一個物品中的全部或部分的任一形狀或輪廓中。準此，只要是整體或部分

外觀具有原創性，一個物品可能包含許多個不註冊設計權，此外在解釋每一個不註

冊設計權時，除整體外觀及單一特徵得單獨主張權利外，只要不構成競合，每一個

特徵均得結合其他原創性特徵或習知特徵主張權利。以Kohler Mira案為例，Mira除

了主張Azora產品的整體特徵(a)外，還可單獨主張墓碑狀面板的特徵(b)，即便電源

                                                        
15 Ocular Sciences v Aspect Vision Care [1997] RPC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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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關特徵(d)必須與旋鈕特徵(c)合併解釋，在特徵(d)、特徵(c)皆屬習知設計之情況

下，仍然可結合具有原創性的特徵(b)再嵌合出兩種外觀：特徵(b)＋特徵(c)、特徵

(b)＋特徵(c)＋特徵(d)。 

二、英國不註冊設計侵權判斷不比對表面裝飾 

歐盟共同體設計保護的客體為產品之整體或一部分外觀，且包括產品本身之線

條、輪廓、色彩、形狀、紋理及／或材質及／或產品之裝飾16。英國不註冊設計保

護的客體包括一個物品內、外全部或部分之形狀或輪廓，但不及於表面裝飾。由於

兩種制度對於保護客體的內涵不盡相同，即可能導致法院在針對同一系爭設計進行

侵權比對時，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 

以Kohler Mira案為例，在進行共同體註冊設計侵權比對時，由於我們可從’002

設計的前方面板透視後方殼體外觀，因此法院在進行系爭設計解釋時，認為前方面

板係屬透明材質，在被控侵權對象前方面板為不透明的情況下，法院認為並未構成

侵權。 

相較之下，在進行英國不註冊設計侵權比對時，法院僅有解讀系爭設計墓碑狀

面板的形狀與輪廓，因此包括面板的玻璃材質以及四個小圓點鍍鉻件，法院皆以該

特徵係屬表面裝飾的一種，而未納入不註冊設計權解釋。準此，在共同體註冊設計

必須比對的重要特徵，到了英國不註冊設計時，卻因為不考量表面裝飾的關係反倒

讓Mira扳回一城。 

三、先前技藝無法限縮英國不註冊設計保護範圍 

英國法官Jacob明確指出，註冊設計侵權判斷中最重要的就是主張設計之部分、

被控侵權對象以及先前技藝17。這意謂著先前技藝的擁擠程度將決定新穎性及獨特

性的門檻，同時也會影響註冊設計權範圍的寬窄。亦即，倘若先前技藝較為擁擠，

那麼些許的設計改良即可能克服新穎性及獨特性的要件，不過相對的，註冊設計權

範圍也會相對限縮。一般而言，先前技藝在註冊設計侵權訴訟中可以扮演兩種角

                                                        
16 歐盟共同體設計規則第3條第(a)項。 
17 Procter & Gamble Company v Reckitt Benckiser (UK) Ltd [2006] EWHC 3154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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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一種是用來作為無效抗辯的證據；另一種是拿來作為限縮註冊設計權範圍的參

考。倘若被控侵權人無法以最接近於系爭設計的先前技藝進行無效抗辯；那麼還可

以向法院主張限縮註冊設計權範圍的近似範圍，一旦法院採信，只要系爭設計與被

控侵權對象有些微的差異即可能迴避侵權。 

相較之下，取得不註冊設計權的門檻是原創性；而非新穎性及獨特性，即便第

三人有相同或類似的先前技藝已公開在先，只要權利人能證明該設計並非拷貝他人

的設計而來，依然可取得不註冊設計權保護。準此，囿於取得不註冊設計權的要件

與註冊設計存在著法理差異，不註冊設計並沒有限縮設計權範圍的概念，先前技藝

僅能用來作為不註冊設計權不具原創性的證據而已。但依據在先判例，相較於單一

引證即足以證明註冊設計不具新穎性或獨特性，要舉證不註冊設計不具原創性的門

檻就高出許多，因為被控侵權人除了必須提出為數相當的相同或近似證據外，該等

證據還必須為人所熟知（well-known）18。 

以Kohler Mira案為例，Bristan即透過多件先前技藝主張’001及’002設計不具獨

特性，雖然法院以Bristan所提的先前技藝證據力過於薄弱打了回票，但對於限縮註

冊設計權的近似範圍多少有些幫助。相較之下，先前技藝無法用來限縮不註冊設計

權範圍，而法官又認為Azora產品與當時的電子式熱水器外觀有很大區隔，因此

Bristan即便想要透過先前技藝來證明Azora產品不具原創性，但在先前技藝「量少質

差」的情況下也可能徒勞無功。 

四、外觀過於近似將導致舉證責任轉換 

從Kohler Mira案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在判斷被控侵權對象是否拷貝不註冊設計

權時，法院首先會先確認不註冊設計權人主張被拷貝的外觀為何，再來才是分析系

爭設計與被控侵權對象兩者間的相同點及相異點，比對的內容是系爭設計與被控侵

權對象相對應部分，而非兩者間的整體外觀，所以即便法官在整體外觀的比對上指

出系爭設計與被控侵權對象間的諸多差異，不過鑑於系爭設計的墓碑狀面板相較於

先前技藝實在過於突出，而被控侵權對象也有類似特徵，導致法官懷疑墓碑狀面板

的近似絕非偶然。 

                                                        
18 Frayling Furniture Ltd v Premier Upholstery Ltd (1998, unreported, C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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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不註冊設計權侵害訴訟最難的地方就在於設計權人要舉證被控侵權

人有拷貝的事實，不過依據英國的在先判例19，當系爭設計與被控侵權對象兩者間

的近似程度達到一定程度時，舉證責任將轉換至被控侵權人，此時被控侵權人應進

行未接觸與獨立設計之抗辯。在Kohler Mira案中，法院雖然願意相信Bristan設計師

沒有接觸系爭設計的證詞，不過基於Mira是英國衛浴設備產業中的佼佼者，Bristan

要進行未接觸與獨立創作抗辯的舉證責任就顯得異常沈重，在參與被控侵權對象設

計案的其他參與者皆未出庭作證的情況下，最後種下敗因，讓整起案件呈現翻轉局

面。由此可知，不註冊設計權的侵害與否，可能與設計權人的知名度有極大關係，

亦即，在系爭設計與被控侵權對象已構成實質相同的情況下，當設計權人在市場上

的知名度愈高，被控侵權人就愈不易擺脫拷貝的認定。 

五、近期歐盟法院對共同體註冊設計圖式的虛線解釋 

(一) 共同體審查基準 

基於設計說明（description）不影響設計保護範圍20，以及設計說明不予公告之

規定。共同體審查基準指出，申請人不得在設計註冊申請書以文字申明排除圖式中

的任一設計特徵。但是申請人可在圖式中以虛線（ broken lines）、邊界線

（ boundaries）、灰階或半透明填色（ colour shading and blurring）、斷裂線

（separations）表示不主張設計之部分。請參考表4-1所示，共同體審查基準指出虛

線除了可用以表示不主張設計保護之部分外，也可用來表示圖式中隱藏在物品內部

的輪廓線。 

表4-1 共同體審查基準對於虛線用途對照表 

虛線意涵 不主張設計保護之部分 隱藏在物品內部的輪廓線 

共同體註冊設

計號 
30606-0005 1770348-0002 

設計名稱 電話握持部之部分 花瓶（Flower vases） 

                                                        
19 Designers Guild Ltd v Russell Williams (Textiles) Ltd [2000]. 
20 歐盟共同體設計規則第36條第(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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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線意涵 不主張設計保護之部分 隱藏在物品內部的輪廓線 

圖 式 

 

  
 

(二) Kohler Mira案 

在Kohler Mira案中，法院也透過虛線是顯現於產品的外部或內部；據以判斷產

品外觀係屬不透明或透明材質，請參考表4-2所示，例如’001設計的旋鈕及電源鍵皆

是以虛線繪製，法院除了將虛線解釋為不主張設計之部分外，還以無法觀察到墓碑

狀面板後方的外觀為由，認定’001設計的墓碑狀面板應屬不透明材質。相較之下，

我們可以從’002設計的墓碑狀面板中觀察到後方陷落區域的虛線輪廓，從側視圖觀

察，也可發現旋鈕、電源鍵及小圓點的軸部是以虛線繪製，然而在後方殼體並未揭

露內部輪廓線的情況下，法院才會認為’001設計的墓碑狀面板應屬透明材質。 

表4-2 Kohler Mira案法院對於’001設計及’002設計虛線解釋對照表 

系爭設計 ’001設計 ’002設計 

共同體註冊設

計號 
000578463-0001 000578463-0002 

設計名稱 電子式熱水器 電子式熱水器 

虛線解釋 

旋鈕及電源鍵以虛線表示，除了作

為不主張設計之部分外，還表現出

墓碑狀面板是不透明材質 

後方陷落區域、旋鈕、電源鍵及小圓點的

軸部以虛線表示，除了作為隱藏在物品內

部的輪廓線外，還表現出墓碑狀面板是透

明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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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設計 ’001設計 ’002設計 

圖 式 

 

 

  

 
 

(三) Samsung Electronics (UK) Ltd v. Apple Inc 

無獨有偶，在蘋果控告三星侵害共同體註冊設計權的案件（下稱「Apple

案」）21中，兩造也曾因為虛線的解釋產生爭執，請參考圖4-1所示，該案的系爭設

計是「電子裝置」，三星主張圖式中的虛線是不主張設計之部分，這種看法與共同

體審查基準對於虛線的解釋一致，但是蘋果卻主張共同體審查基準非屬強制性的規

定，其認為環繞在顯示幕周緣的虛線應解釋為顯示幕邊框，設計權人之所以用虛線

表示是因為顯示幕邊框是在表層玻璃面板之下。法官指出雖然在絕大多數的案件

中，虛線是用來表示不主張設計之部分，不過並非全然如此。在本案中，法官傾向

採納蘋果的主張，將虛線解釋為是可透過玻璃面板觀察到的顯示幕邊框。 

當本案進入到上訴法院時22，三星仍堅持虛線為不主張設計之部分，因此被控

侵權對象的顯示幕邊框應該予以忽略。法官認為三星的說法就好比是在告示牌上貼

出「忽略本告示」的警語，因為這將使得系爭設計的前方面板成為一個全然平面的

外觀，然而圖式中所揭露的內容顯非如此。簡單講，若照三星的說法，圖式中虛線

所構成的外觀等同於沒虛線的情況，因此即便被控侵權對象有類似於系爭設計虛線

表示的顯示幕邊框，也不構成侵權。法官認為系爭設計的虛線必定有其意義，否則

何以需要繪製，從有知識的使用者觀點出發，虛線應解釋成是玻璃面板下層的顯示

                                                        
21 Samsung Electronics (UK) Ltd v Apple Inc [2012] EWHC 1882 (Pat). 
22 Samsung Electronics (UK) Ltd v Apple Inc [2012] EWCA Civ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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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邊框，因此必須納入解釋。不過由於系爭設計的顯示幕邊框已可見於先前技藝，

在設計自由度受到高度限縮的情況下，即便三星也有類似的設計，法官仍以被控侵

權對象的邊框較寬認為兩者間仍有所差異。 

 
系爭設計圖式（歐盟共同體註冊設計181607-0001號） 

立體圖 標示10部位之放大圖 

 

 

 

被控侵權對象（Galaxy Tablet 10.1） 

 

先前技藝 

LG Flatron Ozolins 

 

 

圖4-1 Apple案系爭設計、被控侵對象及先前技藝圖式 

10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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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 結 

Kohler Mira案中的’002設計與Apple案的共通點皆在於虛線是隱藏在前方面板之

後。Kohler Mira案是透過虛線界定出前方面板是透明材質；Apple案則是透過虛線

界定出顯示幕上方還有一塊玻璃面板。若依據共同體審查基準的規定，虛線雖可用

來表示隱藏在物品內部的輪廓線，但其所代表的是視圖中「無法看到」的部分。然

而在前揭的二件判決中，法院卻都將虛線當成在視圖中「可看到」的部分，並用來

界定主張設計之部分的材質，此種對於虛線的解釋方式似與共同體審查基準的規定

不一致。 

Kohler Mira案中的’002設計與Apple案的差異點在於虛線所構成的外觀是否納入

侵權比對的範圍。法院在Kohler Mira案並沒有用’002設計的虛線外觀與被控侵權對

象進行比對，不過在Apple案中，法院則將螢幕邊框虛線所構成的外觀拿來進行比

對，這種作法也與共同體審查基準強調虛線是用來表示不主張保護之部分有所不

同。由於法院已在Apple案肯認共同體審查基準非屬強制性的規定，未來共同體註

冊設計的虛線解釋即必須藉由法院就個案進行認定。 

再將焦點轉回國內，我國設計專利審查基準指出：「以墨線圖呈現之視圖，必

須以實線具體、寫實地描繪申請專利之設計所呈現的形狀及花紋，隱藏在物品內部

的假想線（輪廓線），不得繪製於圖式……為表示設計中「不主張設計之部分」

時，方得為虛線或其他斷線（如一點鏈線、二點鏈線等）23」。準此，倘若申請人

以虛線表示隱藏在物品內部的輪廓線，目前的作法是審查人員將會以不符專利法第

126條24之規定要求申請人刪除，其與共同體審查基準允許以虛線表示隱藏在物品內

部的輪廓線規定不同。在我國，物品若具有透明材質或半透明材質，材質後的輪廓

線才得以較細的實線繪製，此外材質表面也可利用適當的細線表示反射效果，另外

申請人也可在設計說明輔以材質特徵之說明25。相較於共同體審查基準，我國對於

虛線的繪製用途雖然較為謹慎，不過表現透明材質的作法卻較為明確且更富彈性，

                                                        
23 中華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設計專利實體審查」「第一章說明書及圖式」，3-1-12頁。 
24 中華民國專利法第126條：「說明書及圖式應明確且充分揭露，使該設計所屬技藝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現。說明書及圖式之揭露方式，於本法施行細則

定之。」 
25 中華民國設計專利之圖式製作須知2.3.5.4表現透明物之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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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再加上我國現階段對於設計專利仍採取實體審查制，透過層層把關，相信會有

助於減輕解釋設計專利權範圍的困擾。另一方面，倘若申請人希望能透過物品內部

輪廓線來表現物品的透明材質，但又不打算主張物品內部的外觀時，可參考圖4-2及

圖4-3的作法；以虛線或其他斷線繪製。 

 

 

 

 

圖4-2 植物箱之部分 

（中華民國設計專利D168,109號） 

圖4-3 工具盒之部分 

（中華民國設計專利D157,474號） 

伍、結 語 

從法理面觀察，註冊設計的保護範圍（相同、近似）理應比不註冊設計（實質

相同）要大上許多，然而Kohler Mira案的判決結果卻與一般人之想像有所不同，在

本案判決中，不註冊設計的侵權判斷方式迥異與註冊設計，其中包括任一原創性特

徵皆得主張權利、英國不註冊設計無庸比對表面裝飾；也沒有先前技藝阻卻的概

念，一旦外觀過於近似，被控侵權人還要肩負起獨立設計的舉證責任，否則即可能

構成侵權。簡單講，本案可說僅是因為一片「墓碑狀面板」，就讓Bristan賠了英磅

22萬元，儘管判賠金額不高，但著實讓人發現不註冊設計制度的特殊所在。 

我國現階段的設計保護制度主要是架構在專利法的思維下，基於創作者為保障

其設計專有權，必須就其設計創作向國家申請設計專利。但是若從國內設計產業的

資本結構觀察，有接近九成以上的廠商均屬資本額新台幣1千萬元以下的小資階



26  

專利師︱第二十四期︱2016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級，在缺乏資金的挹注下，更遑論要抽調企業資金與人力在智慧財產權的行動上。

相較於註冊設計制度，我國必須被動的透過設計專利的申請才提供法律保障，然

而，不註冊設計卻具有化被動為主動的制度優勢，當設計師完成創作時，國家公權

力即自動提供最基礎的法律保障，以保護他們的創作行為。準此，在我國設計專利

制度幾已全然與國際接軌的今日，要提供跨國企業海內外一致的設計保護已不是問

題，未來是否能因應在地化需求提供更全方位的保護方案，不註冊設計或許是一個

可供參考的選擇。以上簡單說明英國不註冊設計與共同體註冊設計的權利主張與侵

權判斷差異，期待未來我國在設計保護制度的改革之路，能兼容並蓄的吸納海內外

經驗，在考量國情的前提下，營造出更多元完善的設計保護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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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專利人才考試與 
智財教育 

白江泰人*、楊智傑** 

壹、前 言 

國家或私人企業想要強化保護智慧財產，首先要養成管理智慧財產權的人才。

目前各國透過考試取得證照，可以管理智慧財產權的專業代表是專利師。專利相關

申請事項涉及高度專業技術，通常需要委託專業的代理人撰寫專利申請書，在許多

國家皆已設置專利師或類似證照，但由於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法律體系，亦發展出

不同的專利師考試與培育模式。 

台灣的專利師法於2007年通過，2010年第一屆考試，至今實施尚未10年。但專

利師考試一開始似乎稍微嚴格，錄取率過低，而引起業界一些質疑聲音。一方面，

有業界認為，專利師考試不應讓不具理工背景人應考1；而若排除了不具理工背景

者，似乎也可取消「普通物理與普通化學」此一考科2。業界有聲音建議取消「專業

                                                        
DOI：10.3966/221845622016010024002 
收稿日：2015年10月27日 
*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科技法律所研究生。
 

** 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所副教授。 
1 吳碧娥，台灣專利師考試世上最難！限定理工科系、簡化考試科目才有救，北美智權報，

124期，2015年1月14日，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Industry_ 
Economy/publish-321.htm，最後瀏覽日：2015年10月27日。 

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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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六選一」，因為這些理工專業科目往往考得過難，增加專利師考試的難度3。不

過，若要取消專業科目六選一，有何種配套？仍持續爭論中。 

在日文中，專利師稱為弁理士。本文將介紹日本弁理士的歷史、日本專利師考

試制度，及日本養成智慧財產權專業人才制度，以及相關大學教育制度，協助瞭解

日本智慧財產人才之培育模式。希望透過與日本制度的比較，回頭思考台灣專利師

與專利人才培育制度的走向。 

以下第貳部分，先介紹日本專利法與弁理士制度之起源。第參部分，則詳細介

紹日本弁理士考試制度、各考試科目、免試方法、錄取人背景等等。並也將介紹

2008年為了避免弁理士錄取後卻沒有實務經驗，而增加的職前訓練與在職訓練，以

及2016年預計整合過多的考試科目。第肆部分，欲介紹日本除了弁理士考試外，其

他對智慧財產人才的檢定制度。此一制度提供了智財人員獲得專業能力認證的途

徑。第伍部分，則欲介紹日本大學體系對智財人才培訓的方式，該部分將特別以大

阪工業大學為例加以說明。第陸部分，看過了日本弁理士考試、智財人員檢定、智

財教育之後，對台灣有何啟發？本文提出一些初步看法，以作為結論。 

貳、日本弁理士起源 

一、日本特許法的歷史 

日本專利類型分為特許（發明）、實用新案（新型）、意匠（設計），三個專

利類型各自為獨立為「特許法」、「實用新案法」、「意匠法」，與台灣專利法將

專利類型納為一個法律不同。 

日本的智慧財產制度源於明治時代4，當時的日本急於開放以及強化本國競爭

力，以追趕上歐美的技術，取得與歐美平等的地位並擠身強國之列，所以明治政府

為了向歐美等先進國家進口技術，在1871年公布日本最初的專利法「專賣略規

                                                        
3 同前註。 
4 日本明治時代介於1868年-1912年，當時開始展開明治維新，進行全面西化與改革開放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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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5。但由於當時日本普遍技術水平不高，明治政府擔心國外技術大舉進入日本

申請專利，於是嚴格審查專利要件，反而使國內技術更加無法通過專利審查，導致

專賣略規則公布不到1年即宣布廢止6。 

而後日本歷經近代化的社會變革後，明治政府於1885年公布「專賣特許條

例 」 7，並由高橋是清先生出任第一位專賣特許所所長，進行各項專利制度的建

立。專賣特許條例雖於1888年為「特許條例」所取代，但此後專利制度便在日本扎

根，因而專賣特許條例可以說是日本專利法之起源。1899年日本加入巴黎條約，同

年修法正式將特許條例更名為「特許法」沿用至今，並於1905年制定「實用新案

法」。此後，又經過1909年8、1921年9等多次修改，最終在1959年修法後確立日本

近代專利制度之基礎10。 

二、日本弁理士的歷史 

專利師在日本稱為弁理士。1890年特許局在東京創立「東京特許代言社」，這

是在日本第一個有專利師概念的專利事務機構，但當時沒有技術或法律知識的人也

能寫專利申請書或專利範圍（Claim）等，內容常常出現錯誤，越來越多人認為專

利申請必須有代理人制度。1899年日本參加巴黎條約後，許可外國人在日本也能申

請專利權，亦同時公布「特許代理業者登録規則」，並於該規則第2條規定為了登

記「特許代理業者」11，需要考上特許代理業者試驗，考試的内容由農商務大臣決

定12；在這一年共有138人登記成為專利代理業者。 

                                                        
5 明治4年4月7日太政官布告第175号專売略規則ヲ以テ公布。 
6 明治5年3月29日太政官布告第105号專売略規則廃止ヲ以テ公布。 
7 明治21年12月18日勅令第84号特許条例ヲ以テ公布、同22年2月1日ヨリ施行。 
8 修正內容有：新增職務發明規定、以及採用國内公知主義、新增外國人享有之權利相關規

定、新增特許權効力及範圍規定、導入特許權存續期間延長制度。 
9 1921年修正先発明（先發明）主義改為「先願主義」（先申請主義）。 
10 JPO，我が国における特許法の沿革，頁2，https://www.jpo.go.jp/shiryou/toushin/kenkyukai/ 

pdf/tokkyoseidokenkyu01_haifu/kenkyukai05.pdf，最後瀏覽日：2015年8月6日。 
11 特許代理業者的意思是，以特許、意匠以及商標代理常業者（特許代理業者登錄規則第1

條）。 
12 特許代理業者登録規則第2条：「特許代理業者ノ登録ヲ受ケントスル者ハ能力者ニシテ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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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9年公布「特許弁理士令」，將特許代理業者修正名稱為「特許弁理

士」，只有特許弁理士才可以進行向特許局申請專利權之業務。1921年公布弁理士

法，將「特許弁理士」名稱修正為「弁理士」13，因為實用新案法於1905年通過，

所以新增實用新案為弁理士的代理範圍；同年的弁理士人數已達1,350人14。 

參、日本弁理士考試制度 

一、弁理士考試制度 

日本為三權分立的政府，考試權歸屬行政系統，除了國家公務員之選用由人事

院統籌辦理外，專業證照則由各部會依屬性分別負責辦理。 

在日本弁理士考試並未禁止外國人參加15，弁理士試驗需要通過三階段的考

試，分別為「簡答式筆試」、「申論式筆試」與「口試」，三個階段的考試皆通過

之後，還要參加研習才可以取得弁理士執照。日本弁理士考試是一年一次，每年5

月在東京、大阪、仙台、名古屋、福岡等5個地區開始第一階段考試。第一階段考

試為「簡答式筆試」（日文為短答式測驗），題目數總共有60題，考試的時間是4

個小時，範圍分為：工業所有權法規16、工業所有權條約17、著作權法、不正競爭

防止18等四大部分。考試滿分為60分，合格的成績每年不一樣，但通常平均在40分

                                                                                                                                                        
特許代理業者試験ニ合格シタル者ナルコトヲ要ス2 特許代理業者試験ニ関スル規定ハ農

商務大臣之ヲ定ム。」 
13 弁理士可以從事特許局關於特許、實用新案、意匠及商標的代理業務（1921年弁理士法第1

條）。 
14 日本弁理士会，弁理士の歴史，https://www.jpaa.or.jp/consultation/patent_agent/history.html，

最後瀏覽日：2015年8月6日。 
15 工業所有権審議会，平成27年度弁理士試驗受驗案內，3頁，https://www.jpo.go.jp/torikumi/ 

benrishi/benrishi2/pdf/h27_juken_annai/annnai.pdf，最後瀏覽日：2015年8月6日。 
16 工業所有權法規指專利法（特許法）、新型（實用新案）、意匠法（專利設計）、商標法等

相關法律。 
17 工業所有權條約內容為日本參與國際條約的相關法律問題。 
18 日本不正競爭防止類似台灣公平交易法，但法律內容較公平交易法所涵蓋的範圍少，僅限於

競爭法內容。 



日本專利人才考試與智財教育 31 

專利師︱第二十四期︱2016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以上的話一定會合格。 

表1 近五年簡答式筆試合格成績統計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簡答式測驗 

合格基準點 
39分 39分 37分 39分 39分 

資料來源：LEC東京リーガルマインド 短答式試験 合格点グラフ。 

 

第二階段的考試是「申論式筆試」（日文為論文式試驗）。每年7月在東京、

大阪舉行考試，這個申論式筆試有兩次，第一次為必考科目的申論式考試，三個禮

拜後，進行第二次選考科目之申論式考試。申論式筆試必考科目是特許法、實用新

案法、意匠法與商標法，考試的時間為特許法和實用新案法2小時，意匠法1.5小

時，商標法1.5小時，一共5小時，且考試有附法條可參考。三個禮拜後的考試是選

考科目，可選民法、著作權、國際法、獨占禁止法、理工學科（共29個不同理工科

目）的考試，考試時間為1.5小時19。 

第三階段為「口試」（日文為口述考試），每年在10月在東京進行口試。考試

範圍是工業所有權相關法令，考試的時間為特許法10分鐘，實用新案10分鐘，商標

法10分鐘20，共計30分鐘，由主考官與考生一問一答。評分方式分為A（優）、B

（中）、C（劣）三種成績，三個科目各自獨立計分，三科成績得到兩個C為口試不

通過。 

                                                        
19 工業所有権審議会，同註15，4頁。 
20 同註1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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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弁理士考試制度 

  
 
 
 
‧時間：五月 
‧考試方式：選擇題 
‧範圍： 
 工業所有權法令、不正競爭

防止、著作權法、工業所有

權條約 
（考試時間共4小時） 

‧試場： 
 東京、大阪、仙台、名古

屋、福岡 

第一階段考試 
（短答式） 

 
 
 
 
‧時間：七月 
‧考試方式：申論 
‧範圍： 

1. 必考科目： 
 特許法、實用新案法、意

匠法、商標法 
（考試時間共5小時） 

2. 選考科目 
 選考民法、著作權、國際

法、獨占禁止法、理工相

關科目（共35科）其中

一科 
（考試時間1個小時） 

‧試場： 
 東京、大阪 

第二階段考試 
（論文式） 

 
 
 
 
‧時間：十月 
‧考試方式：口試 
‧範圍： 
 工業所有權法令 

（一個科目10分鐘） 
‧試場： 
 東京 
 

第三階段考試 
（口頭式） 

 
資料來源：本文製表。 

二、弁理士考試免試制度 

日本弁理士考試有一個特別的「一部免試」制度，適用在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

的考試。免試的方法有兩種：第一個是一定時限內免除試驗，假設今年通過第一階

段考試，但第二階段考試不通過，明年可以跳過第一階段考試，直接從第二階段考

試開始，如果不通過第三階段考試的時候也一樣，隔年直接報考第三階段考試即

可。但免試期間只有2年，所以第一年通過第一階段，但不通過第二階段，第二年

直接考第二階段，但再不通過第二階段，第三年通過第二階段，但不通過第三考

試，如此一來在第四年要重考第一階段與第三階段的考試，但不用考第二考試，簡

單來説一個階段的考試只有2年的免試期間。 

另一種免試是在特定學校選讀特別的科系，還有在這個學校針對特定的題目撰

寫論文者，可以免除第一階段考試的一部分與第二階段考試的一部分21。但日本經

                                                        
21 JPO，弁理士試驗論文式筆記試驗選択科目免除について，https://www.jpo.go.jp/torikumi/ 

benrishi/benrishi2/benrisi_test_info.htm，最後瀏覽日：2015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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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產業省未公布到底在哪個學校，可以取得免除考試的資格，理由是每年經濟產業

省必須依照課程內容判斷是否達到免除考試的水平。 

目前日本國內大學自行宣布可以取得這個免除考試資格的學校有：大阪工業大

學專門職大學院、吉備国際大學、東京農工大學大學院、国士舘大學、日本大學大

學院、金沢工業大學大學院、東京工業大學等大部分有智慧財產相關科系的學校。 

第一階段之免除方法，依弁理士法第11條第4項規定，由經濟產業省認定於研

究所時取得工業所有權相關科目學分，研究所畢業後2年內，可免除關於工業所有

權法令、工業所有權條約的考試科目。所以在學校已經取得這些學分的學生，畢業

後2年免除第一個考試的一部分（60個問題中50個免試），只要考著作權、不正競

爭防止法的部分。另外，依同條第5項規定，在特許廳從事審判或審查事務達5年以

上的申請者，也可以免除關於工業所有權法令、工業所有權條約的考試科目。 

第二階段免試方法比較複雜。這個方法先決條件是，第二階段考試的必考科目

合格，雖然選考科目不合格，也享有2年必選科目免試，只要重考選考科目即可。 

第二階段選考科目的考試有三種免試方式：第一種是已經通過選考科目考試

者， 永 遠免 除第 二 個選 考科 目 的考 試， 並 不受 到2年 的 時 間限 制 。第 二種 是 碩

（博）士論文的内容屬於選考科目範圍，由工業所有權審議會審查認定後，可以免

除第二階段考試的選考科目。日本特許廳公布免除考試認定的範圍如表3所示： 

表3 選考科目免試範圍 

理工Ⅰ（工學）：基本是力學的評估，設計，相關生產的工學領域 
理工Ⅱ（数學・物理）：相關数學・物理分野 
理工Ⅲ（化學）：化學系分野 
理工Ⅳ（生物）：相關生物學及生物科技分野 
理工Ⅴ（情報）： 基本是情報理論及情報工通信學、具有高性能化、高機能化、新的應用等

的工學領域 
法律（相關弁理士業務的法律）： 專利師業務的相關法律，即除工業所有權四法（專利、實

用新案、意匠、商標）以外的法律 

資料來源：JPO，平成27年度弁理士試驗受驗案內，7頁，https://www.jpo.go.jp/torikumi/benrishi/ 
benrishi2/pdf/h27_juken_annai/annnai.pdf，最後瀏覽日：2015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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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論文免除考試者，審查機關先審閱論文摘要，但論文摘要無法判斷時就會

要求審查論文的全文，雖然碩（博）士論文，自己認為在免試範圍內，但論文在每

一個審查的結果不一定可以符合免試要件。 

第三種免試方法是已經有上述的證照資格者，如技術士、一級建築士、第1種

或者是第2種電氣主任技術者22、情報處理技術者、電氣通信主任技術者、藥劑師、

司法考試合格者、司法書士23（要登記）以及行政書士24（要登記）等。 

取得上述要件的人才可以免除第二階段的選考科目考試。 

第三階段口試也有免試制度的適用，如果在特許廳從事審判或審查事務達到5

年以上，可以免除口試。 

表4 日本弁理士考試免試制度整理 

第一階段考試 第二階段考試 

（必選科目） 

第二階段考試 

（選考科目） 

第三階段考試 

1. 審查研究所修課內容 
2. 特許廳從事審判或審查事

務達5年 
（免除50個題目） 

無 

1. 審查碩（博）士畢業

論文內容 
2. 特定證照資格 
（免除選考科目） 

特許廳從事審判或

審查事務達5年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22 電氣主任技術者為電器設備的維持、管理、運用與安全監督者。第一種電氣主任技術者為電

力公司，第二種電氣主任技術者為具有相當規模的電器設備營業所。 
23 司法書士是依司法書士法規定取得的專業資格，以專門的法律知識，代理不動產、法人登記

及代理提存，做對法院、法務局提出文書的專門職。可以在簡易裁判所裡進行民事訴訟、和

解、調停之當事人代理。日本行政書士會連合會，司法書士の業務，http://www.shiho-
shoshi.or.jp/consulting/business.html，最後瀏覽日：2015年11月5日。 

24 行政書士是經日本政府許可，專門受理個人或法人之委託，作為代理人對行政公署製作並提

出各種文書。行政書士亦可製作權利義務、事實證明相關文書。日本行政書士會連合會，行

政書士の業務內容，http://www.gyosei.or.jp/service/services.html，最後瀏覽日：2015年11月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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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弁理士考試參加者背景 

日本經濟產業省每年都會公布當年報考弁理士的背景資料。以表5所列2014年

弁理士考試申請人資料為例，考生平均年齡大多在40歲。申請者平均年齡較高的理

由有二：第一，日本學生畢業前就要找到未來的工作，否則以日本的就業制度，畢

業後已經無法找到好的工作。第二，進入專利事務所工作的人，累積實務經驗後想

報考專利師。男女比例上，80%的人是男性。職業背景上，多為一般上班族與專利

事務所工作者。 

表5 2014年弁理士考試申請人資料統計 

弁理士考試申請人 性 別 

系 統 人 數 % 性 別 人 數 % 
一 般 6,161 99.1 男 性 5,214 83.9 
免 除 55 0.9 女 性 1,002 16.1 
總 計 6,216 100 總 計 6,216 100.0 

申請考試次數 職 業 

申請次數 人 數 % 職 業 人 數 % 
初次考試 1,146 18.4 上班族 3,127 50.3 

1～5 3,470 55.8 專利事務所 1,404 22.6 
6～10 1,203 19.4 公務員 226 3.6 

11～15 256 4.1 老 師 45 0.7 
16～20 79 1.3 法律事務所 58 0.9 
21以上 62 1.0 學 生 192 3.1 
總 計 6,216 100.0 自營業 161 2.6 
平 均 3.95 無 業 753 12.1 

第一階段合格之考試次數 其 他 250 4.0 
合格次數 人 數 % 總 計 6,216 100.0 

0 3,971 63.9 第二階段考試地點人數 

1～5 2,091 33.6 地 方 人 數 % 
6～10 129 2.1 東 京 4,291 69.0 

11以上 25 0.4 大 阪 1,925 31.0 
平 均 0.75 總 計 6,21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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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齡 選考科目 

年 齡 人 數 % 科 目 人 數 % 
1910世代 10 0.2 
1920世代 928 14.9 

理工Ⅰ 
（工學） 

759 12.2 

1930世代 2,422 39.0 

1940世代 1,531 24.6 

理工Ⅱ（數

學，物理）
879 14.1 

1950世代 924 14.9 

1960世代 344 5.5 

理工Ⅲ 
（化學） 

1,183 19.0 

1970世代 53 0.9 

1980世代~ 4 0.1 

理工Ⅳ 
（生物） 

561 9.0 

總 計 6,216 100.0 

平均年齡 40.5 

理工Ⅴ 
（情報） 

902 14.5 

最年少 19 

最年長 85 

  

法律 
（專利師相關

業務法律）

1,932 31.1 

  總 計 6,216 100.0 

  出身系統 

   理工系 4,725 76.0 
   法律系 1,137 18.3 
   其 他 354 5.7 
  總 計 6,216 100.0 

資料來源：日本特許廳，平成26年度弁理士試験志願者統計，1-2頁，http://www.jpo.go.jp/torikumi/ 
benrishi/benrishi2/pdf/h26_benrisitoukei/sigansya26.pdf ，最後瀏覽日： 2015 年 8 月 6
日。 

 

從表6的2014年弁理士合格者的資料可以發現，高達82%以上的合格者具有理工

科系背景，另外18%出自法律、文科系統。雖然考上弁理士的人大部分為理工科系

背景，但是在設計弁理士考試之初，因為專利領域涵蓋了技術、法律、經濟與貿易

發展，再加上商標相關事務也是弁理士之業務範圍，所以希望各個領域的人都能成

為弁理士。但後來逐漸轉變為，大部分考生均為工學院畢業。而法律、文科生考上

弁理士的人，大部分從事商標業務，或者是設計專利（意匠）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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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2014年弁理士考試合格者統計 

專利師考試申請人 性 別 

系 統 人 數 % 性 別 人 數 % 
一 般 136 35.3 男 性 296 76.9 

第一階段免試 166 43．1 女 性 89 23.1 
第二階段免試 60 15.6 總 計 385 100.0 

工業所有權法免除 23 5.9 職 業 

總 計 385 100 職 業 人 數 % 

第三間段考試合格率 74.6 上班族 200 51.9 

合格率 6.9 專利事務所 115 29.9 

申請考試次數 公務員 20 5.2 
申請次數 人 數 % 老 師 1 0.3 
初次考試 23 6．0 法律事務所 2 0.5 

1～5 284 73.8 學 生 7 1.8 
6～10 65 16.9 自營業 6 1.6 

11～15 8 2．1 其 他 29 7.5 
16～20 2 0.5 總 計 5 1.3 

21以上 3 0.8 第二階段考試地點人數 

總 計 385 100.0 地 方 人 數 % 
平 均 3.86 東 京 286 74.3 

第一階段合格之考試次數 大 阪 99 25.7 
合格次數 人 數 % 總 計 385 100.0 

0 89 23.1 第一階段考試地點人數 

1～5 287 74.5 東 京 274 71.2 
6～10 8 2.1 大 阪 76 19.7 

11以上 1 0.3 仙 台 1 0.3 
平 均 1.17 名古屋 29 7.5 

免除資格 福 岡 5 1.3 
資 格 人 數 % 其 他 385 100.0 

碩士，博士 203 80.6 選考科目 

技術士 2 0.8 科 目 人 數 % 
一級建築士 0 0.0 

   

理工Ⅰ 
（工學） 

47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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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主任技術者 1 0.4 
情報技術處理者 6 2.4 

理工Ⅱ（數

學，物理）
61 15.8 

電氣通信主任技術者 6 2.4 
律師考試合格者 0 0.0 

理工Ⅲ 
（化學） 

88 22.9 

藥劑師 11 4.4 
代 書 5 2.0 

理工Ⅳ 
（生物） 

57 14.8 

司法書士 0 0.0 
總 計 252 100.0 

理工Ⅴ 
（情報） 

42 10.9 

年 齡 

年 齡 人 數 % 
1910世代 0 0.0 

法律 
（專利師相關

業務法律）

90 23.4 

1920世代 71 18.4 總 計 385 100.0 

1930世代 215 55.8 出身系統 

1940世代 65 16.9 系 統 人 數 % 

1950世代 27 7.0 理工系 319 82.9 
1960世代 7 1.8 法文系 56 14.5 
1970世代 0 0.0 其 他 10 2.6 

1980世代～ 0 0.0 總 計 385 100.0 

總 計 385 100.0    
平均年齡 36.4 

最年少 21 
最年長 69 

資料來源：日本特許廳，平成26年度弁理士試験最終合格者統計，1-2頁，http://www.jpo. 
go.jp/torikumi/benrishi/benrishi2/pdf/h26_benrisitoukei/tantou_goukakusha26.pdf ， 最 後

瀏覽日：2015年8月6日。 

四、職業訓練制度 

日本弁理士之職業訓練分為職前訓練與在職訓練。2008年以前，弁理士只要通

過考試即可執業，雖然是新手專利師，也可以在事務所或公司慢慢磨練成長。但是

隨著整體經濟環境變差，多數需要專利師的私人機構要求專利師須具有實務經驗，

沒有經驗的弁理士雖然具有資格卻無法找到工作。於是為了因應職場需求，日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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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修正弁理士考試規定，新增完成職前訓練才可正式取得弁理士執照以及登錄

執業之規定25。 

在職訓練則是為了確保專利師具有一定程度的專業水準，規定在取得執照後弁

理士必須進行終身研習，每5年內必須取得70學分（一學分1小時），日本弁理士會

為主要訓練機構，也可以在認定許可的外部機構研習，但研習的40學分必須在弁理

士會完成，剩下的30學分可參加外部機構的研習。 

(一) 職前訓練 

日本弁理士會為職前訓練的訓練機關，上課内容主要為撰寫專利申請的實務課

程，因爲弁理士考試内容沒有實務科目，所以是為了保障弁理士專業水準之必要訓

練。 

每年12月左右開始職前訓練，上課方式有兩種：一個是教室內上課（72小

時），上課時間可選擇星期五或是星期六，每次上課均需要繳交功課；另一個是網

路上課（27小時），上課的作業有回答提問或是進行報告。 

課程內容分為五大課程：第一類課程是「專利法及專利師職業倫理」，分為專

利法、專利倫理與專利師業務概論三個科目。 

第二類課程是「專利法及新型專利理論及實務」，上課科目有情報調查（專利

檢索）、PCT（專利合作條約）申請、說明書概論、審查基準（產業上利用可能

性、新穎性、進步性）、申請專利範圍（Claim）作法與解釋、說明書的概念與練

習（化學、機械、電器可擇一）、審查答辯與概念（意見書、補正書）、審查基準

（補正限制）、審查答辯練習（化學、機械、電器可擇一）26。 

第三類課程是設計專利理論及實務，科目內容有申請程序概論、申請程序與練

習、審查答辯概論、審查基準説明、類似判斷、審查答辯練習。 

第四類課程是商標理論及實務，上課科目有情報調查、馬德里議定書（Madrid 

protocol）申請、申請程序概論、審查程序、審查答辯概論、審查基準的説明、類似

判斷、審查答辯練習。 

                                                        
25 日本弁理士会，実務修習のお知らせ，1頁，http://www.jpaa.or.jp/goukakuinfo/jitsumushushu/ 

pdf/2012/oshirase.pdf，最後瀏覽日：2015年8月6日。 
26 同前註，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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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類課程為工業所有權的條約及相關其他專利師業務的理論及實務，上課科

目有智慧財產權的策略、審查程序（網路申請、申請表樣式）、條約（包括各國家

的智慧財產制度概論）、審判概要。 

免除制度除了應用在專利師考試階段，在職前訓練也可以免除部分上課科目，

以下以表7列出免除的要件27。 

表7 職前訓練免除要件 

免除條件 免除科目 免除證明書 注意事項 

具有法人組織內從事專

利、新型專利、設計專

利、商標的申請書類達

3年以上之工作經歷 

1. 專 利 及 新 型 專 利 的

理論及實務 
2. 設 計 專 利 的 理 論 及

實務 
3. 商標的理論及實務 
※注意事項： 
 所 列 科 目 只 可 擇 一

免除 

所 屬 組 織 負 責 人 出 具

的「員工在職證明」 
組 織 內 不 可 有 專 利 代

理 人 在 職 ， 或 是 對 外

委 託 專 利 代 理 人 協 助

處理相關事務 

具有於專利事務所、公

司等從事專利、新型專

利、設計專利、商標的

申請書類達5年以上之

工作經歷 

1. 專 利 及 新 型 專 利 的

理論及實務 
2. 設 計 專 利 的 理 論 及

實務 
3. 商標的理論及實務 
※注意事項： 
 所 列 科 目 只 可 擇 一

免除。 

所 屬 組 織 責 任 者 出 具

的「員工在職證明」 
在 公 司 內 從 事 公 司 專

利 代 理 人 的 協 助 業 務

者，不適用此規定 

在特許廳從事審判或審

查工作之5年以上經歷 

1. 專 利 及 新 型 專 利 的

理論及實務 
2. 設 計 專 利 的 理 論 及

實務 
3. 商標的理論及實務 
※注意事項： 
 所 列 科 目 只 可 擇 一

免除 

特 許 廳 出 具 的 「 員 工

在職證明」 
 

                                                        
27 同前註，8-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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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條件 免除科目 免除證明書 注意事項 

具有律師資格 1. 專 利 及 新 型 專 利 的

理論及實務 
2. 設 計 專 利 的 理 論 及

實務 
3. 商標的理論及實務 
4. 工 業 所 有 權 的 條 約

及 其 他 專 利 師 業 務

理論及實務 
※注意事項： 
 所 列 科 目 只 可 擇 一

免除 

申 請 職 前 訓 練 的 時 候

已 經 附 上 證 明 書 所 以

不用再一次提出 

不 可 以 免 除 專 利 師 法

及專利師職務倫理 

特許廳任職審判官或審

查官，從事審判或審查

的工作合計7年以上 

1. 專 利 及 新 型 專 利 的

理論及實務 
2. 設 計 專 利 的 理 論 及

實務 
3. 商標的理論及實務 
※注意事項： 
 所 列 科 目 只 可 擇 一

免除 

申 請 職 前 訓 練 的 時 候

已 經 附 上 證 明 書 所 以

不用再一次提出 

 

資料來源：日本弁理士会，實務研修のお知らせ，22頁，http://www.jpaa.or.jp/goukakuinfo/jitsu 
mushushu/pdf/2012/oshirase.pdf，最後瀏覽日：2015年8月6日。 

 

應試者在通過三階段考試之後還要參加職前訓練，否則無法取得證照，如果參

加職前訓練者在受訓期間無法上課，將無法完成課程，必須於隔年重新參加全部的

職前訓練課程。 

(二) 在職訓練 

2008年弁理士法修正弁理士在職訓練規定，弁理士必須每5年完成70學分（70

小時）的在職訓練，弁理士可自弁理士會公布的研習範圍選擇研習內容，研習的種

類如表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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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在職研修種類 

倫理研修 
弁理士必選的研修課程，總共有10小時（網路上課5小時，教室上課5
小時） 

會員研修 
弁理士必選的研修課程，因為科技與時俱進的特性，專利師所必須要

具備的知識技能 
地域研修 針對東京、大阪、名古屋以外地區的弁理士的研修活動 

特定侵害訴訟代理業務

相關能力擔保研修 
為取得特定侵害訴訟代理資格的研修課程 

・民法 民事訴訟法相關

基礎研修 
研習內容為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特定侵害訴訟代理專利

師研修 

參加研習的對象為特定侵害訴訟代理業務測驗合格的專利師，以實際

特定侵害訴訟實務必要知識為研修內容 
智財商業學院 研修管理商業智慧財產概念，如何運用智慧財產進行商業活動 
先端創新技術 新技術研修 

資料來源：日本弁理士會，弁理士の研修の取り組み，http://www.jpaa.or.jp/?cat=74，最後瀏覽

日：2015年8月6日。 

五、2016年弁理士考試修正 

近年來，對於日本弁理士考試制度，也持續有修改建議。根據日本産業構造審

議會──知的財産分科會於2014提出的「弁理士制度の見直しの方向性について」

（弁理士制度修正報告書），弁理士考試改革的背景係為因應現在企業國際化，弁

理士考試不可僅侷限國內法令，必須具備國外相關法令知識，以及具備一定程度之

外語能力。 

在該報告中，具體提出弁理士考試出現的問題，首先是第一階段的簡答式筆

試，因為過去弁理士考試將第一階段各科成績加總後，總分達到合格標準即可通

過，造成許多考生放棄較難的工業所有權條約28。但是弁理士必須具備外國法令知

識才可協助跨國企業申請專利，因而在2016年將第一階段弁理士考試各科分數設置

最低分數要求。 

                                                        
28 產業構造審議会，弁理士制度の見直しの方向性について，49頁，https://www.jpo.go.jp/ 

shiryou/toushin/toushintou/pdf/benrishi_minaoshi/houkoku.pdf，最後瀏覽日：2015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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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的必選科目內容並未納入工業所有權條約，但國外專利申請也是專利

師的業務範圍之一，具有外國法令知識是現在專利師必備技能之一，因此建議將工

業所有權條約也納入必考科目29。而選考科目太多，各科難易度不一，容易造成考

試不公平現象，此一問題在2016年新的弁理士考試已經完成修正，選考科目由35科

整合為15科。 

第三階段的口試因為考生分批由不同的口試官進行考試，考生遇到的口試問題

也不一樣，有考試不公平的疑慮。再者日本的律師考試已無口試制度，弁理士亦應

不需要進行口試；但是也有相反意見認為溝通表達能力對專利師為重要技能，因為

弁理士必須和客戶溝通也必須明白發明人說明之技術重點30。 

最後是免除制度之公平性，有免除資格之考生不需要經過完整的考試，比起無

免除資格者更有機會通過考試，所以提議是否廢除免除制度。 

對於上述報告，日本官方已經預計於2016年，修改部分考試規定。包括第一階

段考試各科的及格標準，以及第二階段選考科目的合併。 

(一) 考試合格標準 

弁理士考試的第一階段，考試科目為專利法、新型專利、設計專利、商標、工

業所有權條約、著作權與不正競爭防止法，成績採計方式為所有科目加總後達到合

格成績即可通過第一階段。換言之，只要專利法滿分、著作權零分，總分達到合格

標準也可以通過第一階段考試，所以日本許多坊間的補習班會建議考生先放棄比較

難拿到分數的科目。為了杜絕此種投機行為並確保專利師之專業水準，日本預定於

2016年修改弁理士考試規定，制定各科的合格分數，如有一科分數未達標準則無法

通過第一階段考試。 

                                                        
29 同前註，50頁。 
30 同前註，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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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2016年專利師第一階段考試合格基準 

科 目 出題數 推定基準分數 

專利・新型專利法令 20題 8分 
設計專利法令 10題 4分 
相關商標法令 10題 4分 

相關工業所有權條約 10題 4分 
著作權法・不正競爭防止法 10題 4分 

資料來源：工業所有權審議會，平成28年度から弁理士試驗制度が変わります，2頁，

https://www.jpo.go.jp/torikumi/benrishi/benrishi2/pdf/shiken_kaisei/pamphlet.pdf ， 最 後

瀏覽日：2015年9月18日。 

(二) 選考科目之合併 

2016年修正前第二階段考試（選考科目）的考試，可以從35個科目擇一考試；

修正後將35個科目整合為15個科目，從15個科目擇一考試。此次修正，許多人認為

弁理士的考試門檻再次被提高，許多不具有理工背景的考生在修正前有較多科目可

以選擇，特別是著作權為考生普遍的選考科目。但修正之後法律類別只有民法，非

法律系畢業的考生爲了通過選考科目才開始讀民法，具有相當難度，而且民法考試

的範圍非常廣，修正前選考民法的人非常少。因而在此次弁理士考試修正後，專利

師考試越來越偏向理工專業。 

表10 修正前後選考科目比較 

科 目 
選考科目 

（2015年以前） 
修正比較 

選考科目 

（2016年以後） 

基礎材料力學 
○保留 

（改稱） 
材料力學 

流體力學 ○保留 流體力學 
熱力學 ○保留 熱力學 

控制工學 ×廢除  
基礎構造力學 ×廢除  

建築構造 ×廢除  
土質工學 ○保留 土質工學 

理工Ⅰ 

（機械・應用力學） 

環境工學 ×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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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選考科目 

（2015年以前） 
修正比較 

選考科目 

（2016年以後） 

基礎物理學 ○保留 基礎物理學 
計測工學 ×廢除  

光學 ×廢除  
電子設備工學 ×廢除  

電磁氣學 ○保留 電磁氣學 
回路理論 ○保留 回路理論 

理工Ⅱ 

（數學・物理） 

能源一工學 ×廢除  

科學一般 
○保留 

（改稱） 
物理化學 

有機化學 ○保留 有機化學 
無機化學 ○保留 無機化學 
材料工學 ×廢除  

藥學 ×廢除  

理工Ⅲ 

（化學） 

環境化學 ×廢除  
生物學一般 ○保留 生物學一般 

生物化學 ○保留 生物化學 
生命工學 ×廢除  

理工Ⅳ 

（生物） 

資源生物學 ×廢除  
情報理論 ○保留 情報理論 
情報工學 

計算機工學 
△統合 計算機工學 

理工Ⅴ 

（情報） 

通信工學 ×廢除  
民法 ○保留 民法 

民事訴訟法 ×廢除  
著作權法 ×廢除  

不正競爭防止法等 ×廢除  
行政法 ×廢除  

法 律 

（相關專利師業務的法律） 

國際私法 ×廢除  

資料來源：工業所有權審議會，平成28年度弁理士から弁理士試驗制度が変わります，4頁，

https://www.jpo.go.jp/torikumi/benrishi/benrishi2/pdf/shiken_kaisei/pamphlet.pdf ， 最 後

瀏覽日：2015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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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智慧財產相關能力檢定 

一、特定侵害訴訟代理業務測驗 

日本訴訟制度只有律師擁有訴訟代理權，但專利權侵害等訴訟需要具有高度技

術知識的專業人士，所以專利權侵害相關審判，律師需要弁理士協助，這時弁理士

以「輔佐人」的地位參加訴訟。2002年4月日本修正弁理士法，將弁理士的業務範

圍擴大，允許弁理士在專利權等之「特定侵害訴訟」事件中，在「特定條件」下具

有訴訟代理權31。 

所謂「特定侵害訴訟」，是指與發明、新型、新式樣、商標或電路布局權相關

之權利之侵害或特定不公平競爭所造成之營業上利益侵害相關訴訟（弁理士法第2

條第6項）。「特定條件」，是指已具有弁理士資格者，必須參加特別的職業訓練

（弁理士法第15條之2），並通過「特定侵害訴訟代理業務試驗」合格，始能取得

訴訟代理資格32。 

以2014年特定侵害訴訟代理業務試驗之職業訓練為例，參加資格為有弁理士業

務相應的實務經驗，且具有民事相關法律知識之已登錄弁理士，並由律師、法官、

書記官擔任上課講師33。上課內容是關於民事訴訟的基本實務，以及弁理士成為特

定訴訟代理人的必要學識及實務能力；而爲了涵養專利師訴訟之實務能力，受訓之

弁理士每次上課均須繳交作業，作業內容分為自宅起案（草擬）與宿題（作業）兩

種，內容參見表11。繳交的作業並不批改成績，僅在課堂上公開評論內容，但如果

撰狀練習未達水準則必須退回再一次重寫繳交。 

參加特定侵害訴訟代理業務試驗之職業訓練必須完成30個課程、一個課程1.5小

時，共計45小時的訓練時間（弁理士法施行規則第13條）。結訓者可以參加特定侵

                                                        
31 JPO，特定侵害訴訟代理業務試驗の案內，https://www.jpo.go.jp/torikumi/benrishi/benrishi2/ 

shingai_exam_annai.httm，最後瀏覽日：2015年8月6日。 
32 工業所有権審議会弁理士審查分科会，特定侵害訴訟代理業務試驗の基本方針，1頁，

https://www.jpo.go.jp/torikumi/benrishi/benrishi2/singai_exam_kihonhoushin/kihonhoushin.pdf ，

最後瀏覽日：2015年8月6日。 
33 日本弁理士会，平成26年度弁理士會能力担保研修実施概要，1頁，http://jpaa.or.jp/topics/ 

2014/pdf/noutan_paper02.pdf，最後瀏覽日：2015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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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訴訟代理業務試驗，考試通常在10月，於東京和大阪舉行，為期一天，考試内容

為民法、民事訴訟法、其他關係特定侵害訴訟法令及關係特定侵害之實務事項（弁

理士法施行規則第15條），以申論方式作答；如不參加考試，則該次訓練可計入弁

理士5年內的在職訓練研修時數。 

表11 課程演練內容 

課 題 內 容 

自宅起案（草擬）1 特許權・實用新案權侵害訴訟1（侵害防止請求） 
自宅起案（草擬）2 特許權・實用新案權侵害訴訟2（損害賠償） 
自宅起案（草擬）3 商標權侵害訴訟（侵害防止請求或損害賠償） 
自宅起案（草擬）4 不正競爭防止法違反訴訟（侵害防止或損害賠償） 

宿題（作業）1 撰狀演練 
宿題（作業）2 法律倫理報告 

資料來源：日本弁理士会，平成26年度能力担保研修實施概要，2頁，http://jpaa.or.jp/topics/ 
2014/pdf/noutan_paper02.pdf，最後瀏覽日：2015年8月6日。 

 

具有特定侵害訴訟代理資格之弁理士，僅能與律師共同代理同一委託人之訴

訟，且必須與律師同時出庭，但只要法院認可，專利師亦可單獨出庭（弁理士法第

6條之2）。簡言之，具有特定侵害訴訟代理資格之弁理士除具有輔佐人地位還可以

是訴訟代理人。 

二、智慧財產管理技能檢定 

日本智慧財產人才可以取得的國家考試證照有兩種，分別為弁理士與智慧財產

管理技能檢定（知的財產管理技能檢定）；私人機構則有商業著作權檢定等。智慧

財產管理技能檢定，是因為智慧財產權對私人組織來說是一個重要的經營資源，如

果有專業的智慧財產人才協助管理這種無形財產權，不僅可以保護組織的智慧財

產，更可以對外授權取得額外獲利，甚至提前排除他人對組織的智慧財產侵害，所

以管理人員需具有一定程度的專業知識，而智慧財產管理技能檢定便是為了確保管

理人才具有相當的專業才能所設計的考試34。 

                                                        
34 知的財產教育協会，知的財產管理技能士って何でしょう？，http://www.kentei-info-ip-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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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管理技能檢定本來是民間針對實務方面辦理的認證考試，由「知的財

產教育協會」自行舉辦，但後來變成國家考試的一環，主要的財務來源是檢定考試

的報名費，以及舉辦研修活動所得到的經費。每年舉辦3次考試，共分為三個等級

的檢定（一級、二級、三級），三級是基礎的檢定測驗，須通過後才能報考二級考

試，二級考試合格後才能報考一級考試，詳細內容如表12。 

表12 知的財産管理檢定分級 

等 級 選擇考科 國家證照名稱 

特許專門業務 一級知的財産管理技能士（特許專門業務） 
資訊專門業務 一級知的財産管理技能士（資訊專門業務） 1級 

品牌專門業務 一級知的財産管理技能士（品牌專門業務） 
2級 管理業務 二級知的財産管理技能士（管理業務） 
3級 管理業務 三級知的財産管理技能士（管理業務） 

資料來源：知的財產教育協会，知的財產教育協会試驗實施要領，http://www.kentei-info-ip-
edu.org/exam_youryo#shurui，最後瀏覽日：2015年8月6日。 

 

考試內容分為學科考試及實技考試，兩個考試合格之後才可以取得證照。但如

果學科考試及實技考試僅其中之一合格，下次的考試可以免試，所以只要重考未通

過的測驗科目，考試的形式請見表13。 

表13 智慧財產管理技能檢定考試形式 

等 級 測驗種類 測驗形式 問題數 制限時間 

學科測驗 
筆記測驗 

（選擇題4選1） 
45個提問 100分 

1級 

實技測驗 筆記考試及口頭考試 5個提問 30分左右 

學科測驗 
筆記測驗 

（選擇題4選1） 
40個提問 60分 

2級 

實技測驗 
筆記測驗 

（填充題） 
40個提問 60分 

                                                                                                                                                        
org/howto.html#a002，最後瀏覽日：2015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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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級 測驗種類 測驗形式 問題數 制限時間 

學科測驗 
筆記測驗 

（選擇題3選1） 
30個提問 45分 

3級 

實技測驗 
筆記測驗 

（填充題） 
30個提問 45分 

資料來源：知的財產教育協会，知的財產教育協会試驗實施要領，http://www.kentei-info-ip-
edu.org/exam_youryo#shurui，最後瀏覽日：2015年8月6日。 

 

各級考試的參加資格有所不同，如下表所示： 

表14 智慧財產管理技能檢定考試資格 

等級 測驗區分 選擇考科 受檢資格 

關係智慧財產業務有4年以上的實務經驗者 
2級技能檢定的合格者而且、關係智慧財產知的財産業

務有1年以上的實務經驗者 
3級技能檢定合格者、而且關係智慧財產業務有2年以

上的實務經驗者 
在學校教育法規定的大學研究所，與檢定1級的相關的

科目，修得10學分以上、而且相關智慧財產業務有1年

以上的實務經驗者 

學科測驗

特許專門業務

資訊專門業務

品牌專門業務

（共通） 

商業著作權檢定上級的合格者、而且相關智慧財產業

務有1年以上的實務經驗者 
1級技能檢定（特許專門業務）學科測驗合格者 
1級知的財産管理技能士（資訊專門業務） 特許專門業務

1級知的財産管理技能士（品牌門業務）  
1級技能檢定（資訊專門業務）學科測驗合格者 
1級知的財産管理技能士（特許專門業務） 資訊專門業務

1級知的財産管理技能士（品牌專門業務）  
1級技能檢定（品牌專門業務）學科測驗合格者 
1級知的財産管理技能士（特許專門業務） 

1級 

實技測驗

品牌專門業務

1級知的財産管理技能士（資訊專門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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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測驗區分 選擇考科 受檢資格 

關係智慧財產業務有2年以上的實務經驗 
3級技能檢定的合格者 
在學校教育法規定的大學研究所，與檢定2級的相關的

科目，修得10學分以上 
商業著作權檢定上級合格者 

2級 

學科測驗

實技測驗

（共通）

管理業務 

2級技能檢定的一部合格者（學科或實技的一方測驗合

格者） 
想從事關於智慧財產業務，或已經從事智慧財產業務

者。 
3級 

學科測驗

實技測驗

（共通）

管理業務 
3級技能檢定的一部合格者（學科或實技一方測驗的合

格者） 

資料來源：知 的 財 産 教 育 協 会 ， 受 驗 資 格 ， http://www.kentei-info-ip-edu.org/exam_youryo 
#shurui，最後瀏覽日：2015年8月6日。 

 

知的財産教育協會公開三級合格的考試統計，大學及研究所合格率由高至低的

前三所學校依次為大阪工業大學、大正大學、日本大學；專門學校為大阪高科技專

門學校與東京醫藥專門學校；高中高專為京都府工業高等學校、香川縣立志度高等

學校、埼玉縣立久喜工業高校35。 

伍、日本大學智慧財產權教育：以大阪工業大學為例 

一、日本大學智慧財產權教育分類 

日本大學將大學部學科主要分為「文科系」和「理科系」兩種，文科系廣泛包

括語文、社會、法律、商學等；理科系有醫學、農業、理工科等。近年來新增「文

理融合學部」的分法，如綜合科學、生活科學、藝術、教育等36。 

                                                        
35 知的財產教育協会，第20回知的財產管理技能檢定実施結果データ，2頁，http://www. 

kentei-info-ip-edu.org/library/pdf/kekka_data150308.pdf，最後瀏覽日：2015年8月30日。 
36 Benesseマナビジョン保護者版，文理選択の考え方，https://manabi.benesse.ne.jp/parent/ 

shinro/01/，最後瀏覽日：201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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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27日在日本知的財産戰略本部公布「知的財産戰略計畫2004」，爲

了知的財産相關人材的培育及知的財産教育、研究、研修推進、育成專門人材、推

進關於知的財産的大學院（研究所）、學部（大學部）、學科（學程）的設置並使

知的財産教育普及化、整備知的財産教育、研究基盤的政策等37，於是開始準備設

立智慧財産法律相關學校。 

在日本招收智慧財產法的大學部學生只有大阪工業大學，於 2003年4月開始招

生，大部分科目採取小班制教學，也可以選修理工學院課程抵免學分，並設計直升

研究所的制度38。 

日本的智慧財產研究所，在科技大學或是一般大學內皆可設置。傳統大學的智

慧財產研究所分為兩大部分：一個是智慧財產管理（IP Management），如日本大

學、国士舘大學等；另一個是純粹智慧財產法學研究，如大阪大學、北海道大學

等。科技大學則是著重智慧財產法概念及實務練習，如大阪工業大學、東京理科大

學等學校。 

二、大阪工業大學（OIT）智慧財產教育 

大阪工業大學（Osak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IT）為科技大學，其知的財產學

部（大學部）屬於文科系，但由於專利需要教授一定的技術知識，故招收對象包含

文科及理科高中生。 

一年級學習基礎法學──民法、憲法，以及工作所需寫作能力、電腦文書處理

能力。 

二年級學習關於智慧財產法（特許法、實用新案法、意匠法、商標法、著作權

法）、不正競爭防止法、國際條約概念，以及實務知識──說明書解讀、專利檢

索。二年級要從兩種學程內選擇修課，第一個是智慧財産法課程，以知的財産權法

為主，目的是協助學生日後考上弁理士；第二個是知的財産實務課程，目的是協助

                                                        
37 知的財産戦略会議，「知的財產戦略推進計画」の策定に向けた提言，3頁，https://www.  
 kantei.go.jp/jp/singi/titeki2/dai4/04siryou3.pdf，最後瀏覽日：2015年9月10日。 
38 大阪工業大學，日本で唯一、知的財産を学べる学部，http://www.oit.ac.jp/ip/faculty/index.  
 html，最後瀏覽日：201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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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為公司管理、利用智慧財産管理專業人士39。 

三年級利用之前所學知識，進行實際業務小組演習；在夏季開始實習活動，實

習場所大部分是專利事務所或是公司智慧財產部門。因大學部人數眾多，無法參加

校外實習的同學，則參加校內實習演講課程，聘請專利事務所人員或是企業智權部

門人士為課程講師。此外，學生如有優異成績表現，可以在三年級申請跳級進入研

究所，申請通過者必須從三年級開始寫論文。 

四年級大部分時間撰寫知的財產相關論文，學生在四年級也可以去理工學院進

修技術課程。大四生多數會在畢業前參加智慧財產管理技能檢定40。 

 高中、高職

OIT智憲財產學部課程

共同必修課程分類 
通識課程 
法律基礎 

智憲財產法 

選修課程 

經濟、經營

企業風險理論

工學、生物

科技基礎 

國際法務 
智憲財產情報 

智憲財產實務實習 

公司內智憲財產管理專利商標事務所 
事務員 研究所 

 
圖1 OIT大學部課程規劃 

資料來源：大阪工業大學，知的財産學部の紹介，http://www.oit.ac.jp/ip/faculty/faculty/index. 
Html，最後瀏覽日：2015年9月18日。 

                                                        
39 大阪工業大学，知的財產学部の紹介，https://www.oit.ac.jp/ip/faculty/faculty/4years.html，最

後瀏覽日：2015年9月18日。 
4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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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的財產研究科──知的財產專攻 

OIT知的財產專門職大學院（研究所）招收一般畢業生、在職社會人士以及外

國留學生，學生來源包括大學社會科學科系41以及理工科系畢業生（圖2）。入學考

試採取書面審查、申論筆試考試以及面試；學生比率部分，一般學生約有67%（包

含留學生4.7%），33%為在職學生42。 

 

資料來源：大阪工業大學，OIT入學考試，http://www.oit.ac.jp/ip/graduate/admission/annai.html，
最後瀏覽日：2015年9月12日。 

知的財產研究科屬於研究所階段。OIT知的財產研究科招收學生並不限制科

系，教育課程分為「基礎法領域」、「技術支援領域」、「國際領域」以及「商業

領域」四類領域43。 

「基礎法領域」學科有三種：第一種「知的財産法基礎科目」為知的財産法的

                                                        
41 社會科學包含法學、觀光、教育、經營、經濟等。学問分野系統別全国大学一覧，

http://www.gakkou.net/daigaku/search/gakumon.html，最後瀏覽日：2015年9月12日。 
42 大阪工業大學，大阪工業大学入試について，https://www.oit.ac.jp/ip/graduate/admission/ 

annai.html，最後瀏覽日：2015年9月12日。 
43 大阪工業大学，知的財產研究科カリキュラム，https://www.oit.ac.jp/ip/graduate/curriculum/ 

curriculum.html，最後瀏覽日：2015年9月18日。 

社會科學系統

（60.4%） 

理学‧工険

商学‧保険

（28.5%） 

人文科學系統（5.0%）
 その他（6.1%） 

出身

学部

圖2 OIT知的財產研究所學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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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事項；第二種「知的財産法應用科目」是知的財産法的進階科目；第三種「一

般法律科目」是民法、民事訴訟法及法律倫理為課程主軸。 

「技術支援領域」先培養學生智慧財產的實務能力，實務能力重視智慧財產權

四法與從智慧財產保護及利用的看法學習實務知識。「知的財産法實務科目」是學

習法律的運用；「知的財産保護實務科目」是學習申請專利權的手續等的實務；

「知的財産活用實務科目」是關於智慧財產的契約與侵害訴訟等、學習智慧財產的

利用。「技術系科目」是利用典型的專利說明書為範例，教導即使是文科系的學生

也可以瞭解專利技術的課程。 

「國際領域」是關於智慧財產的重要國際條約。「外國知的財産法科目」是學

習歐美、大陸等亞洲的智慧財產法。「国際知的財産活用科目」是學習國際上的智

慧財產契約及侵害訴訟等國際上利用智慧財產的方法。「語學系科目」是學習智慧

財產英文及法學英文。 

「商業領域」以在一般公司很少機會學到的智慧財產商業利用能力，這個學科

可以學習從發明之後變商業上重要專利的過程、經營及智慧財產的關係、智慧財產

估價等。 

畢業生三分之二進入企業工作，三分之一在專利事務所上班。以2011年為例，

84%的畢業生在畢業後能夠順利就職。 

陸、結論：與台灣之比較 

從本文介紹之日本弁理士考試制度，比較台灣專利師考試制度，發現幾項相同

和相異之處。以下參考「試院院100年度考銓業務國外考察日本律師、建築師及專

利師考試制度考察報告」之比較表44，略微修改後，以表格呈現日本與台灣在專利

考試與教育制度上之異同。 

                                                        
44 考試院，報告人李雅榮、何寄澎、邱聰智、蘇秋遠，考試院100年度考銓業務國外考察日本

律師、建築師及專利師考試制度考察報告，2012年1月，44-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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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日本與台灣專利人才考試與教育制度比較表 

項 目 日 本 我 國 

應考資格 無限制 

略為限制（大學理、工、

醫、農、生命科學、生物科

技、智慧財產權、設計、法

律、資訊、管理、商學等相

關學院、科、系、組、所、

學程） 

考試方式 

三階段考試 
第1階段短答式筆試 
第2階段論文式筆試 
第3階段口試 

一階段考試 
筆試 

短答式，選擇題，共60題 
1. 工業所有權相關法規（專

利、實用新案、設計、商

標）相關法規 
2. 工業所有權相關條約 
3. 著作權法 
4. 不正競爭防止法（公平交

易法） 

第一階段 

免試制度 
智慧財產權相關科系畢業免

試第一階段 

無 
專利師考試 

考試科目 

第二階段 

論文式筆試 
1. 專利、實用新案 
2. 設計專利 
3. 商標 
4. 選考科目（2016年以後，

15科目選一，14科為理工

技術科目，1科為民法） 

筆試 
1. 專利法規 
2. 行政程序法與行政訴訟法 
3. 專利審查基準與專利申請

實務 
4. 微積分、普通物理與普通

化學 
5. 專業英文或專業日文 
6. 工程力學、生物技術、電

子學、物理化學、基本設

計、計算機結構六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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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日 本 我 國 

 

免試制度 
1.碩博士乃理工系所畢業，

可以碩博士論文抵免理工

科目 
2.及格科目，可以保留2年 
3.選考的理工科目，及格後

終身免試 

無 
 

第三階段 面試 無 

 

登錄職業

限制 
職前訓練：72小時 

職前訓練：57小時課程，3小
時測驗 

智慧財產

權檢定 
國家推動 

目前由智慧財產培訓學院

（TIPA）推動 智財系所 

教育與考試 

搭配 專利師 

考試 

智財相關系所畢業者可免除專利師第一

階段考試 無 

 

首先，日本有所謂的第一試選擇題測驗，台灣並沒有。在日本，若是在學校中

選讀智慧財產相關系所，則可免除第一階段部分科目。 

日本第二階段的考試，較接近台灣專利師考試。二者都有考必考科目以及理工

選考科目。日本必考科目中，必考特許法、實用新案法、意匠法、商標法，而台灣

專利師必考科目，則將專利領域區分更細的專利法規、專利行政救濟法規、專利審

查基準與實務、專利代理實務、專業英文或日文。比較來看，日本的必考科目偏重

各類智財法規，而台灣的必考科目更偏重各類專利實務能力。由於日本的必考科目

沒有考專利實務，所以在2008年後，才要求考上者必須先接受職前訓練。台灣的必

考科目，已經考了許多專利實務內容，考上後是否還需要接受職前訓練？可再反省

思考。 

對於是否必須具備理工背景的爭論，日本的弁理士可以只從事商標業務或設計

專利業務，所以仍未限制理工背景者。但是，未來2016年考試科目縮減後，選考科

目只剩民法屬於非理工科目，勢必讓不具理工科目者卻步。此外，選考理工科目

者，也有免試制度，若是碩博士乃理工系所畢業，可以碩博士論文抵免理工科目。

這點為台灣所無。台灣的專利師考試一樣不限制理工背景，因此必考一科「普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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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與普通化學」，但考得又過難。若台灣要保留選考理工科目，則必考的普通物理

與普通化學應可刪除。建議也可學習日本，若為理工科系碩博士畢業者，可以抵免

選考科目中的理工專業科目。以此方式鼓勵理工背景專業人才投入專業行業。 

另外，日本有所謂的免試制度，與台灣會計師考試考過科目可保留3年的制度

類似。日本在第二階段的必考科目中，只要及格科目，可以保留2年；而選考的理

工科目，及格後終身免試。台灣專利師考試並沒有保留制度，也許可參考日本，讓

部分科目成績可以保留，有助於專利師考試錄取人數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專利師考科有語文科目，但日本專利師考試內並無要求外

語能力。雖有檢討聲音，但日本官方仍認為語文能力是專利師自我進修能力，每一

個專利師遇到的外國申請案皆不相同，所以自行學習即可。台灣專利師考試因為有

專業外文，也讓只做國內市場的專利代理人不容易考取。 

最後，就智財人才的培育上，日本從2004年公布「知的財産戰略計畫2004」開

始，就在各大學的大學部、研究所，推廣增設智慧財產學系與研究所。並由政府辦

理智慧財產管理技能檢定，讓這些智慧財產相關系、所的學生，可透過這個檢定，

證明自己的專業能力，而進入業界從事智財相關業務。同時，前面也介紹，智財相

關系所畢業同學，若參加弁理士考試的第一試選擇題考試，可以免除部分考科。因

此，可以看得出來，日本在智財教育的推廣上，一方面與弁理士考試制度搭配；二

方面以檢定方式肯定這些學生的專業能力。 

對照台灣，台灣近10年來雖有成立科技法律所、專利研究所、智慧財產權研究

所，但與專利師考試的搭配，似乎沒有加分。此外，也沒有智財管理檢定制度，肯

定智財相關研究所畢業生的專業能力，也同時肯定業界從事智財管理工作者的專業

能力。近年來智慧財產培訓學院（TIPA）推動「智慧財產權專業能力認證」，某程

度是一個好的方向，但若可像日本由官方進行認證，更可提高智財人員的投入與各

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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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從美國Ethicon Endo-Surgery, 
Inc. v. Covidien, Inc.案解析設計
專利功能性之判斷原則 
——兼述智慧財產法院104行專訴32號判決 

徐銘夆* 

壹、前 言 

2011年壯生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Ethicon」）在美國俄亥俄州南區地

方法院（Ohio Southern District Court）提起專利侵權訴訟，被控侵權人為柯惠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Covidien」），由於手術器材市場競爭十分激烈，因此兩造目前

都處於專利權互控的對立局面1。本案系爭專利是與外科手術超音波刀有關的兩件發

明專利與四件設計專利，在一審階段，地方法院認為其中一件系爭發明專利無效；

一件則是被控侵權對象未落入系爭發明專利權範圍；另外還有四件系爭設計專利全

數因構成法定功能性遭宣判專利無效。 

本案一審判決Covidien勝訴後，Ethicon不服，向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提起上訴。在歷經激烈的法庭攻防

                                                        
DOI：10.3966/221845622016010024003 
收稿日：2015年11月9日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官。
 

1 Covidien Sales LLC et al. v. Ethicon Endo-Surgery, Inc. (3:14-cv-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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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CAFC認為地方法院以過於抽象的標準審查設計專利的法定功能性，從而忽略

了設計專利保護裝飾性設計的本質，因此改判系爭設計全部專利有效，不過由於系

爭設計與被控侵權對象的外觀差異過大，CAFC依然維持地方法院認定不侵權的見

解。 

在埃及女神案判決2出爐後，近期美國設計專利侵權訴訟的焦點已逐漸轉移至功

能性議題，這種長期總是被認為應透過發明專利保護的客體，卻因為現代設計已將

美感與功能融入外觀；從而造成許多判斷及切割上的法律困擾，其中最讓人爭論不

休的包括法定功能性的判斷，以及如何在確定專利權範圍時，將純功能性與裝飾性

特徵作有效的切割，從而排除純功能性特徵的問題。鑑於設計專利功能性在近期美

國設計專利侵權判決所扮演的角色日益吃重，實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本文就該判

決在設計專利功能性之原則加以分析探討，希冀供學界及實務界參考。 

貳、Ethicon Endo-Surgery, Inc. v. Covidien, Inc.3 

本案計有四個系爭設計，分別是設計專利D661,801號（下稱「’801專利」、

D661,802號（下稱「’802專利」、D661,803號（下稱「’803專利」以及D661,804號

（下稱「’804專利」），系爭設計的名稱皆為「手術裝置的使用者界面」（User 

interface for a surgical instrument），設計圖式中所揭露的內容為超音波刀，這種手

術器械同時具有切割及止血功能，主要是藉由高頻振動的方式切割生理組織及血

管，而且透過高頻振動磨擦還可產生熱能以產生凝塊；可有效減少手術時間及出血

量，有關系爭設計的基本資料如表2-1所示。 

                                                        
2 Egyptian Goddess, Inc. v. Swisa, Inc., 543 F.3d 665, 678 (Fed. Cir. 2008) (en banc). 
3 Ethicon Endo-Surgery v. Covidien, Appeal No. 14-1370 (Fed. Ci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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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系爭設計專利基本資料表 

 公告號 申請日 公告日 專利權到期日 

’801專利 D661,801 2011/09/26 2012/06/12 2026/06/12 
’802專利 D661,802 2011/09/26 2012/06/12 2026/06/12 
’803專利 D661,803 2011/09/26 2012/06/12 2026/06/12 
’804專利 D661,804 2011/09/26 2012/06/12 2026/06/12 

 
請參考圖2-1所示，四件系爭設計專利所揭露之內容近乎相同，其差異僅在於主

張部位之組合而已，此種設計專利布局近期受到美國實務界所推崇，因為專利權人

可從設計專利組合（Design Patent Portfolio）中，選擇與被控侵權對象相同或近似

的特徵主張專利權。在本案中，’801專利主張的是超音波刀的U型按壓部；’802專利

主張的是超音波刀的U型按壓部及圓形凹槽扭矩旋鈕；’803專利主張的是超音波刀

的U型按壓部及位於其上方的啟動鍵；’804專利主張的是超音波刀的U型按壓部、位

於其上方的啟動鍵及圓形凹槽扭矩旋鈕。 

 
系爭設計產品圖 

 
 

扭矩旋鈕 

啟動鍵 

U型按壓部 



從美國Ethicon Endo-Surgery, Inc. v. Covidien, Inc.案解析設計專利功能性之判斷原則 61 

專利師︱第二十四期︱2016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立體圖 左側視圖 

’801專利 

  

’802專利 

  

’803專利 

  

’804專利 

  

圖2-1 系爭設計專利圖式 

一、CAFC對於法定功能性的判決意見 

由於本段論述的內容主要是以法定功能性為核心，因此以下將就法定功能性的

法源依據、檢測標準以及法院對於本案的判斷實務等三個部分，分項進行說明。 

(一) 法定功能性的法源依據 

CAFC首先指出設計專利的有效性推定等同於發明專利4。因此Covidien若欲進

                                                        
4 35 U.S.C. §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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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專利權無效抗辯，必須提出清楚而明確的證據（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5。

依據美國專利法第171條規定，當特定設計是構成物品功能上所必須時，不得作為

設計專利之標的6。也就是當申請專利之設計主要取決於功能性目的而非裝飾性目的

者，應為專利無效7。 

(二) 法定功能性的檢測標準 

CAFC進一步指出，目前對於系爭設計的法定功能性審查並沒有一套明確的判

斷法則，但審判實務通常是以是否有其他替代性設計作為檢測標準，例如在L.A. 

Gear, Inc. v. Thom McAn Shoe Co.案8（下稱「L.A. Gear案」）中，地方法院就認為

有許多的替代性設計可以達到系爭設計（運動鞋）9的功能，從而認為系爭設計為裝

飾性設計。請參考圖2-2所示，在L.A. Gear案中，地方法院強調，當其他設計可以產

生相同或類似的功能，那麼物品的設計將愈可能是裝飾性設計，而非功能性設

計10。 

 
系爭設計 替代性設計 

 

圖2-2 L.A. Gear案系爭設計與替代性設計對照圖 

                                                        
5 Microsoft v. i4i Ltd. P’ship, 131 S. Ct. 2238, 2242 (2011); L.A. Gear Inc. v. Thom McAn Shoe 

Co., 988 F.2d at 1124, 25 USPQ2d 1913, 1917 (Fed. Cir. 1993).  
6 L.A. Gear, 988 F.2d at 1117, 1123.  
7 PHG Technologies v. St. John Companies, 469 F.3d at 1366 (Fed. Cir. 2006); see also Bonito 

Boats, Inc. v. Thunder Craft Boats, Inc., 489 U.S. 141, 148 (1989). 
8 同註6。 
9 美國設計專利D299,081號。 
10 Rosco, Inc. v. Mirror Lite Co., 304 F.3d 1373, 1378 (Fed. Ci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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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CAFC認為地方法院判決不當的理由 

在本案中，CAFC指出地方法院在判斷系爭設計是否構成法定功能性時，主要

是引用1997年時，CAFC在一起Berry Sterling Corp. v. Prescor Plastics, Inc.案11（下稱

「 Berry Sterling案 」 ） 中 所 創 設 的 分 析 方 法 （ 下 稱 「 Berry Sterling多 因 子 分 析

法」）。在Berry Sterling案中，CAFC認為替代性設計並非法定功能性的唯一判斷標

準，而是得就下列因子予以考量，其包括：(1)系爭設計是否為最好的設計；(2)替代

性設計是否會對該產品的實用性帶來負面影響；(3)是否有相對應的發明專利；(4)是

否在廣告文宣中標榜設計中的特定特徵具有實用性；(5)是否有任何的設計特徵或整

體外觀並非受到功能性所支配。在判斷原則的適用上，CAFC指出Berry Sterling多因

子分析法雖可協助法院用來判斷系爭設計是否受功能性所支配，不過在法定功能性

的判斷上，CAFC認為仍應以是否有替代性設計作為優先原則。在個案判斷上，

CAFC認為地方法院在本案中犯了三點錯誤，以下分項說明。 

1. 法定功能性的審查對象並非設計概念 

CAFC指出Ethicon已在訴訟的過程中，提出許多替代性設計以證明可達到相同

或類似於超音波刀的功能，例如Ethicon的專家作證指出「有許多不同的設計可以達

到如同系爭設計一樣的功能」；Covidien的專家證人也承認有許多的按壓部設計可

以達到（系爭設計）類似的功能，只是看起來不同而已。令人遺憾的是，地方法院

並未以不同超音波刀外觀可達成的功能為審查對象，反倒是從空泛的基本設計概念

出發。例如，為支持替代性設計「無法達到系爭設計般的功能」，地方法院指出外

科醫師會偏好一些具有基本設計特徵的超音波刀，其包括啟動鍵位於裝置前方；而

非裝置後方，開放式按壓部比封閉式或環圈式的按壓部要來得更好，旋鈕位於前方

將比其他位置更容易替換等……12。再者，本案到了上訴階段，Covidien也並未提供

系爭設計沒有其他替代性設計可供選擇的證據，而僅是辯稱這些替代性設計的功能

不會比系爭設計要來得好。 

                                                        
11 Berry Sterling Corp. v. Prescor Plastics, Inc., 122 F.3d 1452, 1456 (Fed. Cir. 1997). 
12 Ethicon Endo-Surgery, Inc. v. Covidien, Inc., No. 11- cv-871, ECF Nos. 132, at 18-19. (S.D. Oh. 

Jan. 22, 2014) (Ethicon D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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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替代性設計並非一定要達到相同於系爭設計的功能 

第二個錯誤是地方法院不當理解「替代性設計」的含意，因為地方法院認為替

代性設計一定要達到與系爭設計「相同」的功能，才得以克服法定功能性的門檻。

不過CAFC認為只要替代性設計能提供「相同或類似」的功能，即足以克服法定功

能性的門檻13。CAFC指出Ethicon已出示許多替代性設計來證明開放式按壓部、啟

動鍵及扭矩旋鈕各有不同的外觀，並且在按壓部及扭矩旋鈕的相對位置也有所不

同，這些替代性設計皆讓超音波刀可以執行類似的功能。 

3.Berry Sterling多因子分析法的分析過程有誤 

除了前揭兩個錯誤外，CAFC也對地方法院以Berry Sterling多因子分析法檢測系

爭設計的過程頗有微詞。從整體的檢測過程觀察，CAFC批評地方法院的審查對象

依然膠著在設計概念上，例如，為了支持系爭設計主要取決於功能性目的，地方法

院引用Ethicon專家證人的證詞指出「Ethicon商業產品都是『最好』的人因工程設

計」。不過這些人因工程上的選擇並非基於不同的外觀，而是將開放式按壓部拿來

與封閉式或環圈式按壓部一同比較（如圖2-3所示），最後地方法院以開放式按壓部

會比其他的替代性設計（按壓部型式）要來得更好，從而斷言系爭設計是最好的設

計，並間接得出其他替代性設計會對超音波刀的實用性帶來負面影響。 

 
按壓部型式 開放式按壓部 封閉式按壓部 環圈式按壓部 

圖 式 

   

圖2-3 超音波刀按壓部型式對照圖 

                                                        
13 Rosco, 304 F.3d at 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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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同時也在Ethicon所申請的發明專利圖式中，發現有類似於系爭設計的

外觀14。其指出發明專利所呈現的是一個具有人體工學的按壓部，其近端及末端具

有不同的寬度、一圓形按鈕與一具有凹槽的扭矩旋鈕。CAFC認為地方法院的分析

仍然著重在開放式按壓部、按鈕及扭矩旋鈕的設計概念，而非前揭要素的特定外

觀。最後，地方法院也在Ethicon為系爭設計所作的商業廣告中，發現Ethicon宣稱圓

形按鈕及扭矩旋鈕之排列，可以在手術時提供「直觀式控制」（intuitive controls）

的功能，此外開放式按壓部也有「易於操作」（easy access）的功能。CAFC認為這

些商業廣告所標榜的功能，是源自於這些組件的設計概念，不是系爭設計外觀所造

成的。 

(四) CAFC對於本案法定功能性的審查 

CAFC指出Ethicon的設計專利權範圍僅限於圖式中所揭露的裝飾性設計，並不

及於具有「開放式按壓部」、「圓形按鈕」以及「扭矩旋鈕」的超音波刀，在分析

系爭設計是否受構成法定功能性時，不論是採用替代性設計分析或是Berry Sterling

多因子分析法，審查對象都必須與設計專利權範圍相當。基此，本案法定功能性的

審查與設計專利權範圍皆應限制在：「連續曲弧的開放式U型按壓部，其具有向末

端朝外的漸細握把，一個呈橄欖球形的啟動鍵，以及前方切平的不對稱槽紋扭矩旋

鈕」。 

在釐清本案法定功能性的審查對象後，CAFC遂就系爭設計是否有替代性設計

逕為判斷，基於Ethicon已提出許多先前技藝來證明替代性設計的存在，而在另一方

面，Covidien也無法舉證除了系爭設計外，沒有其他替代性設計可以達到系爭設計

所欲達成的功能。最終CAFC推翻地方法院所作的專利無效認定，改判系爭設計全

部專利有效。 

二、CAFC對於侵權與否的判決意見 

本案在CAFC推翻地方法院認定系爭設計構成法定功能性見解後，旋即進入到

設計專利侵權的判斷，本文將分別從確定專利權範圍以及侵權之比對與判斷進行論

述。 

                                                        
14 Ethicon DCt, ECF No. 132, a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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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確定專利權範圍 

由於本案在一審階段時，地方法院認為按壓部、啟動鍵及扭矩旋鈕皆是「基於

功能性考量」15。因此地方法院在確定專利權範圍時將前揭組件的外觀加以排除 

（factor out），最後發現專利權範圍「空無一物」（nothing）。CAFC無法認同地

方法院這種排除純功能性特徵的作法，其指出在系爭設計不構成法定功能性的前提

下，即便每一設計特徵皆具功能性，亦不得在確定專利權範圍時，將該特徵所在部

位的外觀（裝飾性特徵）予以排除。再者，CAFC也重申基於設計專利保護裝飾性

設計的立法意旨，系爭設計的專利權範圍理應限制在裝飾性外觀，不能擴及至空泛

的設計概念16。 

由於美國先前有幾起和純功能性特徵有關的判決與本案有些雷同，因此CAFC

先就Richardson v. Stanley Works, Inc.案17（下稱「Richardson案」）為說明，請參圖

2-4所示，系爭設計是一件結合握把、鎚頭、鉗夾、撬體的多功能手工具18。由於設

計師在結合握把、鎚頭、鉗夾、撬體時，將不可避免的將鎚頭與鉗夾放在同一方

向，撬體則須設於工具的另一方向，鎚頭與鉗夾以相對位置設計是為了區分本身的

功能，並減緩使用者在揮擊時的衝擊力及干擾，綜上，系爭設計中的每一個元件皆

是基於功能性考量。從先前技藝觀察，這種結合多種功能的手工具已相傳至少一世

紀之久，但這並不表示系爭設計沒有專利權範圍，正確的解讀應該是將專利權範圍

限制在這些功能元件的裝飾性外觀，其專利權範圍應為「一個標準形狀的鎚頭、菱

形撬體、頂部設有一鉗夾部、導弧頸部、相對於工具頭部的另一端設有撬體，以及

平坦未裝飾把手。」而不是「具有握把、鎚頭、鉗夾、撬體的多功能手工具」。 

 

                                                        
15 Ethicon DCt, ECF No. 132, at 23-24. 
16 OddzOn Prods., Inc. v. Just Toys, Inc., 122 F.3d 1396, 1405 (Fed. Cir. 1997). 
17 Richardson v. Stanley Works, Inc., 597 F.3d 1288, 1294 (Fed. Cir. 2010). 
18 美國設計專利D507,16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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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設計 

    

 

 

先前技藝 

     

圖2-4 Richardson案系爭設計與先前技藝對照圖 

類似的案情也發生在OddzOn Products v. Just Toys案（下稱「OddzOn案」），

請參考圖2-5所示，該案的系爭設計是一個具有尾翼機構的乳膠橄欖球玩具，市面上

稱為Vortex ball。原告主張只要是具有「類似火箭形」的外觀即構成侵權，而被控

侵權人則認為既然原告主張專利權範圍可及於所有「類似火箭形」的外觀，那麼他

們就以「類似火箭形」外觀的先前技藝抗辯系爭設計構成顯而易知。不過當本案到

了上訴階段，CAFC皆不採納兩造的主張，而是將系爭設計區分為功能性及裝飾性

特徵兩部分，其指出純功能性特徵應為「一橄欖球外觀，其後方加裝有類似飛鏢或

火箭維持飛行穩定性的尾翼」；裝飾性特徵應為「一個類似橄欖球形的球體，其後

方突出一修長、筆直的尾軸，’001專利（系爭設計）設有三個翼狀部以對稱排列的

方式環繞在尾軸，自球體的最遠端處，每一片翼狀部以最大的面積逐漸形成平緩曲

弧部，且沿著尾軸延伸到球體的側部，並使得翼狀部看似是從球體延伸而來」。

CAFC又指出由於設計專利權範圍不及純功能性特徵；僅及於裝飾性特徵，因此在

進行專利有效性及專利權侵權之比對與判斷時，理應和專利權範圍相當，不得僅以

具有尾翼的橄欖球之先前技藝，就斷言專利無效；亦不得僅以被控侵權對象「類似

火箭形」，就斷言侵害專利權。準此，由於系爭設計與先前技藝的外觀差異甚大，

鎚頭 
握把 撬體 

鉗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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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系爭設計與被控侵權對象的外觀也明顯有別， CAFC遂作出專利有效但被控侵權

對象不侵權的判決。 

 

系爭設計 

（美國設計專利346,001號案） 
被控侵權對象 

 

 

 

 

 
先前技藝 

美國發明專利

（2,611,999號） 

美國發明專利

（3,256,020號） 

美國發明專利 

（5,269,514號） 

美國設計專利

（D355,460號） 

 
  

圖2-5 OddzOn案系爭設計與先前技藝對照圖  

在解釋完Richardson案與OddzOn案的判決重點後，CAFC繼續將焦點轉回至本

案，其指出在一審階段，地方法院認為系爭設計的U型按壓部、扭矩旋鈕及圓形啟

動鍵及其排列皆受功能性所支配，例如U型按壓部是用來操作超音波刀的鉗夾部，

且U型按壓部讓使用者在按壓時，可以容納更多手指而讓鉗夾的力道更強。至於扭

矩旋鈕及圓形啟動鍵也具有控制的用途，它們與按壓部間的配置關係是基於人體工

學的考量，再者，扭矩旋鈕的凹槽也可讓使用者以一根手指調整鬆緊度。CAFC完

全同意地方法院認為前揭元件皆屬純功能性特徵的見解，但是他們無法茍同地方法

院認為系爭設計沒有專利權範圍的看法，因為這已完全忽略了圖式中已揭露一個超

音波刀外觀的事實。綜上所述，系爭設計的專利權範圍就是設計圖式中所揭露的整

球體 尾軸 翼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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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視覺性設計，從圖式中可得知，其包括：按壓部為具有曲弧形的外觀、扭矩旋鈕

前方為一平坦外觀、啟動鍵為一個圓形外觀，此外，CAFC還認為前揭元件彼此間

的配置關係也應一併納入專利權範圍。 

(二) 侵權之比對與判斷 

本案在一審階段時，儘管地方法院認為系爭設計沒有專利權範圍，不過仍就系

爭設計與被控侵權對象的裝飾性特徵進行比對與判斷。其指出若從純功能性特徵觀

察，兩者間皆具有開放式按壓部、扭矩旋鈕以及啟動鍵，且配置關係雷同。不過這

樣的純功能性特徵近似還不足以認定被控侵權對象即構成侵權。以本案來說，由於

相關元件都是純功能性特徵，因此在確定專利權範圍時，應排除純功能性特徵，並

將比對與觀察的範圍限制在整體視覺外觀。經整體觀察後，地方法院認為系爭設計

與被控侵權對象的外觀有表2-2所示的差異： 

表2-2 系爭設計與被控侵權對象差異點一覽表 

 系爭設計 被控侵權對象 

圖 式 

                

按壓部 
1.曲弧形片體 

2.片體兩端為漸縮設計 

1.平形片體 

2.片體寬度一致 

啟動鍵 橄欖球形 矩形 

扭矩旋鈕 
1.非對稱凹槽 

2.前端為具有大環圈的平直切面 

1.對稱凹槽 

2.前端為沒有大環圈的曲面 
 

扭矩旋鈕

啟動鍵

按壓部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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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由於系爭設計的整體外觀比較偏向於「波浪型」設計；被控侵權對

象比較偏向於「直線型」設計，因此地方法院認為兩者外觀有明顯差異（plainly 

dissimilar）。Ethicon在上訴時向CAFC抱怨地方法院在進行侵權判斷時，漏未採用

埃及女神案所確立的三方比對法，Ethicon辯稱若以三方比對法進行判斷，先前技藝

當屬封閉式及環圈式按壓部，基於系爭設計與被控侵權對象皆屬開放式按壓部，因

此理應構成侵權。由此可知，本案專利權人也意圖藉由系爭設計與被控侵權對象的

純功能性特徵近似指控侵權成立。然而，基於埃及女神案已強調僅有在系爭設計與

被控侵權對象在裝飾性特徵沒有明顯差異時，才須將先前技藝納入考量19，再者，

設計專利侵權之比對與判斷本應以視覺性整體設計（design as a whole）為對象；而

非純功能性特徵。綜上，CAFC認為Ethicon所辯，要無足採，且地方法院既然已認

為兩者間的裝飾性特徵具有明顯差異，自無須再進行三方比對。 

三、判決結果 

由於Covidien未能成功舉證系爭設計的裝飾性特徵主要取決於功能性目的，因

此CAFC推翻地方法院認為系爭設計無效的判決。同時，CAFC也推翻地方法院認為

系爭設計沒有專利權範圍的見解，儘管如此，囿於系爭設計與被控侵權對象具有明

顯差異，CAFC依然維持地方法院認為不侵權的見解。 

參、討論與分析 

基於設計專利保護裝飾性設計的立法意旨，設計專利功能性原則上可區分為兩

種類型20。第一種類型討論的是系爭設計是否符合設計專利保護之標的，亦即當圖

式所揭露的整體外觀受到功能性所支配，且缺乏裝飾性時，則不能取得設計保護。

第二種類型則是與確定專利權範圍有關，其指出法院在進行侵權判斷時必須先確認

並排除純功能性特徵，俾使侵權之比對與判斷聚焦在裝飾性特徵。本文將從美國在

                                                        
19 Egyptian Goddess, 543 F.3d at 678. 
20 Christopher V. Carani, Design Patent Functionality: A Sensible Solution, Landslide, 7(2)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2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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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功能性的判決實務，以及純功能性特徵在侵權之比對與判斷上的定位加以論

述。 

一、美國在設計專利法定功能性的判決實務 

目前美國法院對於設計專利法定功能性的審查，原則上可分為三種類型，以下

簡要說明： 

(一) 單純受功能性所支配原則 

在判斷系爭設計是否單純受功能性所支配時，美國法院通常會以是否有可供選

擇的替代性設計進行評估21；倘若僅有一種設計方案可達到該物品的功能，即構成

（法定）功能性22。反言之，只要有替代性設計可達到相同或類似的功能，即能克

服法定功能性的門檻。在本案中，地方法院誤以為替代性設計必須達到與系爭設計

相同的功能，而遭CAFC糾正。 

以是否有替代性設計來判斷法定功能性的作法看似簡單，然而在實務操作卻有

些複雜，特別是物品功能性的定義寬窄將直接牽動著替代性設計的多寡。以本案為

例，雖然CAFC認為一審漏未就系爭設計進行替代性設計檢測，不過本文以為地方

法院依然有做，只不過地方法院是以較上位的概念來界定系爭設計的功能性，例如

在按壓部的替代性設計認定上，地方法院將替代性設計區分為封閉式及環圈式概

念；在啟動鍵及扭矩旋鈕的替代性設計上，則是考量這兩個元件是否可布設在裝置

上的其他位置（例如後方或側邊）。一審過程中，地方法院以封閉式及環圈式設計

對手指容納空間造成限制為由，認為這兩種按壓部型式無法達到開放式按壓部的功

能，再者，地方法院也發現沒有人將啟動鍵及扭矩旋鈕布設在超音波刀的其他位

置。換句話說，只要是開放式按壓部，或是啟動鍵及扭矩旋鈕位於裝置前方，無論

這些元件的外觀為何，都將構成法定功能性。 

這樣的見解就好比是認為馬克杯的握把必須要在容器側邊，而除了容器之外，

沒有其他的替代性設計可以達到如同容器般的盛裝功能，準此，不論馬克杯的外觀

                                                        
21 同註6。 
22 同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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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只要是具有側邊握把的容器都會因為構成法定功能性而專利無效。由此可

知，當吾人以較為寬廣的設計概念論究系爭設計的法定功能性要件時，即會產生沒

有替代性設計存在的狀態，如此作法恐讓將設計專利保護物品裝飾性設計的本質蕩

然無存。 

相較之下，CAFC在採用此種原則進行法定功能性檢測時，則是將系爭設計的

功能性界定在與專利權範圍相當的替代性外觀，也就是說CAFC將法定功能性的審

查對象限縮到與專利權範圍相當的裝飾性設計上。請參考表3-1所示，從開放式按壓

部、啟動鍵乃至於扭矩旋鈕皆有不同的外觀以達到相同或類似的功能，因此系爭設

計依然得以克服法定功能性的門檻。此外，CAFC還在本案陳明本類型為判斷法定

功能性的優先原則，除非系爭設計沒有其他替代性設計可供選擇，才必須再利用其

他類型進行檢測。 

表3-1 系爭設計與替代性設計差異點對照表 

 系爭設計 替代性設計 

圖 式 

         

開放式按壓部 
1.曲弧形片體 
2.片體兩端為漸縮設計 

1.曲弧形棒狀體 
2.片體一端為漸縮設計 

啟動鍵 橄欖球形 膠囊形 

扭矩旋鈕 
1.非對稱凹槽 
2.前端為具有大環圈的平直切面 

1.對稱凹槽 
2.前端為沒有大環圈的曲面 

 

啟動鍵

扭矩旋鈕

開放式按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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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Berry Sterling多因子分析法 

1997年時，CAFC在一起Berry Sterling案中23，針對法定功能性審查作出不同於

類型(一)的見解。請參考圖3-1所示，系爭設計是一個為可放置於汽車內部杯座的杯

子，該杯子是為了配合可口可樂公司所舉辦的活動「Coke to Go」而開發。CAFC推

翻地方法院僅以系爭設計單純受功能性所支配為由，即認定系爭設計專利無效的看

法。CAFC認為在審查系爭設計的整體視覺外觀是否構成法定功能性時，尚應考

量： 

(1)系爭設計是否為最好的設計； 

(2)是否替代性設計會對該產品的實用性帶來負面影響； 

(3)是否有相對應的發明專利； 

(4)是否在廣告文宣中標榜設計中的特定特徵具有實用性； 

(5)是否有任何的設計特徵或整體外觀並非受到功能性所支配。 

 
圖3-1 美國設計專利362,368號 

CAFC創設Berry Sterling多因子分析法並無任何在先判例可稽，不過其中有一些

因子與判斷營業包裝功能性所採用的Morton Norwich四因素檢測法有幾分神似24。

                                                        
23 同註11。 
24 In re Morton-Norwich Products, Inc., 671 F.2d 1332, 1338, 213 USPQ 9, 14 (C.C.P.A. 1982). 
 (1)是否已有實用專利揭露該形狀或設計實用性的優點；(2)是否有任何廣告或促銷資料，就

此形狀或設計實用性的優點予以廣告以吸引消費者；(3)是否尚有其他的替代形狀或設計可

以達到相同的功能，以供競爭者選用；(4)是否該形狀或設計係源自於一個比較簡單或便宜

的製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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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為止，美國法院曾在一些設計專利侵權判決中使用到Berry Sterling多因子

分析法25。雖然本類型看似提供更多元化的面向來解決存在已久的法定功能性爭

議，不過這些因子並非全然與設計專利排除保護功能性設計的初衷有關，本文就

Berry Sterling多因子分析法所造成的疑義分項說明： 

1. 系爭設計是否為最好的設計 

設計專利的立法目的旨在鼓勵產出更好的設計以促進產業發展，然而本類型卻

將「最好的設計」與功能性設計劃上等號，似與設計專利的立法目的產生衝突。 

2. 是否替代性設計會對該產品的實用性帶來負面影響 

替代性設計有可能在某一部分的實用性不如系爭設計，但依然不能排除替代性

設計在其他部分的實用性有超越系爭設計的可能。以本案的按壓部為例，開放式按

壓部雖然可以容納更多手指操作，不過也可能會造成手指施力滑脫的缺點。 

3. 是否有相對應的發明專利 

當系爭設計揭露於發明圖式中，並不意謂其為功能性設計。以本案為例，地方

法院雖然在Ethicon所申請的發明專利圖式中，發現有類似於系爭設計的外觀，然而

這不代表圖式中所揭露的整體外觀皆屬技術特徵或其所構成的技術手段整體。 

4. 是否在廣告文宣中標榜設計中的特定特徵具有實用性 

設計專利的法定功能性是以整體視覺外觀為對象，然而，多數的廣告文宣所標

榜的是產品特徵的功能，以本案為例，地方法院將系爭設計拆解為三個部分，然後

再一一的論述Ethicon在廣告中如何標榜這些特徵的功能（直觀式控制、易於操

作），這樣的作法與審查法定功能性應以整體外觀作為審查對象的原則似有不符。 

                                                        
25 例如PHG Technologies, LLC v. St. John Cos., No. 06-1169 (Fed. Cir. Nov. 17, 2006)、Rip-It 

Holdings v. Wilson Hunt Int’l., 2012 U.S. Dist. LEXIS 4490 (M.D. Fla. Jan. 13, 2012)及
Richardson v. Stanley Works, Inc., 610 F. Supp. 2d 1046 (D. Ariz.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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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否有任何的設計特徵或整體外觀並非受到功能性所支配 

本項因素在整體外觀的部分已在類型(一)「單純受功能性所支配原則」中審

查，再者，法定功能性審查仍不宜將設計特徵作為審查對象，因此本項因素似為重

複贅述。 

綜上所述，Berry Sterling多因子分析法與設計專利之立法目的及在先判例所確

立的整體觀察原則似有不符，未來仍有待更多的判決來充實法定功能性的審查原

則。 

(三) Inwood Labs檢測法 

除了前揭較常被法院使用的兩種審查類型外，本文還要再介紹一種較鮮為人知

的「 Inwood檢測」，2006年時，CAFC在一起Amini Innovation Corp. v. Anthony 

California, Inc.判決26，針對設計專利的法定功能性審查又建立了一套不同於前揭類

型的標準，請參考圖3-2所示，系爭設計是一個床架。CAFC將最高法院在Inwood

案27中審查營業包裝功能性的方法沿用至設計專利，即是否物品外觀對該商品的用

途或目的為不可或缺；是否會影響商品的成本或品質28。 

 
圖3-2 美國設計專利475,218號 

                                                        
26 Amini Innovation Corp. v. Anthony California, Inc., No. 05-1159 (Fed. Cir. Mar. 3, 2006). 
27 Inwood Labs., Inc. v. Ives Labs., Inc., 456 U.S. 844, 851 (1982). 
28 Inwood Labs., 456 U.S. at 851. (An aspect is functional “if it is essential to the use or purpose of 

the article or if it affects the cost or quality of the artic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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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設計專利的角度出發，「是否物品外觀對該商品的用途或目的為不可或

缺」，實則是沿用單純受功能性所支配原則而來，不過另一項因素依然會面臨到一

些困境，因為以商品的成本或品質作為判斷法定功能性設計的作法，似乎與確認系

爭設計是否為裝飾性設計無關。再者，營業包裝係屬非傳統商標之一種，主張商標

保護之權利人必須證明有商業上使用（use in commerce）的事實29。因此權利人在

行使權利前，幾乎已有實際產品在市面上流通。然而設計專利並沒有課予專利權人

有商業上使用的義務，在沒有實際專利物品的情況下，要如何評估系爭設計所施予

之「商品成本或品質」，恐將造成操作上的困擾。 

綜上所述，本文將美國法院審查法定功能性的三種檢測方法以及在本案所涉及

的運用層面歸整如表3-2所示。 

表3-2 設計專利法定功能性審查類型一覽表 

類
型 

單純受功能性 

所支配原則 
Berry Sterling多因子分析法 Inwood檢測 

檢
測
方
法 

是否有可供選擇的

替代性設計以達到

的功能 

(1)系爭設計是否為最好的設計 
(2)是否替代性設計會對該產品的

實用性帶來負面影響 
(3)是否有相對應的發明專利 
(4)是否在廣告文宣中標榜設計中

的特定特徵具有實用性 
(5)是否有任何的設計特徵或整體

外觀並非受到功能性所支配 

(1)是否物品的外觀對該商品的用

途或目的不可或缺 
(2)是否會影響商品的成本或品質 

                                                        
29 15 U.S.C. § 1127. 
 (The term “trademark” includes any word, name, symbol, or device, or any combination thereof— 

(1)used by a person, or 
(2)which a person has a bona fide intention to use in commerce and applies to register on the 

principal register established by this Act, 
 to identify and distinguish his or her goods, including a unique product, from those manufactured or 

sold by others and to indicate the source of the goods, even if that source is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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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型 

單純受功能性 

所支配原則 
Berry Sterling多因子分析法 Inwood檢測 

地方法院認為沒有

替代性設計可以取

代「開放式」按壓

部、「位於裝置前

方」的啟動鍵及扭

矩旋鈕 

(1)開放式按壓部為最好的設計 
(2)封閉式及環圈式按壓部的功效

較差 
(3)發明專利圖式中有類似系爭設

計的概念 
(4)商業廣告表彰開放式按壓部、

啟動鍵及扭矩旋鈕之設計排列

可提供容易操作的優點 

本
案
法
院
判
斷 

CAFC 認 為 有 許 多

開放式按壓部啟動

鍵及扭矩旋鈕的替

代性外觀 

（CAFC認為只要系爭設計能克服

單純受功能性所支配原則，即不

構成法定功能性，故未考量Berry 
Sterling多因子分析法） 

（本案未使用 
Inwood檢測） 

二、純功能性特徵在侵權之比對與判斷上的定位 

以下將說明美國在專利權範圍確定階段區辨裝飾性特徵及純功能性特徵的理由

及訴訟實務，文後則就純功能性特徵在侵權之比對與判斷上的定位提出建議。 

(一) 區辨裝飾性特徵及純功能性特徵的理由 

設計專利侵權判斷的步驟與發明專利的兩步驟分析法雷同，第一步驟是法院必

須確定專利權範圍；第二步驟是事實發現者必須比對被控侵權對象是否與系爭設計

構成實質近似，又稱侵權之比對與判斷。基於設計專利保護裝飾性設計的立法意

旨，美國法院在確定專利權範圍時，必須確認並排除純功能性特徵。這樣的作法旨

在引導事實調查者在進行第二步驟時，先釐清系爭設計的裝飾性特徵及純功能性特

徵為何，俾使侵權比對的焦點不會落在純功能性特徵。 

(二) 美國現行訴訟實務 

截自目前為止，美國對於純功能性特徵的含意及檢測法並沒有發展的像法定功

能性如此成熟，導致法院時常誤解在先判決的意旨，最後作出飽受爭議的見解。其

中，最為人所垢病的，莫過於法院常以系爭設計的部分特徵具有功能性為由，在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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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專利權範圍時將該部位的外觀排除在外，本案在一審階段就是遇到這樣的困境。 

就圖式中所揭露之設計而言，排除其中的功能性外觀將使限制條件減少，係相

對擴張其範圍，因此理應對專利權人有利。不過若細究美國判決實務似非如此，目

前的真實情況是：專利權人會將系爭設計與被控侵權對象的差異處，全部推給純功

能性特徵，藉此讓第二步驟的侵權之比對與判斷可以讓法官或陪審團僅有相同

（似）處可比對；而被控侵權人則將相同（似）處，也推給了純功能性特徵，藉此

讓第二步驟的侵權之比對與判斷可以讓法官或陪審團僅有差異處可比對。 

在專利權人主張排除純功能性特徵的案例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發生在1995年

的Elmer v. ICC Fabricating, Inc.案（下稱「Elmer案」）30中，請參考圖3-3所示，系

爭設計是交通工具上方的標誌支撐部（Vehicle top sign holder ）31，在上訴階段，

被控侵權人指出相較於先前技藝，系爭設計還具有上方設有突起部以及本體側緣設

有三角形肋片之特徵，但被控侵權對象並沒有前揭兩項新穎的裝飾性特徵。專利權

人抗辯突起部是為了達到塑膠成型注入之純功能性特徵；三角狀肋片則是為了達到

強固機構之純功能性特徵，因此主張法院在確定專利權範圍時，應排除突起部及三

角狀肋片之外觀。 

 
系爭設計 被控侵權對象 先前技藝 

 
 

圖3-3 Elmer案系爭設計、被控侵權對象及先前技藝比較圖 

在被控侵權人主張純功能性特徵的案例上，最近的判決是蘋果控告三星侵害專

利權訴訟事件32，系爭設計是智慧型手機33，在上訴階段，三星指出確定專利權範

                                                        
30 Elmer v. ICC Fabricating, Inc., 67 F.3d 1571 (Fed. Cir. 1995). 
31 美國設計專利D290,620號。 
32 Apple, Inc. v. Samsung Elecs. Co., Inc., No. 14-1335 (Fed. Cir. 2015). 

肋片 

突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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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時，應排除「受到功能目的所支配」的元素34或「物品的機構特徵35」，請參考

圖3-4所示，由於蘋果的專家證人已承認智慧型手機必須要有顯示幕；聽筒在裝置上

方是為了要接聽電話；具有倒角的矩形外觀是為了易於握持並強化掉落在地面上的

耐受力。倘若將這些欲排除的純功能性特徵以虛線表示為不主張設計之部分，當系

爭設計在陸續排除矩形顯示幕、聽筒及倒角矩形正面外觀後，將會得到一個全部虛

線的外觀。 

 
系爭設計 矩形顯示幕 聽 筒 倒角矩形正面 

純功能性特徵 
智 慧 性 手 機 必 須 要 有

顯示幕 
為 了 接 聽 電 話 ， 聽 筒

必須要在裝置的上方

(1)易於握持 
(2)強化耐受力 

    

圖3-4 蘋果控告三星訴訟事件系爭設計排除純功能性特徵推移圖 

再將焦點轉回至本案，請參考圖3-5所示，倘若將這些欲排除的純功能性特徵視

為不主張設計之部分，當系爭設計陸續排除扭矩旋鈕、啟動鍵及開放式按壓部後，

起初專利權範圍將會逐漸擴張，但最終將會因為系爭設計的外觀全部轉成不主張設

計之部分，從而導致沒有專利權範圍的局面。地方法院此舉已明顯違反美國法院的

在先判決，其指出「任何人包括法院均不得擴張或減縮具有對外公示效果之申請專

利範圍36」。 

                                                                                                                                                        
33 美國設計專利D618,677號。 
34 同註17。 
35 Lee v. Dayton-Hudson Corp., 838 F.2d 1186, 1188 (Fed. Cir. 1988). 
36 Autogiro Co. of America v. United States, 384 F.2d 391, 188 Ct.Cl. 55 (1967). 引自Max 

Daetwyler Corp. v. Input Graphics, Inc., 583 F. Supp. 446 (E.D. Pa. 1984). “Courts can ne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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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設計 扭矩旋鈕 啟動鍵 開放式按壓部 

純功能性特徵 

1.控制用途 
2. 凹 槽 可 以 讓 使 用 者

以 一 根 手 指 調 整 鬆

緊度 
3. 人體工學考量 

1. 控制用途 
2. 人體工學的考量 

讓 使 用 者 在 按 壓 時 ，

使 用 更 多 的 手 指 ， 並

增強鉗夾力道 

 

圖3-5 本案系爭設計排除純功能性特徵推移圖 

(三) 純功能性特徵或可融入普通觀察者法則操作 

長期以來，美國法院一直難以在純功能性特徵議題上，發展出一套完整而為人

信服的判斷標準，而美國專利審查基準也指出要區分物品的裝飾性及功能性絕非易

事37，因此法院及實務界對於此項課題的討論未曾間斷。本文從近期美國設計侵權

訴訟中查找出一篇Carlini Enterprises, Inc. et al v. Paul Yaffe Design案例（下稱

「Carlini案」），雖說該案還停留在一審階段，不過可能是因為地方法院無法在確

定專利權範圍時，有效的切割系爭設計的裝飾性或純功能性特徵，最後反倒是讓外

界認為地方法院在本案針對純功能性特徵的定位作出了較佳的詮釋，爰就Carlini案

的法院見解進行說明。 

本案兩造為哈雷機車（Harley Davidson Motorcycles）的副廠零件供應商，請參

考圖3-6所示，系爭設計為哈雷高把龍頭。被控侵權人指出系爭設計係由三個特徵構

                                                                                                                                                        
broaden nor narrow the claims to give the patentee something different than what he has set forth. 
No matter how great the temptations of fairness or policy making, courts do not rework claims. 
They only interpret them.” 

37 The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1502.01 Distinction Between Design and Utility 
Patents. (“the utility and ornamentality of an article may not be easily sepa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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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別是握部、豎管部與中央部，接下來就以前揭三個特徵皆屬純功能性特徵為

由，主張系爭設計構成法定功能性，再不然就應將它們全部排除在專利權範圍之

外。從前揭的實證分析不難想像，將這些特徵排除後又會發生專利權範圍空無一物

的問題。 

 

 
美國設計專利D621,755號 

（’343專利） 

美國設計專利D542,197號 

（’212專利） 

圖 式 

 
 

圖3-6 Carlini案系爭設計圖式 

由於系爭設計是一體成型的管體，因此裝飾性及純功能性特徵幾乎已融成一

體，法院自己也承認別說要排除高把龍頭的純功能性特徵，光是要如何切割出裝飾

性特徵及純功能性特徵就極為困難。其指出被控侵權人所指的三個特徵確實都具有

功能性，例如握把是作為提供騎士握持之用；豎管是用來連接握把及中央部；中央

部是用來固定在摩托車本體。不過由於專利權人已列舉出許許多多的高把龍頭外

觀，因此不論是握部、豎管部與中央部皆有不小的設計彈性，系爭設計理應不構成

法定功能性。 

在確定專利權範圍上，地方法院認為Richardson案雖指出「確定專利權範圍時

必須將系爭設計區分為裝飾性特徵及純功能性特徵」，不過這樣的區分很可能導致

法院在確定專利權範圍時過度強調設計特徵，從而破壞設計專利整體觀察、綜合判

斷的核心原則38。最後，法院在確定專利權範圍時作出了一個折衷處理，其指出： 
 

                                                        
38 Crocs, Inc. v. ITC, 598 F.3d 1294, 1302 (Fed. Cir. 2010). 

握部
中央部 

豎管部 

握部

豎管部
中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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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3專利──如圖1~7所示之摩托車把手裝飾性設計 

2.’212專利──如圖1~8所示之摩托車把手裝飾性設計 （第一段） 

以上範圍係界定取得專利之設計的裝飾性外觀，以避免將注意

力放在各別純功能性特徵，透過「摩托車把手」用語，可讓事

實發現者將焦點集中在比對系爭設計、被控侵權對象及先前技

藝的整體裝飾性外觀 

（第二段） 

 
Carlini案在確定專利權範圍時採用兩段式架構來調和在先判決彼此間的衝突，

在第一段，法院採用埃及女神案中，聯席會肯認的專利權範圍描述語法「如圖○～

○所示之（設計名稱）裝飾性設計」。在第二段，法院弱化Richardson案區分裝飾

性特徵及純功能性特徵的見解，不在確定專利權範圍時強調純功能性特徵為何，改

以指導事實發現者在進行侵權判斷時，應將比對範圍限制在圖式中所揭露之形狀、

花紋、色彩構成的整體外觀，而非各別的純功能性特徵。 

請參考圖3-3所示，當CAFC於1984年Litton System, Inc. v. Whirlpool Corp.案39

（下稱「Litton案」）創設新穎特徵法則（point of novelty）後，基於設計專利保護

裝飾性設計的立法意旨，確認新穎特徵時必須連帶排除純功能性特徵，換句話說，

排除純功能性特徵的目的有很大一部分是為了配合新穎特徵的確認。然而在埃及女

神案中，聯席會認為Litton案正確解讀應為：使用普通觀察者法則時，普通觀察者

之觀點應參酌先前技藝觀察系爭設計與被控侵權對象的差異。當參酌先前技藝觀察

系爭設計與被控侵權對象的差異後，普通觀察者的注意力會被吸引到系爭設計與先

前技藝不同之部分。基於架構在專利權範圍中的新穎特徵法則已融入普通觀察者法

則中，本文認為，包括區辨裝飾性特徵及純功能性特徵，乃至於排除純功能性特徵

的作法已隨著新穎特徵法則融入普通觀察者法則後失所附麗，既然埃及女神案已將

普通觀察者定位成「有能力參酌先前技藝，再比對系爭設計與被控侵權對象之

人」。那麼本文認為透過參酌先前技藝的方式，普通觀察者也有能力在比對系爭設

計與被控侵權對象之前，先比對系爭設計與先前技藝所共有的純功能性特徵，例如

                                                        
39 Litton Systems, Inc., Appellee, v. Whirlpool Corporation, Appellant, 728 F.2d 1423 (Fed. Cir.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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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son案的已有結合握把、鎚頭、鉗夾、撬體的手工具先前技藝，那麼普通觀

察者即不會將這些純功能性特徵認定為新穎特徵從而誤認被控侵權對象構成侵權。

基於前述的分析，純功能性特徵已毋庸在確定專利權範圍時為之。 

表3-3 美國設計專利侵權判斷演進脈絡表 

設計專利侵權之比對與判斷流程 

步驟 1 2 

判斷內容 確定專利權範圍 設計專利侵權之比對與判斷 

新穎特徵法則 
埃及女神案

發生前 排除純功 
能性特徵 

系爭設計與先前技藝

不同之部分 

普通觀察者法則 

新穎特徵法則 

檢  

測  

法  

則 

埃及女神案

發生後 排除純功 
能性特徵 

系爭設計與先前技藝

不同之部分 

  普通觀察者法則（含系爭設 
  計與先前技藝不同之部分） 

 

(四) 我國智慧財產權法院最新見解 

當美國實務界正在為純功能性特徵而爭執不休的同時，我國智慧財產權法院也

在2015年10月22日的一起iPad平板電腦設計專利行政判決中40，以排除純功能性特

徵有違設計專利整體比對原則，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以下就案件背景、爭點所

在及法院之判斷要旨進行說明。 

1. 案件事實 

蘋果告前於2011年8月17日以「電子裝置之組件」（嗣修正專利名稱為「攜帶

式顯示裝置之組件」）向智慧財產局（智慧局）申請設計專利（申請案號：第

100304225號），經查系爭申請案的圖式，應為iPad半成品組件，然本案在智慧局

初、再審階段，均以系爭申請案不具新穎性41而不予專利，蘋果不服，提起訴願，

然經濟部訴願會仍維持智慧局原審定意見，蘋果仍未甘服，遂向智慧財產法權法院

                                                        
40 104行專訴32號。 
41 中華民國專利法第122條第1項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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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2. 爭點所在 

請參考表3-4所示，系爭申請案在初、再審階段，審查人員以2011年1月出版之

Global sources Electronics月刊第161頁之「iPad產品」作為核駁引證（下稱「系爭引

證案」），並指出圖式中本體正面（前視圖）已見於系爭引證案，雖系爭引證案未

揭露系爭申請案產品後側部分之特徵，惟該後側部分係屬該類產品之普通消費者購

買時不會注意或使用時看不到的內部結構，故系爭申請案與系爭引證案縱有內部構

造元件之差異，然該等差異遭智慧局認定為「純功能性特徵」而排除比對。 

蘋果指出，系爭申請案為平板電腦或攜帶式顯示裝置可獨立銷售的「組件」，

而非完整的平板電腦或攜帶式顯示裝置。因此普通消費者應為：為更換組件目的而

購買平板電腦組件的一般大眾消費者，以及販賣平板電腦或攜帶式顯示裝置組件的

零售商（例如3C賣場之店家）之採購人員。準此，該組件之後側部分即會完全暴露

於使用者面前，可供普通消費者觀察、比對、評論，故該組件構造之差異，不僅為

純功能性特徵，更對於系爭申請案圖式之整體視覺效果造成影響。 

智慧局抗辯指出，系爭申請案產品係屬於消費性電子產品，從該等產品之市場

消費型態，實難認定該產品之普通消費者會就其內部構造特徵作為選購商品時之依

據。縱系爭申請案之普通消費者尚得包含零售商，惟該後側部分所揭露者，皆屬為

了與後殼體組設或發揮物品功能之元件，零售商選購商品時，對其後側部分特徵應

僅係考量組裝與功能因素，而非以後側部分之外觀視覺訴求作為選購依據，因此基

於排除純功能性特徵的原則，後側部分應排除在比對的範圍之外。 

綜上，智慧局與蘋果在普通消費者及純功能性特徵的認定爭執不下，iPad的後

側究竟是否為普通消費者購買時不會注意或使用時看不到的內部結構，而得已作為

純功能性特徵排除比對，最終成為決定本案勝負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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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系爭申請案與系爭引證案圖式對照表 

設計專利第100304225號申請案圖式 

立體圖 前視圖 後視圖 側視圖 

 
    

系爭引證案 

 

 

 

3. 判決要旨 

法院指出系爭申請案係應用於攜帶式電子裝置之組件，基於使用者替換之需求

（如顯示面板碎裂），可單獨購買或交易，並供使用者或採購者觀察、比對。故系

爭申請案之銷售對象或交易客體，並不侷限於一般的消費大眾或是終端使用者，尚

包括大量採購的中間製造商、契約採購者或是專業維修人員等。此類人員在採購如

系爭申請案之電子裝置組件時，可直接觀察到組件完整之外觀形狀（包括後側之觸

控面板、中框、後蓋等），並對顯示面板後側之元件配置、導線布局等施以一定程

度之視覺注意，而非僅針對電子裝置組裝後之完成品。故審查系爭申請案之電子裝

置組件是否具有可專利性時，應以交易時之組件整體外觀考量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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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系爭申請案為電子裝置組件之完整外觀形狀而非部分設計，然智慧局所提

出之系爭引證案，僅揭示產品正面之外觀輪廓，並未揭露其餘各視面之形狀或造形

特徵，在欠缺客觀證據比對之前提下，逕以系爭引證案所揭露的產品正面而認定系

爭申請案之後側屬純功能性特徵而省略不予比對，有違設計專利新穎性判斷採整體

比對之原則，故原處分顯有違誤，應予駁回。 

4.判決評析與建議 

按我國審查基準之解釋，判斷設計之外觀的相同、近似時，應以圖式所揭露之

形狀、花紋、色彩構成的整體外觀作為觀察、判斷的對象，不得拘泥於各個設計要

素或細微的局部差異，並應「排除」純功能性特徵42。物品的「構造」、功能或尺

寸等通常屬於物品上之純功能性特徵，不屬於設計審究範圍，即使顯現於外觀，仍

不得作為比對、判斷之範圍43。從圖式中不難理解系爭申請案的後側部分應屬物品

之「構造」，理應屬於物品上之純功能性特徵，雖然顯現於外觀，應當在外觀的相

同、近似判斷予以排除，且不得作為比對、判斷之範圍。準此，智慧局審查人員自

始至終皆依據審查基準的規定進行審查，從答辯過程中，本文實難挑剔智慧局有任

何程序或實體上的瑕疵，再者，此種排除純功能性特徵的審查手法已行之有年，外

界並不陌生。 

相較於智慧局著重在相同、近似判斷上的細膩手法，法院則從大處著手，以智

慧局排除功能性特徵而排除比對的方式，顯已偏離了設計專利整體觀察、綜合判斷

的核心原則。 

準此，若將本案與Ethicon案相對照，智慧局排除純功能性特徵外觀的作法似與

美國地方法院確定專利權範圍的見解較為一致。然而若採用此種作法審查工業零組

件外觀時，當吾人刪除所有純功能性特徵後，將會發生沒有設計內容可供比對的問

題（即美國地方法院在Ethicon案所稱的「空無一物」），或許有論者以為遇到這樣

的狀況理應構成法定功能性而不予專利權。但法定功能性審查必須以物品的整體外

觀為對象，不能將整體外觀解構成個別特徵後再一一論究44。準此，排除純功能性

                                                        
42 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設計專利實體審查」「第三章專利要件」，3-3-9頁。 
43 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設計專利實體審查」「第三章專利要件」，3-3-11頁。 
44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1504.01(c) I.FUNCTIONALITY VS. ORNAMENTAL-



從美國Ethicon Endo-Surgery, Inc. v. Covidien, Inc.案解析設計專利功能性之判斷原則 87 

專利師︱第二十四期︱2016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特徵外觀的審查方式遲早會深陷難以操作的泥沼。 

另一方面，我國法院對於設計專利相同、近似判斷見解則與CAFC較為一致，

兩者皆謹守整體比對的原則，不論是法院或專利專責機關，皆不容許因排純除功能

性特徵，從而變更具有對外公示效果之專利權範圍。準此，當前審查基準的解釋不

同於法院見解已成為不爭事實，適逢CAFC在Ethicon案判決也針對地方法院的作法

提出糾正，本文強烈建議審查基準在排除純功能性特徵的審查作法實有改弦更張之

必要，如此才能匡正審查實務與法院見解之間的落差。參酌我國法院與本文CAFC

相關判決後，本文希冀在不更動審查基準篇幅結構的前提下研提建議方案，修正意

旨主要是將顯現於外觀的純功性特徵納入比對、判斷之範圍，且不得予以排除。請

參考表3-5所示，只要刪除並新增些許文字即可使審查基準相同、近似的判斷原則再

回歸到整體觀察、綜合判斷的核心原則，並與法院見解一致。 

表3-5 有關審查基準對於純功能性特徵審查建議對照一覽表 

段 落 現行審查基準規定 建議方案 

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設計

專利實體審查」「第三章專

利要件」，第3-3-11頁～第3-
3-12頁。 

物品的構造、功能或尺寸等

通常屬於物品上之純功能性

特徵，不屬於設計審究範

圍，即使顯現於外觀，仍不

得作為比對、判斷之範圍。 

物品的構造、功能或尺寸等

通常屬於物品上之純功能性

特徵，不屬於設計審究範

圍，即使惟若顯現於外觀，

仍不得應作為比對、判斷之

範圍。 

                                                                                                                                                        
ITY: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design is primarily functional or primarily ornamental the claimed 
design is viewed in its entirety, for the ultimate question is not the functional or decorative aspect 
of each separate feature, but the overall appearance of the article,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claimed design is dictated by the utilitarian purpose of the article.” See L.A. Gear Inc. 988 F.2d 
1117, 1123, 25 USPQ2d 1913 at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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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 論 

從本案中可以得知，美國在設計專利的法定功能性無效判斷上，目前仍以單純

受功能性所支配原則為主流。此外，CAFC也透過本案再次強調，當系爭設計未能

克服單純受功能性所支配原則時，還要再進行Berry Sterling多因子分析法，而且不

得以抽象的設計概念論究法定功能性，而是應以圖式中所揭露的整體外觀為審查對

象，不過法院在本次判決中並沒有提到Inwood檢測的使用時機，而本文也就Berry 

Sterling多因子分析法及Inwood檢測在設計專利實務可能面臨到的問題一一進行分

析。整體而言，隨著CAFC已逐步釐清法定功能性檢測標準的適用順序及審查對

象，相信未來被控侵權人在法定功能性的舉證難度將持續倍增。 

當美國OddzOn案及Richardson案判決出爐後，美國不乏實務界專家以CAFC切

割、排除純功能性特徵的見解，將導致美國設計專利侵權判斷步入錯誤的方向。然

而CAFC已在本案判決中，強調純功能性特徵係指無法從圖式中透過視覺觀察的一

般或設計概念，並再次肯認圖式中所揭露的整體外觀，皆應作為觀察、判斷之對

象，誠屬正確。本文也透過Carlini案闡明在確定專利權範圍時強行切割、排除純功

能性特徵，絕非明智之舉，不但難以在現代工業設計產品進行操作，更破壞整體觀

察、綜合判斷的核心原則。既然埃及女神案已將新穎特徵法則融入普通觀察者法

則，原先架構在確定專利權範圍階段的純功能性特徵檢測已失所附麗，理應廢棄或

弱化後併入普通觀察者法則論究，較為合理。最後，我國智慧財產權法院已在iPad

平板電腦設計專利行政判決中，表示排除純功能性特徵外觀有違設計專利整體觀

察、綜合判斷的核心原則，為解決審查基準與法院見解的落差，本文也提供了一些

建議，權供貴讀者參考。然而，最讓作者衷心期盼的，莫過於我國審查基準宜早日

廢棄「排除純功能性特徵」的文字，以避免日後法院或審查人員因一時誤會，從而

發生排除純功能性特徵外觀的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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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日本專利權期間延長制度之 
演變及相關法院重要判決 

簡正芳* 

壹、前 言 

日本自1988年1月1日施行專利權期間延長制度，與審查實務相關之法條主要為

特許法第67條第2項、第67條之2、第67條之2之2、第67條之3、第67條之4及第68條

之2。長久以來，有關特許法第67條之3第1項第1款所稱「不認為該發明專利的實施

有受第67條第2項政令規定的處分之必要時」1及第68條之2「已延長專利權期間之專

利權的效力」2因特許法並未明確定義二者所適用的範圍，而審查基準的解釋又與法

                                                        
DOI：10.3966/221845622016010024004 
收稿日：2015年11月17日 
* 

智慧局專利審查官，本文純屬個人意見。
 

1 Article 67-3(1)相關條文：「審査官は、特許権の存続期間の延長登録の出願が次の各号のい

ずれかに該当するときは、その出願について拒絶をすべき旨の査定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

い。 
 一 その特許発明の実施に第67条第２項の政令で定める処分を受け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つた

とは認められないとき。……」對應中文為：「在延長專利權存續期間登記的申請符合以下

各款之一時，審查官就該申請須做出應予拒絕的審查決定。 
一、不認為該發明專利的實施有受第67條第2項的政令規定的處分之必要時。 

以下二至五款省略」。 
2 Article 68-2相關條文：「特許権の存続期間が延長された場合（第67条の２第５項の規定に

より延長されたものとみなされた場合を含む。）の当該特許権の効力は、その延長登録の

理由となつた第67条第２項の政令で定める処分の対象となつた物（その処分においてそ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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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不符，以致在審查實務上應如何解釋爭議不斷。日本特許廳（下稱「特許廳」）

原將其解釋為「僅限於處分3對象物（即相當於我國許可上所記載的醫藥品或農藥）

本身的製造、販賣等行為」，所述醫藥品係以許可上所記載的有效成分及用途（功

能／功效）為認定標準，相關審查實務亦經法院後續認可並持續運作一段期間。其

後因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下稱「智財高院」）、最高法院認為該等解釋內容不

符法條規定而撤銷特許廳所為不准專利權期間延長之處分，特許廳乃於2011年修正

相關專利審查基準並於同年11月28日公布實施。惟智財高院對修正後之基準內容仍

不認同，並在2014年5月作出多個撤銷特許廳依新修正審查基準所為不准專利權期

間延長之處分的判決4。特許廳不服繼而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2015年11月17日最高

法院作出確定判決，駁回特許廳上訴並維持智財高院的判決結果。本文希望藉由相

關法條規範及法院所為一系列判決內容之整理與說明5，從而對日本專利權期間延長

制度之演進作一有系統的介紹，以供我國專利權延長制度後續發展之參考。 

一、2001年版專利權延長審查基準（下稱「舊基準」） 

(一) 依政令取得之許可須為第一次許可 

基於考量一上市藥品只能享有一次專利權期間延長的優惠，特許廳將特許法第

67條之3第1項第1款所稱「有受第67條第2項6政令規定的處分」解釋為「第一次許

                                                                                                                                                        
物の使用される特定の用途が定められている場合にあつては、当該用途に使用されるその

物）についての当該特許発明の実施以外の行為には、及ばない」，對應中文為：「專利權

的存續期間已延長時（包括依據第67條之2第5項規定視為已延長的情況），針對其延長登記

理由的第67條第2項由政令規定的處分物件之物（該處分已確定該物使用的特定用途時，為

用於該用途的該物）實施該發明專利的以外行為，專利權不發生效力」。 
3 為配合我國現行專利審查實務，以下將「處分」改以「許可」替代說明。 
4 Genentech, Inc. vs. Commissioner of JPO, IP High Court, 2013 (Gyo Ke) Nos. 10195 to 10198。 
5 因所引用之法院判決皆與藥品專利有關，以下論述內容皆以藥品為主。 
6 Article 67：「特許権の存続期間は、特許出願の日から20年をもつて終了する。２ 特許権

の存続期間は、その特許発明の実施について安全性の確保等を目的とする法律の規定によ

る許可その他の処分であつて当該処分の目的、手続等からみて当該処分を的確に行うには

相当の期間を要するものとして政令で定めるものを受け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るために、その

特許発明の実施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期間があつたときは、５年を限度として、延長登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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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7；依當時審查實務，所稱第一次許可僅就許可所記載藥品之有效成分及用途

（功能／功效）來判斷8。 

(二) 得准予延長之專利權期間 

得准予延長之專利權期間以5年為限9，其計算是以專利的實施為取得上市許可

所必須依政令規定進行之試驗日（即臨床試驗日）或專利公告日（以日期在後者為

優先）起至專利權人被通知取得許可之前一日或實質知道可取得許可之日止。 

(三) 准予延長後之專利權範圍 

依特許法第68條之2的規定，專利權期間獲得延長時之專利權效力不及於第67

條第2項由政令規定的許可所記載之藥品（若許可記載藥品之特定用途，即為用於

該特定用途的藥品）實施該發明專利的以外行為，換言之，若發明專利為物品專利

或用途專利，則延長後之專利權範圍僅及於由許可所記載之有效成分及用途特定的

藥品之製造、販賣等行為。 

                                                                                                                                                        
の出願により延長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對應中文為：「專利權的存續期間，自專利申請之

日起20年屆滿。 
 (2)對於發明專利的實施需要經過以確保安全性等為目的的法律規定的許可及其他處分，而

從該處分的目的、手續等推斷，欲確實進行該處分需要相當的期間且須由政令加以規定，因

而存在不能實施該發明專利的期間的，專利權的存續期間，以5年為限，得依延長登記的申

請，予以延長」。 
7 2001專利審查基準Part Ⅵ Patent Term Extension, 3-1-1(1), [W]hen several dispositions relate to 

the same product (or for the same product and use if the dispositions specify the use), dispositions 
other than the earliest disposition are not considered necessary for working the patented invention, 
since the earliest disposition would be sufficient for working the product (or product for the 
specified use) of the patented invention . 

8 2001專利審查基準Part Ⅵ Patent Term Extension, 3-1-1(1), [When] approvals are granted to 
pharmaceuticals with the same active ingredient (product) and efficacy/effect (use) and differing 
only in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dosage forms, etc., patent term extension shall be granted on basis 
of the earliest approval only.    

9 參特許法第67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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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得拒絕審定的理由 

專利權期間延長之申請案件若符合特許法第67條之3第1項所列各款時，審查官

就該申請應作出拒絕審定。其中第1款「不認為該發明專利的實施有受第67條第2項

政令規定之許可的必要時」之適用，舊基準中關於「許可之取得為發明專利的實施

所必要」之判斷標準說明如下： 

1.若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之請求項已涵蓋取得許可所記載的有效成分（或有效

成分及其用途），則該次許可為實施本專利所必須者。在醫藥領域之藥品專利，通

常是以請求項所請物之範圍與許可記載的有效成分（或有效成分及其用途）進行比

對； 

2.若請求項所請範圍為物的發明或製法發明（並未限定用途），則請求項所請

範圍須涵蓋許可記載的有效成分（此時縱使許可有記載用途，亦無須與請求項比

對）；惟若請求項所請範圍為物的用途發明，則請求項所請範圍須涵蓋許可記載的

有效成分及用途； 

3.多個請求項專利對應一次許可，或一個請求項之多個相關發明專利對應多次

許可，只要符合上述規定，皆可准予其專利權期間延長。例如，一專利案有多個請

求項，如請求項1所請範圍為化合物A，請求項2所請範圍為化合物A用於治療心臟

病之用途，若取得之許可記載的有效成分為化合物A，用途為治療心臟病，則專利

權人可依該許可分就請求項1、請求項2之發明專利各別取得專利權期間延長。再

者，經核准專利之請求項1所請發明為一種抗癌組成物，其係以化合物A作為有效成

分。若專利權人先後取得許可1、許可2，許可1係以化合物a1為有效成分用於治療

直腸癌，許可2係以化合物a2為有效成分用於治療直腸癌（a1、a2為化合物A的下位

概念），則專利權人可依許可1、許可2各別申請請求項1中不同有效成分發明專利

之專利權期間延長。 

多年來，特許廳依循上述審查基準操作並獲上級法院之肯認，相關審查實務則

以Donepezil案例為代表並說明如下。 

(一) Donepezil案例事實 

原告先後向特許廳專利審判部、智財高院提起專利權期間延長案件之撤銷訴

訟，主張特許廳所為准予專利權人所請專利權期間延長之審定不合法，應予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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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爭議在於，本件專利據以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的現行許可記載藥品之用途與先

前許可記載藥品之用途是否屬實質相同，從而有現行許可的取得非為本專利的實施

依第67條第2項的政令規定所必需者。 

(二) 特許廳專利審判部審決 

1.原告主張 

先前許可記載的用途為「抑制阿茲罕默性癡呆症狀在輕度至中度階段的進一步

惡化」，而該專利已依先前許可取得專利權期間延長；就本次據以申請專利權期間

延長的現行許可而言，其所記載的用途為「抑制阿茲罕默性癡呆症狀的進一步惡化

（排除輕度至中度階段）」。先前許可與現行許可記載的有效成分相同且所記載的

用途皆是用於抑制阿茲罕默性癡呆症狀的惡化，雖二者係使用於病情發展的不同階

段，但二者用途實質並無差異，則該專利依先前許可即可實施，現行許可對該專利

的實施並無必要性，此已符合特許法第67條之3第1項第1款之規定，故特許廳所為

准予專利權人所請專利權期間延長之審定不合法，應予撤銷。 

2.審決內容 

經審查可知，前後二張許可記載的有效成分相同，差異在於先前許可記載的用

途為「抑制阿茲罕默性癡呆症狀在輕度至中度階段的進一步惡化」，現行許可記載

的用途為「抑制阿茲罕默性癡呆症狀的進一步惡化（排除在輕度至中度階段）」，

此二者分屬在不同階段抑制阿茲罕默性癡呆症狀的進一步惡化，二者之用途並非實

質相同。依藥事法相關規定，該專利仍須取得現行許可才能進行製造、販賣該藥品

之行為，因此，該專利依特許法第67條第2項政令規定取得之現行許可，為該專利

之實施所必須者，從而特許廳所為准予專利權人所請專利權期間延長之審定並無違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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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財高院之判決10 

1.依據阿茲罕默性癡呆的病情發展可理解在輕度至中度階段與在重度階段的症

狀是不同的，其症狀的惡化是持續且不可逆轉的，縱使先前許可記載之藥品

Donepezil hydrochloride已被證實可抑制阿茲罕默性癡呆症狀在輕度至中度階段的進

一步惡化且具使用安全性，惟就該藥品在抑制阿茲罕默性癡呆症狀於重度階段之進

一步惡化的用途而言，仍有必要對具有該症狀的病患投予藥品 Donepezil 

hydrochloride以進行臨床試驗來確認其具有效性與安全性。 

2.按許可記載的用途，其通常意義為「物的使用目的」，在適用於藥品時，所

稱用途即為疾病或症狀，例如藥物的作用對象及其所產生的功能與功效。在判斷先

前許可與現行許可之用途是否相同時，不能僅依二者記載用途的些微差異作判斷，

而是應依二者適用之疾病的病理情況及藥品的藥理作用考量二者的用途是否實質相

同。在本案例，雖然先前許可與現行許可皆適用於阿茲罕默性癡呆症狀的治療，其

藥理作用皆為抑制乙醯膽鹼酯酶，但只要該疾病的症狀有程度上的差異，依藥事法

相關規定，仍須進行額外的臨床試驗以確認該藥品在更嚴重的病況下仍具有治療功

能與效果。基於此點考量，雖然先前許可與現行許可皆適用於相同病症阿茲罕默性

癡呆症狀的治療，但先前許可記載的用途為「抑制阿茲罕默性癡呆症狀在輕度至中

度階段的進一步惡化」，此與現行許可記載的用途「抑制阿茲罕默性癡呆症狀的進

一步惡化（排除在輕度至中度階段）」，分屬在不同階段抑制阿茲罕默性癡呆症狀

的進一步惡化，二者並非實質相同，故本件專利依特許法第67條第2項政令規定取

得之現行許可，對於其專利的實施是具有必要性的11，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10 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2009 (Gyo-Ke) Nos. 10423-10429。本案上訴人不服至最高法院提起上

訴，最高法院於2011年9月9日作出駁回上訴聽證的決定，該案至此判決確定。 
11 原文：In this case, although the previous approval and the later approval in dispute have some 

features in common in that the targeted disease is Alzheimer dementia and the pharmacologic 
action is inhibition of acetylcholinesterase, if they differ in terms of the degree of the seriousness of 
the targeted disease, and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carry out additional clinical tests in order to 
confirm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for the application to the more serious case of the disease, 
which had not been covered by the previous approval, such situation can be regarded as the case 
where it was necessary to obtain a statutory approval intended to ensure the safety,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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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1年修正之專利審查基準（現行審查基準） 

(一) 源起——舊基準對於特許法第67條之3第1項第1款適用之爭議 

因舊基準對於特許法第67條之3第1項第1款「不認為該發明專利的實施有受第

67條第2項政令規定的許可之必要時」之適用，僅以前、後取得許可記載的有效成

分及用途作判斷標準，並未考量當先前許可記載的藥品未落入據以申請專利權期間

延長之專利的權利範圍時，則該專利是否可依現行許可再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之判

斷，以致產生如下不合理情形：  

1.一專利案包含兩請求項，請求項1為包含化合物X用於B醫療用途之醫藥組合

物，請求項2為包含化合物X用於B醫療用途之注射劑。專利權人依先前許可已取得

請求項1的專利權期間延長，其後專利權人又依現行許可申請請求項2的專利權期間

延長，先前許可記載事項為活性成分X用於B醫療用途之口服藥物，現行許可記載事

項為活性成分X用於B醫療用途之注射劑。因前後兩許可記載的有效成分及用途皆相

同，所以依當時適用之專利審查基準規定，先前許可為請求項2的第一次許可，所

以專利權人不能再依現行許可取得請求項2的專利權期間延長。惟經比對，先前許

可依藥事法規定記載事項所特定之藥品並未被請求項2之權利範圍所涵蓋，則先前

許可的取得對請求項2專利的實施並不具解除政令禁止之效果，請求項2仍須依政令

之規定取得現行許可方得進行其專利之實施，則審查基準以先前許可之存在認定請

求項2的實施並無取得現行許可之必要，此種解釋不但不合邏輯且與專利權延長制

度之立法意旨不符。 

2.就上述特許法第67條之3第1項第1款適用之爭議，智財高院於2009年5月29日

作出一系列相關判決（Pacif案例），撤銷特許廳所為不准延長之拒絕審定，判決中

除具體指出特許廳適用審查基準的邏輯錯誤外並給予應如何解釋特許法第67條之3

第1項第1款的指示；2011年4月28日最高法院作出判決，維持智財高院所作的撤銷

判決，全案定讞。其後特許廳為反應最高法院的判決意旨亦於同年開始著手修正專

利審查基準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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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acif案例 

1.案例事實 

專利權人武田藥品工業株式會社於2005年9月30日依藥事法第14條第1款規定獲

得藥品「Pacif 膠囊 30mg」之許可（現行許可），就其所有日本第3,134,187號「緩

釋性製劑」專利向特許廳提出專利權期間延長的申請，該藥品之有效成分為「鹽酸

嗎啡」，用途為「對癌症所引起的中至高度疼痛具有鎮痛效果」。惟在取得現行許

可之前，與本案藥品具有相同有效成分、鎮痛效果的「Opso 口服液 5mg/10mg」

已取得上市許可（先前許可，取得日期為2003年3月14日），特許廳以現行許可和

先前許可具有相同的有效成分和用途，故本件專利依據先前許可即可解除政令之禁

止而實施，並無取得現行許可之必要，從而依特許法第67條之3第1項第1款之規

定，作出拒絕審定。專利權人不服，提起後續訴訟。 

2.智財高院判決12 

(1)特許法第67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判斷 

A.就特許廳所為拒絕審定的合法性，智財高院首先指出縱使在本件專利取得現

行許可之前，已存在先前許可，但此與本件專利的實施有無取得現行許可之必要性

並無直接關聯。審查官若要依特許法第67條之3第1項第1款作出專利權期間延長之

拒絕審定，則須證明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之案件存有下列之一的情況：a.據以申請

專利權期間延長之專利，其「發明專利」的實施，現行許可之取得並非依政令規定

所必須，或b.依政令規定取得之許可所特定藥品的製造、販賣等行為，並未落入據

以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之專利的權利範圍內13。只要上述條件有一者符合，審查官

就能依特許法第67條之3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作出拒絕專利權期間延長之審定。 

B.特許法第67條之3第1項第1款所稱「發明專利的實施」係指許可之記載事項

                                                        
12 智慧財產高等法院2008 (Gyo-Ke) Nos. 10458-10460號判決。 
13 原文：For an examiner (an appeal examiner) to reject the subject appli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rove that (1) receipt of “a disposition specified by a cabinet order” does not result in lifting 
prohibition, or (2) “an act for which the prohibition has been cancelled by a disposition specified by 
a cabint order” is not included in ‘acts corresponding to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bject patented 
i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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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據以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之請求項的技術特徵有所對應者，其所特定之藥品的製

造、販賣等行為；例外的是，當請求項未記載用途時，則解釋為於許可上所有該當

於請求項之技術特徵的記載事項及許可記載之用途所特定的藥品之製造、販賣等行

為。 

C.在此案例，兩造對於先前許可所特定之藥品並未被本件專利之權利範圍所涵

蓋的事實並無爭議。雖然在現行許可取得之前，具有相同有效成分和用途的先前許

可已存在，但依先前許可而得以實施的專利與本件專利的技術範圍並不相當，本件

專利仍須依藥事法之規定取得現行許可方得實施，所以就不能說先前許可已存在，

現行許可的取得對於本件專利的實施並無必要性14，特許廳對第67條之3第1項第1款

之適用顯然已有錯誤，從而撤銷特許廳所為之拒絕審定。 

(2)准予延長之專利權效力所及範圍（特許法第68條之2）的判斷 

有關特許法第68條之2准予延長之專利權效力所及的範圍，智財高院推翻先前

法院所為准予延長之專利權效力僅及於據以延長之許可記載的有效成分及用途所特

定的藥品之判決結果，說明如下： 

A.依特許法第68條之2的規定，當專利准予專利權期間延長時，其專利權效力

僅及於由許可記載事項所特定之藥品（若專利未記載用途，則為用於許可記載之用

途的藥品）的實施行為，並不及於該專利的所有權利範圍。其原因在於該專利的權

利範圍往往大於依許可記載事項所特定之藥品的範圍，而專利權期間延長制度的立

法意旨，僅在補償專利權人為依政令規定須取得上市許可以致有一段專利權期間無

法實施其專利的損失，所以准予延長之專利權效力僅及於許可記載事項所特定之藥

品（或該藥品及其用途）15的實施行為。 

                                                        
14 原文：Thus, the existence of the previous approval will not influence revocation of a legal state in 

which the plaintiff who is the patentee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could not implement the patented 
invention without obtaining a predetermined approval under the Pharmaceutical Affairs Law for a 
drug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e patented invention. 

15 原文：The Japanese patent law stipulates that, where a patent term is extended, the effect of the 
patent shall not cover the entire scope of the patented invention but shall cover only “a product to 
be subjected to a disposition specified by a cabinet order” (the product to which the specific use is 
applied, where a specific use is determined for the product to be subjected to the disposition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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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判斷特許法第68條之2所稱「由政令規定的許可之藥品」時，雖然藥事法

第14條規定，許可須記載藥品名稱、成分、結構、用量、劑量、使用方法、功能、

功效、藥物性能、副作用等有關事項，惟就特許法第68條之2所述「許可之藥品」

而言，能據以特定之實質事項僅有許可所記載該藥品的成分、用量、結構，所以准

予專利權期間延長後之專利權效力僅及於依政令規定須取得該許可才得以實施的藥

品，而該藥品是由許可所記載之成分、用量、結構（若專利未記載用途，則為用於

許可記載之用途）所特定的藥品（當然，此准予延長後之專利權範圍亦及於該技術

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認知該藥品之等同物或實質相同物）16。 

3.最高法院判決17 

最高法院肯認智財高院對於特許法第67條之3第1項第1款之解釋並駁回特許廳

的上訴，但對智財高院就特許法第68條之2所為的解釋，亦提出不同看法，理由如

下： 

(1)縱使現行許可與先前許可皆記載相同的有效成分及用途，但由現行許可與先

前許可記載事項所特定之藥品內容並不相同18，且本件據以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的

專利依政令之規定仍須取得現行許可方能實施，因此不能稱本件專利的實施並無接

受現行許可之必要19。特許廳僅以先前許可與現行許可具有相同的有效成分及用

途，就判斷現行許可的取得對本件專利的實施是不必要的，此乃對特許法第67條之

                                                        
16 原文：Where a patented invention relates to pharmaceuticals, among embodimen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e patent, it should be understood that the effect of the thus extended patent right covers 
onl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tented invention relating to “a product” specified by 
“component,” “quantity” and “structure” of a drug to which a predetermined approval was given 
under the Pharmaceutical Affairs Law,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tented invention relating to 
“a product” specified by “the use” of the drug concerned (As a matter of course, it is natural that the 
equivalent thereof and a product that is evaluated to be substantially the same are included in view 
of an ord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scope of the patent.). 

17 最高法院Hei 20 (Gyo-Hi) Nos. 324-326號判決。 
18 本件處分的醫藥品為緩釋性製劑，先行處分的醫藥品為口服液，二者劑型製備的技術內容並

不相同。 
19 詳見簡正芳，日本最新專利權期間延長審查基準修正之簡介，智慧財產權月刊，2012年3

月，159期，44-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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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1項第1款的錯誤解釋。 

(2)若由先前許可記載事項所特定之藥品並未落入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之任一請

求項的範圍，即無須再去考量該專利就先前許可取得專利權期間延長，經延長後之

專利權效力所及的範圍為何20。 

三、2011年專利審查基準（現行審查基準） 

基於前述最高法院判決，特許廳隨後在2011年修正相關專利審查基準，主要修

正內容在於對特許法第67條之3第1項第1款及第68條之2之適用作出新的解釋。 

(一) 特許法第67條之3第1項第1款 

審查官在對「發明專利的實施並無接受第67條第2項政令規定之處分的必要」

作判斷時，應先解釋「發明專利的實施」的定義，其次再判斷「是否有接受第67條

第2項政令規定之處分的必要」。 

1.「發明專利的實施」之定義 

發明專利是一以發明的技術特徵表達技術概念的創作，而許可記載之藥品是由

許可上的詳細記載事項所特定之，因此在判斷特許法第67條之3第1項第1款所稱

「發明專利的實施」時，不應僅將其解釋為許可記載有效成分及用途限定之藥品本

身的製造、販賣等行為，而是應解釋為許可上所有該當於專利技術特徵之記載事項

所特定的藥品之製造、販賣等行為。而當專利的技術特徵並未包括用途時，「發明

專利的實施」即可解釋為許可上所有該當於專利技術特徵之記載事項及其用途所特

定之藥品之製造、販賣等行為。 

2.是否有接受第67條第2項政令規定之處分的必要 

當專利權期間延長申請案符合下列兩要件之一時，即：(1)許可記載事項所特定

                                                        
20 原文：In a case that the previously approved drug does not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any claims of 

the patent relating to the PTE application, the conclusion stated above should never depen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cope covered by the patent wherein the term thereof could be extended based 
on a previous appr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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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藥品的製造、販賣等行為，與據以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之「發明專利的實施」未

有對應關係或(2)專利權人據以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之專利，是依據先行許可的取得

即可解除政令之禁止而被實施，則該專利權期間延長之申請案件不具有「發明專利

的實施有受第67條第2項政令規定之處分的必要」之事項，審查官應依特許法第67

條之3第1項第1款作出拒絕審定。二者之適用說明如下： 

(1)許可記載事項所特定之藥品的製造、販賣等行為，與得據以申請專利權期間

延長之請求項的「發明專利的實施」未有對應關係 

若由許可記載事項所特定的藥品並未落入據以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之任一請求

項的專利權範圍時，則該藥品的製造、販賣等行為，與據以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之

請求項「發明專利的實施」未有對應關係。 

(2)據以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之專利，是依據先行許可的取得即可解除政令之禁

止而被實施 

若第三人就現行許可所有該當於該專利之技術特徵的記載事項所特定之藥品已

取得先前許可時，則該藥品之製造、販賣等行為，是依據先行許可即可解除政令之

禁止而被實施。 

(二) 特許法第68條之2 

依特許法第68條之2的規定，當專利准予專利權期間延長時，其專利權效力僅

及於許可該當於該專利之技術特徵的所有記載事項所特定之藥品（若專利未記載用

途，則為用於許可記載之用途的藥品）實施的行為，並不及於該專利的所有權利範

圍。 

(三) 小 結 

由特許廳2011年修正的審查基準內容21可知，相較於2001版的審查基準，特許

廳對於第68條之2所稱「由政令規定的許可之藥品」除有效成分及用途的考量外，

亦已納入劑量、使用方法的判斷。亦即先前僅以許可記載的有效成分及用途來判斷

第68條之2所稱「許可之藥品」，改變成以許可記載的有效成分、劑量、使用方法

                                                        
21 專利審查基準Part IX 3.1.1 (2). Example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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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用途來判斷第68條之2所稱「許可之藥品」。 

四、Bevacizumab案例 

2014年智財高院因對特許廳所提修正後之基準內容不表認同，在同年5月30日

作出2013 (Gyo-Ke) Nos. 10195-10198等四個判決（Bevacizumab案例），撤銷特許廳

依新修正審查基準所作有關專利權期間延長的拒絕審定，智財高院除對特許法第67

條之3第1項第1款「發明專利的實施」的解釋提出新的適用標準外，並對特許法第

68條之2所稱「由政令規定的許可之藥品」作了定義，相關判決內容說明如下。 

(一) 案例事實 

專利權人基因科技（GENETECH）公司持有許多生物醫藥之專利權，其中包括

日本專利第3,398,382號及第3,957,765號。專利權人先依先前許可（取得日期為2007

年4月）向特許廳提出專利權期間延長申請並獲得予延長。2009年12月17日專利權

人又依現行許可（取得日期為2009年9月）向特許廳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主張延

長的期間為2年3個月又30天。2011年1月6日特許廳發出拒絕審定，專利權人2011年

4月18日據此向特許廳專利審判部提起上訴，審判部於2013年5月5日作出訴願駁

回。專利權人不服，向智財高院提起上訴。 

本案之有效成分為Bevacizumab，Bevacizumab（藥品名Avastin）是一種重組的

人化單株抗體，可選擇性地結合至人類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並中和其生物活性而降低腫瘤的血管形成，藉此抑制腫瘤的

生長。本案取得之先前許可記載內容為，藥品之有效成分為「Bevacizumab」（基

因重組），用途為「用於治療不能治療性切除的晚期或復發性的結直腸癌」，使用

方法及劑量為「可與其他抗惡性腫瘤的藥物合併使用，靜脈滴注，每一治療建議劑

量是成人5毫克／公斤（體重），或10毫克／公斤（體重），給藥間隔至少二週以

上」；現行許可記載藥品之有效成分、用途與第一次許可證相同，但加入新的使用

方法與劑量，新增部分為「可與其他抗惡性腫瘤的藥物合併使用，靜脈滴注，每一

治療建議劑量是成人7.5毫克／公斤（體重），用藥期間至少每三週一次」。 

臨床上，癌症的治療常以多種抗癌藥物合併使用，標準的組合方案亦已建立完

整，在治療應用時，該等方案尚可搭配多種標靶藥物合併使用，如Bevacizum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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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由先前許可記載的事項可知，所請的藥品為「Bevacizumab與其他抗癌藥物合

併使用」，使用方式是Bevacizumab以靜脈滴注，每一治療建議劑量是成人5毫克／

公斤（體重），或10毫克／公斤（體重），給藥間隔至少2週以上。現行許可所請

的藥品亦為「Bevacizumab與其他抗癌藥物合併使用」，使用方式是Bevacizumab以

靜脈滴注，每一治療建議劑量是成人7.5毫克／公斤（體重），給藥間隔至少3週以

上。就該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先前許可所述劑量為5毫克／公斤（體

重）或10毫克／公斤（體重）的選擇是依Bevacizumab治療與FOLFOX治療22之組合

或Bevacizumab治療與FOLFIRI治療23之組合而定；現行許可所述劑量成人7.5毫克／

公斤（體重）則是適用於Bevacizumab治療與XELOX治療24之組合。 

本案因據以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之請求項1僅記載一種人源化抗血管內皮生長

因子（anti-VEGF antibodies）抗體及其物化特性25，並未記載該抗體之使用劑量、

用途或其他足以區別的技術特徵，因先前許可與現行許可在有效成分及用途的記載

皆相同，以致在「發明專利的實施」解釋時，請求項1在所欲實施之藥品的用途解

釋，依先前許可或現行許可皆為「用於治療不能治療性切除的晚期或復發性的結直

腸癌」，此並不能真實反應請求項1依現行許可所欲實施之專利與請求項1依先前許

可所得實施之專利在醫學應用上的差異；再者，請求項1已依先前許可取得專利權

期間延長，而在先前許可與現行許可記載的有效成分、劑型與用途皆相同的情況

下，則請求項1依現行許可所得實施的專利是否可因先前許可的取得而能解除政令

之禁止得以實施，或是換句話說，現行許可的取得是否為請求項1依政令規定實施

其發明專利所必須，在審查實務上即產生爭議。 

(二) 特許廳審定內容 

依新修正的審查基準，當據以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之請求項未記載其用途時，

                                                        
22 FOLFOX治療係以Oxaliplatin與Leucovorin為基礎來結合Fluorouracil (5-FU)的治療組合。 
23 FOLFIRI治療係以Leucovorin與Irinotecan為基礎來結合Fluorouracil (5-FU)的治療組合。 
24 XELOX治療係以Capecitabine與Oxaliplatin的治療組合。 
25 [Claim 1] A humanized anti-VEGF antibody having a heavy chain variable domain comprising the 

following hypervariable region amino acid sequences：CDRH1…CDRL3 (QQYSTVPWT; SEQ 
ID NO: 6) which combines with human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growth factor (VEGF) at a Kd 
value of no more than about 1 x 10-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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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發明專利的實施」可解釋為依許可上所有該當於發明專利技術特徵之記載事項

及許可記載之用途所特定的藥品之製造、販賣等行為。若該特定之藥品依先前許可

即可解除政令的禁止而製造、販賣時，則現行許可的取得不視為是專利的實施有接

受第67條第2項政令規定的許可之必要。本案請求項1依先前許可所得有效成分及用

途為「Avastin用於治療不能治療性切除的晚期或復發性的結直腸癌」，此與請求項

1依現行許可而得之有效成分及用途相同，從而可認定請求項1依現行許可而得實施

的專利依先前許可即能解除政令之禁止而進行，此已符合特許法第67條之3第1項第

1款之規定，故本件專利權期間延長之申請應予以拒絕審定。 

(三) 智財高院判決內容 

經審理，特許廳的審定內容存有下列錯誤： 

1.所作本案符合特許法第67條之3第1項第1款之判斷錯誤 

(1)依藥事法第14條第(i)或第(ix)款26取得許可之藥品，是由許可記載之藥品名

稱、成分（包含活性成分及非活性成分）、用量、結構、劑量、投藥方式、使用方

法、功能、效果、性能、副作用及其他品質和與效果、安全性有關的事項所特定

的。在判斷本案是否具有特許法第67條之3第1項第1款之情事時，應依特許法設立

專利權期間延長制度的目的27，以實務觀點去判斷，而不能僅依形式以藥物審查的

各個項目，包含藥品名稱、成分、用量、結構、劑量、投藥方式、使用方法、功

能、效果、性能、副作用及其他品質和與效果、安全性有關事項去逐一比對28。在

                                                        
26 藥事法第14條第(i)款是規定新藥須先取得上市許可才得以進行製造、販賣等行為；第(ix)款

是規定已知藥物若發現新的適應症、新劑型等，該藥品亦須先取得上市許可才得以進行製

造、販賣等行為。 
27 為補償專利權人因配合政令規定，須先取得上市許可才得以製造、販售該專利所包含的藥

品，以致有一段專利權期間無法實施該專利權的損失。 
28 原文：When considering whether the requirement stipulated in Japanese Patent Law, Article 67-3 

(1)(i) is satisfied,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judgment in a practical wa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urpose of the Japanese Patent Law which is to provide a system for registration of a patent term 
extension, but must not be judged by formally applying each element of the examination matters of 
drug products such as “name, ingredients, amounts, structure, usage, dosage, method of use, 
efficacy, effects, performance, side effects and other matters related to qualities, effectivene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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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成分之藥品專利（排除製法專利及製法界定物之專利等）時，依藥事法取得之

許可得以解除政令之禁止而實施專利的行為，應該解釋為由許可記載的成分（不限

有效成分）、用量、使用方法、劑量、功能及功效所特定之藥品的製造、販售等行

為29。 

(2)臨床醫學上，癌症的治療常以多種抗癌藥物合併使用，標準的組合方案亦已

建立完整，在應用時，該等方案尚可搭配多種標靶藥物合併使用，如Bevacizumab

等。對抗癌藥物而言，治療劑量與產生副作用的劑量通常差距不大，舉例而言，產

生嚴重副作用的劑量和具有極佳治療效果的劑量常常是很接近的，因此，將劑量和

使用方法當作一要件以進行嚴格的試驗評估是非常有意義的。為了確保治療的有效

性與安全性，有關各組合中標靶藥物的劑量、使用方法皆須經臨床試驗予以檢視，

所以此臨床試驗之資料對該藥品是否可取得上市許可極具意義。再者，已知

Bevacizumab治療與FOLFOX治療或FOLFIRI治療的組合，其藥品的靜脈滴注需要持

續44小時或46小時，此對病患、住院治療者或其家人將造成極大的負擔。而

Bevacizumab治療與XELOX治療的組合，因給藥間隔長（至少3周以上），且藥品的

靜脈滴注在2小時以內即可完成，此已明顯減輕病患或醫護人員的負擔，該治療組

合實具有商業利用性。故專利權人若欲實施Bevacizumab治療與XELOX治療之組合

專利，取得現行許可乃為依政令規定實施該發明專利所必需的。 

(3)在本案，先前許可的記載事項為「藥品之有效成分是Bevacizumab（基因重

組），用途是用於治療不能治療性切除的晚期或復發性的結直腸癌，使用方法及劑

量是可與其他抗惡性腫瘤的藥物合併使用，靜脈滴注，每一治療建議劑量是成人5

毫克／公斤（體重），或10毫克／公斤（體重），給藥間隔至少二週以上」，先行

許可的取得對於現行許可所新增定的「藥品Bevacizumab與其他抗癌藥物合併使

                                                                                                                                                        
safety”.  

29 原文：In the case of a patent directed to an ingredient of a drug product (excluding process patents, 
patents related to product-by-process claims, and the like), the scope of “the working of the 
patented invention” whose ban is lifed by obtaining the approval based on Pharmaceutical Affairs 
Law, Article 14(i) or (ix)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activities such as manufacturing and sales 
specified by the matters (ingredients, amounts, usage, dosage, efficacy, and effectiveness) 
excluding the “name”, “side effects and other matters related to qualities”, and “other matters 
related to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among the above-mentioned examination matters. 



日本專利權期間延長制度之演變及相關法院重要判決 105 

專利師︱第二十四期︱2016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用，使用方法及劑量是可與其他抗惡性腫瘤的藥物合併使用，靜脈滴注，每一治療

建議劑量是成人7.5毫克／公斤（體重），給藥間隔至少三週以上」使用方式之實

施，並未造成解除政令禁止的效果，該藥品治療組合仍須依藥事法之規定取得現行

許可才能進行製造、販賣等行為，所以不能說現行許可的取得非為本專利的實施有

接受第67條第2項政令規定的許可之必要者。另在訴訟過程中，二造皆同意該藥品

治療組合依藥事法之規定取得上市許可後的製造、販賣等行為，已落入請求項1之

專利權範圍內，此亦無「許可記載事項所特定之藥品的製造、販賣等行為，與得據

以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之請求項的發明專利的實施未有對應關係」之情事。綜上，

本案並無特許法第67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適用，特許廳的審定結果明顯有誤。 

2. 特許法第68條之2的判斷 

(1)依特許法第68條之2及專利審查基準的規定，當請求項所請專利准予專利權

期間延長時，其專利權效力並不及於請求項之所有權利範圍的實施，而是僅及於依

政令規定所取得許可記載事項所特定之藥品（若許可已確定該物使用的用途，即為

用於該用途的藥品）實施該發明專利的行為。因特許法對此處所述藥品、用途並未

作明確定義，而依專利審查基準所適用的以有效成分、劑型、劑量及使用方法去特

定許可之藥品、用途的規定於特許法對應法條並無相關用語，所以法院進一步作出

解釋。 

(2)特許法第68條之2「由政令規定的許可之藥品」之解釋，在藥品專利，因許

可記載的藥品名稱、用量、結構、副作用及其他性質、有效性及安全性皆非屬可實

質確認該藥品的事項，故特許法第68條之2「由政令規定的許可之藥品」應解釋如

下，所述藥品，為許可記載的成分（包含有效成分及非有效成分）；所述用途，則

為許可記載的劑量、使用方法、功能及功效30。 

(3)依現行審查基準，本案依先前許可或現行許可而准予專利權期間延長所及之

範圍雖然皆是「Avastin用於治療不能治療性切除的晚期或復發性的結直腸癌」，但

二者因使用劑量及投藥間隔不同，從而在臨床上的治療分屬不同的藥物組合方案。

                                                        
30 原文：“product” in Art. 68-2 is specified by “ingredients (not limited to active ingredients)”, and 

that “use” in Art. 68-2 is specified by “Dosage and Administration” and “efficacy, and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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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許廳雖然主張本案據以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的請求項，並未記載使用劑量及投藥

間隔，其應為專利權人認為非屬本案的技術特徵而不予記載，故在解釋「依藥事法

取得之許可得以解除政令之禁止而實施發明專利的行為」時，不須加以考量。惟此

觀點並不正確，蓋請求項記載的技術特徵越少雖然代表所請的專利範圍就越廣泛，

但此不代表請求項未記載的事項就與專利的技術概念無關。 

(4)在本案例，先前許可記載為「Avastin用於治療不能治療性切除的晚期或復發

性的結直腸癌，Avastin可與其他抗惡性腫瘤的藥物合併使用，以靜脈滴注給藥，每

一治療建議劑量是成人5毫克／公斤（體重）或10毫克／公斤（體重），給藥間隔

至少二週以上」，此與依現行許可記載「Avastin用於治療不能治療性切除的晚期或

復發性的結直腸癌，Avastin可與其他抗惡性腫瘤的藥物合併使用，以靜脈滴注給

藥，每一治療建議劑量是成人7.5毫克／公斤（體重），給藥間隔至少三週以上」的

內容在醫學治療上並不相當，且在判斷現行許可之取得是否為本件專利的實施依政

令規定所必須時，依先前許可而准予延長之專利權範圍是否仍在有效期間並非其直

接考量因素。雖然本案已依先前許可而准予專利權期間延長，但是本件專利依現行

許可而准予延長之專利權範圍與其依先前許可而准予延長之專利權範圍並無矛盾，

只要符合相關規定，不同專利的專利權將各依其准予延長之期間發生效力。 

(四) 最高法院判決31 

最高法院維持智財高院對特許法第67條之3第1項第1款「發明專利的實施」之

解釋，但未對特許法第68條之2「由政令規定的許可之藥品」多作說明。 

五、結 論 

專利權期間延長制度的適用雖然是各國依其政策所需而自行制定，但重要的是

在法規的解釋和論理的邏輯須相互配合一致。研讀日本一系列相關法院判決，可觀

察下列審查實務的改變，值得我國未來在修正專利權延長審查基準的審思與借鏡。 

(一)有關特許法第67條之3第1項第1款「發明專利的實施」之解釋 

特許廳一開始依政策目的將其解釋為「由許可記載的有效成分及用途所特定之

                                                        
31 Third Petty Bench of the Supreme Court 2014 (Gyo-Hi) No.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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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之製造、販售等行為；其後因智財高院、最高法院的拒絕適用再作「以許可

該當於發明專利技術特徵之所有記載事項而特定的藥品」之製造、販售等行為的第

二次修正。惟智財高院仍不認同該等內容，繼而作出「由許可記載的成分（包含有

效成分及非有效成分）、用量、劑量、使用方法、功能及功效所特定之藥品」之製

造、販售等行為的解釋，可得現今趨勢法院是偏向於依業界實務觀點來解釋法條內

容。 

(二)雖然本案的請求項未記載使用劑量及投藥間隔，兩造對於申請專利權期間

延長的專利已落入據以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之專利權範圍亦無爭議，但法院在判斷

本件專利依先前許可及現行許可所得准予延長的範圍時，只是以先前許可與現行許

可所記載之實質可確定該藥品的特定事項來進行比對32，此種作法是否允當仍有爭

議。 

(三)依據智財高院Bevacizumab案例之判決，只要現行許可記載的成分（包含有

效成分及非有效成分）、用量、使用方法、劑量、功能及功效，其中之一者與先前

許可的記載不同，則專利可再依現行許可取得專利權期間延長。但在解釋特許法第

68條之2「由政令規定的許可之藥品」時，又以許可記載的成分（包含有效成分及

非有效成分）、劑量、使用方法、功能及功效作判斷標準。因二者標準不一，且最

高法院對此並未多作說明，則未來將造成何種適用上的爭議，仍待後續觀察。 

(四)目前特許廳已宣布依據最高法院判決結果，將再一次修正相關審查基準內

容，並預計在2016年春天發布修正內容。可預見的是，未來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之

專利將更容易獲准，但法院對於准予延長後之專利權範圍亦及於該技術領域具有通

常知識者所能認知該藥品之等同物或實質相同物應如何適用，並無相關論述，此部

分理論仍待後續判決內容的補充與建立。 

 

                                                        
32 本案兩造對於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的專利落入據以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之專利權範圍並無爭

議原文：It is not considered appropriate to compare both approvals based on examination matters 
that are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medicine’s substantial identity in light of the type and subject 
matter of the patented invention, for which the patent term extension is at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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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美國專利耗盡恐將生變 
——深入剖析Lexmark案法院之友意見與 

CAFC全院聯席審理過程 

陳奕之* 

壹、前 言 

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於

2015年10月2日全院聯席審理Lexmark v. Impression Product乙案1，考量本案涉及專

利權人於美國境外販賣專利物，以及專利權人於販賣時限制消費者於使用完專利物

後，僅可拋棄或交還由專利權人進行回收與修復，故此次審理係就該院於4月依職

權提起之全院聯席審理（Sua Sponte Hearing En Banc），針對美國專利耗盡原則之

適用的兩個法律爭議，且皆係以考量是否廢棄該院判決先例之方式為之。本文以下

將介紹本案始末及其與判決先例之關聯後，並嘗試分析於法院之友意見書中與全院

審理言詞辯論時觸及之內容，再以本案對於台灣企業之影響作結。 

                                                        
DOI：10.3966/221845622016010024005 
收稿日：2015年11月27日 
* 

目前就讀政大科管與智財所（智財組），並具政大法科所之法學碩士與紐約州大（水牛城校

區）航太工程學系之工學士學位；奕之另已於2015年取得中華民國專利師執業執照。來信指

教歡迎寄至103364201@nccu.edu.tw。 
作者感謝專利師季刊匿名審查委員之審稿意見與元照出版公司師審人員之校稿建議。

 

1 See general Lexmark v. Impression Product, Case Nos. 14-1617 (Fed. Cir. 2015). 美國聯邦巡迴

上訴法院全院聯席審理言詞辯論錄音檔公開於：http://oralarguments.cafc.uscourts.gov/default. 
aspx?fl=2014-1617_1022015.mp3，最後瀏覽日：2015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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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國專利耗盡原則之現況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SCOTUS）於2008年的

Quanta案2謂：「專利權人於單次無條件的販賣專利物後，其對該物得主張之專利權

即已耗盡，並無從於嗣後再嘗試對該物進行限制3」之後，下級法院皆嘗試於相關案

件中，揣摩此見解的適用，惟Quanta案卻未明確廢棄於此前已存在的Mallinckrodt

案4——專利權人得於販賣專利物時限制使用次數，或延伸至得否進行有條件之販賣

以避免該原則之適用，此外，Quanta案亦未清楚交代其所稱之耗盡有無地域限制，

致每當案件觸及相關議題時，下級法院大多仍舊以對專利法具有專屬管轄權的

CAFC之見解為依歸，因此Jazz Photo案、Benun案、Ninestar案等一連串對於專利耗

盡採國內耗盡見解的相關案件 5便常被其他案件參考，直到SCOTUS於2013年的

Kirtsaeng案6將美國著作權法帶向國際耗盡後，CAFC才開始有法官以此見解為據，

復參照SCOTUS於1984年於Sony案 7之教示——基於專利與著作權之歷史同源性

（historical kinship），故宜於類似情形為相當之法律適用，因而於LifeScan案8與

Helferich案9中，開始採取專利耗盡無地域限制之見解。 

                                                        
2 Quanta Computer v. LG Electronics, 553 U.S. 617 (2008). 
3 See id. at 626 (“The right to vend is exhausted by a single, unconditional sale, the article sold being 

thereby carried out-side the monopoly of the patent law and rendered free of every restriction which 
the vendor may attempt to put upon it.”). 

4 Mallinckrodt, Inc. v. Medipart, Inc., 976 F.2d 700 (Fed. Cir. 1992). 
5 See Jazz Photo Corp. v. ITC, 264 F.3d 1094 (Fed. Cir. 2001); Fujifilm Corp. v. Benun, 605 F.3d 

1366 (Fed. Cir. 2010); Ninestar Tech. Co. v. ITC, 667 F.3d 1373 (Fed. Cir. 2012). 
6 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 133 S. Ct. 1351 (2013). 
7 See 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464 U.S. 417, 439 (1984) (“The closest 

analogy is provided by the patent law cases to which it is appropriate to refer because of the historic 
kinship between patent law and copyright law.). 

8 LifeScan Scotland Ltd. v. Shasta Techs., LLC, 734 F.3d 1361 (Fed. Cir. 2013). 
9 Helferich Patent Licensing, LLC v. New York Times Co., 778 F.3d 1293 (Fed. Ci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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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案始末 

Lexmark是全球相當著名的印表機廠商，其除了販賣印表機外，另一項主要營

收來自於販賣印表機使用之碳粉匣；Lexmark提供消費者兩種型式之碳粉匣可選

擇，其一為以原價販賣之標準可重覆填充型式；另一種則是價格約為八折，但無法

重覆填充，僅可使用一次之型式，並要求消費者使用完後僅可選擇拋棄或將空碳粉

匣交給Lexmark或其經銷商10。Lexmark為避免競爭對手回收後者型式之碳粉匣，自

行填充調色劑後，再販賣予消費者再次利用，故於碳粉匣與印表機內皆設計相關晶

片，作為管理措施，其一為控制印表機功能之「印表機應用程式」（Printer Engine 

Program），其二則為偵測原廠調色劑剩餘量之「調色劑感測程式」（Toner 

Loading Program），並設置「訊息認證碼」（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認證

不通過，則無法使用印表機，且於不同國家分別購買的印表機與碳粉匣亦可能不相

容；市場上包含Impression Product在內的二手碳粉匣競爭者為規避Lexmark對後者

型式之碳粉匣所為之管理措施，遂設計得模擬Lexmark執行認證程序之晶片，使已

使用過之Lexmark碳粉匣能夠重覆填充並販賣予消費者11。 

Lexmark得知此訊息，並發現部分競爭者僅回收美國售出之空碳粉匣，但卻有

競爭者利用Lexmark的差別訂價策略，輾轉進口海外售出之空碳粉匣至美國後，再

行填充並販賣，遂於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及俄亥俄州南區聯邦地方法院（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Ohio，下稱「地方法院」）大規模的對各競爭者提起訴訟，其除了成功於ITC取得

對不特定多數人就侵害系爭專利之碳粉匣的通常禁止進口令（general exclusion 

order）與對被告等的終止及禁止行為令（cease and desist order）12外，Lexmark於地

                                                        
10 See Lexmark Intern., Inc. v. Ink Technologies Printer Supplies, LLC, Slip Op. at 1-2 (S.D. Ohio, 

2014); See also Lexmark Response Brief, at 5-6, Lexmark v. Impression Product, Case Nos. 14-
1617, ECF Nos. 240 (Fed. Cir., Aug. 12, 2015). 

11 See Lexmark Response Brief, at 6-8, Lexmark v. Impression Product, Case Nos. 14-1617, ECF 
Nos. 240 (Fed. Cir., Aug. 12, 2015); See also Lexmark Intern., Inc. v. Static Control Components, 
Inc., 253 F. Supp. 2d 943, 948-50 (E.D. Ky., 2003). 

12 See In the Matter of CERTAIN TONER CARTRIDGES AND COMPONENTS THEREOF: NOTICE OF 

COMMISSION FINAL DETERMINATION OF VIOLATION OF SECTION 337; TERMINA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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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院亦個個擊破且逼降各被告，並陸續於2010年12月9日至2014年4月29日間分別

達成和解，最後僅剩Impression Product寧死不屈，奮戰到底13。 

就海外售出之碳粉匣，Impression Product主張Lexmark於第一次銷售時即已取

得對價，故不得就該物後續進口、修復與再販賣等行為，再主張權利並要求二次對

價，縱使此主張與既存的Jazz Photo案之見解相駁，但Impression Product復主張此見

解已被Kirtsaeng案所推翻，惟此並未被地方法院所採納；而針對於美國售出之碳粉

匣，Impression Product主張即便Lexmark於銷售時明確以契約表示相關使用限制，

但仍舊無法排除專利權之耗盡，雖然此主張又與既存的Mallinckrodt案之見解相駁，

然而Impression Product則嘗試提出此見解亦已被Quanta案推翻，而此主張則為地方

法院所採納；地方法院最後於2014年6月24日作出Impression Product部分侵權、部分

未侵權之判決14。 

雙方分別於2014年6月26日與27日15上訴至CAFC，本案由Sharon Prost院長與

Haldane Mayer法官和Kathleen O’Malley法官等三位法官所組成之合議庭審理了約半

年餘，並已於2015年3月6日進行言詞辯論16，但法官們似乎認為雙方主張皆言之成

理，且所涉之爭議可能並非表面所見之平凡，最後由多數法官作成依職權進行全院

聯席審理之決定17，本案業已於2015年10月2日進行聯席審理之言詞辯論；CAFC於

                                                                                                                                                        
INVESTIGATION; ISSUANCE OF GENERAL EXCLUSION ORDER AND CEASE AND DESIST ORDERS, 
Investigation Nos. 337-TA-740 (ITC, Sept. 27, 2011). 完整資料公開於：http://www.lexmark. 
com/en_US/documents/GEO-ITC-Decision.pdf，最後瀏覽日：2015年10月12日。 

13 See general Case Docket, Lexmark v. Impression Product, Case Nos. 1:10-cv-00564-MRB, ECF 
Nos. 85-651 (S.D. Ohio, 2014). 

14 See Lexmark Intern., Inc. v. Ink Technologies Printer Supplies, LLC, 9 F. Supp. 3d 830, 832-38 
(S.D. Ohio, 2014); See also Lexmark Response Brief at 8-9, Lexmark v. Impression Product, Case 
Nos. 14-1617, ECF Nos. 240 (Fed. Cir., Aug. 12, 2015); Stipulated Final Judgment, Lexmark v. 
Impression Product, Case Nos. 1:10-cv-00564, ECF Nos. 670 (S.D. Ohio, June 24, 2014). 

15 NOA by Defendant Impression Product, Lexmark v. Impression Product, Case Nos. 1:10-cv-00564, 
ECF Nos. 671 (S.D. Ohio, June 26, 2014); NOA by Plaintiff Lexmark Int’l, Lexmark v. Impression 
Product, Case Nos. 1:10-cv-00564, ECF Nos. 671 (S.D. Ohio, June 27, 2014). 

16 Lexmark v. Impression Product, Case Nos. 14-1617, ECF Nos. 75 (Fed. Cir., Mar. 6, 2015). 完整

言 詞 辯 論 錄 音 檔 公 開 於 ： http://oralarguments.cafc.uscourts.gov/default.aspx?fl=2014-
1617.mp3，最後瀏覽日：2015年10月8日。 

17 Lexmark v. Impression Product, Case Nos. 14-1617, ECF Nos. 83 (Fed. Cir., Apr. 1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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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席審理之決定中提出兩個問題：前者為參照SCOTUS於Kirtsaeng案的見解，是否

應將CAFC於Jazz Photo案的見解廢棄18？後者則為參照SCOTUS於Quanta案的見

解，是否應將CAFC於Mallinckrodt案的見解廢棄19？CAFC要求雙方當事人重新提出

書狀，並邀請產、官、學各相關利害關係人提出法院之友意見書（Amicus 

Brief），針對該院兩筆相關判決先例是否應予以廢棄表示意見。該二問題背後所隱

含的實質議題將決定：其一，美國專利法走向國際耗盡與否；其二，附條件販賣專

利物能否避免專利耗盡。於法定時間內，除雙方當事人的書狀外，CAFC共收到33

份來自四面八方的法院之友意見書，結構可分為美國司法部、大學教授（如

Margreth Barrett與Frederick Abbott教授、Theodore Field教授、Mark Lemley等24位教

授聯署）、律師公會與產業公會和非營利機構〔如美國智慧財產權法律師公會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ssociation）、紐約智慧財產權法律師公會

（ New York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ssociation ） 、 生 物 科 技 產 業 組 織

（ Biotechnology Industry Organization ） 、 美 國 藥 品 研 究 及 製 造 商 協 會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 PhRMA）、電子前哨基金

會（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國際技術授權主管總會 —— 美加分會

（Licensing Executives Society (U.S.A. and Canada)）〕，及各大企業（如杜比、

HTC、InterDigital、Intel與LG和Google等11家大型集團聯署、Nokia、高通、德州

                                                        
18 See supra note 16, at 2 (“The case involves certain sales, made abroad, of articles pate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light of 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 133 S. Ct. 1351 (2012), should this 

court overrule Jazz Photo Corp. v.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264 F. 3d 1094 (Fed. Cir. 

2001), to the extent it ruled that a sale of a patented ite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gives rise 

to United States patent exhaustion.”). 
19 See supra note 16, at 2-3 (“The case involves (i) sales of patented articles to end users under a 

restriction that they use the articles once and then return them and (ii) sales of the same patented 

articles to resellers under a restriction that resales take place un-der the single-use-and-return 

restriction. Do any of those sales give rise to patent exhaustion? In light of Quanta Computer, Inc. 

v. LG Electronics, Inc., 553 U.S. 617 (2008), should this court overrule Mallinckrodt, Inc. v. 

Medipart, Inc., 976 F.2d 700 (Fed. Cir. 1992), to the extent it ruled that a sale of a patented article, 

when the sale is made under a restriction that is otherwise lawful an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patent 

grant, does not give rise to patent exhau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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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20。 

肆、法院之友的意見 

CAFC並未要求法院之友就兩個問題皆須表示意見，因此有不少法院之友，特

別是各大企業與產業公會僅針對與其利害關係較為切身者回答，此由法院之友在意

見書中，對CAFC於本案決定將對其造成哪些影響之說明可以見得；在閱讀完所有

的法院之友意見書後，筆者針對此二議題皆可分別概括的整理與歸納出七個爭點。 

就參照SCOTUS於Kirtsaeng案的見解，是否應廢棄Jazz Photo案的見解此一議

題，大致可分為：一、「第一次銷售原則」有無地域限制；二、著作權法於專利案

件類推適用之妥適性；三、Kirtsaeng案的見解係基於追尋法律原則或單純詮釋著作

權法；四、其他相關判決先例；五、相關決定應屬司法權限或立法權限；六、公共

利益之影響；七、專利法與契約法之競合；而就參照SCOTUS於Quanta案的見解，

是否應廢棄Mallinckrodt案的見解之議題，則可分為：一、不同限制條件下之專利耗

盡；二、其他相關判決先例；三、須具備「許可」（authorized）與「無條件」

（unconditional）雙要件或僅須前者即可；四、Mallinckrodt案是否錯誤的解讀相關

判決先例；五、SCOTUS未於Quanta案廢棄或修正Mallinckrodt案的見解是否代表默

許此見解；六、公共利益之影響；七、專利法與契約法之競合。 

第一議題的爭點在眾人云云下，顯而易見的，主張之立場必然正反皆有，筆者

茲不一一贅述，舉凡主張Jazz Photo案的見解應於廢棄者，泰半係基於專利權人已於

第一次銷售時獲得應有之對價，故專利權已耗盡，除非當事人另以契約約定，否則

不應於該物後續流入美國市場時，再行請求二次報酬，而反方立場則係強調差別訂

價之重要性，及其對於以低價提供特定種類產品於未開發或開發中國家之公共利

益，即便利用契約亦能夠間接達到相同效果，但契約僅足以拘束締約當事人，不若

專利法具有以一抵眾之效力，不僅造成保護不足的問題，且亦將無謂提升確定當事

人及簽訂契約之交易成本。 

                                                        
20 See general Case Docket, Lexmark v. Impression Product, Case Nos. 14-1617, ECF Nos. 99-318 

(Fed. Ci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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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有趣者，PhRMA於其法院之友意見書，透過美國法中的「治外法權禁止原

則」（presumption against extraterritoriality）為據，主張縱使著作權法的「第一次銷

售原則」與專利法的「權利耗盡原則」有其歷史同源性，但考量美國著作權法能夠

打擊於海外所非法重製的著作物，而美國專利法卻無相同效力，反推權利耗盡原則

於專利案件中應限縮適用21；其另主張，SCOTUS於Kirtsaeng案係處理著作權法對

於「合 法 『製造 』 」（ lawfully made ） 定義的 「 解釋成 文 法」（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問題，故於專利案件中的「銷售」（sale）在「判例法」（ judicial 

created doctrine）下之情形，考量其問題類型與所涉及之權能皆不相同，自不宜類

推適用22。 

對於PhRMA之看法，筆者認為似乎存有若干瑕疵，其主張美國著作權法具有美

國專利法不能比擬之效力，但事實上與美國著作權法賦予著作權人之保護相當，專

利權人得針對海外非法製造的專利物，於其實際進入或有進入美國之餘時，依美國

專利法第271條主張權利，且著作權人亦無法於他國，直接依美國著作權法主張權

利，其充其量僅係基於著作權採創作保護主義，故無須申請即可直接依各國之著作

權法主張權利，但專利卻必須逐國申請與經過審查後，始能取得保護。至於其另外

提出Kirtsaeng案處理之權能類型與本案不同，因而不宜予以比擬之看法，則更令人

相當費解，原因在於SCOTUS於Kirtsaeng案之判決已明確的指出第一次銷售原則適

用於海外合法重製之著作物，故即便所涉權能不同，似乎亦不影響該見解於本案之

                                                        
21 See PhRMA Brief, at 14, Lexmark v. Impression Product, Case Nos. 14-1617, ECF Nos. 289 (Fed. 

Cir., Aug. 19, 2015) (“[Kirtsaeng] Court also based its holding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ting [‘]that the American Copyright Act is applicable to all pirated copies, 
including those printed overseas. ….[‘] … Patent law has no such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 
[B]ecause patent rights are national, the patent law’s presumption against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is particularly strong.”). 

22 See PhRMA Brief, at 7-8, Lexmark v. Impression Product, Case Nos. 14-1617, ECF Nos. 289 (Fed. 
Cir., Aug. 19, 2015) (“[T]he Court focused on the location of manufacture, rather than the location 
of an authorized sale. In contrast, the conduct at issue for purposes of the judicially created doctrine 
of patent exhaustion is not making but rather selling. Quanta Computer, Inc. v. LG Elecs., Inc., 553 
U.S. 617, 636 (2008) ([‘]Exhaustion is triggered only by a sale authorized by the patent holder.[‘]). 
Within the [‘]bundle of rights[‘] granted by a patent, the right to sell is distinct from the right to 
manuf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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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價值23。 

第二議題之情況與第一議題相似，正反立場於各爭點皆有，較為有趣之部分，

在於SCOTUS未於Quanta案廢棄或修正Mallinckrodt案的見解，是否代表已默許此見

解此一爭點，許多法院之友指出有許多Quanta案的法院之友意見書皆明確提及

Mallinckrodt案，但SCOTUS卻置之不理，代表SCOTUS已默許此見解；然而，醫療

器材再生協會（Association of Medical Device Reprocessors）卻於其法院之友意見書

中，提出相當有力之反駁，表示SCOTUS之所以未論及Mallinckrodt案，一方面是基

於雙方皆未要求，甚至是John Stevens大法官於言詞辯論，再次詢間LG的律師時，

LG的律師亦明確表示其放棄且不認為有必要就Mallinckrodt案之相關主張進行爭

執24。 

伍、言詞辯論內容25 

雙方於言詞辯論各有30分鐘的時間，但在言詞辯論前，雙方皆同意讓出部分時

間，由支持他們的法院之友進行陳述，被告也就是上訴人Impression Product將10分

                                                        
23 See 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 133 S. Ct. 1351, 1355-56 (2013) (“In our view, … We 

hold that the [‘]first  sale[‘] doctrine applies to copies of a copyrighted work lawfully made 
abroad.”). 

24 See Asso. of Medical Device Reprocessors Brief, at 21-22, Lexmark v. Impression Product, Case 
Nos. 14-1617, ECF Nos. 289 (Fed. Cir., Aug. 19, 2015) (“[T]he Supreme Court did not address 
Mallinckrodt because neither of the parties ultimately asked it to do so. The former Deputy 
Solicitor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 believes that after viewing the briefs filed by Quanta and 
various amici, LGE simply chose not to defend the judgment below based on Mallinckrodt. See, 
e.g., Thomas G. Hungar, Observations Regarding the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in Quanta 
Computer, Inc. v. LG Electronics, Inc., IDEA—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Review, Vol. 49, No. 
4 (June 7, 2009) at 30 … At oral argument, Justice Stevens specifically asked LGE’s counsel: [‘]Q: 
Am I correct in understanding that you do not defend the Mallinckrodt decision? A: I do not defend 
the Mallinckrodt decision, Justice Stevens, and clearly I don’t believe I have to.[‘]”). 

25 整理自言詞辯論錄音檔。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全院聯席審理言詞辯論錄音檔公開於：

http://oralarguments.cafc.uscourts.gov/default.aspx?fl=2014-1617_1022015.mp3，最後瀏覽日：

2015年10月5日。 



116  

專利師︱第二十四期︱2016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鐘分給由Intel與LG和Google等11家大型集團聯署提出的法院之友26，而被上訴人

Lexmark則是分5分鐘予生物科技產業組織27；除了雙方當事人及其法院之友，美國

司法部亦代表政府進行10分鐘的陳述28。 

言詞辯論之日，CAFC的12位法官皆有參與，因此過程相當激烈，首先由

Impression Product進行陳述，接著由其法院之友上場，並將所剩時間保留至最後詰

辯所用，被告即上訴人陳述完後，由美國司法部代表美國政府提出其立場，之後則

由Lexmark及其法院之友分別提出看法，最後由Impression Product進行詰辯；辯論

過程中，多位法官分別就不同議題提出質疑。 

觸及的議題有相當多，較有趣的至少包括產品的販賣是否包含默示授權、專利

權人自行販賣與授權他人販賣之區別、專利法與契約法之互動、推翻Mallinckrodt案

的見解可能帶來的公共衛生疑慮、倘若專利權人在國外未進行專利布局是否與其在

多個國家進行布局會有不同結論、Lexmark要求消費者僅得將使用後的碳粉匣拋棄

或交由經銷商之實質意涵是否與租賃行為相當、差別訂價對於生物科技產品的重要

性、法律安定性等。 

Impression Product表示產品一旦係「合法」（authorized）販賣，專利權人將喪

失對該物可主張之專利權（“Once you have the sale that is authorized, I think that is the 

end.”），其強調於專利法下，授權與販賣的不同在於專利權人得附條件進行授權，

但不得附條件的販賣專利物，故自然無默示授權之可能（“Condition in license is ok, 

condition on sale is not, title transferred has no implied license.”）。就此，Lexmark堅

持授權與販賣並無不同，且不僅應探究販賣是否合法，而是到底販賣了哪些「權

能」（“It’s an authorize sale, the question is authorize sale of what.”），其說明

Lexmark之所以對可否重覆填充之碳粉匣有不同訂價，即是允許消費者不必就不需

                                                        
26 Response to oral argument order from the Amici Curiae Dell Inc. et al., Lexmark v. Impression 

Product, Case Nos. 14-1617, ECF Nos. 332 (Fed. Cir., Sept. 22, 2015). 
27 Response to oral argument order from the Amici Curia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Org. and CropLife 

Int’l, Lexmark v. Impression Product, Case Nos. 14-1617, ECF Nos. 334 (Fed. Cir., Sept. 24, 
2015). 

28 ORDER filed granting motion to allow argument and granting motion for time for additional time 
at oral argument filed by Amicus Curiae US, Lexmark v. Impression Product, Case Nos. 14-1617, 
ECF Nos. 320 (Fed. Cir., Sept. 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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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權能支付對價；然而，當法官追問若Lexmark未就不同型式進行差別訂價，則

能否仍舊進行權利的限制時，Lexmark卻又說理論上可行，似乎使其主張之依據失

去正當性。 

有趣的是，Lexmark卻主張即使CAFC推翻Mallinckrodt案見解之決定，仍不影

響SCOTUS於General Talking Pictures案的見解 29；換言之，假若CAFC認為由

Lexmark所販賣之碳粉匣，不論如何限制，專利皆必然耗盡，Lexmark仍然可透過附

條件授權第三方製造與販賣碳粉匣予「僅使用一次的消費者」，基於被授權人無法

提供其未被授予之權能（“Licensee cannot convey more than what he has.”），因此販

賣碳粉匣予「擬使用多次的消費者」將屬於「未合法的」（unauthorized）販賣，故

不僅無專利耗盡之可能，且為專利侵害之行為。法官似乎能理解Lexmark之主張將

造成的不合理現象，亦不認為美國專利法能夠如此輕易而迂迴的被規避，但卻未能

及時得出其他有效對策；筆者猜測法官們不會對此問題置之不理，較可能的結論或

許是對於General Talking Pictures案的見解提出不同的解讀，使Lexmark之主張無法

成立，至於實際結果，只能等待聯席法官屆時於判決書中如何表示。 

對於擔憂專利遭弱化，故而支持維持原判決先例之法院之友， Impression 

Product表示縱使當事人間無法以契約避免專利耗盡，惟亦未排除其依契約法得主張

之權利；換言之，產品的販賣僅使專利權人無法就該物再主張專利權，但仍舊得依

其他合法的途徑主張權利，例如訂定包含實質專利內涵之契約，約定倘若消費者之

後將該物再販賣至特定市場，則須賠償專利權人於該市場所失之利益，至於該約定

是否有效且能夠被執行，則應受到契約法之拘束，而與專利法無涉。 

就推翻Mallinckrodt案見解隱含的公共衛生疑慮，Impression Product之主張與其

對專利法與契約法之互動相似，面對法官質疑是否得透過較簡單之方式處理，否則

將可能造成未來交易契約變得冗長且相當複雜（“We need a straightforward rule, so 

don’t have to do 50 page contract all the time.”），Impression Product則表示以單一法

律處理所有相關的問題，不僅有其困難度，且應釐清得透過專利法主張權利之界限

                                                        
29 Gen. Talking Pictures Corp. v. W. Elec. Co., 304 U.S. 175, 177-82 (1938).（本案涉及專利權人授

權他人製造不同型號之擴大機，其中部分型號可出售予任何消費者，而其他型號可出售予家

用消費者；然而，被授權人與若干消費者明知授權限制之存在，卻故意基於商業用途，購買

家用型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後認定該專利授權所包含之限制為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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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also true we not confuse when to enforce patent right.”），於藉由專利法進行管

制 未 必 適 當 之 情 形 ， 自 應 由 美 國 食 品 藥 品 管 理 局 （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另訂相關法令限制醫療器材的重複使用較為妥適。 

Lexmark的法院之友主張差別訂價對於部分產業有其重要性，倘若專利耗盡原

則擴大適用，將造成有心人士於開發中國家以較低價格購買專利物後，出口至相同

物品但售價較高的國家，此種套利行為，勢必迫使專利權人提高該物於開發中國家

之售價，以藥物為例，將使開發中國家人民無法負擔藥物，對公共利益有不利影

響；縱使法官可理解，但似乎對以專利為手段之妥適性抱持保留之態度，而

Impression Product則仍表示應由FDA或相關主管機關訂定相關法令或以契約限制，

基於公共利益而有差別訂價之物品的進出口。 

數位法官、美國政府及雙方當事人針對專利權人國際布局程度對於專利耗盡原

則之適用則有不同看法，美國政府認為美國專利之各項權能不可分開耗盡，惟專利

權人可明確標示保留於其他國家之專利權（“Can’t slice and dice the U.S. patent right, 

but your U.S. patent right is divisible from foreign right if otherwise is expressly 

conveyed.”），否則消費者即得假設專利權人已自願耗盡對該物可能主張之他國專

利（“If silence, consumer get to assume all rights are exhausted.”），而Impression 

Product則抱持專利權人相同，則其於所有國家之相同專利皆於初次販賣時耗盡；就

美國政府的說法，Lexmark及其法院之友則主張除非係專利權人明確標示放棄他國

權利，否則將僅耗盡該國專利（“Even if you have foreign patent, if you sell a product 

abroad, it only exhaust that foreign right.”），縱使法官未明確表示其是否支持

Impression Product之主張，但由其一方面質疑美國政府對於「權能」與「地域」持

不同立場之理由何在；另一方面質疑Lexmark及其法院之友對於提供明確標示，對

消費者善盡告知義務究竟有何困難，而Lexmark及其法院之友卻仍以供應鏈複雜搪

塞之情形，似乎可合理推測法院最後傾向Impression Product之可能性不低。 

針對法官對Lexmark的販賣方式與租賃有何實質差異之疑問，Lexmark則以租賃

代表消費者負有歸還義務，但Lexmark並未限制消費者選擇拋棄的自由，僅要求若

消費者欲回收使用後的碳粉匣，則僅得將其交由經銷商。 

最後，Lexmark提出Jazz Photo案之判決先例已維持15年之久，故不應於欠缺正

當理由將其廢棄，而Impression Product一方面表示已論及之議題皆有其正當性；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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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則由判例法創造專利耗盡原則之起源出發，並舉出其他長達百餘年的判決先

例，以顯示15年明顯不成比例。 

陸、結 論 

由整個辯論過程看來，Impression Product就大部分爭點，除表示現狀之不妥

外，亦提出可能之對策，反觀Lexmark則不斷強調維持現狀之重要性，筆者認為

CAFC提出欲檢討的兩個判決先例皆獲得多數法官支持廢棄的機率應較高；即便如

此，法官們對於專利法與契約法之互動、交易成本與效率、公共衛生疑慮等不同因

素，恐怕亦不容易達成無歧異的共識，故應會有不少法官就其觀點分別提出協同與

不同意見書，且本案更涉及了對SCOTUS於Kirtsaeng案、Quanta案與General Talking 

Pictures案判決先例之詮釋，能否得到SCOTUS之肯定，全案最後是否會獲得該院之

上訴許可令（writ of certiorari），皆相當值得我們持續關注，並拭目以待。 

考量台灣仍有相當多企業係以代工為其主要業務，且有不少關鍵零組件仍是由

上游廠商提供，即便授權製造亦多有所限制，縱使廣達在2008年可謂打了一場漂亮

的勝仗，但Quanta案的判決卻也留下了不少疑竇，因此本案之重要性即為權利耗盡

原則在美國適用之釐清或補充。應注意者，即便是主張專利耗盡原則應採取較擴大

解讀的Impression Product，仍表示應以契約進行必要之限制；換言之，假設CAFC

作出對於Impression Product有利之判決，恐怕仍將無法避免專利權人以契約方式拘

束被授權人、下游客戶及消費者，並於專利耗盡而無法主張專利侵害之損害賠償

時，改向被授權人主張違約之損害賠償，相關約款能否符合「合理原則」（rule of 

thumb），而禁得起契約法與競爭法之檢視，台灣廠商於整個產業價值鏈中又能否

全身而退，則將仍舊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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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判字第559號 

裁判要旨 

 

 

【專利法】 
【裁判日期】104年9月24日 

【裁判要旨】 

緣上訴人德○有限公司（下稱德○公司）前於民國94年8月1日以「牙籤刷結構

改良」向上訴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申請新型專利（申請專利範圍計

5項，嗣更正為4項），經其編為第94213042號進行形式審查，於95年1月1日准予專

利，發給新型第M284358號專利證書（下稱系爭專利）。嗣被上訴人以系爭專利違

反核准時即92年2月6日修正公布，93年7月1日施行之專利法（下稱核准時專利法）

第94條第1項第1款及第4項規定，不符新型專利要件，對之提起舉發，經上訴人智

慧局於103年2月21日以(103)智專三(三)05077字第1032022812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

「請求項1至4舉發不成立」處分（下稱原處分）。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經

濟部同年6月18日經訴字第10306105650號決定書駁回，遂向智慧財產法院（下稱原

審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法院以103年度行專訴字第69號行政判決撤銷訴願

決定及原處分，認上訴人智慧局應依原審判決之法律見解另為處分，上訴人德○公

司不服，乃提起本件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按，原

審法院以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4款方式裁判，雖於原判決主文第3項併諭知被上訴

人其餘之訴駁回，然因其係單一課予義務訴訟事件之裁判，在事物本質上仍屬單一

裁判權之行使，而具有裁判上不可分之性質，故上訴人對此裁判方式其中不利於己

部分《即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命上訴人智慧局應另為適法之處分》提起上訴

時，其上訴之效力均應及於全部）。 

最高行政法院得心證理由：證據8、9、10之組合係被上訴人於原審訴訟階段中

始提出之新證據，上訴人無法及時於上訴人智慧局舉發審查階段斟酌是否為申請專

利範圍之更正，上訴人智慧局亦未及就被上訴人於行政訴訟時所提之新證據即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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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0之組合予以審酌，且102年1月1日修正施行之專利法第73條第2項、第79條

第2項既已改採專利請求項逐項准駁原則，乃認為本件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將案件回復舉發程序，予上訴人考量是否更正申請專利範圍之機會，另上訴人智慧

局亦得因此再為逐項審定，以維護上訴人更正之程序利益，而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

處分，命上訴人智慧局應依原審判決之法律見解另為處分，同時駁回被上訴人其餘

之訴。按「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下稱審理法）第33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於行

政訴訟程序中得提出新證據。為兼顧（發明或新型）專利權人因新證據之提出未能

及時於舉發階段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提出更正之申請，專利權人於

專利舉發行政訴訟程序中自得向智慧局提出更正之申請。而依目前現制，因專利舉

發不成立而提起之行政訴訟程序，智慧局均列為被告，專利權人則為參加人，不論

當事人於行政訴訟程序中是否提出新證據，智慧局及專利權人就舉發證據均應為必

要之攻擊防禦。於有新證據提出之場合，依審理法第33條第2項規定，智慧局亦應

就新證據之主張有無理由提出答辯狀，同理，專利權人就新證據之主張有無理由，

亦應為必要之答辯，是以，就新證據之攻擊防禦而言，應無突襲之虞。故不論係基

於原舉發證據或新證據或新證據與原舉發證據之組合，於行政訴訟程序中倘經法院

適當曉諭爭點，並經當事人充分辯論，而專利權人自行判斷後，復未向法院表明已

向智慧局提出更正之申請時，依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3款及民國100年12月21日修

正公布，102年1月1日施行前之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1款或第107條第1項第1款規

定，法院審理之結果不論專利全部請求項或部分請求項舉發成立者，均得就全案撤

銷舉發不成立之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命智慧局為舉發成立、撤銷專利權之處分。」

業經本院104年4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二)在案，質言之，依據審理法第

33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於行政訴訟程序中所提出之新證據，法院均應加以審酌，

智慧局亦應就新證據為實質答辯，其性質上即屬對於新證據之審酌。而專利權人於

舉發程序中通常亦均會參與訴訟程序，倘其確已參加訴訟，就提出之新證據自亦有

答辯之機會，加以我國現行法制對於舉發不成立者，並未限定專利權人提出更正之

時機，是因應新證據之提出，專利權人倘認為有更正專利之必要，於行政訴訟程序

中亦得另向智慧局提出更正之申請，專利權人之更正權與提出新證據之舉發人（通

常為原告）兩者權利之保護並無倚輕倚重情形。本件原判決主文第3項諭知被上訴

人（即原告）其餘之訴駁回，此部分乃上訴人勝訴部分，但基於上述單一課予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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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事件具有裁判上一致性及單一裁判權之行使，而具有裁判上不可分之性質，當

將原審判決全部廢棄，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裁判。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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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1746號  

 

 

【專利法】 
【裁判日期】104年9月16日 

【裁判要旨】 

本件上訴人（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主張：伊自民國九十三年三月間起，委

由被上訴人（昆○企業社）代工伊之新型第M306462號專利權之「遮蔽裝置」等產

品（下稱系爭產品）之沖壓業務。另被上訴人廣○企業有限公司、陳○○即廣○企

業社及陳○○即昆○企業社（下稱廣○公司、廣○企業社、昆○企業社），依伊設

計圖，協助製成沖壓模具（以下合稱系爭模具）。經伊付款新台幣（下同）一千零

二十二萬一千七百五十八元購買後，由被上訴人陳○○或其指示之受僱人保管，伊

即以此占有改定方式取得系爭模具之所有權。伊就系爭模具係向被上訴人買斷，自

始取得系爭模具所有權，被上訴人負有交付系爭模具之義務。而系爭模具專供產製

系爭產品，因伊已終止與被上訴人之合作關係，被上訴人負有返還系爭模具之義務

等情。爰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規定並於原審追加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先位

求為命被上訴人分別返還系爭模具。 

最高法院得心證理由：按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當得自行決定契約之種類

及內容，達成其所欲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倘當事人間契約之性質不明，致影響法

規之適用者，法院應闡明並曉諭當事人為法律意見之陳述或主張，並依職權本於法

律確信，自為契約之定性以完成法規之適用，不受當事人所陳述法律意見之拘束。

次按所謂製造物供給契約（或工作物供給契約），乃當事人之一方以自己之材料，

製成物品供給他方，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本院五十九年台上字第一五九○號

判例參照）。此種契約之性質，究係買賣抑或承攬，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以確定

之。如當事人之意思，重在工作之完成，應定性為承攬契約；如當事人之意思，重

在財產權之移轉，即應解釋為買賣契約；兩者無所偏重或輕重不分時，則為承攬與

買賣之混合契約。本件上訴人於原審即主張伊委由被上訴人代工其享有專利之遮蔽

裝置產品之沖壓業務，及協助製成沖壓模具等，兩造間成立製造物供給契約，被上

訴人固否認上開契約存在，惟並不否認兩造有共同投資開發製造「模具組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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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由上訴人提供零件之規格圖面，交由被上訴人設計與開發製造各該零件之

「模具組立」等情事；而原審審理結果，固認兩造間並無上訴人所主張之製造物供

給契約存在，惟兩造間之上開合作契約之性質，究屬何種契約類型？應適用何種法

律關係以決定系爭模具組立之所有權歸屬？乃該契約之性質在法律上之評價，屬於

法規適用法律之職責，不受當事人所主張法律意見之拘束。原審未予闡明並曉諭當

事人為法律意見之主張、陳述，暨依職權自為契約之定性，率以兩造無上訴人主張

之製作物供給契約為由，駁回上訴人本於買賣及所有權法律關係之先位及備位之請

求，即嫌速斷。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為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據上論結，

本件上訴為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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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1986號  

 

 

【商標法】 
【裁判日期】104年10月16日 

【裁判要旨】 

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吳○○為被上訴人新○○○○○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麗○○公司）北投營業所業務員，其明知原判決附件所示之「MUGEN無限

POWER」圖樣，業經日商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商無○公司）依法註冊取得

商標權（下稱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車輛及其組件等商品，並將系爭商標授權予

伊使用，竟於民國一○一年五月十八日將有「無限MUGEN」字樣銘版之仿冒系爭

商標前包（前保險桿）等零件販售予高銘壯，並加以裝設，依商標法第七十一條第

一項第三款、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應按販賣仿冒商標商品扣除人工裝設費

用後之價格新台幣（下同）二萬七千五百元之五百倍計算，賠償伊一千三百七十五

萬元。 

最高法院得心證理由：按適用法律為法院之職責，法院應就其依卷內資料所確

定之事實，依職權尋求、發現，並就當事人具體紛爭所應遵循之規範予以適用，固

不受當事人所主張之法律見解或所陳述之法律意見之拘束。然，受訴法院所持法律

見解，倘與當事人陳述或表明者有所不同，因將影響裁判之結果，審判長自應依民

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向當事人發問或曉諭，令其為必要

之法律上陳述，以利當事人為充分之攻擊防禦及為適當完全之辯論。否則，遽行作

為判決之基礎，致生突襲性裁判之結果，其訴訟程序即有重大瑕疵，而基此所為之

判決，亦屬違背法令。查上訴人主張吳○○侵權行為時之商標法第六十九條（已刪

除）僅規定：依第三十三條規定，經授權使用商標者，其使用權受有侵害時，準用

本章（第七章）之規定，而斯時商標法第三十三條就商標授權並無專屬授權與非專

屬授權之分，致得準用第七章之規定，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請求者，是否以專屬

授權之被授權人為限，尚不明確。原審就此攸關判斷上訴人得否請求本件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之重要法律爭點，未為適當闡明，令上訴人為必要之陳述及聲明證據，並

曉諭兩造為完全之辯論，逕以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其已取得系爭商標之專屬授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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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而為其不利之判決，揆之上開說明，其訴訟程序自有重大瑕疵，基此所為之判

決，亦屬違背法令。上訴論旨，執以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據上

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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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委員會 
 

日  期 內  容 

10月2日 
下午二時於公會會議室由秘書處與本會委任會計師召開101至103年度會

計查核報告會議。 

10月8日 中午十二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第二屆第五次會議。 

10月15日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電子報第004期發行。 

10月16日 

上午九時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主辦，本會與智慧財產法

院、台灣法學會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共同協辦「2015智慧財

產權理論與實務國際研討會」，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擔任第一場專題演

講之主持人、秦建譜監事擔任論文發表Section A第一場之與談人。 

10月21日 

下午二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召開「專利師及專利代理人在職進修辦法」

草案公聽會，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林景郁秘書長、涂綺玲副秘書長代

表出席。 

10月23日 

上午九時二十分智慧財產法院舉辦「顯示器玻璃面板產業相關技術之發

展、現況及未來」研討會，由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擔任主講人，本會由秦建譜監事報名參加。 

10月25日 專利師季刊第二十三期出刊。 

10月26日 
上午十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第二屆第一次監事會議，邀請本會委任會計

師就103年度查核報告書暨建議函事宜進行會談。 

會務動態與紀要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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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0月26日 

下午三時四十五分假研訓中心1108會議室，接待山東省知識產權系列專

題交流參訪團，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黃瑞賢理事、兩岸事務委員會

林發立主委、陳莞青委員、簡秀如委員代表出席。 

10月30日 

上午十時十五分假研訓中心1108會議室，接待北京市知識產權交流參訪

團，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林宗宏理事、黃瑞賢理事、兩岸事務委員會

林發立主委、陳莞青委員代表出席。 

11月4日 

下午六時三十分於研訓中心1103會議室，舉辦商標實務系列講座第三場

次，講題為：「商標近期實務案例見解分享」，由智慧財產法院彭洪英

法官擔任主講人。 

11月6日 

下午二時三十分考選部召開「研商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專

利師考試制度相關事宜」第三次會議，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與涂綺玲副

秘書長代表出席。 

11月10日 中午十二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編輯委員會第二屆第十二次會議。 

11月11日 
下午二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召開「設計專利實體審查基準」修正草案公

聽會，本會由鍾文岳理事暨設計專利實務委員會副主委代表出席。 

11月13日 

下午二時三十分時假研訓中心1103會議室，舉辦「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

兩岸事務委員會台籍大陸專利代理人服務組2015年秋季聯誼茶會」，當

天共有41人出席參與本次活動。 

11月15日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電子報第005期發行。 

11月17日 

本會與英國專利師公會（CIPA）於日本沖繩APAA 2015年會期間進行

午宴會餐，藉以延續兩會數年來的情誼。本次會餐係由CIPA宴請招

待，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閻啟泰理事暨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委、祁明輝

理事、王仁君理事、宿希成常務監事、林景郁秘書長、涂綺玲副秘書長、

歐姿漣專利師、王淑靜專利師、李協書專利師、陳啟桐專利師、楊雯芳

專利師、陳群顯專利師代表出席。 

11月20日 
中午十二時假工總十二樓第二會議室，召開第二屆第十四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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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1月23日 

下午二時智慧財產培訓學院（TIPA）假臺大法學院霖澤館，舉辦「智

慧財產人員能力認證第2次專家諮詢委員會議」，蔣大中理事長應邀代

表本會出席。 

11月26日 
上午九時三十分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召開「政府機關產業專利資料庫」會

議，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代表出席。 

11月30日 

下午二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召開「設計專利實體審查基準」修正草案公

聽會第2場次，本會由宿希成常務監事暨設計專利實務委員會主委代表

出席。 

12月2日 中午十二時假工總十二樓第二會議室，召開第二屆第一次理事會議。 

12月17日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電子報第006期發行。 

12月18日 
下午一時三十分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本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

會暨理監事選舉，並於當日下午六時舉行晚宴。 

12月18日 下午六時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召開第三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12月28日 中午十二時假研訓中心1108會議室召開第三屆第二次理事會議。 

 

 



 

 

《專利師》撰稿體例 

壹、正文 

一、文中段落號碼標寫格式順序為：壹、一、(一)、1.、(1)、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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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字第123號、釋字第1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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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日、86年台上字第123號。 

四、引用外文專有名詞、學術名詞，請翻譯成中文，文中第一次出現時附上原文即

可；如使用簡稱，第一次出現時使用全稱，並用括號說明簡稱，後續再出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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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圖片、表格分開標號，編號及標題，置於圖下、表上。 

六、引註號碼，除有特別用意外，統一置放於標點符號前。例如：……2。 

貳、引註 

一、引註以必要為限，引註應是已發表之文獻，引註未發表文獻應徵得相關著作權

人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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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前註」；如其間隔有其他引註時，則以「作者名，註X書（文），XX頁」方

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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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四分之一。 

四、大法官解釋、法條條文及行政函釋無需註明日期及出處，若非必要，請勿全文

摘錄。 



 

 

五、引註格式說明如下： 

(一)中、日文文獻 

1.專書 

作者名，書名，出版年，頁數。 

例如：顏吉承，專利說明書撰寫實務，2009年，117-118頁。 

2.專書論文 

作者名，篇名，收錄於書名，出版年，頁數。 

例如：陳佳麟，習知技術元件組合專利之均等論主張與習知技術抗辯

適用之研究，收錄於2003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

257頁。 

3.譯著 

原著，譯者，書名，出版年，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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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期刊論文 

作者名，篇名，期刊名，年月，卷期，頁數。 

例如：陳志清，企業與未實施專利實體之互動關係及因應策略（上），

專利師，2010年7月，2期，43-51頁。 

5.大法官解釋、法條 

例如：大法官釋字第645號解釋、專利法第44條。 

6.行政函釋 

例如：內政部(87)年台內地字第8673631號函。 

7.法院判決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552號判決。 

8.法院決議 

例如：最高法院91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二)其他外文文獻 

1.英文引註：請參The Bluebook引註格式。 

2.引用其他外文文獻，請依各國習慣，註明作者、論文或專書題目、論文

出處（如：期刊名、卷期數）、頁碼或邊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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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師》徵稿簡則 

一、本刊各專欄均歡迎投稿及提供資料。來稿請以中文撰稿，由左而右橫式打字，

篇幅請勿過長，專業論著每篇以5,000至20,000字為宜。請將稿件email至：

mail@twpaa.org.tw。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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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稿件如全部或主要部分已在其他刊物或將在其他刊物發表者，請勿投稿本刊。

一稿數投經查證屬實者，本刊得於二年內暫停接受該作者之投稿。 

四、來稿一經刊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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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投稿者欲撤回投稿時，若已完成編排作業者，需賠償本會損失，並經編輯委員

會同意後始得撤回。 

六、來稿發表後由本刊贈送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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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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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刊恕不接受翻譯著作。 

九、聯絡資訊： 
1.洽詢：公會秘書李苑綺小姐 02-2701-1990 分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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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