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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讓各界專家發聲的平台，《專利師》季刊一直秉持著海納百川的精

神，持續推出多元且深入的專利相關文章，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吸引更多的有志

之士在專利領域各種不同的面向貢獻所長。本期季刊內容涵蓋了從不同角度分析

專利議題的文章，包含了先申請原則之審查、設計專利保護、藥物化合物進步性

判斷、專利強度指標分析，在在都顯示了這是一個充滿了活力與創新的領域。歡

迎未來有更多的朋友支持本刊，讓我們能夠持續地為各界提供各種專利新知。 

專利師季刊第49期共收錄4篇文章，簡述如下： 

劉國讚教授所著之「從美國雙重專利判例法探討我國先申請原則之審查基

準」一文，對於美國雙重專利之歷來判決及見解進行了詳細的整理，並與我國

專利法第31條先申請原則的「相同發明」的制度相比較，並提出修改我國專利
審查基準以及國人申請美國專利的相關建議。本文對於我國後續專利審查基準

的修改以及相關專利申請實務都極具參考價值。 

徐銘夆專利高級審查官所著之「從In re: SurgiSil案論析美國設計專利新穎性
判斷實務──兼論物品與設計保護制度之關係」一文，以去年底甫出爐的In re: 
SurgiSil案出發，解析美國設計專利新穎性判斷的最新發展。作者也將美國、日
本、歐盟及我國設計專利保護制度對於物品定義、及其對實體要件和保護範圍

的影響作分析整理，提供從事設計專利實務之人，非常值得深入閱讀。 

郭廷濠專利師所著之「先導化合物分析與藥物結構顯而易見性探討」一

文，針對三種在美國上市之新藥，比較CAFC判決之見解，整理CAFC分析非顯
而易見性時之步驟，並歸納出關於藥物化學結構專利在評斷非顯而易見性時應

注意的重點，對於專利實務工作者，具有重大參考價值。 

 

 



 

 

張嘉耘先生所著之「由光達六大關鍵技術探討專利強度指標」一文，介紹

了如何運用各種專利指標來評估熱門技術持有人之技術價值，並從光達的六項

關鍵技術深入探討各種專利指標的優缺點。本文從專利分析的角度協助相關產

業之公司權衡彼此競合關係與選擇各種商業決策，對於專利從業人員以及光達

產業之公司都深具參考價值。 

感謝投稿作者對於文章品質的堅持以及對於本刊的認可，雖然本期季刊的

篇數較少，但是每一篇都凝聚了作者的智慧與寶貴經驗，希望讀者可透過這些

篇文章中精進所學，並激盪出更多關於智慧財產議題的想法跟創意，持續分享

在專利師季刊這個多元的平台上，為我國的智慧財產領域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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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從美國雙重專利判例法探討 
我國先申請原則之審查基準 

劉國讚* 

壹、前 言 

專利制度是給予發明人一段期間排除他人實施的權利，換取發明人將其技術公

開給社會大眾，藉此達到避免重複投資研發而促進產業發展之目的。一件發明只能

給予一件專利權，不能給予兩件以上專利權，在所有設有專利制度的國家都是最基

本的法理原則，我國專利法第31條也設有相同發明有二以上專利申請案時，只能就

最先申請者准予發明專利的規定。 

本文將探討一件發明只能獲得一件專利權中何謂「相同發明」之問題，在過去

文獻較少相關議題之探討。判斷兩件發明是否相同，是以界定專利權範圍的申請專

利範圍為準，申請專利範圍可以撰寫多項請求項，請求項有獨立項及附屬項。一組

獨立請求項及其附屬請求項是界定同一件發明，只是範圍大小不同。則獨立請求項

與附屬請求項分成兩案申請，兩案的範圍大小不同但有重疊的部分，是否構成「相

同發明」而只能就先申請案准予專利，將後申請案核駁不予專利？是本文所欲探討

的核心問題，本文將引用美國有關雙重專利（double patenting）的判例法探討之。 

 

                                                        
DOI：10.3966/221845622022040049001 
收稿日：2022年2月16日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教授。本文感謝科技部提供研究計畫，各種產業領域專利實體

要件之理論研究與專書撰寫，MOST110WFA251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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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目的有二：一是藉由美國判例法的研究，瞭解美國有關雙重專利的運

作實務，提供我國人申請美國專利時之參考；二是以美國判例法檢視我國專利審查

基準，是否有需要進一步調整之處。 

貳、雙重專利之法規 

雙重專利是指在同一國家有兩件相同發明在同日或先後提出專利申請，基於一

件發明只能獲得一件專利權，而只能核准其中一件申請案，另一件申請案則以雙重

專利理由不予專利。當後申請案提出申請時先申請案已經公開或公告者，則先申請

案成為後案之先前技術，此為新穎性及進步性要件的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本

文專門探討先申請案在後申請案申請前尚未公開的情況。以下先就我國與美國有關

雙重專利之法規作概要介紹。 

一、專利法與專利審查基準 

專利法第31條第1、2項有關先申請原則的規定是禁止雙重專利的法源：「相同

發明有二以上之專利申請案時，僅得就其最先申請者准予發明專利。但後申請者所

主張之優先權日早於先申請者之申請日者，不在此限。」「前項申請日、優先權日

為同日者，應通知申請人協議定之；協議不成時，均不予發明專利。其申請人為同

一人時，應通知申請人限期擇一申請；屆期未擇一申請者，均不予發明專利。」在

此所謂「相同發明」是以申請專利範圍請求項所記載為準，「相同發明，指二個以

上先、後申請案或二個以上同日申請之申請案間申請專利之發明相同；亦即，二個

以上申請案間任一請求項所載之發明相同者。」1亦即，先申請案只記載於說明書而

未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之發明，不會因專利法第31條阻擋後案取得專利。 

另外，專利法第23條還有擬制喪失新穎性的規定：「申請專利之發明，與申請

在先而在其申請後始公開或公告之發明或新型專利申請案所附說明書、申請專利範

圍或圖式載明之內容相同者，不得取得發明專利。但其申請人與申請在先之發明或

新型專利申請案之申請人相同者，不在此限。」在此規定下，先申請案記載於說明

                                                        
1 專利審查基準2021年版，2-3-33頁。 



從美國雙重專利判例法探討我國先申請原則之審查基準 3 

專利師︱第四十九期︱2022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書而未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之發明，會阻擋後案取得專利，但同一申請人並不適

用。 

擬制喪失新穎性所稱之「內容相同」是指申請專利之請求項與引證文件構成四

種情況之一：(1)完全相同，(2)差異僅在於文字之記載形式或能直接無歧異得知之技

術特徵，(3)差異僅在於相對應之技術特徵的上、下位概念，(4)差異僅在於依通常知

識即能直接置換的技術特徵。2 

其中第(3)種情況的上、下位概念，上位概念，指複數技術特徵屬於同族或同類

的總括概念，或複數技術特徵具有類似的本質的總括概念。發明包含以上位概念表

現之技術特徵者，稱為上位概念發明。下位概念，係相對於上位概念表現為下位之

具體概念。發明包含以下位概念表現之技術特徵者，稱為下位概念發明。而下位概

念發明之公開會使其所屬之上位概念發明不具新穎性，反之，上位概念發明之公開

並不影響下位概念發明之新穎性。3 

而先申請原則所稱之「相同發明」，在先後申請日的情況，準用前述擬制喪失

新穎性的四種情況。而認定同日申請之發明是否相同的方式，應再以下列方式判

斷：假設其中一申請案之發明A先申請，另一比對之申請案之發明B後申請，若認定

B發明與A發明為相同，再將其先、後申請順序倒置，即假設B為先申請A為後申

請；若再認定A發明與B發明為相同，基於前述二種相同的判斷結果，應認定該二發

明為相同；但若再認定A發明與B發明並非相同，基於前述二種不同的判斷結果，應

認定該二發明並非相同。4 

二、美國雙重專利之法規 

美國禁止雙重專利的法源是來自35 U.S.C. § 101：「任何人發明或發現任何新

的和有用的程序（process）、機器、製品或物質組合物，或其任何新的和有用的改

良，都可以獲得專利，但須符合本法的條件和要求。」一件新的和有用的發明符合

專利法規定者可以獲准專利，則一件發明不可以給兩件專利，也就是兩件專利申請

                                                        
2 同前註，2-3-13頁。 
3 同前註1，2-3-8頁。 
4 同前註1，2-3-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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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申請專利範圍所記載的發明相同者，不能重複給予專利權。 

早在1819年，美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大法官Story

解釋說，專利權人不能同時擁有同一發明的兩項有效專利權，如果他能在不同時期

為同一發明連續申請新專利，他的專有權利可以延續一個世紀……如果這個程序能

夠獲得支持，它將徹底摧毀公眾為授予專利，在原始授予中規定的期限屆滿時使用

該發明的權利5。美國最高法院多次重申禁止雙重專利，「不言而喻，在專利期滿

時，由它創造的壟斷不復存在，該專利以前所涵蓋標的之權利成為公共財產，正是

在這種情況下，專利被授予。」6 

在此要先介紹美國專利法有關專利權期間的規定，美國舊專利法規定專利權期

間是從核准公告日起17年，Story大法官是以同一發明連續申請而在不同時間核准，

而造成專利權止日往後延長的理由，禁止雙重專利。到了1994年，與貿易有關的智

慧財產權談判之烏拉圭回合協議法案（Uruguay Round Agreements Act, URAA）於

1995年6月8日生效，美國將生效日後申請專利的專利權期間改為從申請日起算20年

屆滿，這個規定現在是在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主管的與貿易

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議（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第33條。我國現行專利法規定發明專利權期限是從申請日起算20年

屆滿（專利法第52條第3項），也是1994年專利法因應TRIPS之修正，舊專利法規定

的專利權期間是從公告日起15年。 

美國最高法院並沒有解釋何謂同一發明，到了1970年代，判例法又發展出一種

「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obviousness-type double patenting），這是指兩件申請案

請求項所記載的發明雖然不相同，但只是顯而易見的變化。顯而易見變化的請求項

仍然可以獲准專利，但不允許藉此方式來延長專利權期間。 

在URAA之前，若同一申請人提出兩件申請案，後申請案請求項是已核准先申

請案的顯而易見變化，若審查時間耗時較長才核准，例如晚先申請案兩年才公告，

則後申請案的專利權期間會晚兩年才屆滿。此時，美國專利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會要求申請人提出終端除權聲明（terminal 

                                                        
5 Odiorne v. Amesgury Nail Factory, 18 F.Cas. 578,579 (1819). 
6 Singer Mfg. Co. v. June Mfg. Co., 163 U.S. 169,185 (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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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才能核准，申請人要聲明放棄超過先申請案的專利權期間，也就是和先

申請案的專利權期間同時屆滿，若申請人拒絕提出聲明，則該案會被核駁不予專

利。 

在URAA之後，專利權期間是從申請日起算，因此理論上不會因為審查時間的

差異造成專利權止日的差異。然而，美國設有調整專利權期間的制度，依據35 

U.S.C. § 154(b)，USPTO保證首次通知在14個月內，回應申請人申復在4個月內，如

果USPTO審查超過其保證的時間，則在專利核准公告時會將延宕的時間以日為單位

補給專利權人，專利公報會記載依35 U.S.C. § 154(b)調整延長的專利權日數。在此

制度下，同日申請的兩件專利，專利權止日仍有可能不同。而不同日申請的前後案

專利權止日不同，在遭到顯而易見雙重專利核駁時仍可以提出終端除權聲明的方式

來取得核准。 

美國雙重專利的爭議頗多，和其獨特的連續案制度有很大的關係。連續案

（Continuation Application, CA）是在原申請案（母案）放棄或核准前所提出的另外

一件申請案，CA案與母案說明書所揭露之內容相同，只有請求項不同。通常是在基

礎案中記載了多項技術並且多項技術未被主張在請求項中，此時可撰寫新的請求項

提出連續案。或者，基礎案在審查程序中，有部分的請求項即將或已經獲准，先將

尚待確認的請求項另申請CA案繼續審查，基礎案則保留可獲准的請求項取得專利

權。 

連續案請求項記載之發明如果和其母案在專利上有所不同或差異（distinct），

則可以獲准專利，如果無差異，則屬於雙重專利。 

參、美國雙重專利判例法 

美國有關雙重專利的規定是由法院以判例法所創設，本節收集重要判例，以時

間順序分成三個階段來介紹。第一階段是1997年以前判例法的形成，第二階段是

1998年至2010年判例法原則的爭議，第三階段是2011年以後的近期發展以及現時點

的判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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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重專利判例法的形成 

(一) 兩種類型的雙重專利 

雙重專利最基本的判例可說是1970年Vogel「延長肉製品儲存之方法」事件7、8。

這是專利申請案被USPTO審查不予專利，向訴願及牴觸委員會（Board of Patent 

Appeals and Interferences, BPAI）訴願仍被駁回，而向美國海關及專利上訴法院

（United States 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 CCPA）上訴。 

系爭申請案338,158號於1964年申請，是一種「用於長期儲存包裝肉製品的製備

方法」，被核駁的理由是基於上訴人的美國專利3,124,462號（1960年申請）構成雙

重專利。上訴的系爭請求項10記載一種延長包裝肉製品貯藏期限的方法，由許多步

驟構成，系爭請求項11則記載一種特別限於牛肉的類似方法。引證的’462專利請求

項1則是記載一種製備豬肉產品的方法。 

CCPA在判決中敘述雙重專利的法源以及兩種類型的雙重專利，第一種類型是

相同發明：                         

「關於雙重專利，需分析中的第一個問題是：相同發明是否被請求兩次？35 

U.S.C. § 101禁止就相同發明頒發兩件專利。正如我們多次說過的，這裡的『發明』

是由請求項所定義，無論是新的還是舊的，顯而易見的非顯而易見的……。『相同

發明』是指相同的申請標的。因此，由『鹵素』請求項定義的發明與由『氯』的請

求項定義的發明不同，因為前者比後者更廣泛。另一方面，請求項可以用不同的措

辭來定義相同的發明。因此，如果所有其他限制相同，則陳述『三十六英寸』長度

的請求項與陳述『三英尺』長度的請求項定義相同的發明。在確定請求項中一個詞

的含義時，可以檢查說明書……。對於『相同的發明』，一個好的測試，也可能是

唯一的客觀測試是，是否可以從字面上侵犯一項請求項，而不會從字面上侵犯另一

                                                        
7 In re Vogel, 57 C.C.P.A. 920 (1970). 
8 關於「雙重專利」的現代理解的發展始於關稅和專利上訴法院，在In re Zickendraht, 319 F.2d 

225, 138 USPQ 22 (CCPA 1963) 沒有多數意見，因為只有兩名法官支持兩種主要意見中的每

一種……。到1970年的In re Vogel案時，法院認為重述雙重專利法是合適的，這是判決此案

的良好起點。見In re Leonard KAPLAN and Wellington Epler Walker, 789 F.2d 1574, 1578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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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請求項。如果確定同一發明被要求保護兩次，則35 U.S.C. § 101禁止授予第二項

專利，無論是否存在終端除權聲明。如果同一發明沒有被請求兩次，則要提出第二

個問題。」9 

第二個問題是第二種類型的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 

「第二個分析問題是：申請中的任何請求項是否僅定義了專利中公開和要求保

護的發明的顯而易見變化（obvious variation）？在考慮該問題時，專利說明書揭露

不得用作為現有技術10。這並不意味著完全不能使用揭露內容。如上所述，在某些

情況下，它可以用作字典來學習請求項中術語的含義。也可以根據需要使用來回答

上面的第二個分析問題……。必須注意的是，對本揭露的這種使用並不違反禁止將

其用作現有技術的情況，也不是根據35 U.S.C. § 10311，因為只能審查專利中要求保

護的發明的揭露。如果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則不涉及雙重專利，無需提交

終端除權聲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則需要終端除權聲明，以防止壟斷在時間上的

不當延伸。」12 

系爭請求項10是一種延長包裝肉製品貯藏期限的方法，引證的先申請案請求項

是製備豬肉產品的方法，肉製品比豬肉廣，兩者不構成第一種類型的相同發明，但

檢視其技術內容後，系爭請求項10是顯而易見的變化，構成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

系爭請求項11則是一種特別限於牛肉的類似方法，其技術與引證的豬肉不同，並非

顯而易見變化，因此不構成雙重專利。「請求項11不僅僅定義了豬肉加工的顯而易

見變化，與豬肉有關的特定時間和溫度注意事項可能不適用於牛肉，記錄中沒有任

何跡象表明兩種肉的腐爛特徵相似。因此，請求項11不存在任何類型的雙重專利情

況。」13 

CCPA在1970年以35 U.S.C. § 101及前揭最高法院判例為法源，將最高法院所述

的同一發明細分成兩種類型，並且禁止兩種類型的雙重專利。第一種相同發明的雙

                                                        
9 Id. at 924. 
10 In re Boylan; In re Aldrich，398 F.2d 855, 55 CCPA 1431 (1968). 
11 35 U.S.C. § 103是進步性的規定，先申請案在後申請案申請前若尚未公告，不能作為後案先

前技術引證。 
12 Id. at 925. 
13 Id. at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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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專利很罕見，也無太多爭議，後續案例幾乎都是顯而易見型的雙重專利。 

(二) 單向測試與雙向測試 

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是指兩件專利請求項所記載的申請標的雖然不構成相同發

明，但其中一件只是另一件的顯而易見變化。何種情況是顯而易見變化，也就是判

斷的基準為何，成為後續爭議的重點。如果不是顯而易見變化，則兩案都可獲准專

利，如果是，則申請人要提出終端除權聲明才能獲准。 

最常見的顯而易見變化是已核准專利為下位發明、審查中專利為上位發明，上

位發明會被認為是顯而易見變化，這是一種單向測試（one-way test），Vogel案就

是這種情況，已公告案請求項是下位的「豬肉」，系爭請求項是上位的「肉製

品」。但是，1991年的Braat案14中，上訴法院使用雙向測試（two-way test）來判斷

是否構成雙重專利。所謂雙向測試，是只有在申請請求項與在先專利請求項不具有

可專利性區別，並且在先專利請求項也與申請請求項不具有可專利性區別的情況

下，才能維持顯而易見性雙重專利駁回。 

雙向測試相當於前揭我國專利審查基準規定，在判斷同日申請之發明是否相同

時，要將先、後申請案比對後，還要再將其先、後申請順序倒置比對，如果兩種判

斷結果不同，應認定該二發明並非相同15。在雙向測試下，上、下位關係的兩件專

利不會被認為構成雙重專利，自然是對申請人較為有利。 

二、雙重專利判斷原則之爭議 

1991年Braat先例使用雙向測試法對於申請人較為有利，在後續的案件中不斷被

專利申請人引用，卻很難成功，在此要介紹在1993年及1997年CAFC（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作成的兩件典型的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之案

例。 

                                                        
14 In re Braat, 937 F.2d 589 (1991). 本事件系爭專利是光碟（Compact disc, CD）技術，由飛利

浦公司（Philips Corporation）所申請，因案情複雜且雙向測試在後續案例中未再被引用，在

此不作詳細介紹。本事件的兩件專利請求項並不是上、下位關係，兩請求項差異的技術特徵

已經構成不同發明。 
15 同前註1，2-3-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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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求上位發明的連續案 

最常見的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出現在相同申請人提出連續申請案，因連續案

與其母案有相同的說明書，只是請求項的內容不同，在此以常被引用的1993年

Goodman「生產哺乳動物肽的方法」事件16說明之。 

本案系爭第07/507,380號申請案的請求項1-13全部被USPTO核駁，訴願亦遭駁

回，理由是缺乏可實施性揭露和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上訴的系爭請求項定義了一

種在植物細胞中製造哺乳動物肽的方法。該方法要求將編碼哺乳動物肽的DNA構建

體整合到植物細胞中，這種轉移的DNA構建體包括在植物中起作用的調節區，調節

區指導植物細胞轉錄編碼哺乳動物肽的DNA區域，該方法要求在轉錄RNA信使後收

穫有價值的肽。 

引證專利是由相同申請人於1985年7月29日申請，1990年9月11日獲准公告為

US4,956,282號，系爭申請案是引證專利的第三代連續案，有效申請日延用引證專利

的申請日。系爭請求項8中記載「植物細胞」，引證專利請求項1已記載「雙子葉植

物細胞」；系爭請求項13記載「干擾素」，而引證專利請求項3已記載「γ干擾

素」。已公告的請求項是下位發明，申請人利用連續案想要獲得更廣的上位專利權

範圍，被USPTO認為構成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 

上訴人引用Braat先例主張本案應該採用雙向分析，本案的先後兩案無法通過雙

向分析，因此不能維持USPTO的審定。但是，CAFC指出雙向分析是一種狹隘的例

外，只適用在後申請的改良發明先被USPTO核准，則先申請案核准公告後的專利權

期間比後申請案長，因為「申請人無法完全控制的通過PTO審查的進度率」，因此

不需要終端除權聲明。而本件系爭申請案是引證專利的連續案，USPTO並未支配審

查進度率，上訴人在提交連續申請時還選擇放棄立即就其更廣泛的請求項向法院提

出上訴，而以限縮的請求項獲得核准。CAFC指出：「上訴人的立場可能會以類似

的形態延長許多案件的專利權期限。通過提交連續申請或分割申請以獲得狹義請求

項的簡單過程，專利權人可以在稍後核准廣義上位發明時獲得對下位發明的延長期

限。這種做法將使排他性權利超過國會規定的17年期限。根據最高法院的先例，每

件可授予專利的發明只能授予一件專利。第二件申請──包含更廣泛的請求項，其

                                                        
16 In re Goodman, 11 F.3d 1046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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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比在先專利中的特定請求項更通用──通常不能支持獨立的有效專利。」17因

此，在沒有終端除權聲明的情況下，請求項12和13在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原則下被

適當駁回。 

(二) 同日申請上、下位發明的兩件專利 

第二種典型常見的雙重專利是同申請人同日提出兩件很類似的申請案，1998年

Berg「耐磨顆粒材料」事件18就是此種情況。 

系爭申請案07/918,360號於1992年7月23日提出，同一天相同的四位發明人提出

第二件申請，並於1993年4月13日核准公告為US5,201,916號專利。’916專利和系爭

申請案均轉讓給發明人的雇主明尼蘇達礦業和製造公司。兩件專利的說明書和實際

上是相同的，均揭露一種用於製備適合用作磨料組合物中的磨粒的α氧化鋁磨粒的

模製方法，以及由實施該方法得到的組合物。 

USPTO在1992年9月22日的第一次官方通知中允許了’916專利的申請請求項。6

天後，審查人員以顯而易見性雙重專利為由駁回了系爭申請案的全部請求項，引用

即將核准公告的’916專利的特定請求項。申請人沒有質疑該申請的請求項是顯而易

見的，但拒絕在申請中提出終端除權聲明，因此導致最終駁回。 

CAFC首先比對兩件專利的請求項，系爭申請案請求項1中定義的發明幾乎

與’916專利的請求項1中定義的發明相同，惟在步驟(c)中發現了唯一可能獲得專利

的明顯區別。在’916專利中，步驟(c)要求「將所述分散體引入所述模腔中，使得所

述分散體的暴露表面基本上沒有延伸超出所述模具的所述第一表面的所述平面」然

而，系爭申請案的步驟(c)只需要「將該分散體引入該模腔中」。因此，系爭申請請

求項包含’916專利請求項，而’916專利請求項落入系爭申請請求項範圍內。因此，

系爭申請請求項與’916專利請求項是上位與下位關係。 

上訴人認為，兩件專利同日申請，’916專利核准6天後，系爭申請案就被核駁，

USPTO完全掌控審查進度，只要同時將兩件申請案核准，就不會有不同的專利權期

間，申請人也不需要提出終端除權聲明。但CAFC不同意。 

CAFC認為本案同日申請的兩件專利請求範圍的是上位與下位的關係，如果申

                                                        
17 Id. at 1053. 
18 In re Berg, 140 F.3d 1428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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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不確定較大範圍的請求項能否獲准，則此種情況USPTO建議將這些請求項以一

件申請案提出申請，審查時可以決定那些請求項可以獲准，如果全部請求項都可獲

准，則申請人可以避免受到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駁回。 

上訴人稱如果提交了一份包含上位和下位請求項的申請，正如USPTO所建議，

若審查結果允許下位請求項並拒絕上位請求項，申請人將面臨沒有吸引力的選擇，

對被核駁的上位請求項提出上訴，同時推遲核准下位請求項，或者是允許下位請求

項核准但在連續申請中追求上位請求項。第一種選擇進入救濟程序要耗時數年才能

核准全部請求項，第二種選擇的上位請求項會以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駁回，還是要

提出終端除權聲明才會核准。然而，CAFC指出：「使用終端除權聲明來克服非法

定的雙重專利駁回符合公共利益，因為它鼓勵揭露額外的發展、更早提交申請和更

早到期的專利，由此所涵蓋的發明可以免費提供給公眾。」19CAFC認為本案使用單

向測試是適當的：「如果申請人可以在單個申請中提交兩組請求項，因為第一個申

請的揭露支持第二組請求項，那麼根據本案和Goodman先例，單向測試適用於決定

是否維持顯而易見型雙專利之核駁。」20 

(三) 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適用單向測試 

雙重專利最常見的是兩件專利是同人同日申請，包含沿用母案有效申請日的連

續案，下位發明先獲准，上位發明被認定是下位發明的顯而易見變化而構成雙重專

利，這是單向測試的結果。 

1991年Braat事件中，CAFC採用雙向測試判斷兩案不構成雙重專利，其實這兩

案的請求項差異的技術特徵已經是不同的發明，並不是單純上位與下位的關係，這

個事件似乎將顯而易見型與相同發明兩種雙重專利混淆，因為在1970年Vogel「延

長入製品儲存之方法」事件中，CCPA已經區分兩種類型的雙重專利，無法通過雙

向測試的兩個請求項應該是相同發明類型，而Braat事件並不屬於此種類型。不過在

後續案件中，面對申請人引用Braat的主張，CAFC不斷強調雙向測試是狹隘的例

外，而拒絕適用雙向測試。 

在判斷系爭請求項是否為先公告專利的顯而易見變化時，將「專利公開視為先

                                                        
19 Id. at 1436. 
20 Id. at 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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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技術」是不允許的，但專利說明書的揭露可用於了解請求項術語的含義和「解釋

請求項的覆蓋範圍」，也可用於回答請求項是否僅定義了先前公開和要求保護的內

容的顯而易見變化的問題21。 

判例法發展至此，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的判斷原則採用單向測試的原則可說已

經穩固。CAFC曾經指出判斷是否顯而易見變化的原則類似於35 U.S.C. § 103但並不

完全相同22。最常見的顯而易見變化就是上位發明，上位發明若通過新穎性及進步

性要件審查，還是可以獲准，但是要提出終端除權聲明，以避免不當延長專利權期

間，讓其專利權期間與先核准的下位發明同時屆滿。 

三、URAA之後的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 

1995年URAA之後提出的申請案，專利權期間是申請日起20年屆滿，因此有申

請人認為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已經不存在，因為不會再因核准時間差異而不當延長

專利權期間。然而，CAFC在2013年Hubbel「組織工程蛋白質陣列」事件23中指出顯

而易見型雙重專利還是存在，第一個理由是調整專利權期間的制度仍可能造成專利

權止日不同，第二個理由則是兩件專利的專利權人不同時，公眾可以避免受到不同

專利權人的騷擾。 

(一) 禁止雙重專利的第二個理由 

Jeffrey Hubbell、Jason Schense、Andreas Zisch和Heike Hall等四人是美國專利申

請號10/650,509（’509申請案）的發明人，全部發明人都隸屬於加州理工學院，因

                                                        
21 1997年Lonardo「足部醫療輔具」事件，In re Lonardo, 119 F.3d 960，系爭專利請求項將已過

期的公告專利請求項用語「大致輪廓和槽形的腿部」改為「腿部」，「大致輪廓的足部」改

為「足部」，「彎曲的跟部」改為「跟部」，這只是更上位的定義，並沒有專利上的差異。

系爭專利請求項「固定手段」是手段功能用語，可以用說明書對應該功能的結構來解釋。系

爭專利另一請求項是方法請求項「治愈或預防臥床病人足跟褥瘡的方法」，而已公告專利是

裝置請求項「一種治療腿和腳的裝置」，CAFC認為這個方法請求項相較於裝置請求項也是

顯而易見雙重專利。 
22 2008年Basell「不飽和烴共聚方法」事件，In re Basell Poliolefine Italia S.P.A., 547 F.3d 1371 

(2008)，35 U.S.C. § 103是顯而易見性要件、也就是相當於我國進步性要件的規定。 
23 In re Hubbell, 709 F.3d 114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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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509申請案讓與給加州理工學院。審查人員核駁所有請求項，申請人訴願亦遭駁

回，理由是對多件專利構成顯而易見性類型的雙重專利，主要的引證案是美國專利

號7,601,685（’685專利）。 

’509申請案名稱為「用於組織工程的纖維蛋白酶介導修復」於2003年8月27日提

出申請。本發明關於一般組織修復和再生領域，更具體地涉及包含雙域肽或蛋白質

的基質，代表性的請求項18記載了「一種雙結構域蛋白質或肽，包括轉谷氨酰胺酶

底物結構域和多肽生長因子。」 

Hubbell大約在提出’509申請的5年前是在蘇黎世機構（ETHZ）任職，另一件專

利於2002年12月17日提出申請，於2009年10月13日公告為’685號專利，名稱為「用

於組織工程的生長因子修飾蛋白基質」，本件專利共同發明人有Jason Schense和

Shelly Sakiyama-Elbert，並共同轉讓給ETHZ和蘇黎世大學。 

CAFC首先引用多件判決先例指出：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是一種司法裁判創造

的學說，旨在「防止在不同的申請或專利中提出不引用『相同』發明的申請專利範

圍，但請求項界定的發明如此相似，以致授予兩項排他權將有效地延長專利保護的

壽命。」24禁止在第二件專利中公告「在專利上與第一件專利的申請專利範圍沒有

區別」的請求項25。在後的請求項「如果相較於在先請求項顯而易見，或被在先請

求項先佔（anticipated），則與在先請求項在專利上沒有區別」26。 

接下來指出禁止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有兩個理由：第一個是「防止不合理的時

間延長專利授予的排他權，無論延長是如何產生的。」第二個理由是防止不同的受

讓 人 主 張 基 本 相 同 的 專 利 發 明 的 多 起 侵 權 訴 訟 ， 多 個 專 利 權 人 的 騷 擾

（harassment）提供了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的第二個理由。 

上訴人認為，在系爭申請案沒有相同所有權人的情況下，絕不應該將顯而易見

型雙重專利施加給上訴人，但CAFC舉出幾個判決先例予以駁斥。 

第一個先例是Van Ornum案27，系爭申請案請求項是上位發明，先公告專利是

下位發明，兩案有共同的發明人，第一案轉讓給通用汽車，第二案轉讓給Rockcor公

                                                        
24 Perricone v. Medicis Pharm. Corp., 432 F.3d 1368, 1373 (2005). 
25 In re Longi, 759 F.2d 887, 892 (1985). 
26 Eli Lilly & Co. v. Barr Labs., Inc., 251 F.3d 955,968 (2001). 
27 In re Van Ornum, 686 F.3d 937 (CCPA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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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兩案由不同專利權人持有。由於申請案和衝突專利案不屬於相同主體所有，申

請人無法提交終端除權聲明來克服核駁，本案法院體認到防止多個聲稱基本相同的

專利發明的受讓人騷擾被控侵權人的重要性。 

第二個先例是Fallaux案28，法院重申了被多個專利受讓人騷擾的理由，本事件

的系爭申請與先公告專利有一位共同發明人，法院指出在這種情況下，顯而易見型

雙重專利的騷擾理由是「特別相關的」，而且缺乏共同所有權「是申請人所造成，

因為通過轉讓它允許將申請的所有權分配給不同的主體。」 

本案的系爭申請案所有人是加州理工學院，先公告專利是ETHZ和蘇黎世大

學，兩案的多位發明人中有兩位相同，CAFC認為如果系爭請求項被核准，則存在

多個受讓人騷擾的可能性。潛在的侵權者可能會受到加州理工學院、ETHZ和蘇黎

世大學根據各自專利提起的訴訟的風險。 

上訴人主張如法院發現顯而易見性類型的雙重專利核駁是適當的，則上訴人應

該被允許提交終端除權聲明作為公平措施。但CAFC指出為克服顯而易見型雙重專

利核駁可以提交終端除權聲明，但這僅在申請和衝突專利共同擁有的情況下才有

效。本案的兩件專利所有人不同，無法用終端除權聲明克服雙重專利核駁。 

最後，上訴人要求雙向測試，但CAFC重申雙向測試是「單向測試一般規則的

一個狹隘例外」，僅適用於「不尋常的情況」，即USPTO沒有控制好審查進度，導

致後申請案核准公告日期早於先申請案，USPTO必須為沒有控制好審查進度負責。

本案也不適用這種情況。 

(二) 後申請的下位概念仍可能是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 

前述案例的系爭請求項多屬上位發明，與先公告的下位發明構成顯而易見型雙

重專利。若情況相反，也就是系爭請求項為下位發明時是否還是雙重專利？在此以

2014年AbbVie「治療類風濕關節炎的方法」事件29說明之。 

1.事實背景與地區法院裁判 

Mathilda and Terrance Kennedy Institute of Rheumatology Trust （ 下 稱

                                                        
28 In re Fallaux, 564 F.3d 1313 (Fed. Cir. 2009). 
29 Abbvie Inc. v. Mathilda and Terence Kennedy Institute, 764 F.3d 1366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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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dy」）擁有美國專利號7,846,442和6,270,766。兩件專利都是針對通過共同

施用兩種藥物來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的方法。2002年12月23日，AbbVie, Inc.和

AbbVie Biotechnology Ltd.（統稱為「AbbVie」）尋求並獲得了’766專利的授權。此

後，AbbVie獲得FDA 批准銷售抗TNFá抗體修美樂（Humira），可單獨使用或與甲

氨蝶呤聯合使用來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AbbVie為在美國出售修美樂向Kennedy支

付了超過1億美元的專利權使用費。在2010年公告’442專利後，Kennedy要求AbbVie

獲得該專利的額外授權，以繼續銷售修美樂。2011年，AbbVie在紐約南區地區法院

起訴Kennedy請求宣告判決（declaratory judgement），即’442專利因顯而易見性雙

重專利原則無效，因為’442專利與’766專利在專利上沒有區別，地區法院判決’442

專利與’766專利相比屬顯而易見雙重專利而無效，CAFC維持原判。 

類風濕性關節炎是一種自身免疫性疾病，會導致疼痛的關節炎症。本件上訴中

涉及的專利涵蓋了一種改善疾病的抗風濕藥物和一種抗體的聯合治療，Kennedy獲

得了關於這種聯合療法的兩件專利——’766和’442專利。 

涉及重複專利的兩件專利是連續案的關係，有相同的說明書，專利權人均為

Kennedy。本發明最早提出的優先權日是1992年10月8日，經過五代的連續案與部分

連續案，第一件專利於1996年2月28日申請，於2001年8月7日公告為US6,270,766

號，2012年10月8日到期。第二件專利是七代連續案，於2005年9月12日提交，於

2010年12月7日公告為US7,846,442號，2018年8月21日到期，相較於第一件專利晚了

六年。專利權期間是從優先權日起算，第一件專利從1992年10月8日起算，第二件

則從1996年8月1日起算，這是第五代的部分連續案申請日。第二件 ’442專利被

Abbvie提起無效確認訴訟，理由是與第一件’766專利構成重複專利。 

先公告的 ’766專利請求項是針對類風濕性關節炎治療的所有「有需要的個

人」，而’442專利系爭請求項要求治療更具體的患者群體：即患有「活動性疾病」

的個體；’442專利引用了「輔助給藥」兩種藥物，而’766專利提到「共同給藥」兩

種藥物。 

地區法院解釋了「活動性疾病」、「輔助給藥」、「共同給藥」的請求項用語

之後，宣告系爭’442專利無效。Kennedy上訴時辯稱，’766專利請求治療類風濕性關

節炎的較廣泛上位的方法，而’442專利請求具有意想不到的結果的那些較窄下位治

療方法。 



16  

專利師︱第四十九期︱2022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2.CAFC判決 

CAFC重申在URAA之後，仍有兩種情況會造成同族專利權止日不同。第一種是

美國設有彌補專利權期間的制度，若審查期間因歸責於USPTO而延宕，會補償延宕

的時間。第二種則是在部分連續案的制度下，擁有相同或大部分相同之說明書的兩

件專利，可能有不同的有效申請日，造成不同的專利權止日，本案就是此種情況。 

本案兩件專利是否構成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CAFC先進行請求項用語的解

釋，在維持地區法院對爭議用語「共同給藥」的解釋後，CAFC暫時採用專利權人

對第二個爭議用語「活動性疾病」的解釋，則在前的’766專利中要求保護的上位發

明（治療所有有需要的患者）比’442專利中要求保護的下位發明（治療患有「活動

性疾病」的患者，即特別是生病的患者）更廣泛，必須分析聲稱可以治療部分患有

更嚴重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的專利（’442專利）是否是聲稱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患

者的一般情況（’766專利）的顯而易見變化。 

CAFC重申顯而易見性類型的雙重專利分析類似於35 U.S.C. § 103，專利權人也

同意，但主張儘管上位發明已經獲得了專利，但其狹窄的下位發明是非顯而易見的

並且有資格獲得專利。CAFC同意這個原則，但並不是所有的下位發明都可獲得專

利，並舉出無法獲得專利的判決先例。當「一個下位非常有限，以至於所屬技術領

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可以『立即設想這個有限下位發明的每個成員』時，……描述該

上位參考文獻先佔了該上位發明內的每個下位發明。」30CAFC認為’766專利的讀者

可以很容易地設想出一種僅限於病情較重的患者的下位發明，因此’442專利的下位

發明與’766專利的上位發明在專利上沒有區別。 

專利權人主張該下位發明具有意想不到的結果（unexpected results），如果下

位發明表現出意想不到的特性或產生意想不到的結果，則包含在先前獲得專利的上

位發明中的下位發明可能是可獲得專利的，這個原則有判例支持。但CAFC認為本

案不符合此種情況。專利權人主張’442專利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即改善了「最

難治療的患者」──患有「活動性疾病」的患者的健康狀況。CAFC檢視’766專利的

                                                        
30 In re Gleave, 560 F.3d 1331, 1337-38 (Fed.Cir.2009)（引用 Eli Lilly & Co. v. Zenith Goldline 

Pharms., Inc., 471 F.3d 1369, 1376 (Fed.Cir.2006)，並引用 Perricone v. Medicis Pharm. Corp., 
432 F.3d 1368, 1377 (Fed.Cir.2005)）；另見 Bristol-Myers Squibb Co. v. Ben Venue Labs., Inc., 
246 F.3d 1368, 1380 (Fed.Cir.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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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書，發現’766專利的實用性證明依賴於T-14研究，而專利權人正是依靠這項研

究來證明’442專利導致了意想不到的結果並值得單獨獲得專利，且「活動性疾病」

一詞的定義也是取自T-14研究。因此，CAFC認定’442專利僅要求保護’766專利的已

知實用性，並沒有要求保護具有意外結果的下位發明。因此，’442專利請求的下位

發明並未表現出意想不到的結果，’442專利因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而無效。 

本案提起確認專利無效的訴訟的被授權人已經支付了一億美金的授權金，若系

爭專利權有效，則被授權人還要支付近4年的授權金。因訴訟勝負涉及龐大的金

額，因此CAFC引用並歸納了許多判決先例，可說是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最重要的

一件判例。 

肆、問題與討論 

雙重專利的問題可分成同人申請與不同人申請兩種情況探討之，實務上出現的

機會前者遠高於後者。相同發明人在持續進行的研發計畫中，可能會就同一研發主

題的多個成果提出多件申請案，提出的方式可能是分案申請、或藉由連續案、部分

連續案、分割案等。多件申請案的請求項若在專利上沒有差異，就構成了雙重專

利。另一方面，不同人提出的申請案若有雙重專利的問題，代表不同申請人進行相

同或非常類似的研發，通常申請前的研發都是處在保密狀態，不同申請人無法互相

得知對方所進行的研發內容，因此不同人會提出在專利上沒有差異的發明之情況很

少見。 

以下先歸納美國判例法禁止雙重專利的理由與判斷原則，以及雙重專利由同人

持有及不同人持有的法律效果差異。再據以分別檢討我國同人與不同人申請專利

時，有關雙重專利的專利法與專利審查基準規定。 

一、美國禁止雙重專利的理由與判斷原則 

關於美國禁止雙重專利的發展，首先是最高法院在1819年以35 U.S.C. § 101為

基礎以判例法所建立，當時並沒有說明如何判斷兩發明為相同。上訴法院在1970年

Vogel判例中，將雙重專利區分為相同發明與顯而易見兩種類型，判斷是否構成雙

重專利是以請求項所載發明為準，可以用說明書來解釋請求項的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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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相同發明的測試法是，是否可以從字面上侵犯一項請求項，而不會從字

面上侵犯另一項請求項，如果確定同一發明被要求保護兩次，則禁止授予第二項專

利。探究此種測試法，這是指兩件實質相同的發明而言，也就是請求項覆蓋的範圍

實質相同，而上位請求項與下位請求項不會構成相同發明。 

第二種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的分析，是先解釋在先專利的請求項和在後專利的

請求項，並確定差異，再確定是否這些差異使請求項具有專利性，亦即專利上無法

區分的較後請求項構成雙重專利。而所謂專利上無法區分，包含顯而易見的變化或

者被先佔。在這個原則下，何種情況會被認為是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最常見的是

先公告請求項是下位發明，系爭請求項是上位發明，例如1970年Vogel「延長肉製

品儲存之方法」、1993年Goodman「生產哺乳動物肽的方法」、1998年Berg「耐磨

顆粒材料」判例都是此種情況。第二種情況則是先公告請求項是上位發明，系爭請

求項是下位發明，而下位發明只是在有限的上位範圍內的其中一種，並沒有意想不

到的效果，這種情況較常出現在醫藥專利，例如2014年AbbVie「治療類風濕關節炎

的方法」。第三種情況則是兩案不存在上、下位的關係，但系爭請求項是以公告請

求項的顯而易見變化，類似於35 U.S.C. § 103進步性要件的判斷原則。 

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在專利申請階段，只要提出終端除權聲明仍然可以獲准

（相同專利型雙重專利無法獲准），因為美國最高法院創設判例時是以允許雙重專

利將造成專利權期間不當延長為理由。因而，這代表還是會有重複的專利權範圍，

因為下位發明先公告後，上位發明提出終端除權聲明獲准公告，下位發明會被兩件

專利權範圍覆蓋。這兩件專利權由相同的專利權人持有時，並沒有太大問題，專利

權人不會就重疊的部分行使權利，法院應該也不會允許。專利權人起訴專利權被侵

害，本來就可以在一訴中主張多件專利的多項請求項，只要被訴對象落入其中一件

專利的一項請求項就是侵害。 

然而，如果兩件專利由不同的專利權人持有，則後案將無法藉由終端除權聲明

獲准，即使獲准後也是無效，不論是相同發明人因隸屬於不同機構而造成專利權人不

同，或者是原來相同發明人讓與給不同專利權人，都會造成後案無效，2013年Hubbel

「組織工程蛋白質陣列」及所引用的Van Ornum與Fallaux案都是如此，這是禁止雙

重專利的第二個理由，要防止公眾被同一發明的多個專利權人騷擾。由此觀之，雖

法律不禁止雙重專利移轉給不同人持有，但移轉後會造成後申請的專利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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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同人申請兩件類似發明的檢討 

我國有關雙重專利的法律規定在相同申請人的情況是在先申請原則。以下分別

以同日申請及不同日申請的情況討論之。 

(一) 同人同日申請兩件專利 

相同申請人申請兩件專利只適用先申請原則。依據專利審查基準，我國對同日

申請的兩案採雙向測試，美國第一種類型的相同發明在我國無法通過審查，第二種

類型的顯而易見型，例如上位與下位關係的兩案則在我國會通過審查。 

美國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雖然無法通過審查，但只要提出終端除權聲明即可獲

准，而我國專利法並沒有美國35 U.S.C. § 154(b)調整專利權期間的制度，同日申請

的兩件專利之專利權屆滿日是相同的，不論核准公告日是否有差異。因此，雖然我

國採雙向測試與美國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的單向測試不同，但兩案均可核准且專利

權屆滿日相同這兩點是一致的。 

(二) 同人先申請下位發明、後申請上位發明 

相同申請人不同日申請兩件上下位關係專利分成三種情況說明之。第一種是先

申請案為下位發明、後申請案為上位發明，此種情況在美國構成顯而易見型雙重專

利，後申請案要提出終端除權聲明才能獲准。在我國則依據先申請原則的審查基準

採單向測試，後申請案無法通過審查。 

在我國，申請人如果想要獲得後案較廣範圍的專利權，只能藉由國內優先權的

制度，將前案作為國內優先權基礎案。專利審查基準主張國內優先權之態樣有「後

申請案就先申請案之原發明或新型主張優先權」、「上位概念抽出型」31。運用國

內優先權的制度可獲得較後的專利權期間屆滿日，因為前案已經視為撤回，專利權

期間是以後案申請日為準，不同於美國是以有效申請日為準。然而，若未主張國內

優先權，例如到了實體審查時才發現後案是前案的上位發明，此時常常已經超過可

以主張國內優先權的12個月期間（專利法第30條），其結果是後案無法通過審查，

下位發明的前案若已公告則無法再擴大專利權範圍（專利法第67條更正只能限

                                                        
31 同前註1，2-5-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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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其結果是無法取得上位較廣範圍的專利權。 

(三) 同人先申請上位發明、後申請下位發明或顯而易見變化 

同人先後申請案的第二種情況是先申請案為上位發明、後申請案為下位發明，

此種情況在美國要審查下位發明是否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否則還是會被認為構成顯

而易見型雙重專利。在我國則依據先申請原則的審查基準，後申請案可以獲准。此

種情況後申請案的下位發明如果未產生無法預期之功效，依據進步性審查基準仍可

能不具進步性32，但先申請原則的審查並不準用進步性審查基準，因此後申請案可

以獲准。 

還有第三種情況是前後案並沒有上下位發明的關係，但後案是前案的顯而易見

變化，此種情況在我國也是可以通過審查，美國則無法通過。 

此種情況下我國的審查基準對於申請人較為有利，特別是在醫藥發明，只要上

位發明的先申請案尚未公開，也就是申請後18個月內，再提出下位發明的後申請

案，有可能將下位發明的專利權延長近18個月，顯而易見變化的後案亦同。 

三、我國不同人持有兩件類似發明的檢討 

在不同日的情況，除了適用先申請原則外，也適用擬制喪失新穎性。擬制喪失

新穎性認定先、後申請案之申請人是否相同的時點是後申請案之申請日，且共同申

請時申請人必須完全相同始得認定為相同33。以下分成一開始是同人申請後移轉給

不同人，以及一開始就是不同人申請兩種情況探討之。 

(一) 同人申請後移轉專利申請權給不同人 

後案申請時申請人與前案完全相同，之後再移轉給不同人。依我國專利審查基

準，審查時被認定為相同申請人而不適用擬制喪失新穎性的規定。因而，此種情況

的審查只適用先申請原則，亦即其分析結果會與前述第二項相同。如果先申請上位

發明、後申請下位發明，或兩者沒有上、下位關係而後者是顯而易見變化，均會通

                                                        
32 同前註1，2-3-26頁。 
33 同前註1，2-3-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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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審查而獲准專利。當兩件專利移轉給不同人持有時，會造成兩人持有重疊的專利

權範圍，第三人有可能同時遭到兩位專利權人就相同的專利權範圍行使權利。 

(二) 不同人申請兩件類似專利 

不同申請人分別申請兩件專利，先申請原則的分析與前述同人申請相同。另

外，不同日申請時還適用擬制喪失新穎性。不同人在不同研發計畫下提出不同的申

請案，即使請求項界定的發明只是上下位關係或顯而易見的變化，說明書的內容通

常會有差異，不會有同人申請時共用說明書或說明書很相近的情況。 

擬制喪失新穎性可以引用先申請案說明書的內容來核駁後申請案，因此後案能

否核准會與先申請案的說明書記載內容有關。說明書記載情況差異頗大，本文主要

探討較常見的相同申請人的情況，在此不再進一步就不同人不同說明書內容做假設

與分析。 

兩人各自研發，研發成果在專利上有差異，沒有相同專利或顯而易見的關係，

例如一人為上位發明，另一人為非顯而易見的下位發明，則兩件發明都可獲准。此

時，兩人就重疊的範圍實施其專利時，受到對方排他權的限制，必須洽談交互授權

才能實施自己的專利。 

四、欠缺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的問題 

由前述關於相同申請人的分析可知，依據我國審查基準規定，在同日申請時沒

有太大問題。不同日申請時，先申請下位發明後申請上位發明時後案無法通過審

查，這雖然較美國為嚴格，卻可運用國內優先權獲得更有利的結果。而在先申請上

位發明後申請下位發明、或後申請是先申請案顯而易見變化的情況，我國較為寬

鬆，後案可以獲准專利。雖然擬制喪失新穎性判斷基準第(4)點有「差異僅在於依通

常知識即能直接置換的技術特徵」，但這僅限於直接置換，與進步性判斷基準不能

相提並論，而美國的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判斷基與顯而易見性要件類似。況且，擬

制喪失新穎性排除相同申請人。因此，我國主要問題是欠缺美國的顯而易見型雙重

專利。 

相同申請人就其研發成果撰寫上、下位關係的請求項，如果以一件申請案提出

申請，是以較廣的獨立項與較窄的附屬項呈現，美國鼓勵申請人如此做。在逐項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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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原則下，審查意見通知常常是獨立項不准專利、附屬項可准，申請人刪除獨立項

即可就較窄的附屬項獲准專利權。申請人若想要獲得較廣的獨立項範圍，可以進行

申復，若無法通過還可以進行後續的再審查、訴願、行政訴訟等救濟。但救濟常常

曠日廢時，如果不想因為救濟而拖延較窄範圍請求項的核准，在美國可以用連續案

或分割案的方式將獨立項與附屬項分成兩案，我國雖然沒有連續案但也有分割的制

度（專利法第34條）可以分成兩案。 

既然相同申請人在一個申請案中可以獲得較廣獨立項與較窄附屬項的專利權範

圍，事實上幾乎所有的專利權範圍都有獨立項與附屬項，則將其分成兩案分別獲准

也沒有不准予專利的理由，只是禁止申請人藉由此種方式不當延伸專利權期間，蓋

在同一申請案中的所有請求項的專利權期間是一致的。我國欠缺顯而易見型雙重專

利，特別是在先申請上位發明後申請下位發明，或後申請是先申請的顯而易見變化

的情況下，很容易讓申請人藉由先後申請而不當延伸專利權期間，而對申請人有利

的制度就是對公眾不利。 

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都是可以移轉的權利（專利法第6條第1項），專利所有人

在取得一件專利權後，可以將其移轉給他人。一件專利的獨立項與附屬項是界定同

一件發明，只是範圍大小不同而已，因此理論上專利所有人不能將獨立項與附屬項

拆開分別移轉給不同人，這會造成不同人持有重疊範圍的專利權。果能如此，則將

一組共10項連續依附請求項的專利移轉給10人，將造成10人都有最小範圍的權利，

而造成權利行使的混亂。同樣地，將一組請求項藉由分割或連續案的方式先分成不

同案再分別移轉給他人，在相同的理由下也應該被禁止，禁止的方法就是將其中一

件專利宣告無效。美國禁止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的第二個理由，就是避免公眾遭到

不同專利權人的騷擾。 

同一人在一件專利權中有上位與下位請求項專利權，行使權利時會用較廣的獨

立請求項主張，在獨立請求項被法院認定為無效的可能性很高時，才會退而主張附

屬項。即使被訴對象最後落入有效的獨立項與附屬項，也只是侵權成立，法院不會

判決侵權兩次，損賠金額也不會計算為兩倍。若專利所有人將獨立請求項與附屬請

求項分案後移轉給不同人，則可能出現相同的被訴對象侵權兩次、損賠兩倍的情

況，這完全是不合理的，若允許的話10項請求項會造成損賠10倍的奇特結果。因此

美國禁止此種情況，會將後申請的專利宣告無效，不會讓此種類型的專利權存在而



從美國雙重專利判例法探討我國先申請原則之審查基準 23 

專利師︱第四十九期︱2022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進入法院行使權利，不論是發明人團隊隸屬不同機構造成雙重專利持有人不同，或

相同的發明人將雙重專利移轉給不同人持有，都禁止雙重專利，CAFC指出這些情

況都是申請人所創造。法律不禁止專利持有人移轉專利權，但禁止雙重專利。 

伍、結 論 

我國專利審查基準關於專利法第31條先申請原則的「相同發明」，其判斷基準

是準用擬制喪失新穎性之判斷基準，並不準用進步性判斷基準，因此我國欠缺美國

的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 

美國禁止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的理由，一是避免專利權期間的不當延長，二是

避免同一申請人將雙重專利移轉給不同專利權人後，第三人被不同專利權人就重疊

的專利權騷擾。這兩個問題在我國專利實務上似乎尚無產生太大的司法紛爭，因此

修改專利審查基準似無其迫切性。然而，長期來看，將同一申請人提出兩件以上申

請案的「相同發明」涵蓋顯而易見類型，才能避免專利申請人藉此取巧，也能避免

過多無意義的專利申請，此種顯而易見變化的先後申請案在我國並不罕見。 

另外，國人申請美國專利時，也需要瞭解美國有顯而易見型雙重專利的問題，

在我國通過審查的兩件專利申請案，在美國可能會被審查認為雙重專利而無法獲得

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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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從In re: SurgiSil案論析美國 
設計專利新穎性判斷實務 
—— 兼論物品與設計保護制度之關係* 

徐銘夆** 

壹、前 言 

美國專利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在這60年

來對於設計專利新穎性的審查，向來只要求先前技藝若與系爭設計在「外觀」構成

實質相同者（substantial the same），即不具新穎性，至於製品1領域的差異則非所

問。 

然而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卻

在In re: SurgiSil案（下稱：「唇部填充物」事件）推翻新穎性不考慮物品領域的判斷

原則，鑑於本案會牽動日後新穎性先前技藝可觸及的範圍，極具指標性意義。本文先

鋪陳美國設計專利實體要件（新穎性、非顯而易知性）相關實務，次而就「唇部填充

物」事件進行側寫及分析，文末則以物品與設計保護制度之關係論述進入尾聲。 

                                                        
DOI：10.3966/221845622022040049002 
收稿日：2022年1月27日 
* 本文相關論述僅為一般研究性之探討，不代表任職單位之意見。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高級審查官。 
1 美國法院時常在設計專利判決將「製品」（article of manufacture）、「物品」（article）混

用，惟基於專利法稱為「製品」（article of manufacture），本文對於美國制度的描述係依專

利法用語統稱為「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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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國設計專利實體要件 

美國專利審查手冊（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指出，美國

專利法第171條指的並非「製品」外觀，而是為製品所創作之外觀，因此設計專利

保護對象包含：1.製品的輪廓與形狀、2.應用於製品的表面裝飾、3.前揭輪廓及表面

裝飾之結合，且外觀不能逸脫於所應用之製品而單獨以表面裝飾的形式存在2，從判

決實務觀察，美國法院將設計專利「製品」解釋的很寬，例如 高法院在蘋果控告

三星事件中指出：「『製品』是由手工或機械製成的事物3。」因此舉凡大型建築物

（圖1）或噴泉（圖2）皆能符合專利法第171條對於製品之定義。 

 

 
圖1 建築物4 

 
圖2 噴泉5 

而為了取得法律保護，申請案除了應符合專利法第171條「新的、原創性及裝

飾性6」設計定義外，還須兼具專利法第102條「新穎性」及第103條「非顯而易知

性」要件。如果翻開美國學者所寫的文章7，他們通常會將設計專利的實體要件區分

成「裝飾性」、「新穎性」及「非顯而易知性」等3個要件。前揭「裝飾性」是為

要和發明專利作切割，基於判斷標準相對寬鬆，多數申請案都能通過「裝飾性」門

                                                        
2 MPEP§1502 Definition of a Design. 
3 Samsung Elecs. Co. v. Apple Inc., 137 S. Ct. 429, 196 L. Ed. 2d 363 (2016). 
4 美國設計專利D887,579號案。 
5 美國設計專利D481,780號案。 
6 35 U.S.C.§171(a) “[w]hoever invents any new, original and ornamental design for an article of 

manufacture may obtain a patent therefor,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this title.” 
7 See Sarah Burstein, Is Design Patent Examination Too Lax?, 33 BERKELEY TECH. L.J. 60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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檻，因此在審查實體要件時，主要還是聚焦在需要透過檢索先前技藝方能確認新穎

性與非顯而易知性的課題。 

一、新穎性 

美國發明專利與設計專利新穎性要件皆規範於專利法第102條第1項，本文將立

法例臚列如下： 

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否則該人有權獲得專利： 

(1) 申請專利之發明在有效申請日之前，已經有人就此獲准專利、已在印刷

出版物描述、公開使用、販售，或是其他形式的公開；或 

(2) 申請專利之發明在有效申請日前，已有他人依據第151條規定獲得專利

授證、依據第122條第2項已公開或早期公開。 

(一) 判斷原則 

以上立法例適用在設計專利時，「申請專利之發明」應改為「申請專利之設

計」8，在新穎性判斷原則上，美國發明專利奉為法諺的金句亦適用在設計專利，其

指出「[t]hat which infringes, if later, would anticipate, if earlier.9」。這段中文直譯很

像程式語言的意思是說，假設先前技藝是被控侵權對象而有會侵害系爭設計之虞

者，則系爭設計應判斷為可被先前技藝所預期（anticipation, 即不具新穎性）。基

於美國設計專利侵權判斷係採用Gorham Co. v. White案 10的普通觀察者測試法

（ordinary observer test），新穎性判斷亦採同樣標準。其作法是以普通觀察者施予

消費者的一般注意力，觀察系爭設計是否與先前技藝實質相同，若二者差異僅屬細

微（slight difference），足致普通觀察者購買被誤認之產品時11，即不具新穎性。 

                                                        
8 35 U.S.C.§171(b) “The provisions of this title relating to patents for inventions shall apply to 

patents for designs,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9 Int’l Seaway Trading Corp. v. Walgreens Corp., 589 F.3d 1233, 1239 (Fed. Cir. 2009) (quoting 

Peters v. Active Mfg. Co., 129 U.S. 530, 537 (1889)). 
10 Gorham Company v. White, 81 U.S. (14 Wall.) 511 (1872). 
11 Int’l Seaway Trading Corp., at 12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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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前技藝範圍 

在實務操作上，普通觀察者測試沒有結合引證的概念，因此僅能用「單一引

證」判斷是否與系爭設計構成實質相同12。而對於新穎性先前技藝所涵蓋的範圍，

在「唇部填充物」事件尚未發生之前， 早可追溯至1956年的一件In re Glavas案，

當時美國關稅與專利上訴法院（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 CCPA）曾作出

此番解釋：「製品用途與設計專利的可專利性沒有太大關聯，如果先前技藝有『任

何製品』揭露與申請案實質相同的外觀，那麼用途為何無關緊要13。因此，以單

一引證作為可預見性的核駁引證，在設計（專利）案件使用非相關技藝領域並無不

妥14。」由於CCPA在這件判決中有提到「可預見性」只考量外觀是否實質相同；而

無庸考量製品領域，因此USPTO在審查新穎性時，是不會將製品領域納入考量的。 

二、非顯而易知性 

美國專利非顯而易知要件係規範於專利法第103條第1項，本文將立法例臚列如

下： 

申請專利之發明雖無第102條（即新穎性）有揭露相同發明之情事，但如

果在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有效申請日前，就整體觀之，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先

前技術的差異對於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為顯而易知者，將不授與

專利。可專利性不能因為實施該發明的方式不同而遭否定。 

(一) 判斷原則 

以上立法例適用在設計專利時，首先應確認是否有主要引證存在，其標準在於

一個與系爭設計視覺印象「基本相同」的主要引證（primary reference），接下來才

                                                        
12 High Point Design LLC v. Buyer’s Direct, Inc., 621 F. App’x 632, 638 (Fed. Cir. 2015) (quoting 

Door-Master Corp. v. Yorktowne, Inc., 256 F.3d 1308, 1312 (Fed. Cir. 2001) (quotation marks 
omitted)). 

13 In re Sadacca, 19 C.C.P.A. (Patents) 1123, 56 F. 2d 1085, 13 U. S. Pat Q. 46; In re Campbell, 26 
C. C. P. A. (Patents) 1334, 104 F. 2d 394, 42 USPQ 12. 

14 In re Glavas, 230 F.2d 447, 450, 109 USPQ 50, 52 (CCPA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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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是否能利用次要引證（secondary references）來修飾主要引證以產生和系爭設

計的外觀15。 

(二) 先前技藝範圍 

在引證數量上，基於所屬技藝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可參酌多個次要引證刪除、

置換或增加主要引證之特徵，因此審查時可使用一個或結合多個先前技藝作為非顯

而易知性的核駁引證16。而且在In re Glavas案中，CCPA有指出基於所屬技藝領域具

有通常知識者不熟悉與系爭設計無關的技藝領域，因此非顯而易知性的核駁引證必

須以相關技藝領域（analogous art）為限17。但如果系爭設計為製品的表面裝飾者，

任何含有實質相同於表面裝飾外觀的製品皆能作為相關技藝領域18。美國法院對於

如何判斷「相關技藝領域」的案例並不多見，目前掌握到的線索只有在1997年Hupp 

v. Siroflex of Am., Inc案中19，CAFC指出非顯而易知性的相關技藝範圍包含：1.與系

爭設計相同之製品；2.製品近似到足以讓所屬技藝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能將另一

製品聯想到系爭設計製品20。 

綜上所述，美國設計專利的新穎性要件相當於保護範圍之判斷（圖3），也就

是可證系爭設計不具新穎性之先前技藝，當成為被控侵權對象時也會落入系爭設計

的保護範圍。 

 

                                                        
15 Durling v. Spectrum Furniture Co., 101 F.3d 100, 103 (Fed. Cir. 1996). 
16 MPEP§1503.03, II. A. Combining Prior Art References. 
17 In re Glavas, 230 F.2d 447, 109 USPQ 50 (CCPA 1956). 
18 MPEP§1503.03, I. GATHERING THE FACTS. 
19 Hupp v. Siroflex of Am., Inc., 122 F.3d 1456, 1462 (Fed. Cir. 1997). 
20 Id. at 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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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美國設計專利實體要件與保護範圍對照圖 

參、2021年「唇部填充物」事件 

在介紹完美國設計專利實體要件後，本文將以事件背景、審理過程與討論等三

個主題探討「唇部填充物」事件。 

一、事實背景 

SurgiSil（下稱：申請人）是一家專門生產醫美材料的美國公司，該公司向

USPTO提出一件如圖4所示之「唇部填充物」設計專利申請案21，申請專利範圍為

「如圖所示及說明之唇部填充物的裝飾性設計」。從申請人此前所申請的發明專利

文件顯示（圖5），此種唇部填充物是用矽膠製成，因此可讓整形醫師塑形後植入

病患嘴唇，從而達到豐唇美觀的效果。系爭設計在USPTO的審查過程並不順遂，審

查人員以圖6的「紙筆」作為核駁引證，認為系爭設計有違專利法第102條新穎性要

件之嫌。前述「紙筆」是用灰色紙材緊密纏繞而成的外觀，其用途是可代替手指為

粉彩或炭筆畫作消淡及混色效果，對於美術工作者並不陌生。 

申請人在審查階段不斷抱怨審查人員檢附的核駁引證是「紙筆」，但系爭設計

是「唇部填充物」，二者的製品關聯性天差地遠。但USPTO專利審理暨訴願委員會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PTAB）引用In re Glavas案認為「新穎性判斷向來不

                                                        
21 美國設計專利申請案號：29/49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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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考慮核駁引證是否和系爭設計屬於相關領域……故忽略（系爭設計）申請專利範

圍在製品的記載並無不妥22。」申請人不服USPTO核駁審定，爰提起上訴。 

 

 
 圖4 系爭設計 

 
圖5 申請人發明專利23 

 

 
圖6 核駁引證 

二、審理過程 

CAFC在審理過程中指出，專利法所核准的設計專利僅限於「任何為『製品』

所發明之新穎、原創或裝飾性設計」，因此設計專利範圍理應受到申請專利範圍記

載的製品所限制，不能空泛的涵蓋抽象設計。在Gorham Co. v. White案中， 高法

院也解釋國會授權核准的設計專利「並非抽象的印象（ impression）或圖片

（picture）」；而是法律所提的物件外觀。在Curver v. Home Expressions設計專利

侵權事件中（下稱：2019年「椅子花紋」事件）24，當時CAFC也提到系爭設計專利

權範圍應受到申請專利範圍記載的製品所限制，例如椅子，復按MPEP§1502規

定：「外觀不能與其所應用之製品分離且不能單獨存在……」。準此，CAFC認為

系爭設計既然主張的唇部填充物，且圖式所揭露之內容亦為唇部填充物外觀，那麼

                                                        
22 In re Schreiber, 128 F.3d 1473, 1478 (Fed. Cir. 1997). 
23 美國發明專利第7,008,455號案。 
24 Curver Luxembourg, SARL v. Home Expressions Inc., 938 F.3d 1334, 1336 (Fed. Ci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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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範圍自應是到唇部填充物所限；而不能延伸至其他製品，然USPTO所列舉

的核駁引證卻是美術用具而非唇部填充物，顯見對於申請專利範圍的解讀違誤，故

原核駁處分應予撤銷。 

三、討 論 

(一) 新穎性先前技藝範圍受到製品所侷限 

美國設計專利自1842年創設以來已屆180年，但對於製品是否會影響設計專利

權範圍卻有二套說法。「肯定說」主張美國專利法第171條明確指出，外觀只有應

用在具體製品上，才能作為設計專利保護對象，且基於外觀不能脫離製品而單獨存

在之故，解釋設計專利權範圍時應將製品納入限制條件。「否定說」同樣以美國專

利法第171條指出，設計專利保護對象是一種「『為』製品所創作之外觀」（design 

for an article of manufacture），而不是「製品的外觀」（design of an article）25，從

字面意義解讀應該是只要外觀能應用在製品上者，即能作為保護對象，且基於In re 

Glavas案已明確指出新穎性核駁引證可不受製品領域限制，再加上新穎性與侵權判

斷皆採普通觀察者測試，因此設計專利權範圍不該受到製品侷限。 

基於In re Glavas案確實有言在先，因此美國這60年來對於設計專利新穎性向來

都採「否定說」，也就是新穎性先前技藝範圍可延伸至任何與系爭設計無關的製品

領域。在實際審查運作上，如果系爭設計所主張的是如圖7所示之「護唇膏半圓形

塗抹部」，審查人員可引用諸如圖8「玩具容器半圓形上蓋」或是任何有半球體外

觀的製品作為新穎性核駁引證。倘申請人申復時主張申請專利之設計與核駁引證非

屬相同製品，審查人員會引用上開In re Glavas案解釋新穎性判斷著重在外觀是否實

質相同，至於二者是否為相關技藝領域則非所問。附帶一提的是，基於非顯而易知

性的判斷主體是所屬技藝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其並不具備非相關技藝領域的知

識，因此倘若申請專利之設計為「護唇膏半圓形塗抹部」，USPTO不會引用「玩具

容器半圓形上蓋」來作為非顯而易知性核駁引證。 

 

                                                        
25 In re Zahn, 617 F.2d 261 (CCPA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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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系爭設計26（護唇膏） 圖8 先前技藝27（玩具容器） 

回到「唇部填充物」事件，CAFC的判決主文雖然不到600個字，但已經把新穎

性判斷是否要考量製品領域從以往的「否定說」翻轉成「肯定說」。爾後審查人員

自不得以外觀實質相同的「紙筆」作為「唇部填充物」不具新穎性的核駁引證；同

樣道理，審查人員亦不能再以「玩具容器的半圓形上蓋」作為「護唇膏的半圓形塗

抹部」不具新穎性的核駁引證。請參考表1所示，在「唇部填充物」事件之後，基

於設計名稱所記載的製品將納入申請專利範圍解讀，並作為限制條件，未來在新穎

性判斷必須從普通觀察者角度觀察先前技藝與系爭設計的製品是否造成混淆。 

表1 美國設計專利實體要件比較表 

 新穎性 非顯而易知性 

判斷主體 普通觀察者 
所屬技藝領域具有通常知

識者 
引證數量 以單一引證為限 可一個（含）以上 

引證是否需考量

製品（領域） 

過往實務 未來實務 
必須與申請專利之設計來

自相關技藝領域 不受製品領域所

侷限 
以造成普通觀察者混

淆之製品領域為限 

 

                                                        
26 美國設計專利申請案號29/351,678。 
27 美國發明專利4,765,501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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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計專利核准機率會變高？ 

鑑於「唇部填充物」事件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新穎性先前技藝範圍受到限縮，因

此未來若將相同外觀轉用到不同領域的製品，預料將不再受到新穎性挑戰，這對於

申請人而言是項好消息。不過基於美國專利法第171條對於設計專利申請案還有

「原創性」要求，如果系爭設計係就著名的製品或人物作直接模仿轉用者，審查人

員還是能以欠缺「原創性」核駁28。例如有判決指出將知名建築物外觀應用在玩

具、墨水瓶架、紙鎮等將違反原創性29。 

另外在實際的審查實務上，作者也看過申請人將啤酒冷凝後的外觀印在圖9

「男性服飾」上30，而遭USPTO以違反專利法第171條設計定義核駁的前例。且基於

核駁「原創性」原則上是以著名或周知技藝為主，審查人員沒有向申請人提供引證

或揭示公開日期之義務，若有檢附資料者，其性質多僅為參考之用，例如本案所檢

附的參考資料圖10是審查人員在Google圖片直接輸入「beer and consideration」所列

出的搜尋結果。值得注意的是，模仿著名著作在我國設計專利會被當作是簡易手

法之創作，因此不是以違反設計定義；而是以違反專利法第122條第2項創作性核

駁31。 

 

 
圖9 設計專利申請案（男性服飾） 

 
圖10 參考文獻 

                                                        
28 In re Wise, 340 F.2d 982 (C.C.P.A. 1965). 
29 Bennage v. Phillippi, 1876 C.D. 135, 9 O.G. 1159 (Comm’r Pat. 1876). 
30 美國設計申請號：35/508,386。 
31 參照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設計專利實體審查，3-3-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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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穎性與侵權判斷趨於一致 

由於美國新穎性與侵權判斷係採相同標準之故，因此本段將就設計名稱對於侵

權判斷的影響進行論述。經查，進30年來美國聯邦地方法院（the Federal District 

Court，下稱：聯邦地院）曾發生過3件製品領域不同的設計專利侵權訴訟， 早一

件發生在1995年，該案專利權人取得1件外觀長的很像曲棍球棒的打獵用「鴨鳴

器」（圖11）；但卻跑去告迪士尼的曲棍球棒「鑰匙圈」侵權，法院認為「鴨鳴

器」和「鑰匙圈」並非「相關製品」（analogous article of manufacture） ，況二者

間除了在「曲棍球棒」的外觀構成近似外，沒有任何共通點可言，故判斷未構成實

質相同， 終作出不侵權判決32。此外也有發生過系爭設計是「帽子」（圖12）、

被控侵權對象則是將帽子外觀印在「T恤」（圖13）作為圖案，法院以合理之人

（reasonable person）不可能在購買T恤時會誤認為買到帽子為由，作出不侵權判

決33。另外也有防身器材業者取得「電擊槍」設計專利後（圖14），跑去告動視暴

雪「決勝時刻」（Call of Duty）  電玩畫面（圖15）的電擊槍侵權，法院在審理

時，同樣以合理之人不會在購買電玩遊戲時誤以為買到的是實體電擊槍為由，作出

不侵權決定34。聯邦地院對於這類侵權訴訟幾乎都是以普通觀察者（合理之人）在

購買「被控侵權對象」時，應不致於誤認為買到的是「系爭設計製品」為由，作出

不侵權判決。 
由於前面3件判決皆出自於聯邦地院之手，對於其他設計專利案件不具拘束

力，因此美國對於製品不同的設計專利侵權判決直到2019年「椅子花紋」事件才給

出確切答案，該案系爭設計為「椅子花紋」（圖16），被控侵權對象是「置物籃」

（圖17），CAFC首先指出設計專利若僅能以圖式所揭露之外觀來界定保護範圍，

那麼申請人所記載的設計名稱及申請專利範圍就變的毫無意義。CAFC還認為，確

認製品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告知社會大眾該外觀是應用在何種製品，同時用以界定設

計專利的保護範圍，是以申請專利範圍中的製品應納入設計專利權範圍解釋，基於

購買「置物籃」的普通觀察者顯然不會誤認為自己買到的是張「椅子」，法院 終

作出不侵權決定。 

                                                        
32 Vigil v. Walt Disney Co., 1995 WL 621832 (N.D. Cal. 1995). 
33 Kellman v. Coca-Cola Co., 280 F. Supp. 2d 670 (E.D. Mich. 2003). 
34 P.S. Prods. Inc. et al. v. Activision Blizzard Inc. et al., Case No. 4:13-cv-00342-KGB (E.D.Ark. 

filed June 5,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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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系爭設計35（鴨鳴器） 

 
圖12 系爭設計36（帽子） 

 
圖13 被控侵權對象（T恤） 

 
圖14 系爭設計37（電擊槍） 

 
圖15 被控侵權對象（遊戲畫面） 

 

圖16 系爭設計（椅子的花紋） 圖17 被控侵權對象（置物籃） 

 

                                                        
35 美國設計專利D395,021號。 
36 美國設計專利D387,541號。 
37 美國設計專利D576,24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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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在「唇部填充物」事件判決尚未出爐之前，美國設計專利新穎性端

看外觀是否實質相同，製品領域不納入考量。但在侵權判斷上，美國司法實務卻又

將製品納入專利權範圍解釋，此種在新穎性判斷採「否定說」；在侵權判斷採「肯

定說」的作法，就容易發生新穎性與侵權判斷標準不一致的矛盾。因此「唇部填充

物」事件的 大貢獻在於讓新穎性與侵權判斷標準趨近一致，以本案為例，未來新

穎性應比照侵權判斷考量「普通觀察者在購買先前技藝『製品』時，是否會誤認為

買到的是系爭設計所應用之『製品』」。 

肆、物品與設計保護制度之關係 

本章節將介紹日本、歐盟及我國設計保護制度對於物品概念的理解，還有物品

對於實體要件及保護範圍的影響，由於美國部分已在前面章節說明，本段不復另

論。 

一、日 本 

日本政府在1921年（大正10年）意匠38法修正過程中，以外觀不能脫離物品而

抽象存在為由，將意匠保護對象改為「『關於物品』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

合……39」，並且在刑事罰規定將物品近似納入意匠權侵害要件40。 

以上外觀不能脫離物品的精神一直延續到今日意匠法第2條第1項：「本法所稱

意匠，為『物品之』……形狀、花紋……41。」且意匠審查基準指出，基於物品、

外觀具有一體不可分之故，與物品分離之外觀創作，將無法成為意匠法保護對

                                                        
38 我國專利法中之「設計專利」，在日本稱「意匠」，本文對於日本制度的描述係依日本用

語。 
39 日本大正10年意匠法1條：「物品ニ關シ形狀，模様若ハ色彩又ハ其ノ結合ニ係ル新規ノ意

匠ノ工業的考案ヲ爲シタル者ハ其ノ物品ノ意匠ニ付意匠ノ登録ヲ受クルコトヲ得。」 
40 日本大正10年意匠法26條第1項第2款：「他人ノ登録意匠ニ係ル物品ト類似ノ物品ヲ業トシ

テ製作，使用，販賣又ハ擴布シタル者。」 
41 日本意匠法第2條第1項：「本法所稱『意匠』，係指物品（含物品之部分。以下亦同）之形

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以下稱「形狀等」）、建築物（包含建築物之部分。以下亦同）

之形狀等……能夠引起視覺上美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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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42。又日本將意匠法的物品解釋的很嚴，其必須是能在市場流通之動產有體物，

且具有用途與功能者，因此作為土地及其定著物的不動產（例如建築物），還有即

便是不具特定型態的有體物 （例如噴泉），將不符物品定義43。鑑於日本對於物品

定義的理解未曾鬆動，爰於2019年5月修正意匠法中，新增「建築物」作為法定保

護對象。有日本學者指出，意匠法會把物品限定在「具體物品、有體物、具備用途

與功能」的理由，除了是基於政策上保護的是具有工業量產的產品外，還有就是為

了要和著作物進行切割44。 

在物品對於實體要件先前技藝範圍的影響上，依據日本意匠法規定，得取得意

匠註冊的要件包括：工業利用性45、新穎性46及非創作容易性47，其中對於新穎性及

非創作容易性的審查則需要透過檢索先前技藝來達成。 

(一) 新穎性先前技藝範圍 

日本對於新穎性的審查，係判斷註冊意匠是否已揭露於申請前已公開之先前技

藝，或是否與先前技藝構成相同和近似48。儘管意匠法未言明新穎性的判斷主體是

誰，但意匠審查基準指出其判斷主體視同意匠保護範圍是「需要者（含交易

者）」，也就是與意匠物品交易、流通實際狀況相應的適當之人49。 

在判斷手法上，相同意匠為「物品與外觀均相同」者；近似意匠包括：1.「相

同物品、近似外觀」、2.「近似物品、近似外觀」和3.「近似物品、相同外觀」50。

相同物品從字面意義上不難判斷，不過「近似物品」在智慧財產權體系中是一種很

                                                        
42 日本特許廳，意匠審查基準第Ⅲ部 第1章 工業上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意匠，2021年， 

2頁。 
43 參照日本特許廳，意匠審查基準第Ⅲ部 第1章 工業上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意匠，2021

年，2-3頁。 
44 峯唯夫，「意匠」と「物品」との関係，パテント，Vol. 71 No. 12，2018年， 6頁。 
45 參照日本意匠法第3條第1項前段。 
46 參照日本意匠法第3條第1項1～3款。 
47 參照日本意匠法第3條第2項。 
48 參照日本意匠法第3條第1項。 
49 參照日本特許廳，意匠審查基準第Ⅲ部 第2章 第1節 新穎性，2021年，2頁。 
50 參照中川裕幸，意匠の類似——我が國における判斷手法と判斷主體，日本知財學會誌，8

卷4期，2011年，24-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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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概念，按照意匠審查基準的規定，其判斷手法是從物品的用途與功能來判

斷，如果二意匠的物品用途（使用目的、使用狀態等）和功能具有共通性者，應判

斷為近似物品，例如有法院判決指出雞蛋容器與燈泡容器皆具有包裝用途，儘管收

納物品的功能有別，仍屬於近似物品51。此外，從日本意匠審查基準在近似判斷觀

點來看52，審查新穎性原則上要就申請註冊之意匠與單一引證進行比對。 

(二) 創作非容易性先前技藝範圍 

依據意匠法第3條第2項規定：「意匠註冊申請前，對於該意匠所屬領域通常知

識者……能夠輕易創作該意匠者，儘管符合前項（新穎性）規定，不能取得意匠登

錄。」因此創作非容易性的判斷主體為「所屬領域通常知識者」，也就是製造或銷

售該意匠物品領域中，在意匠申請時對該領域相關意匠具有通常知識者。 

日本將「輕易創作」手法分為：1.置換、2.組合、3.刪除部分特徵、4.變更排

列、5.變更構成比例、6.增減連續單元數量、7.轉用53。前述「轉用」，係指即便物

品不近似，但對於所屬領域通常知識者而言是常見的創作手法，例如圖18將汽車外

觀轉用到玩具車的外觀創作，因此創作非容易性的先前技藝範圍能擴及到非近似物

品領域，但必須以商業習慣上的常見轉用手法為限。此外，從意匠審查基準「輕易

創作」的「置換」（圖19）及「組合」（圖20）例示來看，日本允許結合複數引證

來核駁創作非容易性。 

(三) 物品對於保護範圍的影響 

日本意匠法對於意匠權效力係規範在第23條：「意匠權人專有以營業實施登錄

意匠及其近似意匠的權利……54。」因此日本意匠新穎性與意匠權效力可及於近似

意匠，其中亦包含物品與外觀的相同、近似判斷。日本將物品相同、近似納入意匠 

                                                        
51 昭和43年（行ケ）第5號判決（東京高判）。 
52 參照日本特許廳，意匠審查基準第Ⅲ部 第2章第1節新穎性，2021年，3頁。 
53 日本特許廳，意匠審查基準第Ⅲ部 第2章第2節創作非容易性，2021年，3頁。 
54 日本意匠法第23條：「意匠権者は、業として登録意匠及びこれに類似する意匠の実施をす

る権利を専有する。ただし、その意匠権について専用実施権を設定したときは、専用実施

権者がその登録意匠及びこれに類似する意匠の実施をする権利を専有する範囲について

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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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技藝（汽車） 

 
申請案（玩具車） 

圖18 轉用例示55 

 
圖19 置換例示56 

 
圖20 組合例示57 

權效力的限制伊始於大正10年意匠法修正，當時日本政府認為若不在意匠權效力範

圍限定物品，恐影響社會大眾使用非相關物品外觀的權利。而基於新穎性與意匠權

效力採相同標準之故，日本意匠權效力對於物品的相同和近似同樣是從物品的用途

與功能來判斷。 

請參考圖21，日本意匠的新穎性要件相當於保護範圍之判斷，也就是可證系爭

意匠不具新穎性之先前技藝，當成為被控侵權對象時也會落入系爭意匠權的保護範

圍。 

                                                        
55 日本特許廳，註53文，18頁。 
56 日本特許廳，註53文，6頁。 
57 日本特許廳，註53文，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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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日本意匠實體要件與保護範圍對照圖 

二、我 國 

我國對於設計專利保護對象的立法例構造係參考日本而來，專利法第121條第1

項指出：「設計，指對『物品之』……形狀、花紋……58。」又專利審查基準指

出：「申請專利之設計必須是應用於物品之外觀設計，以供產業上利用，其不能脫

離所應用之物品而單獨構成設計專利權範圍59。」鑑於花紋脫離物品將無所依附，

故申請對象若為圖22所示之花紋者，圖式必須呈現花紋及其所依附之物品，並且在

設計名稱指定與前述相應之物品，始構成具體之設計，而色彩其亦不得脫離所依附

之物品，單獨僅就色彩構成設計60。 

關於設計專利對於物品的定義請參考圖23所示，我國在2013年以前係參考日本

作法將物品解釋為「有體物動產」外觀，鑑於房屋、橋樑等建築物或室內、庭園是

「不」動產，故無法為保護對象61。但為了提供給創作者一個更廣泛的保護舞台，

我國於2013年設計專利審查基準將物品定義放寬到「有體物」外觀，開啟建築設計

與室內設計納入保護對象之濫觴62（惟當時未明文規範）。而隨著元宇宙概念使得 

                                                        
58 我國專利法第121條第1項：「設計，指對物品之全部或部分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

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 
59 我國設計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設計專利實體審查，3-3-2頁，2021年。 
60 同前註，3-3-3～3-2-4頁。 
61 參照我國專利審查基準彙編第三篇第三章設計專利實體審查，3-2-3頁，2002年。 
62 參照我國專利審查基準彙編第三篇第三章設計專利實體審查，3-2-2頁，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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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紋】 【衣服】 【色彩】 【衣服】 

圖22 花紋、色彩不能脫離所應用之物品 

 

 
圖23 我國設計專利對於物品意涵演進 

設計行為在數位世界蓓蕾生發，在2020年11月1月甫生效之設計專利審查基準中，

我國把物品概念放寬到「工業或手工製造的產品」，並將設計專利保護建築物、橋

樑或室內空間設計明文化，另外也以「電腦程式產品」屬於廣義上可供產業上利用

之實用物品為由擬制為物品，讓雷射投影、全像投影（Holographic display）得以成

為保護對象63，並一舉解決圖像設計所面臨的軟體侵權問題。 

在物品對於實體要件先前技藝範圍的影響上，依據我國專利法規定，應審酌的

事項包含設計定義64、產業利用性65、新穎性66及創作性要件67。其中對於新穎性及

非創作容易性的審查則需要透過檢索先前技藝來達成。 

                                                        
63 同前註。 
64 參照我國專利法第121條。 
65 參照我國專利法第122條第1項前段。 
66 參照我國專利法第121條第1項1～3款。 
67 參照我國專利法第122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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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穎性先前技藝範圍 

按我國專利法第122條第1項規定，申請專利之設計於申請前有相同或近似之設

計已見於刊物、已公開實施或已為公眾所知悉者，不具新穎性。請參考表2所示，

相同設計係指「相同外觀應用於相同物品」；近似設計係指「相同外觀應用於近似

物品」、「近似外觀應用於相同物品」、「近似外觀應用於近似物品」68。對於物

品的相同、近似判斷則應模擬普通消費者使用的實際情況，並考量商品產銷及選購

之狀況，判斷物品用途、功能是否相近69。 

表2 相同、近似設計一覽表 

 相同物品 近似物品 非近似物品 

相同外觀 相同設計 

近似設計 

非近似設計 

近似外觀  

非近似外觀  

 

(二) 創作性先前技藝範圍 

創作性之審查係以該設計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為基礎，並參酌申請

時的通常知識，而能將該先前技藝以模仿、轉用、置換、組合等簡易之設計手法完

成申請專利之設計，若未產生特異之視覺效果者，應認定為易於思及之設計70。我

國在創作性審查是能組合多份引證文件71（例如圖24組合手法），而在轉用手法

上，雖然可不侷限於相同或近似物品之技藝領域72，但還是必須以所屬技藝領域中

具有通常知識者易於思及者為限，例如圖25將汽車外觀轉用到玩具車。 

(三) 物品對於保護範圍的影響 

我國設計專利權效力係規範於專利法第136條第1項：「設計專利權人，除本法 

                                                        
68 註59文，3-3-8頁。 
69 同前註。 
70 註59文，3-3-15頁。 
71 同前註。 
72 註59文，3-3-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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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組合例示73 

 
圖25 轉用例示74 

另有規定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實施該設計或近似該設計之權。」由於我

國專利法並未就專利權效力（近似設計）的判斷為進一步說明，故本文以105年版

專利侵權判斷要點進行解釋，其指出設計專利之侵權判斷，應判斷被控侵權對象與

系爭專利是否為相同或近似物品，及是否為相同或近似之外觀75。而對於物品的相

同、近似判斷，主要是模擬普通消費者使用的實際選購、使用商品的情況及商品的

產銷狀況，以物品的用途作為判斷依據，例如蠟筆與口紅，前者為繪畫用途，後者

為化妝用途，二者用途明顯不同，非屬近似物品76。 

綜上所述，我國設計專利的新穎性要件相當於保護範圍之判斷（圖26），也就

是可證系爭設計不具新穎性之先前技藝，當成為被控侵權對象時也會落入系爭設計

的保護範圍。 

 

                                                        
73 同前註。 
74 註59文，3-3-19頁。 
75 參照我國專利侵權判斷要點，76頁，2016年。 
76 參照同前註，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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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我國設計專利實體要件與保護範圍對照圖 

三、歐 盟 

依據共同體設計規則77（下稱：設計規則）第3條(a)規定，歐盟對於「設計」定

為產品之整體或部分外觀，由產品之線條、輪廓、色彩、形狀、紋理及／或材質及／

或產品之裝飾等特徵所構成者。又第3條(b)規定，「產品」的定義為任何工業或手

工產品，例如複合式產品零件、包裝、配置（get-up）、視覺符號及字型；但不包

括電腦程式。因此設計規則將「產品」解釋得很寬，原則上只要不是自然物，都能

符合產品定義78，這其中包含建築物及無體物外觀（例如雷射影像、噴泉等79）。而

前段的「電腦程式」係指「電腦程式著作」，故歐盟執委會認為應該透過著作權法

保護，不在產品定義之列，但如果是電腦程式的視覺產出，例如圖形化使用者介

面、網頁或電腦圖像，還是能作為保護對象80。 

(一) 新穎性、獨特性先前技藝範圍 

歐盟共同體設計對於實體要件的要求包括新穎性與獨特性（ individual 

character）。前述新穎性係指在申請前無相同設計已能為公眾得知，而「相同設

                                                        
77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6/2002 of 12 December 2001 on Community designs. 
78 Green Paper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Designs, Working Document of the Services of 

the Commission, III/F/5131/91-EN, p. 66. 1991. 
79 INDUSTRIAL DESIGN 5 FORUM, CATALOG OF ELIGIBILITY FOR INDUSTRIAL DESIGN PROTECTION 59-

60 (2016). 
80 DAVID STONE, EUROPEAN UNION DESIGN LAW: A PRACTITIONERS’ GUIDE 6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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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的判斷允許二設計間存在非關實質的細部差異（immaterial details）81。獨特性

係指相較於先前技藝，註冊設計必須對有知識的使用者（informed user）產生不同

整體印象之外觀；在評估獨特性時，應考量設計者的設計自由度82。共同體設計的

新穎性與獨特性具有高度重疊概念，例如不具新穎性者即不具獨特性83、具獨特性

者必然具備新穎性84。 

儘管註冊設計申請案應載明設計所應用或結合之產品85，然而產品名稱不會限

縮保護範圍86。也就是說歐盟對於共同體註冊設計保護之保護範圍雖可及於使用到

該註冊設計外觀的任何產品，但設計權人也要付出相應的代價，讓新穎性、獨特性

的先前技藝範圍涵蓋任何產品領域的外觀。另從無效審判實務來看，歐盟對於新穎

性、獨特性的判斷皆是以註冊設計和單一先前技藝作相同或整體視覺印象的比對；

並沒有像美國、日本及我國那樣有組合引證的概念87。 

(二) 物品對於保護範圍的影響 

註冊設計保護範圍包含對有知識的使用者（informed user）不致於產生不同整

體印象之外觀；而在評估保護範圍時，應考量設計者的設計自由度88。另基於共同

體設計保護的是外觀本身，且產品不會對保護範圍產生影響之故，註冊設計的產品

若為汽車外觀，其保護範圍可及於使用到該汽車外觀的胸針、蛋糕或玩具車等89。 

綜上所述，共同體設計保護範圍可涵蓋獨特性、新穎性（圖27），也就是可證

                                                        
81 參照歐盟共同體設計規則第5條。 
82 參照歐盟共同體設計規則第6條。 
83 Case T-68/11Erich Kastenholz v OHIM－Qwatchme A/S ECLI:T:2013:298 (General Court, 6 June 

2013). 
84 Case R 1285/2008-3 Erich Kastenholz v Qwatchme A/S [2011] ECDR 15 (Board of Appeal, 2 

November 2010) para 27. 
85 參照歐盟共同體設計規則第36條第1項(b)。 
86 參照歐盟共同體設計規則第36條第6項。 
87 Case T-153/08. Shenzhen Taiden Industrial Co. Ltd v. OHIM－Bosh Security Systems BV 

ECLI:EU:T:2010:248 (General Court, 22 June 2010) para24; Case IZR 71/08 Alessi v Koziol 
[2011] 2 Mitt 94 (Bundesgerichtshof, 19 May 2010). 

88 參照歐盟共同體設計規則第10條。 
89 Green Lane Products Ltd. v. PMS International Group PLC & Ors (2008) EWCA Civ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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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設計不具新穎性或獨特性之先前技藝，當成為被控侵權對象時也會落入系爭設

計的保護範圍。 

 

 

圖27 歐盟共同體設計實體要件與保護範圍對照圖 

四、比較分析 

綜上所述，本文將物品對美、日、歐及我國設計保制度之影響整理如表3所

示，從物品定義來看，歐盟是用 寬廣思維詮釋「產品」定義，因此圖案能單獨視

為產品而成為保護對象。至於在註冊要件與保護範圍的關係上，美國、日本及我國

的新穎性與保護範圍相當，且新穎性先前技藝範圍會受到物品所侷限，而日本及我

國在創作非容易性或創作性的判斷則能夠跨越不同物品，但必須以所屬技藝領域具

有通常知識者易於思及者為限。相對美、日及我國而言，歐盟就獨樹一幟，其註冊

設計保護範圍不僅能涵蓋新穎性、獨特性，且由於共同體設計保護對象即為外觀本

身，不論是實體要件及保護範圍皆不受物品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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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物品對美、日、歐及我國設計保制度之影響 

 美 國 日 本 我 國 歐 盟 

物品（製品、 

產品）定義 
與自然物有所區別 動產有體物 

工業或手工產品

（含電腦程式 
產品） 

工業或手工產品 
（不含電腦程式）

建築物 是製品 不符物品定義 是物品 是產品 

噴泉 是製品 不符物品定義 不符物品定義 是產品 

實體要件（1） 新穎性 新穎性 新穎性 新穎性 

判斷主體 普通觀察者 一般需要者 普通消費者 未規定 

引證是否受物品

（領域）侷限 
是 

（混同） 
是 

（用途與功能）

是 
（用途與功能）

否 

引證數量 單一引證 單一引證 單一引證 單一引證 

實體要件（2） 非顯而易知性 創作非容易性 創作性 獨特性 

判斷主體 
所屬技藝領域 

具有通常知識者 
所屬技藝領域 

具有通常知識者

所屬技藝領域 
具有通常知識者

有知識的使用者 

引證是否受物品

（領域）侷限 

是 
（相關技藝領域）

否 
（轉用手法） 

否 
（轉用手法） 

否 
 

引證數量 
可一個 

（含）以上 
可一個 

（含）以上 
可一個 

（含）以上 
單一引證 

 

保護範圍 實質相同 相同、近似 相同、近似 相異視覺印象 

判斷主體 普通觀察者 一般需要者 普通消費者 有知識的使用者 

是否需考量物品

領域 
是 

（混同） 
是 

（用途與功能）

是 
（用途與功能）

否 
 

 

若將美國「唇部填充物」事件按表3作一次測試，基於美國設計專利新穎性判

斷已不能僅比對外觀，而必須將物品納入考量之故，且非顯而易知性引證必須來自

相關技藝領域，是以「紙筆」將不能作為「唇部填充物」不具新穎性、非顯而易知

性的核駁引證，又基於美國設計專利保護範圍與新穎性皆採普通觀察者測試原則，

因此「紙筆」變成被控侵權對象時自然也不會落入「唇部填充物」的保護範圍。日

本及我國的作法類似，鑑於系爭設計「唇部填充物」具有美容整形用途，其功能是

透過將填充物植入嘴唇達到豐唇效果；「紙筆」具有美術繪畫用途，其功能是透過

紙筆摩擦粉彩、碳粉達到消淡、混色效果，二者非屬近似物品，故「紙筆」不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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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唇部填充物」的新穎性核駁引證。而美容整形領域的通常知識者也不至於把美

術領域的「紙筆」轉用到「唇部填充物」，是以「紙筆」恐難以作為「唇部填充

物」不具創作非容易性或創作性的核駁引證。又基於日本與我國對於保護範圍與新

穎性皆採相同標準之故，因此當「紙筆」變成被控侵權對象時也不會落入「唇部填

充物」的保護範圍。 後，儘管先前技藝「紙筆」與系爭設計「唇部填充物」產品

不同，但只要外觀近乎相同或不會產生特異視覺印象者，在歐盟依然能用來作為

「唇部填充物」不具新穎性與獨特性的核駁引證。又基於共同體設計保護範圍可包

括獨特性、新穎性之故，只要「紙筆」與「唇部填充物」的外觀近乎相同或不會產

生特異視覺印象者，「紙筆」很可能會落入「唇部填充物」的保護範圍，也就是有

構成侵權之虞，本文爰將上述推演結果整理如表4所示。 

表4 「唇部填充物」事件在各國實體要件及保護範圍判斷演繹表 

 美國 日本 我國 歐盟 

實體要件（1） 新穎性 新穎性 新穎性 新穎性 

「紙筆」是否能

作為「唇部填充

物」核駁引證 

否 
（不會混同） 

否 
（物品不近似）

否 
（物品不近似）

是 
（不受產品 

侷限） 

實體要件（2） 非顯而易知性 創作非容易性 創作性 獨特性 

「紙筆」是否能

作為「唇部填充

物」核駁引證 

否 
（非相關技藝 

領域） 

否 
（不易轉用） 

否
90 

（不易轉用） 

是 
（不受產品 

侷限） 

保護範圍 實質相同 相同、近似 相同、近似 相異視覺印象 

「紙筆」是否落

入「唇部填充

物」保護範圍 

否 
（同新穎性 

判斷） 

否 
（同新穎性 

判斷） 

否 
（同新穎性 

判斷） 

是 
（不受產品 

侷限） 

                                                        
90 關於「紙筆」在我國是否能作為「唇部填充物」不具創作性核駁引證一事，對此，作者曾向

承審該類別的設計專利審查官詢問，渠表示即便我國設計專利創作性審查不侷限於相同或近

似物品之技藝領域，惟仍須以易於思及者為限，例如將「汽車」轉用至「玩具車」在玩具產

品領域相當常見，但是將「紙筆」轉用至「唇部填充物」在醫療器材領域就相當罕見，基於

二者技藝領域差異甚鉅，且難以認定為易於思及，故「紙筆」恐不宜作為「唇部填充物」的

創作性核駁引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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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文主要是以美國「唇部填充物」事件為題，論析CAFC推翻設計專利新穎性

不受物品領域限制的運行實務，但這起事件並非偶然，因為USPTO在2018年修訂

MPEP時，就已將設計名稱「不影響申請專利範圍」的規範改寫成「可用以界定申

請專利範圍」。而CAFC在2019年「椅子花紋」事件除了作出物品應納入保護範圍

的考量外，也重申新穎性與侵權判斷必須一致的原則，以上基準修訂及判決皆凸顯

了設計名稱的重要性，對於有意在美國申請設計專利者不可不慎。 

此外，基於物品對於先前技藝範圍及保護範圍會造成莫大影響之故，本文將美

國、日本、我國及歐盟的相關規範作概念上的比較，並進行觀念整理。 後作者想

分享一個理念，鑑於實用物品的外觀創作與其所實踐的用途具有高度依存性，因此

要將物品用途納入實體要件或保護範圍解讀尚不為過。反躬圖案創作其實和物品用

途沒有太大關聯，且相較於物品外觀具有高度轉用到非近似物品或電腦程式產品的

可能，因此是否能參考歐盟作法將我國設計專利的物品定義延伸到「圖案」，私見

認為這或許是我們能以真實樣貌保護此類創作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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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先導化合物分析與藥物結構 
顯而易見性探討 

郭廷濠* 

壹、前 言 

藥物的靈魂在於其特殊的結構，結構從簡單如氟烷（halothane）1至複雜如青黴

素（penicillin）2，結構的差異不僅展現藥物多變的樣貌外，更使其具備不同之臨床

療效（圖一）。 

當新藥候選之化學結構確定，並經初步測試有效後，專利藥廠會向美國食品藥

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提出人體臨床試驗審查申請，核准

後進入三期之臨床試驗階段。於臨床試驗完成後提出新藥申請，經FDA核准後上

市，在這些階段中除了可觀的時間、金錢及人力外，更僅有極少部分的候選新藥能

真正上市。於新藥上市後，學名藥廠可藉由簡易新藥上市程序（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ANDA）向FDA申請學名藥上市，並通知專利藥廠，專利藥廠會

對學名藥廠提起專利侵權訴訟，來防止或延後學名藥的上市，以便獲取藥物獨占之

利益。 

在專利藥廠與學名藥廠間 常見的訴訟攻防手段為挑戰系爭藥物專利的有效

                                                        
DOI：10.3966/221845622022040049003 
收稿日：2022年1月6日 
* 高考專利師及格。 
1 氟烷為一種吸入性麻醉藥物。 
2 青黴素為一種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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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系爭專利不具有效性時更甭論是否有侵權。其中，學名藥廠以系爭藥物化學

結構係顯而易見之主張屢見不鮮，並多陳稱系爭藥物化學結構已被揭露，或可經簡

單修飾來完成該結構。 

在藥物化學結構的差異上，吾人不能僅以單一取代基的不同而認為該藥物可由

簡單修飾來完成，更不能以同取代基團僅在鄰位、間位或對位之差異而認為該修飾

係容易達成的。如同青黴素與安比西林（ampicillin）3僅有一胺基之差異（圖1），

吾人若因結構之簡單差異而認定安比西林容易由青黴素修飾而得，則該認定有事後

諸葛之虞。為了衡平此事後諸葛之認定，於美國判決實務中，遇有學名藥廠主張係

爭專利與其他相似結構是否顯而易見之爭議時，多會採用先導化合物分析，法院會

參酌藥物研發當時之眾多文獻，以減少事後諸葛之判斷。因此，先導化合物分析有

其重要性，本文於後詳述。 

 
圖片來源：本文繪製 

圖1 氟烷、青黴素及安比西林 

貳、美國判決案例 

本文選出三篇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ederal 

Circuits, CAFC）的訴訟案例，三篇皆以所請之藥物的化學結構是否顯而易見為主

軸，並被CAFC認定系爭專利具有非顯而易見性，而維持專利有效的判決，以下僅

探討顯而易見性爭點，其餘部分簡要敘述。 

                                                        
3 安比西林為一種抗生素。 

Halothane Penicillin Ampici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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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6年禮來（ELI LILLY）藥廠的「Zyprexa®」案件4 

(一) 案例事實 

禮來藥廠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系爭專利為美國專利5,229,382號（‘382專

利）。Ivax、Dr. Reddy’s Laboratories及Teva等學名藥廠（以下合稱上訴人）向FDA

申請Zyprexa®學名藥許可之ANDA，禮來藥廠因而向美國印第安納南區地區法院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Indiana）提起該等藥廠的

侵權訴訟，經過獨立審判（bench trial）後，地區法院認定系爭專利請求項有效，上

訴人不服判決，向CAFC上訴。 

(二) 系爭專利結構簡述 

本 案 系 爭 專 利 為 一 種 2- 甲 基 （ methyl ） - 噻 吩 （ thieno ） - 苯 二 氮 平

（benzodiazepine）化合物，代表結構說明如下： 

 
圖片來源：本文繪製 

圖2 奧氮平及其相關結構 

 

                                                        
4 Eli Lilly and Co. v. Zenith Goldline Pharmaceuticals, Inc., 471 F.3d 1369, 1369 (2006). 

Clozapine Olanzapine Ethyl Olanzapine (Compound 222) 

Ethyl FlumezapineFlumezap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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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結構為奧氮平（olanzapine，商品名為Zyprexa®）是一種抗精神病藥物，

用於治療思覺失調症。與奧氮平相似的結構群有氯氮平（clozapine）、乙基奧氮平

（ethyl olanzapine）或稱化合物222、氟甲氮平（ flumezapine）及乙基氟甲氮平

（ethyl flumezapine）。 

氯氮平主結構左右側皆為苯環，且左苯環上有一氯取代基；而奧氮平左苯環上

無取代基，主結構右側為一甲基取代之噻吩（thiophene），而非苯環。乙基奧氮平

與奧氮平僅右側噻吩之取代基為乙基或甲基之差異。氟甲氮平與奧氮平差異僅左側

苯環有一氟取代基。乙基氟甲氮平與氟甲氮平僅右側噻吩之取代基為乙基或甲基之

差異。 

(三) 本案爭點與相關先前技術 

本案爭點為奧氮平左苯環上無取代基，主結構右側為一甲基取代之噻吩之結構

是否顯而易見。地區法院審酌之重要相關先前技術簡要如表1，系爭專利之 早優

先權日為1990年4月25日。1978年公告之美國專利4,115,574號（‘574專利）中揭露乙

基氟甲氮平、氟甲氮平、乙基奧氮平。其中，乙基氟甲氮平於狗中會造成廣泛性之

血液問題；氟甲氮平會造成錐體外症候群（extrapyramidal symptoms, EPS）和增加

肌酸磷酸激酶（creatine phosphokinase, CPK）5；乙基奧氮平則是顯著增加母米格魯

犬中之膽固醇。1980年之Chakrabarti文獻中揭露一系列噻吩苯二氮平類化合物，並

建議用氯取代氟也可以增加化合物的活性，其未特別建議使用氫可以獲得相同的效

果。1985年之Sullivan與Franklin文獻（下稱S&F文獻）中教示若要找尋取代氟的原

子者，則會以其他電負度大的基團作為取代，而非使用氫。 

                                                        
5 一種肝臟與肌肉之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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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非專利文獻／ 

專利 

揭露／教示 

年 份 相關內容 

系爭專利 1990 本案重要爭議結構奧氮平。 

‘574專利 1978 
揭露乙基氟甲氮平、氟甲氮平、乙基奧氮平。其中，乙基氟甲氮平

於狗中會造成廣泛性之血液問題；氟甲氮平會造成EPS和增加

CPK；乙基奧氮平則是顯著增加母米格魯犬中之膽固醇。 
Chakrabarti 

文獻 
1980 

揭露一系列噻吩苯二氮平類化合物，並建議用氯取代氟也可以增加

化合物的活性，其未特別建議使用氫可以獲得相同的效果。 

S&F文獻 1985 
教示若要找尋取代氟的原子者，則會以其他電負度大的基團作為取

代，而非使用氫。 

 

(四) CAFC判決 

在系爭專利是否顯而易見方面，上訴人主張地區法院錯誤要求其須建立教示

或鼓勵以 接近之先前技術（如化合物222）為先導化合物之標準，且地區法院忽

視1.奧氮平的特徵結構與化合物222為相似之同系物、2.從氟甲氮平上移除氟之相關

建議、3.以化合物222和氟甲氮平作為奧氮平之骨架。 

CAFC審酌地區法院之事實認定，以先前判例In re Dillon案件6指出：「在化學

化合物方面，顯而易見之初步證據需要系爭結構與先前技術之結構相似……先前技

術給予理由或動機來完成系爭結構。」本案中，地方法院認為，根據一般技術水

準，由‘574專利、1980年之Chakrabarti文獻、及其他文獻之教示，可預期該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於化合物中以氫取代氟時，該化合物之抗精神病活性會不

足。 

首先，1980年之Chakrabarti文獻中建議用氯取代氟也可以增加化合物的活性，

其並未特別建議使用氫可以獲得相同的效果，且S&F文獻中亦未建議使用氫來取代

該位置。故於整個技術領域中，皆對使用氫具反向教示，因為氫並非一吸引電子之

取代基。 

                                                        
6 In re Dillon, 919 F.2d 688, 692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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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儘管‘574專利中公開了化合物222，然該專利中主要揭露者為對含鹵素之

化合物的偏好，特別是具有鹵素取代的苯環（如氯氮平中氯取代的位置）。這些教

示並未對奧氮平之氫取代部分給予建議或使之顯而易見，該發明當時之先前技術對

於非鹵素取代苯環之化合物具反向教示，特別是奧氮平之氫取代部分。 

更甚者，地區法院發現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不會選擇化合物222

作為起始化合物，因其含有氫而非當時所偏好之鹵素取代基。且先前技術未有足夠

動機將化合物222中第2位上的乙基改變為甲基，反而是建議藉由鹵素取代，以提供

更佳的抗精神病藥活性。故地區法院發現，於當時無法期待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將已成功研發之氯氮平相似化合物作改變。即便奧氮平與化合物222為

相似同系物，但可專利性非僅取決於化學化合物的結構是否相似。當系爭專利之特

性與先前技術間有差異時，該差異為無法預期或顯著者，則可能被認為非顯而易

見。 

本案與先前判例Yamanouchi案件7有諸多相似之處：「在Yamanouchi案件中，

法院認為ANDA申請者未證明法莫替丁（famotidine）之顯而易見性，其未證明有足

夠動機使該發明當時之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採取下列任何一步驟：1.選

擇樣品44作為先導化合物、2.將樣品44的極性尾部與提歐提定（tiotidine）的雜環取

代基相結合、3.以磺醯基（sulfonyl）取代中間化合物之胺甲醯基（carbamoyl）來合

成法莫替丁。」於本案中，上訴人未指出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會選擇

含有氫而非氟或氯之化合物222作為先導化合物。且‘574專利中未提供任何關於化合

物222的生物數據，反而是建議使用含鹵素之化合物，並指出含氟化合物乙基氟甲

氮平為特別具活性者。此外，如地區法院所認定，1980年之Chakrabarti文獻中，明

確指出化合物中加上氟或氯可增強抗精神病之活性，其也教示了未含氟之化合物

222其活性低於基準化合物氯氮平。 

綜上，本案中上訴人不僅未提供必要之修飾動機，先前技術更具反向教示，該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不會選擇化合物222作為先導化合物進行後續研

發。故CAFC認為地區法院的認定並無明顯錯誤。 

上訴人復引用了S&F文獻，主張可由氟甲氮平中移除氟來換成氫。然而，地區

                                                        
7 Yamanouchi Pharm. Co., Ltd. v. Danbury Pharmacal, Inc., 231 F.3d 1339, 134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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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認為S&F文獻中沒有提到移除氟，該文獻係探討氟甲氮平在狗體內代謝產生甲

硫基代謝產物，且該文獻中未指出氟甲氮平有毒性，或可以藉由氫取代氟來避免甲

硫基代謝物。CAFC亦認為S&F文獻中未教示用氫取代氟會停止甲硫基代謝產物的

生成，故地區法院正確地認定該文獻中並無任何以氫取代氟，或進行該取代可避免

形成甲硫基代謝產物之教示。 

本案除了具有非顯而易見之選取步驟外，先前技術亦未教示任何必要之修飾來

獲得奧氮平。即便S&F文獻中教示了上訴人所陳稱的內容，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仍然需將該教示與1980年之Chakrabarti文獻中的化合物34相結合來完成

奧氮平。正如前開之Yamanouchi案件和其他先前判例所述，僅辨認出組合物的個別

成分為先前技術中的成分，並不能代表該整體之結合顯而易見而不具可專利性。其

不僅須初步證明先前技術中個別組成顯而易見外，更需提供動機將其結合來完成該

系爭發明。由於氟甲氮平造成兩名患者EPS、升高許多患者的CPK及多種肝酵素，

因此，CAFC認為有足夠的證據來支持地區法院的結論，即無法以S&F文獻與1980

年之Chakrabarti文獻中之內容使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來合併以完成奧

氮平，使奧氮平的合成為顯而易見。 

上訴人另引用先前判例In re Payne案件，來爭執以化合物222和氟甲氮平為骨

架，已初步證明奧氮平顯而易見。CAFC認為In re Payne案件中並未涵蓋先前技術對

於結構取代具反向教示的情況。本案中，先前技術使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遠離利用氟甲氮平和化合物222，因此，In re Payne案件於本案中並不適用。 

禮來藥廠已克服所有本案顯而易見之初步證明，且禮來藥廠更提出多種次要考

量因素來反駁顯而易見性。地區法院發現其所提之證據清楚建立五項次要考量因素

中的四項，包括：1.長期存在且未滿足的需求、2.他人的失敗、3.業界之高度評價、

及4.無法預期之效果。相關證據證明：1.長期以來都需要一種更安全、毒性更小、

更有效的氯氮平類藥物、2.十年或超過十年的時間未能找到代替氯氮平的化合物、

3.奧氮平有相當之商業上成功，及奧氮平所獲的一些獎項作為業界高度評價的指

標。除了從1975年直至1990年，皆存在著長期未能解決且需要更安全的非典型抗精

神病藥物之需求外，地區法院更進一步討論化合物222與奧氮平間之無法預期的差

異，其中，絕大多數係著重於奧氮平不會提高狗的膽固醇，及人體試驗中不會引起

CPK上升。故，CAFC認為該次要考量因素之客觀標準支持了地區法院認定系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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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非顯而易見之結論。 

其他方面，由於禮來藥廠未有先占的問題、奧氮平臨床試驗並未造成公開使

用、禮來藥廠未有不正行為。因此，CAFC維持地區法院之認定。 

二、2010年第一三共（DAIICHI SANKYO）藥廠的

「Benicar®」案件8 

(一) 案例事實 

第一三共藥廠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系爭專利為美國專利5,616,599號（‘599

專利）。Mylan等學名藥廠（下稱Mylan藥廠）向FDA申請Benicar®、Benicar HCT®

及Azor®之學名藥許可之ANDA，第一三共藥廠因而向美國紐澤西州地區法院（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New Jersey）提起Mylan藥廠侵害系爭專

利請求項第13項的侵權訴訟，經過獨立審判後，地區法院認定系爭專利請求項有

效，Mylan藥廠不服判決，向CAFC上訴。 

(二) 代表請求項與系爭專利結構簡述 

本案系爭專利為一種1-聯苯甲咪唑（biphenylmethylimidazole）血管收縮素受體

拮抗劑（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s, ARBs），代表結構說明如下： 

 

（續接下頁） 

                                                        
8 Daiichi Sankyo Co., Ltd. v. Matrix Laboratories, Ltd., 619 F.3d 1346, 1346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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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本文繪製 

圖3 奧美沙坦酯及其相關化合物 

系爭結構為奧美沙坦酯（olmesartan medoxomil，商品名為Benicar®、Benicar 

HCT®及Azor®）是一種降血壓藥物，用於高血壓的治療。奧美沙坦酯為一前驅藥

物，其口服時第5位置上之美多沙米（medoxomil）取代基會被代謝，使之成為奧美

沙坦（olmesartan）。 

與奧美沙坦酯較相關者為氯沙坦（losartan），其差異處為氯沙坦之第4位置與

第5位置上分別為氯與羥甲基（hydroxymethyl）。而美國專利5,138,069號之實施例

118與氯沙坦為位置異構物（regioisomer），差異處為第4位置與第5位置上分別為羥

甲基與氯。美國專利5,137,902之實施例6與奧美沙坦酯僅在第4位置上取代基有一氧

原子之差異。 

(三) 本案爭點與相關先前技術 

本案爭點為奧美沙坦酯第4位置上之親水性基團取代及其第5位置上之美多沙米

前驅藥物取代基是否顯而易見。地區法院審酌之重要相關先前技術簡要如表2，系

Losartan Example 118 Example 6 

Olmesartan medoxomil Olmesar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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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專利之申請日為1995年1月26日。1992年公告之美國專利5,138,069號（ ‘069專

利），揭露超過400種ARBs，包括氯沙坦及其位置異構物。該專利中更揭露有42種

與氯沙坦之聯苯四唑（biphenyltetrazole）結構相關者之結合親和力資料，其係以

IC50
9呈現。其中，化學家能藉由 ‘069專利中所揭露之結構活性關係（Structure-

Activity Relationship, SAR）資料，進一步研發更具效力之ARBs。1992年公告之美

國專利5,137,902（‘902專利），揭露包括DuP 532及其他6種第4位置上具有較親脂性

之烷基，其中，與奧美沙坦酯結構 接近者為實施例6（圖3）。其他ARBs則有L–

158,809、Eisai化合物和纈沙坦（valsartan）。 

表2 

非專利文獻／ 

專利 

揭露／教示 

年 份 相關內容 

系爭專利 1995 本案重要爭議結構奧美沙坦酯。 

‘069專利 1992 

揭露超過400種ARBs，包括氯沙坦及其位置異構物。該專利中更揭

露有42種與氯沙坦之聯苯四唑結構相關者之結合親和力資料，其係

以IC50呈現。 
其中，化學家能藉由‘069專利中所揭露之SAR資料，進一步研發更

具效力之ARBs。 

‘902專利 1992 
揭露包括DuP 532及其他6種第4位置上具有較親脂性之烷基，其

中，與奧美沙坦酯結構 接近者為實施例6。 
其他ARBs則有L-158,809、Eisai化合物和纈沙坦。 

 

(四) CAFC判決 

Mylan藥廠對於下列二點提出質疑：1.其未能藉由先前技術建立奧美沙坦酯為顯

而易見的初步證明，特別是其所主張‘902專利中之化合物為 接近的先前技術、2.

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不會選擇‘902專利中之6種ARBs作為先導化合物，

且其中之一化合物（實施例6）與奧美沙坦酯僅有一個氧原子的差異。Mylan藥廠主

                                                        
9 IC50係半抑制濃度（half max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即給予多少量的藥物濃度，可將

病變細胞數量降至50%。其中，IC50之數值越低表示越具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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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地區法院錯誤認定無動機修飾‘902專利中之化合物的第4位置與第5位置來完成奧

美沙坦酯，尤其是當‘069專利已特別教示化合物有羥烷基團於第4位置時，以及先前

技術已教示美多沙米為已知悉用於增加口服活性的前驅藥物。故能合理期待該所屬

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藉由修飾‘902專利中之化合物來獲得奧美沙坦酯。 

第一三共藥廠則以地區法院1.正確認定因為有其他更適合作為先導化合物者，

故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並無動機選擇‘902專利中之化合物作為先導化合

物、2.正確認定並無動機修飾‘902專利中之化合物來獲得奧美沙坦酯，因該專利中

之結構與奧美沙坦酯欠缺相似性、3.存在有數千種可能的修飾情形、4.不合理的選

擇‘902專利中之化合物為先導化合物，而不接受於第4位置上增加親脂性的特徵、5.

先前技術對於第4位置上取代具反向教示、6.以美多沙米為前驅藥物的無法預期性、

及7.正確認定無合理之理由期待藉由修飾ARB可相較於氯沙坦有顯著活性的改善來

回應。 

CAFC同意第一三共藥廠的主張，地區法院在Mylan藥廠未能建立顯而易見性的

初步證明上無明顯錯誤，尤其是Mylan藥廠未能呈現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

者有動機選擇‘902專利中之化合物作為先導化合物。即便有動機，其也未能呈現該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有動機修飾‘902專利中之化合物來合成奧美沙坦酯。 

在選擇先導化合物的部分，地區法院審酌了Mylan藥廠提出的所有證據。然

而，地區法院發現該領域之藥物化學家並無動機選擇‘902專利中之化合物作為先導

化合物，因為仍存有L-158,809、DuP 532、Eisai化合物和纈沙坦等更具效力且被完

整研究者，尤其是相較於氯沙坦，L-158,809具180倍效力、Eisai化合物中之實施例7

具100倍效力，及DuP 532具7倍效力。地區法院亦發現，雖然‘902專利中揭露活體內

（in vivo）口服活性，惟先前技術已含所有化合物（除了Eisai化合物以外）的口服

活性數據，也包含L-158,809、Eisai化合物、DuP 532和纈沙坦的結合親和力與靜脈

內活性數據，以及L-158,809和DuP 532的選擇性數據。 後，地區法院發現‘069專

利中的SAR數據可支持DuP 532。故地區法院之認定無明顯錯誤。 

Mylan藥廠主張‘902專利係 接近之先前技術，應無先導化合物選擇的問題。

CAFC引用Takeda10及Eli Lilly11之先前判例指出：「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

                                                        
10 Takeda Chemical Industries, Ltd. v. Alphapharm Pty., Ltd., 492 F.3d 1350, 1350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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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在有更佳特性化合物存在下選擇結構 相近的先前技術化合物作為先導化合

物」，並進一步說明，選擇化合物作為先導化合物必須避免後見之明，須審酌發明

當時之技術水準，來找出選擇該化合物的動機及修飾先導化合物來完成系爭發明。

故提供選擇該化合物作為先導化合物的理由不僅只仰賴結構相似，更包含有其已知

悉之相關功能特性及該先前技術化合物所具有之限制等，即，先前技術中所揭露化

合物之效力及一定之活性更勝於僅僅是結構上所具有的相關性。 

Mylan藥廠進一步主張地區法院未遵循CAFC所建立的先導化合物分析之標準，

亦即先導化合物分析不須確認單一、 佳化合物作為起始點，而是先前技術可能指

向多於單一先導化合物來作後續研究。CAFC認為Mylan藥廠曲解了地區法院的認

定，地區法院仍選擇多種化合物作為先導化合物，但僅僅是不選擇‘902專利中所揭

露者。自相矛盾的是，Mylan藥廠還主張地區法院僅選擇5種可能之先導化合物而不

包括‘902專利中之化合物。CAFC解釋先導化合物分析仍須當事人呈現清楚且具說

服力的證據來證明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有理由選擇其所主張作為先導化

合物者或由其他先前技術化合物中選擇該化合物。故CAFC認為地區法院對Mylan藥

廠未能負擔證明之責的認定並無錯誤。 

在是否有動機修飾的部分，即便地區法院接受以‘902專利中之化合物為先導化

合物，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仍無動機修飾‘902專利中之化合物來完成奧

美沙坦酯，特別是於咪唑環第4位置上使用親水性取代基，整體先前技術皆對此具

反向教示，除了‘069專利中揭露之SAR資料之外，其他第二代ARBs（包含‘902專利

化合物）也都於第4位置上使用親脂性基取代。且地區法院發現先前技術無法提供

修飾‘902專利中之化合物第4位置上的親脂性基團，來完成奧美沙坦的親水性羥異丙

基（hydroxyisopropyl）。因此，CAFC認為地區法院的認定並無錯誤。 

‘069專利明確揭露親脂性基團在咪唑環第4位置上，且絕大多數‘069專利中所揭

露之化合物在此位置具有親脂性基團，其中，所揭露的30個較具活性之化合物中有

27個該位置上有親脂性基團，2個為中性基團，僅1個為親水性基團（實施例

342）。若將結構擴大至與氯沙坦之聯苯四唑結構相關的42個化合物中亦是如此，

有36個在第4位置具有親脂性基團，僅有4個為親水性基團（實施例342、329、118

                                                                                                                                                        
11 supra no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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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335）。‘069專利中大量教示了第4位置上具親脂性的化合物。 

三種次系列分析比較了‘069專利中之化合物若僅在咪唑環第4位置上變化的結合

親和力，該分析中證實對第4位置上親脂性基團的偏好。第一個分析中，化合物於

第1位置上有聯苯四唑取代基、第2位置上有丙基（propyl）、第5位置上有羥甲基，

其中，與中性基團化合物（實施例334）比較的4個化合物中，有3個在第4位置上具

親脂性基團者，展現較高的結合親和力（低IC50）
12；與親水性基團化合物（實施例

335）比較，則所有4個化合物皆展現出較高結合親和力13。第二個分析中，化合物

於第 1位置上有聯苯四唑取代基、第 2位置上有丙基、第 5位置上有羧酸類

（carboxylic acids）取代基，其中，與親水性基團化合物（實施例329）比較的3個

化合物中，有2個在第4位置上具親脂性基團者展現較高之結合親和力14。第三個分

析中，第4位置具親水性基團之實施例342，相較於僅有第4位置具親脂性基團差異

之實施例140J具有較低之結合親和力。綜上，先前技術中的化合物，包含Mylan藥

廠所提出的先導化合物，皆偏好於第4位置上具親脂性取代基而非如奧美沙坦酯的

親水性基團。 

位置異構物之分析中，於第4位置和第5位置的置換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明。全部

8對位置異構物中，於第4位置上具有親脂性基團者與第4位置上具有親水性基團者

相比有較高的結合力，例如兩化合物於第4位置上具有親脂性基團相較於具親水性

之乙酸或羥甲基基團者有10倍與100倍之結合親和力。在聯苯四唑相關之系列中，

氯沙坦於第4位置具有氯取代，其相較於具羥甲基之位置異構物（實施例118）有2

倍結合親和力。 

DuPont的第二代ARB再次證實在第4位置上具親脂性的偏好。特別是DuP 532，

其置換了氯沙坦的氯原子為更具親脂性之多氟基團，及6個‘902專利中之化合物置換

氯為更具親脂性之烷基團，且除了奧美沙坦酯外無其他第二代ARB於第4位置上具

有親水性基團。因此，CAFC認為於‘069專利中之SAR資料及其他第二代ARB之結構

                                                        
12 第一個分析中，實施例334之IC50為0.015λ，4個具親脂性肌團者（實施例124F、124D、

124K、及113）之IC50分別為0.001λ、0.006λ、0.013λ、及0.020λ。 
13 第一個分析中，實施例335之IC50為0.026λ，4個具親脂性肌團者則同前註。 
14 第二個分析中，實施例329之IC50為0.076λ，2個較佳的化合物（實施例265C及251A）之IC50

分別為0.003λ及0.045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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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獲知任何對於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係有動機修飾親脂性基團為親水

性基團者，此為後見之明。 

Mylan藥廠主張修飾之動機直接來自於‘069專利，特別是實施例118（氯沙坦之

位置異構物），因其第4位置上具親水性之羥甲基。根據Mylan藥廠之主張，實施例

118為‘069專利中較有效力且重要之化合物，雖然實施例118之效力相較於氯沙坦低

了些，但仍具有動機使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以親水性基團取代‘902專利

中化合物上的烷基。且即使無實施例118的效益，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

仍有動機進行較小的修飾，來羥化‘902專利中之化合物的烷基產生羥基異丙基。

CAFC不同意Mylan藥廠之主張。 

首先，‘069專利中的SAR資料已詳細描述，其內容與Mylan藥廠的主張相反。實

施例118可能為‘069專利中揭露之較有效力的聯苯四唑化合物，但其僅為第4位置上

具親水性基團的四個化合物之一者，且僅為第4位置上有非親脂性基團的六個化合

物之一者。 

此外，其位置異構物氯沙坦展現出較第4位置上具親水性基團者佳的結合力，

且‘069專利的SAR資料無法提供實施例118可能的次系列分析，所有可能的次系列分

析皆顯示出親脂性基團明顯優於親水性基團。 

接著，Mylan藥廠所仰賴之優先選擇‘902專利中之化合物作為其主張部分，其

內容揭露於第4位置上利用更具親脂性之烷基來改善氯沙坦，此內容拒卻了獲得奧

美沙坦酯的可能。CAFC認為正如同地區法院所指出，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

識者不會忽略在第4位置上增加親脂性這個顯著特徵，而選擇‘902專利中之化合物作

為先導化合物。 

後，即便採納Mylan藥廠對於‘069專利中未具有對第4位置上親水性基團反向

教示的主張，該專利也無法提供進一步修飾之理由。因此，CAFC同意地區法院的

認定，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不會有以親水性羥烷基修飾‘902專利中之化

合物的第4位置來獲得系爭化合物之動機。 

由於Mylan藥廠未能建立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會選擇‘902專利中之

化合物作為先導化合物或進一步修飾‘902專利中之化合物咪唑環的第4位置來獲得奧

美沙坦酯，故無需再討論次要考量因素。 

終，CAFC維持地區法院對系爭專利請求項第13項有效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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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9年賽諾菲（SANOFI）藥廠的「Jevtana®」案件15 

(一) 案例事實 

賽諾菲藥廠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系爭專利有二，美國專利5,847,170號與

8,927,592號（‘170專利與‘592專利）。Dr. Reddy’s Laboratories與Sandoz等學名藥廠

（以下稱合稱上訴人）向FDA申請Jevtana®學名藥許可之ANDA，賽諾菲藥廠因而

向美國紐澤西州地區法院（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New 

Jersey）提起該等藥廠的侵權訴訟，經過獨立審判後，地區法院認定‘592專利請求項第

7、11、14到16及26項因顯而易見而無效，但‘170專利請求項第1及2項則為有效。賽諾

菲藥廠對‘592專利無效部分向CAFC上訴，上訴人則對‘170專利有效部分提起反上訴。 

(二) 系爭專利結構簡述 

本案系爭專利為一種紫杉醇（taxoids）類，代表結構說明如下： 

 
圖片來源：本文繪製 

圖4 紫杉醇、多西他賽與卡巴利他索 

                                                        
15 Sanofi-Aventis U.S., LLC v. Dr. Reddy’s Laboratories, Inc., 933 F.3d 1367,1367 (2019). 

Paclitaxel Docetaxel

Cabazitax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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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杉醇（paclitaxel）雖非爭議結構，惟其為多西他賽（docetaxel）與卡巴利他

索（cabazitaxel）的共同先導結構，且有利於本文讀者閱讀時對照修飾位置之編

號，故一併附上。紫杉醇結構中標示部分由左至右分別為3’、2’、10、9、7位置。 

系爭結構為卡巴利他索（商品名為Jevtana®），其為一種抗癌藥物，用於治療

具抗藥性之前列腺癌。卡巴利他索的主要結構與多西他賽相似，差異僅在於卡巴利

他索之C7及C10位置為甲氧基取代，而多西他賽之C7及C10位置為羥基取代。 

(三) 本案爭點與相關先前技術 

本案爭點為卡巴利他索結構中C7及C10位置為甲氧基取代是否顯而易見。地區

法院審酌之重要相關先前技術簡要如表3，系爭專利之 早優先權日為1995年3月27

日。1989年之Lampidis文獻中揭露增加正電荷染劑的脂溶性有助於抗藥性細胞中染

料的蓄積。1992年之Hait文獻中揭露P醣蛋白16可造成多種藥物的抗藥性以及P醣蛋

白 抑 制 劑 可 能 的 結 合 模 式 ； 且 該 文 獻 研 究 一 系 列 具 三 環 結 構 之 酚 噻 嗪

（phenothiazine）的P醣蛋白抑制劑，發現增加脂溶性可提高癌細胞株對於非紫杉烷

（non-taxane）治療的敏感度。1994年之Commerçon文獻中確認在紫杉醇上的C3’、

C7、C9及C10位置較適合修飾，以及若化合物結構基團不變動時C2’位置為可能的

修飾位置。1994年之Golik專利（歐洲專利申請案0639577）揭露利用甲硫甲氧基

（methylthiomethoxy）取代了紫杉醇C7位置上的羥基，並指出該化合物相較於多西

他賽和紫杉醇，於抗藥細胞株之體外實驗中有更佳的活性。1994年之Ojima文獻揭

露使用特定取代基修飾C3’位置可獲得較紫杉醇與多西他賽更佳的活性對抗抗藥細

胞株。 

                                                        
16 P醣蛋白（P-glycoprotein, Pgp）可能於癌細胞中過度表現，P醣蛋白能使癌細胞具有抗藥

性，造成癌症治療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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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非專利文獻／ 

專利 

揭露／教示 

年 份 相關內容 

系爭專利 1995 本案重要爭議結構卡巴利他索。 
Lampidis文獻 1989 揭露增加正電荷染劑的脂溶性有助於抗藥性細胞中染料的蓄積。 

Hait文獻 1992 

揭露P醣蛋白可造成多種藥物的抗藥性以及P醣蛋白抑制劑可能的結

合模式。 
該文獻研究一系列具三環結構之酚噻嗪的P醣蛋白抑制劑，發現增

加脂溶性可提高癌細胞株對於非紫杉烷治療的敏感度。 

Commerçon文獻 1994 
確認在紫杉醇上的C3’、C7、C9及C10位置較適合修飾，以及若化

合物結構基團不變動時C2’位置為可能的修飾位置。 

Golik專利 1994 

揭露利用甲硫甲氧基取代了紫杉醇C7位置上的羥基，並指出該化合

物相較於多西他賽和紫杉醇，於抗藥細胞株之體外實驗中有更佳的

活性。 
利用前驅藥物修飾C2’位置，該類似物於體內實驗表現出較突出的

結果。 

Ojima文獻 1994 
揭露使用特定取代基修飾C3’位置可獲得較紫杉醇與多西他賽更佳

的活性對抗抗藥細胞株。 

 

(四) CAFC判決 

本案藥物化學結構爭議問題集中於‘170專利，以下僅就‘170專利相關判決部分

簡述。 

上訴時，上訴人爭議地區法院的認定有一連串事實和法律上的錯誤，特別是在

其錯誤地拒絕上訴人所主張之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1.有動機修飾多西他賽

來降低P醣蛋白相關之抗藥性、2.知悉降低P醣蛋白相關抗藥性可藉由修飾C7位置與

C10位置使脂溶性上升來達成、3.以甲氧基作為取代基為 保守的修飾方式，藉以

達成上述目的。上訴人另爭議地區法院認定之次要考量因素未能克服系爭專利係顯

而易見的。賽諾菲藥廠則以上訴人所主張之顯而易見理論為後見之明，以及地區法

院的認定並無錯誤作為回應。 

CAFC同意賽諾菲藥廠之主張，並認為上訴人主張之顯而易見理論欠缺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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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理由在於Hait文獻與Lampidis文獻中所揭露之酚噻嗪結構與正電荷染劑，皆與

紫杉烷差異過大，而無法提供使多西他賽更具脂溶性之動機。因此，在這部分，地

區法院認為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無動機修飾多西他賽來獲得卡巴利他索的認

定並無明顯錯誤。 

退萬步言，CAFC認為即便有使多西他賽更具脂溶性來對抗抗藥性的修飾動

機，上訴人仍未能建立同時以甲氧基來修飾C7位置與C10位置的動機，因為許多文

獻指出紫杉烷之相關研究人員於許多位置中皆有研究基團取代，例如Commerçon文

獻中揭露C3’、C7、C9及C10位置及有限制的在C2’位置，皆為可能的修飾位置。雖

然上訴人極力主張同時以甲氧基來修飾C7位置或C10位置為顯而易見地，但卻無任

一文獻可支持上訴人所陳稱之動機，即使有文獻各自以甲氧基來取代C7位置或C10

位置，也皆未教示該修飾可克服抗藥性。 

上訴人復爭論Ojima文獻有動機使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以甲氧基來取代

C10位置，因為其揭露在C10位置將親水性羥基改變為親脂性的甲氧基於抗藥性細胞

株中可顯著提升藥物之效能。但CAFC認為上訴人對於該證據的解讀並不正確，

Ojima文獻中有研究C10位置之乙醯氧基（acetoxy）紫杉醇但並無研究C10位置或其

他位置之甲氧基取代紫杉烷，且文獻中係強調C3’位置以異丁基（isobutyl）等取代

較值得期待。因此，在地區法院拒絕上訴人擇優挑選文獻的部分，CAFC認為並無

明顯錯誤。 

在上訴人爭論之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會以甲氧基作同時取代C7位置或

C10位置，因為此為 小程度且 保守的修飾方式的部分，CAFC認為參酌Golik專

利已足以說明。在Golik專利中揭露利用甲硫甲氧基取代紫杉醇C7位置上的羥基，

對抗藥細胞株有更佳的活性，而非上訴人所主張之教示利用甲氧基作取代C7位置，

且地區法院認為並無證據指出甲氧基團與含有硫之甲硫甲氧基有相似效益，甲氧基

團與甲硫甲氧基是否有相似效益部分，上訴人僅提出不明確的專家證詞，因此，

CAFC同意地區法院不採信上訴人之主張的認定。上訴人仰賴之Ojima文獻亦有相同

問題，Ojima文獻係以乙醯氧基取代C10位置，但上訴人也未能證明甲氧基團與乙醯

氧基團具相同之益處，故此部分CAFC認為係後見之明之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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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小程度且 保守的修飾方式的部分，上訴人多引用先前判例Bristol案件17

作為主張，認為：「我們同意地區法院的結論，在先導化合物中做單一修飾改變為

顯而易見地，此係由於該修飾為 小程度或有限數量的變化，且該修飾方式及其特

性皆已揭露。」於本案件中，地區法院的認定與該先前判例不同，因為地區法院發

現當時之研究指出多西他賽有許多處可修飾，且無單一或同時以甲氧基修飾C7位置

與C10位置來提升對抗抗藥細胞株的活性。因此，CAFC不接受上訴人以此 小程度

變化作為顯而易見之主張。 

在次要考量因素部分，CAFC同意地區法院的認定，於當時世界上許多研究團

隊皆以紫杉烷作改良以獲得更佳的療效，惟獨有賽諾菲藥廠成功研發出卡巴利他索

具有較多西他賽更佳的活性且獲得FDA核准，此部分係他人之失敗。且後續卡巴利

他索在市場上獲致商業上之成功。 

終，CAFC仍維持地區法院對於‘170專利有效之決定。 

參、問題與討論 

一、先導化合物分析 

(一) 先導化合物 

藥物的研發可由從頭合成（de novo）新的化合物開始，或由已知之化合物來進

一步修飾改良而成。前者所耗費之成本較高，且成功率低；後者成本較低，惟須要

有具初步活性之已知結構作為起始，該具初步活性之已知結構即為先導化合物。 

先導化合物的來源可能來自藥廠自行研發之化合物外，亦可由他人已成功之化

合物作進一步改良。利用先導化合物來進一步合成，可以顯著降低成本外，且因先

導化合物已具備一定之初步活性，後續藥物的成功率亦隨之上升，故許多藥廠皆會

藉由先導化合物進一步研發新藥。 

因此，在藥物是否侵權的專利訴訟中，特別是藥物結構相關的案件中，皆涉及

先導化合物與系爭專利之結構是否顯而易見之爭執，為衡平後見之明的偏見，美國

                                                        
17 Bristol-Myers Squibb Co.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752 F.3d 967, 967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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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會採取先導化合物分析，詳細審酌系爭專利當時之先前技術及該所屬技術領域

中具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等作較詳細的檢視。 

(二) 先導化合物分析 

本文所列之「Zyprexa®」案件、「Benicar®」案件、及「Jevtana®」案件中，

法院皆有利用先導化合物分析。 

先導化合物分析係用於認定先前技術中之化合物是否具能作為後續藥物之起

始，而被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所選擇，來進一步完成系爭專利之化合

物。先導化合物分析之步驟有二，一為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是否會選擇

所認為之先導化合物來進行進一步的研發；二為先前技術中是否提供有足夠的理由

或動機，來使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合理期待藉由修飾該先導化合物來完

成系爭專利之化合物。其中，第一步驟之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是否會選

擇所認為之先導化合物來進行進一步的研發，此部分與先前技術之結構及系爭專利

之結構相關，若兩者於結構高度相似時，則法院可能會直接進入第二步驟之審查。 

「Benicar®」案件中，法院有審酌第一步驟之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

是否會選擇所認為之先導化合物來進行進一步的研發，審酌之結果簡列於表4。 

表4 

案 件 上訴人主張之先導化合物 系爭專利化合物 判決結果 

Benicar®
案件 

‘902專利中化合物，且其中之實

施例6與奧美沙坦酯僅有一個氧

原子的差異。 

奧美沙坦酯 由於存有其他更具效力且

被完整研究之化合物，故

‘902專利中之化合物無法

作為先導化合物進一步研

究。 

 

「Zyprexa®」案件中，由於先前技術之結構氯氮平、化合物222、氟甲氮平及

乙基氟甲氮平與系爭專利之奧氮平結構相似性非常高；「Jevtana®」案件中，先前

技術之多西他賽與系爭專利之卡巴利他索結構相似性也非常高，故該兩案件，法院

直接進入第二步驟審酌先前技術中是否提供有足夠的理由或動機，來使該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合理期待藉由修飾該先導化合物來完成系爭專利之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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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icar®」案件則係法院，退萬步言，接納了‘902專利中化合物為先導化合物後

進入第二步驟之判斷。審酌判斷之結果簡列於表5。 

表5 

案 件 上訴人主張之先導化合物與系爭專利化合物 判決結果 

Zyprexa®
案件 

先前技術皆教示利用吸引電子之取代基（如氯或氟等）來

修飾左苯環可提高療效，因此，對於奧氮平左苯環上無取

代基係反向教示。 
且未能有足夠動機將化合物222中第2位置上的乙基改變為

甲基，來獲得奧氮平。 

先前技術對於奧氮平

具反向教示，無法藉

由修飾來達成系爭專

利之奧氮平。 

Jevtana®
案件 

無任一先前技術之文獻提供同時以甲氧基來取代C7位置與

C10位置之動機。 
且先前技術揭露以甲氧基以外之取代基取代將更具療效。

先前技術無法提供同

時修飾C7位置與C10
位置來獲得卡巴利他

索。 

Benicar®
案件 

先前技術皆教示咪唑環第4位置上有親脂性基團具較佳之結

合親和力，因此，對該位置上使用親水性取代基具反向教

示。 

先前技術無法提供同

使用親水性取代修飾

之動機來完成奧美沙

坦酯。 

 

二、先前技術之教示 

(一) 反向教示 

針對藥物結構之反向教示有三種態樣：1.對於從頭合成該化合物具反向教示、

2.對於使用該先導化合物來合成該化合物具反向教示、及3.對於修飾先導化合物上

之某基團來獲得該化合物具反向教示。 

本文三案件非從頭合成，故無態樣1之情形。「Benicar®」案件中，由於存有其

他更具效力且被完整研究之化合物，故先前技術‘902專利中之化合物無法作為先導

化合物進一步研究，此時雖尚未達到態樣2對於使用該先導化合物來合成該化合物

具反向教示之程度，惟更進一步於本案後續，因先前技術皆教示以親脂性基團來修

飾咪唑環的第4位置可以有較佳之結合親和力，故有態樣3對於修飾先導化合物上之

某基團來獲得該化合物具反向教示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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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prexa®」案件中，亦有態樣3之情形，該案中先前技術亦皆教示利用氯或

氟等吸引電子之取代基來修飾左苯環可提高療效，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

不會有動機或合理理由以氫來取代該位置，故先前技術對於修飾先導化合物上之基

團來獲得該化合物具反向教示。 

(二) 修飾位置之數量 

相較於「Zyprexa®」案件中之化合物222，僅須將第2位置上的乙基改變為甲基

就可獲得奧氮平，及「Benicar®」案件中之實施例6，與奧美沙坦酯僅差一氧原子。

於「Jevtana®」案件中，由多西他賽來完成卡巴利他索，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

知識者須要同時修飾C7位置與C10位置。 

該同時修飾涉及：1.是否有先前技術教示修飾(1)一位置、(2)兩位置、或(3)多位

置、2.是否有先前技術教示同時修飾該複數位置、3.是否有先前技術教示可合併不

同位置之修飾。「Jevtana®」案件中，先前技術教示有單一位置（如C7位置或C10

位置）、多位置（如C3’、C7、C9及C10位置等）之修飾，但未有教示同時修飾該

C7及C10位置，且參酌先前技術之揭露，以無法使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

合併個別單一位置之修飾來完成卡巴利他索。 

是以，修飾位置之數量為複數者，則須先前技術有明確之教示，或可使該所屬

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合併各位置之修飾，否則較難認定該修飾為顯而易見。故

若存有多位置之修飾，則舉證系爭化合物顯而易見之難度將大幅提高。 

三、前驅藥物是否顯而易見 

前驅藥物係一種無活性之藥物，需經過人體代謝後，將前驅藥物轉換為有活性

之藥物，利用前驅藥物之主要目的在於提高生體可用率、增加藥物之安定性或降低

毒性等，惟若該藥物本身具一定之生體可用率、安定性或低毒性等，則一般無使用

前驅藥物之必要。 

「Benicar®」案件中，奧美沙坦酯於第5位置上使用美多沙米取代基，使之成為

前驅藥物的型態，因此，本案涉及前驅藥物是否顯而易見的關鍵有二，第一為作為

前驅藥物之美多沙米取代基是否顯而易見，及第二奧美沙坦酯之前驅藥物型態是否

顯而易見。該案件中，使用美多沙米取代基為先前技術所知悉的方式，惟先前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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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將ARBs（如氯沙坦、纈沙坦等）以前驅藥物之形式呈現，故奧美沙坦酯之前

驅藥物的型態並非顯而易見。 

四、次要考量因素 

美國法院於審查系爭專利是否顯而易見時，不僅考量先前技術之教示，亦會注

意系爭專利是否具有次要考量因素。法院所審酌之次要考量因素大致有：(一)無法

預期之功效、(二)商業上之成功、(三)長期存在且未滿足的需求、(四)他人之失敗、

(五)競爭者抄襲等。 

(一) 本文案件 

本文所列之「Zyprexa®」案件、「Benicar®」案件、及「Jevtana®」案件中，

法院皆有審酌次要考量因素。 

在「Zyprexa®」案件中考量了四項因素，包括：奧氮平滿足了長期存在且未滿

足的需求、他人的失敗、業界之高度評價、及奧氮平有無法預期之效果。由於系爭

專利發明當時，氯氮平類藥物普遍具有較大的副作用，如EPS、升高CPK、升高膽

固醇等，且至少有十年的時間未能找到較氯氮平更佳的化合物，因此，副作用較

低，且具相當療效之奧氮平，被認為克服前述問題，而具非顯而易見性。 

在「Benicar®」案件中，雖然CAFC認為無須再進一步討論次要考量因素，惟

地區法院於審理時，仍有審酌次要考量因素。地區法院審酌奧美沙坦酯具有兩項因

素，奧美沙坦酯提高了治療效力外，亦有其他較佳的生物學特性，因此具有無法預

期之效果及奧美沙坦酯顯著的滲透市場，而具商業上之成功。 

在「Jevtana®」案件中，次要考量因素考量了兩項因素，於當時存有許多研究

團隊皆以紫杉烷作改良以獲得更佳的療效，惟獨有卡巴利他索較現有之藥物具更佳

的活性且進一步獲得FDA核准，此部分係他人之失敗。且後續卡巴利他索在市場上

獲致商業上之成功。 

(二) 無法預期之功效 

於藥物結構之次要考量因素，多會審酌該藥物是否相較於現有藥物具無法預期

之功效，如「Zyprexa®」案件及「Benicar®」案件。而無法預期的功效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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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有1.是否顯著降低副作用及2.是否顯著增加療效。 

在是否顯著降低副作用的部分，若藥物結構與先前技術所揭露之結構不相似，

且其顯著降低副作用時，應不會被認為顯而易見而無效；藥物結構與先前技術所揭

露之結構相似，惟其能顯著降低副作用時，則較不會被認為顯而易見而無效。

「Zyprexa®」案件中大多數結構，如氯氮平、化合物222、氟甲氮平及乙基氟甲氮

平皆與奧氮平結構相似，惟僅奧氮平顯著降低了先前技術所具有之副作用，因而未

被認定顯而易見而無效。 

在是否顯著增加療效的部分，即便藥物結構與先前技術所揭露之結構相似，惟

該藥物若顯著增加療效，則較不會被認為顯而易見而無效。「Benicar®」案件中，

相較於其他第4位置上具親水性基團者，奧美沙坦酯具較佳之治療效力。 

(三) 他人之失敗 

若有成功之先導化合物（藥物）問世時，可能同時間有許多研究團隊會對該化

合物或對其相似結構之化合物進行研究，以迅速研發出更佳的化合物，來取代現有

之化合物。因此，其他研究團隊研發失敗，足以作為審酌藥物結構是否顯而易見之

考量因素。 

在「Zyprexa®」案件中，由於長時間未能有較氯氮平類藥物佳的藥物問世，因

此，奧氮平的出現除了滿足長期存在之需求外，更足見其他研究團隊未能成功研發

此類新藥。 

在「Jevtana®」案件中，許多研究團隊皆致力於紫杉烷的研究，惟僅卡巴利他

索成功脫穎而出且獲得核准，此部分亦證明了其他研究團隊之研發失敗。 

(四) 我國專利審查基準 

於我國，次要考量因素又稱為輔助性判斷因素，專利審查基準中係將輔助性判

斷因素列於肯定進步性之因素中，所審酌之項目有：1.發明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

2.發明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3.發明克服技術偏見、及4.發明獲得商業上的成功。惟

專利審查基準中之輔助性判斷因素是否僅限於此四項值得商榷，是否增列如本文中

所述之「他人之失敗」值得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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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審查基準第十三章18中討論醫藥相關之進步性審查，其內容多次提及醫藥

之「無法預期的功效」，惟未對此作進一步的描述，亦著實可惜。未來是否更詳盡

描述所謂的「無法預期的功效」，或至少如本文所列之1.是否顯著降低副作用及2.

是否顯著增加療效。 

肆、結 論 

藥物的核心在於其結構，其結構是否具顯而易見性攸關其能否通過審查外，更

是訴訟中攻防之重點。本文藉由三篇CAFC關於藥物結構顯而易見性相關之案件，

探討先導化合物分析、先前技術之教示、前驅藥物、及次要考量因素等重點。 

其中，先導化合物之分析為藥物化學結構是否顯而易見之要角，本文列出

CAFC分析各該案件之步驟；先前技術之教示的部分則討論有反向教示及修飾位置

之數量；前驅藥物的部分涉及該前驅藥物之取代基及該前驅藥物之型態是否顯而易

見兩部分；次要考量因素則進一步討論無法預期之功效及他人之失敗兩部分。 

期望藉由本文相關案件的探討，使藥物化學結構之專利顯而易見性判斷能更加

明瞭，對於申請我國及美國藥物結構專利者及其涉訟者皆能有所助益。 

 

                                                        
18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2021年，2-13-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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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由光達六大關鍵技術探討 
專利強度指標 

張嘉耘* 

壹、緒 論 

光達技術發展是當前盛行之熱門研發領域，包含歐、美、日等科技國家等，全

球陸續於近5年大量投入研發經費和資源進行相關研究。因應潛在應用市場，臺灣

具備世界一流的半導體製造與封裝技術，因此是國內可進行布局的重點產業之一。

若另外計算消費性產品的人臉辨識，以及生醫、遙測等應用產業，可以期盼利用

「專利面向」成為取得市場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而運用各種專利指標與專利強度

指標來進行專利分析，已是對於熱門技術持有人之技術價值評估中，不可或缺的指

引基礎和評估手段之一。 

本研究將對光達技術相關的六項關鍵技術進行研究：固態光達（Solid State 

LiDAR）、矽光子光學耦合（Silicon Photonics Optical Coupling）、複合積體化雷射

（Hybrid Laser）、光學光束轉向控制（Optical Beam Steering）、光學相位陣列

（Optical Phase Array／Optical Phased Array），以及可調波長雷射（Tunable 

Laser），針對其已公開之專利資料，分析美國光達技術領域的專利申請趨勢和主要

申請人現況。 

                                                        
DOI：10.3966/221845622022040049004 
收稿日：2022年1月18日 
* 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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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研究進一步針對挑選出的16位主要申請人，計算各專利指標後，分析

以下八項專利強度指標： 

1. 專利總強度 

2. 發明獲准率 

3. 發明權利範圍 

4. 技術廣度 

5. 技術深度 

6. 相對功效優勢（RPA） 

7. 相對技術優勢（RTIC） 

8. 相對專利布局優勢（RPPC） 

本研究首要目的在於藉由多項專利指標與專利強度指標，評估美國光達技術領

域的主要申請人之專利強度，找出代表各專利申請人之多種專利優勢；其次，本研

究檢視主要申請人之專利強度，以驗證多種專利強度指標之於專利分析方法上的適

當性與參考價值。 

貳、光達六大關鍵技術美國專利趨勢分析 

一、前 言 

基於光達六大關鍵技術之技術背景，本章節首先針對其技術發展，作一美國專

利申請趨勢分析：藉由檢索美國專利商標局（United State Patent and Trademark, 

USPTO）專利公開資料庫，針對相關技術發展趨勢，作一適當範圍檢索且分析其技

術發展，藉此綜觀當前現況。 
本章節包含檢索策略與範圍界定、美國專利商標局近20年申請趨勢、技術生命

週期、IPC國際分類號分析、主要申請人，以及主要申請人專利強度指標分析。 
檢索策略內容包含：關鍵詞之選定，藉以獲得美國專利商標局之光達六大關鍵

技術專利池，以各專利池彙整進行資料分析，整理出美國專利商標局近20年（2000-
2020）申請趨勢、技術生命週期、各國（申請人國籍）專利申請趨勢與指標分析，

以及IPC國際分類號分析，並進一步挑選出主要申請人（即競爭公司），進行專利

強度指標分析與比較，相關流程如下示意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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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本章節流程示意圖 

二、檢索策略與範圍界定 

(一) 檢索策略 

本研究主題之檢索策略，如下依序分為檢索對象、檢索範圍、資料庫使用、關

鍵詞選取，以及專利池建立。 

以檢索對象而言，主要對「光學雷達」（光達，LiDAR）相關之六項關鍵技術

為對象，各別為：固態光達、矽光子光學耦合、複合積體化雷射、光學光束轉向控

制、光學相位陣列，以及可調波長雷射等作為技術主題。 

而檢索範圍則鎖定為美國近20年之間（專利公開日於2001年1月1日至2020年12

月31日）的專利公開案件，使用的資料庫是美國專利商標局（United State Patent 

and Trademark, USPTO）官方建置之公開資料庫（AppFT），該公開資料庫起於

2001年收錄專利公開案，目前已收錄約630多萬筆專利資料。 

關鍵詞的挑選，限定於「專利名稱」（TTL）、「摘要」（ABST），以及「說

明書」（SPEC）欄位中出現檢索對象者；但也因應部分關鍵技術特性與「光學雷

達」（光達，LiDAR）相關，故進一步設定該技術名稱作輔助檢索，最後進行人工

瀏覽，依據檢索結果，進行人工大量的案件瀏覽，判斷是否需要修改檢索式、以提

高專利池之準確程度。 

(二) 檢索式 

‧ 固態光達：以關鍵字「固態」（Solid State／Solid-State）交集關鍵字「光

達」（LiDAR），檢索獲得41件美國專利公開案。 

‧ 矽光子光學耦合：以關鍵字「光學耦合」（Optical Coupling）或關鍵字「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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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Silicon Photonics），交集關鍵字「光達」（LiDAR），或以關鍵字

「光學耦合」（Optical Coupling）交集「光子」（Photonics），檢索後共獲

得121件美國專利公開案。 

‧ 複合積體化雷射：以關鍵字「複合積體化雷射」（Hybrid Laser）交集關鍵字

「光達」（LiDAR），檢索後共獲得105件美國專利公開案。 

‧ 光學光束轉向控制：以關鍵字「光束轉向控制」（Beam Steering）交集關鍵

字「光達」（LiDAR），檢索後共獲得471件美國專利公開案。 

‧ 光學相位陣列：以關鍵字「光學相位陣列」（Optical Phase Array／Optical 

Phased Array）交集關鍵字「光達」（LiDAR），檢索後共獲得650件美國專

利公開案。 

‧ 可調波長雷射：以關鍵字「可調波長雷射」（Tunable Laser）交集關鍵字

「光達」（LiDAR），檢索後共獲得778件美國專利公開案。 

三、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專利趨勢分析 

根據前一節檢索結果，統計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近20年（2000-2020）

專利申請案，彙整出下列五項專利趨勢，分別為：美國歷年專利申請趨勢、技術生

命週期、國家（申請人國籍）專利申請趨勢、國家（申請人國籍）專利指標分析，

以及主要IPC國際分類號分析。 

(一) 美國歷年專利申請趨勢 

請參考圖2，以及圖3，以觀察美國近20年相關技術專利申請趨勢。 

綜觀整體申請趨勢而言，2004年專利申請案數量達一高峰，主要原因為「可調

波長雷射」相關技術專利申請案數量，共計50件專利申請案，占當年整體案件量約

64%；2007年申請案數量則為近20年最低點，若結合美國時事，可推測之主要原因

可能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導致專利申請案數量大幅下降，同時亦可理解為

本研究相關技術可能易受到全球趨勢影響；而2007年過後，因應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 ADAS）、自駕車技術等相關產品始進入市

場，促進光達技術發展趨勢進入相對成長期，尤其以近5年專利申請案數量突破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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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近20年專利申請趨勢(1) 

 

 
圖3 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近20年專利申請趨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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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且逐年遞增，可推測進入高度成長期之研發導向與市場熱度。 

微觀各技術申請趨勢而言，若以「可調波長雷射」的技術角度進行觀察，可以

發現相關專利已持續近20年未退流行、僅呈現一似週期性增減現象，可推測為技術

穩定期。 

其次，若以「光學相位陣列」與「光學光束轉向控制」的技術角度進行觀察，

可以發現相關專利同樣起步於早期的2001年，但自2016、2017年始大幅崛起、可視

為進入快速成長期，並依該幅度足見光達技術之高度競爭熱潮。 

再者，若以「固態光達」與「矽光子光學耦合」的技術角度進行觀察，則可以

發現相關專利雖於近20年間有陸續出現專利申請案件，但實則以2017年始發生顯著

變化，可視為進入技術萌芽期，屬於本領域內較新技術概念，可推測未來將大幅出

現專利申請趨勢。 

最後，若以「複合積體化雷射」的技術角度進行觀察，可以發現相關專利不同

於前述幾項技術發展趨勢，雖於近20年專利申請案數量持平，但卻至2020年出現無

相關技術專利提出申請之現象，可推測該項技術實際與光達（LiDAR）技術關聯程

度、較其他五項技術主題式微。 

 (二)技術生命週期 

請參考圖4，以及圖5，以觀察美國近20年相關技術生命週期。 

整體而言，專利申請趨勢仍屬於「技術成長期（Growth）」階段，其中尤以

2016、2017年間專利申請案件量、不同專利申請人人數均大幅度增加；而後2019、

2020年因部分專利仍因專利審查制度尚未全部公開，故仍可推測出相關技術具備長

期發展之空間與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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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技術生命週期(1) 

 
圖5 技術生命週期(2) 

(三) 國家（申請人國籍）專利申請趨勢 

請參考圖6，以觀察美國近20年各國（申請人國籍）申請趨勢，從左而右排序

為專利總件數前十的申請人國籍。 

綜觀全球而言，第一仍以「美國」（US）為主要申請國家（申請人國籍），其

中以RAYTHEON（雷神科技公司）為最大專利申請人，其為美國大型國防合約

商、軍工電子之產業龍頭，主要提供感應、指揮、控制、通訊／情報系統、支援服

務等電子產品整合與服務，本研究中主要專利集中於「光學相位陣列」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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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第二為「南韓」（KR），其中以SAMSUNG（三星集團）為最大專利申

請人，集團企業包含三星電子（韓國最大的消費電子產品及電子元件製造商）等多

家子公司，經營領域涵蓋電子、金融、保險、生物製藥、建設、化工、醫療等，本

研究中主要專利集中於「光學相位陣列」與「光學光束轉向控制」技術。 

再者，第三為「日本」（JP），其中以SUMITOMO（住友集團）為最大專利申

請人，集團企業包含NEC（日本電氣）、住友商事、住友電氣等核心子公司，本研

究中主要專利集中於「可調波長雷射」技術。 

而「中國」（CN）則位居第四，其中以HUAWEI（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為主要

專利申請人，於2018年成為全球第二大智慧型手機製造商（僅次三星電子），本研

究中主要專利集中於「可調波長雷射」技術。 

最後，「台灣」（TW）共計12件專利申請案，主要以TSMC（台積電）、ITRI

（工研院）等為主要專利申請人，本研究中主要專利均集中於「可調波長雷射」技

術。 

 
圖6 國家（申請人國籍）專利申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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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家（申請人國籍）專利指標分析 

接續前一項各國（申請人國籍）專利申請趨勢，本研究進一步分析其技術研發

與專利保護的相關性程度。 

Youngbo Choi & Surin Hong1（2020）指出：「專利被引證數」（FCPP）可代

表「專利質量」（patent quality），「專利家族成員數」（PFS）則可代表「適銷

性」（marketability），兩者結合後可得出該國家於此項技術研發之「技術實力」

（technology strength, TS），是作為識別相似技術領域潛在競爭對手的參考數據。

若繪製於座標軸上，即距離原點的距離越遠，可視為技術實力（TS）越高，其中虛

線為該兩軸之平均值。 

本研究以此為概念，將專利被引證數（FCPP）作為縱軸、專利家族成員數

（PFS）作為橫軸，以此計算光達技術專利申請人國籍別的技術實力，呈現如下

圖7。申請人國籍為「以色列」（IL）所擁有的專利，專利被引證數和專利家族成

員數都相對較高，反應出該國於此相關技術領域中的高專利質量和高適銷性，具備

極高技術實力；申請人國籍為加拿大（CA）、美國（US）、德國（DK），以及澳

大利亞（AU）則均具有相對次高的技術實力和適銷性。其中，雖然申請人國籍為

「加拿大（CA）」所擁有的專利對比於以色列（IL）顯示出更高的技術質量，但因

適銷性相對較低，故對比之下是較低的技術實力。 

以另一角度而言，Youngbo Choi & Surin Hong亦指出：「專利被引證數」

（FCPP）與「專利引證數」（BCPP）之結合則可代表各國「專利活動熱度」，數

值越高則表示該技術領域中專利活動熱度越積極、活躍，甚至可作為其他國家仿效

之先驅。若繪製於座標軸上，即距離原點的距離越遠，可視為專利活動熱度越高，

其中虛線為該兩軸之平均值。 

本研究亦以此為概念，將專利被引證數（FCPP）作為縱軸、專利引證數

（BCPP）作為橫軸，呈現如下圖8。 

申請人國籍為「以色列」（IL）除技術實力外，同時展現出相對較積極、活躍

                                                        
1 Youngbo Choi & Surin Hong (2020),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atent data in 

nanomedicine for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60 
WORLD PATENT INFORMATION, (2020) 10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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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利活動熱度，且已可作為本研究技術領域中的先驅國家；而後專利活動熱度依

次為：申請人國籍為加拿大（CA）、美國（US）、德國（DK），以及瑞典

（SE）。 

綜合上述，可藉此推測本研究的技術範疇中，主要申請人國籍為「以色列」

（IL）有高技術價值（技術實力、專利活動熱度），其具備之專利可供技術人員作

重要參考對象，其餘則不多贅述。 

 

 
圖7 國家（申請人國籍）專利指標分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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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國家（申請人國籍）專利指標分析(2) 

(五) 主要IPC國際分類號分析 

IPC國際分類號已被視為當前專利分析的主要分析重點之一，請參考圖9，以觀

察主要IPC國際分類號的數量差異（此處圖示以三階IPC分類號為主，另以文字補充

探討四階IPC分類號），從左而右為前十七項三階IPC分類號、由高至低數量排序。 

其中，主要三階 IPC 國際分類號前五名分別為「 H01S」、「 G02B 」、

「G01S」、「G02F」，以及「H04B」，均確實與光達技術相切合，其中詳細說明

可見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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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主要IPC國際分類號分析（三階） 

表1 IPC國際分類號說明(1) 

三階 
次類 

（Subclass）

G01S 
無線電定位；無線電導航；採用無線電波測距或測速；採用無

線電波的反射或再輻射的定位或存在檢測；採用其他波之類似

裝置。 
G02B 光學元件、系統或儀器。 

G02F 
用於控制光之強度、顏色、相位、偏振或方向之器件或裝置；

用於上述操作之技術或工藝；變頻；非線性光學；光學邏輯元

件；光學類比／數位轉換器。 
H01S 利用受激發射之裝置。 
H04B 電氣通信技術上用於傳輸者。 

另外，若接續剖析至四階 IPC國際分類號，則將以三階「G01S」下位之

「G01S7/00」，以及「G01S17/00」作為本研究中四階IPC分類號數量最多者，詳細

說明可見下表2，譬如：G01S17/00可主要代表光達系統等與本研究高關聯之專利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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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IPC國際分類號說明(2) 

四階 
目 

（Main Group） 

G01S7/00 與13/00，15/00，17/00各目之相應系統的零部件。 

G01S17/00 
應用除無線電波外的電磁波之反射或再輻射系統，如

光達系統。 

 

四、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主要申請人專利分析 

(一) 主要申請人專利案件統計分析 

通過檢索結果，本研究另進行美國主要申請人的專利案件數量統計，並挑選其

中舉足輕重之企業／公司進行專利分析。 

而本研究設定之挑選規則為：美國光達六大關鍵技術專利總案件數17件以上之

申請人，同時該企業／公司屬於龍頭企業（紅色區塊）、光達製造商（綠色區

塊），以及車廠／汽車零件商（橘色區塊）者。經挑選規則後、共計為16家企業／

公司，請參考圖10，以及圖11所示（本研究選定以下主要專利申請人前，已先行就

相關技術領域文章報導等資訊，將申請人名稱進行去模糊化處理，方進行後續各項

主要申請人專利分析）。 

其中，美國的企業／公司包含：RAYTHEON、ANALOG、OUSTER、GM、

AURORA（合併計算OURS、Blackmore Sensors and Analytics等集團旗下公司）、

ALPHABET（合併計算Google、Waymo等集團旗下公司）、LUMINAR，以及

INTEL。 

而日本的企業／公司包含：SUMITOMO（合併計算日本電氣NEC等集團旗下公

司）、TOYOTA、PANASONIC，以及FUJITSU。 

其他國家的企業／公司則有：SAMSUNG（KR）、 INNOVIZ（ IL），以及

HUAWEI （ CN ） ； 另 外 ， 本 研 究 亦 特 別 納 入 了 ETRI （ Electronics and 

Tele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KR），即韓國電子通信研究院，屬於韓國非

營利政府資助科研機構，曾經成功研發出高密度半導體晶片、微型超級計算機

（TiCOM）、數字移動通信系統（CDMA）、無線寬帶技術（WiBro）等高端信息

技術，是韓國電信研究領域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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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主要申請人分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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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主要申請人分析(2) 

(二) 主要申請人六大關鍵技術之專利案件統計分析 

請參考圖12，以觀察美國近20年光達六大關鍵技術專利主要申請人，從左而右

依照龍頭企業（紅色區塊）、光達製造商（綠色區塊），以及車廠／汽車零件商

（橘色區塊），由專利數量高至低排列。 

若以技術發展相對較集中者而言，首先可以看到SUMITOMO（住友集團），該

專利申請人自2006年起，主要專利集中於「可調波長雷射」技術（計算該些提出申

請之年度，每年平均申請4.36件專利），為該關鍵技術最多申請案之專利申請人。 

而列入「車廠／汽車零件商」之GM，以及AURORA，不同於其他申請人、均

以「矽光子光學耦合」技術為主要研發重心；其中，美國企業AURORA於2019年收

購光達開發商Blackmore Sensors and Analytics，同時預計於2021年買下Uber自動駕

駛事業（Advanced Technologies Group, ATG），是相當具備規模之競爭者之一。 

另外，列入「光達製造商」之以色列公司INNOVIZ，雖於2016年創立，卻已是

全球領先的光達供應商之一，主要為利用感知軟體結合固態光達技術，並於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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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BMW達成合作協議、將光達系統整合至自動駕駛車輛中，預計於2021年量產。

可觀察到其主要以「光學相位陣列」技術為主要研發重心（計算其提出申請之年

度，每年平均申請高達7.5件專利）。 

若以技術發展相對較發散者而言，首先可以看到INTEL（英特爾），該專利申

請人係全球最大半導體公司，僅此專利申請人橫跨本研究六項關鍵技術提出專利申

請，可看出技術研發與布局手段的不同策略。 

而ETRI（Electronics and Tele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韓國電子通信研

究院），屬於韓國非營利政府資助科研機構，僅次於前者，該公司橫跨於五項關鍵

技術提出專利，並主要核心較傾向於「可調波長雷射」技術。 

最後則是SAMSUNG（三星集團），該專利申請人擁有多達85家下屬子公司，

集團企業包含三星電子（韓國最大的消費電子產品及電子元件製造商，亦是全球最

大的資訊科技公司）等核心公司，本研究中主要專利集中於「光學相位陣列」與

「光學光束轉向控制」技術。 

 
圖12 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主要申請人分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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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美國專利商標局主要申請人專利強度指標分析 

一、前 言 

前一章充分分析了光達六大關鍵技術之美國專利趨勢概況，而本章將採用之前

挑選出的16位「主要申請人」（或部分專利分析中稱為「競爭公司」）作為切入

點，進行專利強度指標的比較與分析。 

講述一個專利個案的強度，通常是指利用專利自身的一般專利指標，譬如：專

利家族成員數量、獨立項項數、請求項項數、IPC分類號、CPC分類號、專利引用

數量，以及專利被引用數量等，經過組合或計算、一定程度上反應出專利個案本

身、或專利申請人對於該專利個案而言，於專利層面上的強度數值。 

若細究這些專利指標，實際可將其更進一步地區分成兩大類型：「布局強度」

和「技術強度」──「布局強度」，意指專利申請人願意投資在該專利個案上、所

反應出的強度數值，藉由全球的專利布局、增加專利家族成員數量，或請求項／獨

立項項數多寡等，使專利個案之布局強度大，故與「經濟因素」有不可分割之關聯

性。 

而「技術強度」，意指實際其技術內涵所反應出的強度值，藉由審查人員判斷

之IPC／CPC分類號多寡、大量專利引用數或專利被引用數，或其內容經人工判斷

所呈現的技術／功效等，使專利個案之技術強度高，故實際等同該專利的「技術價

值」。本研究所探討的多項專利強度指標，分別組合了不同布局強度或技術強度的

專利指標，以嘗試不同面向（技術面、經濟面或綜合兩者的多面相影響因素）評估

主要申請人的專利強度。 

除採用不同層面的專利指標外，過往探討之專利強度指標分析，多以申請「個

案」數──作計算單位，但此分析方式卻無法準確表達出各申請人之間實際的「發

明數」。舉例而言，申請人的申請「個案」量隨時間有所增幅，但卻可能無法評估

該申請人的實際狀況，即是否可視為該申請人實際發明增加了多少；故若以計算單

位而言，本研究改採用「專利家族數」能接近實際發明數本質，並修正申請個案數

所產生的表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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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家族」主要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定義。廣義的專利家族，通

常是指一發明具有多件優先權基礎案，舉凡該專利申請案所主張優先權為多件中其

中之一時，即可判斷為同一專利家族；而狹義的專利家族，則是指一發明提出申請

多國、並且是同一件優先權基礎案，方可視為同一專利家族。本研究所探討的專利

家族，係由美國專利出發，採用狹義的專利家族定義作為標準、計算全球專利家族

成員，並限定「主張之優先權基礎案須完全一致」（亦即主張複數優先權者亦須完

全一致）。 

根據上述改以「專利家族數」進行分析，可參考下表3，即對挑選後之各主要

申請人重新彙整排名，並將變動幅度標示於後方，可以得出超過四分之三（75%）

的排名發生變化，其中尤以INNOVIZ變動幅度最大。 

表3 美國主要申請人公開案件數與專利家族數排名 

類  型 主要申請人名稱 美國公開案件數 專利家族個數 變動幅度 

龍頭 

公司 

SAMSUNG 61 (1) 56 (1) - 
SUMITOMO 49 (2) 42 (2) - 
RAYTHEON 32 (3) 31 (3) - 
ANALOG 29 (5) 22 (6) ↓1 
ALPHABET 19 (10) 15 (12) ↓2 
PANASONIC 19 (10) 17 (10) - 
HUAWEI 19 (10) 19 (7) ↑3 
FUJITSU 18 (14) 18 (8) ↑6 
ETRI 18 (14) 18 (8) ↑6 
INTEL 17 (16) 15 (12) ↑4 

光達 

製造商 

INNOVIZ 30 (4) 6 (37) ↓33 
OUSTER 22 (7) 10 (20) ↓12 
LUMINAR 19 (10) 9 (22) ↓12 

車廠 

TOYOTA 25 (6) 25 (4) ↑2 
GM 22 (7) 14 (15) ↓8 
AURORA 21 (9) 16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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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將16位主要申請人進行專利強度分析，旨在探討不同的專利強度指標，以

驗證其適當性與參考價值。其中，共採用了代表布局強度與技術強度的八個專利指

標，同時參考李怡蓁2「競爭公司在光達系統之專利強度研究」涵蓋相同技術領域與

擁有完善的專利強度指標方法，將其正規化後加總作為專利總強度，並將前述八項

專利指標進一步組合與延伸出七項不同的專利強度指標，分別為： 

1. 發明獲准率 

2. 發明權利範圍 

3. 技術廣度 

4. 技術深度 

5. 相對功效優勢（Revealed Patent Advantage, RPA） 

6. 相對技術優勢（Relative Technology Integration Capability, RTIC） 

7. 相對專利布局優勢（Relative Patent Portfolio Capability, RPPC） 

二、專利強度指標說明 

請參考表4，以及表5，以說明各項專利強度指標定義，包含橫軸（X軸）、縱

軸（Y軸），以及泡泡大小之數據。 

另因計算之相關數據，包含專利家族中公開／公告案件、被引用（證）數、專

利家族成員等，將隨時間推移而發生變化，故特別說明本章節各項專利指標之查詢

區間落在2021年3月22日至3月28日。 

表4 專利強度指標定義說明(1) 

專利強度指標 各項專利強度定義 

發明獲准率 

X軸 公開家族數
以美國專利出發、計算「完全相同」優先權基礎案之

專利家族下，公開家族之總數。 

Y軸 公告家族數

以美國專利出發、計算「完全相同」優先權基礎案之

專利家族下，凡家族成員（案）取得公告，即不歸類

計算為一公開家族、而以計為一公告家族之總量。 
發明權利範圍 X軸 公告家族數 同上方敘述。 

                                                        
2 李怡蓁，競爭公司在光達系統之專利強度研究，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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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強度指標 各項專利強度定義 

Y軸 
家族成員 

平均獨立項數

以美國專利出發、計算「完全相同」優先權基礎案之

專利家族下，家族成員中僅公開者採公開案獨立項

數；已公告者則採公告案獨立項數。 

技術廣度 

X軸 
占六大關鍵

技術類別個數

採計占本研究六項關鍵技術，計算橫跨技術主題之個

數。 

Y軸 
家族成員 
平均相異 

三階IPC個數

以美國專利出發、計算「完全相同」優先權基礎案之

專利家族下，採用家族成員（案）之間相異三階IPC個

數（即International Class）。 

技術深度 

X軸 
家族成員平均

引用（證）數

以美國專利出發、計算「完全相同」優先權基礎案之

專利家族下，採計專利引用、以及非專利引用文件數

量之總和。 

Y軸 

家族成員

（年） 
平均被引用

（證）數 

以美國專利出發、計算「完全相同」優先權基礎案之

專利家族下，採計專利被引用數；為克服公開年份較

長、而導致專利被引用數偏高之問題，此處另將該項

除以其家族成員首次公開至2020年總年數之專利年平

均被引用數。 
泡泡 
大小 

專利總強度

（主要） 
最大至最小區間值：3.96～1.25，詳細計算過程於後續

「專利總強度」進行說明。 

 

表5 專利強度指標定義說明(2) 

新穎專利強度指標 各項專利強度定義 

相對功效優勢 

（RPA） 

X軸 六大關鍵技術類別 RPA = ∑∑∑  

即j機構在i（功效）領域的相對量化優勢。 

Y軸 主要申請人 
泡泡 
大小 

RPA數值 

相對技術優勢 

（RTIC） 

X軸 IPC分類號 RTIC= Pij∑ Pijj∑ Piji∑ Pijij
 

即j機構在i（技術）領域的相對量化優勢。 

Y軸 主要申請人 
泡泡 
大小 

RTIC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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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穎專利強度指標 各項專利強度定義 

相對專利布局優勢

（RPPC） 

X軸 專利申請國別 RPPC = ∑∑∑  

即j機構在i（專利布局）領域的相對量化優勢。 

Y軸 專利申請人 
泡泡 
大小 

專利成員（件）數

RPPC數值 

 

以上各項專利強度指標，將於後續計算時詳細介紹。 

三、專利總強度 

本文採用八個傳統上常用的專利指標如下，並將其正規化後加總作為該專利申

請人之專利總強度（李怡蓁3，2020），其分別為： 

1. 公開家族數 （布局強度） 

2. 公告家族數 （布局強度） 

3. 家族成員平均獨立項數 （布局強度） 

4. 占六大關鍵技術類別個數 （技術強度） 

5. 家族成員平均相異三階IPC分類號個數 （技術強度） 

6. 家族成員平均被引用數 （技術強度） 

7. 家族成員平均引用數 （技術強度） 

8. 平均家族成員數 （布局強度） 

                                                        
3 李怡蓁，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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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八項專利指標均進行正規化，詳細計算過程請參考下表6，而專利總強度

上可分為兩種： 

1. 專利總強度(1)：將上述八項專利指標正規化後加總； 

2. 專利總強度(2)：將上述八項專利指標正規化數值平方後加總開根號（代表專

利指標空間中，該主要申請人數值至原點之距離，反應出另一種專利總強

度）。 

表6 主要申請人專利總強度（原始數據／正規化） 

序列 主要申請人 

A1 
公開家族數

 
 

A2 
公告家族數

 
 

A3 
家族成員 

平均獨立項數

 

A4 
占六大關鍵

技術類別 
個數 

A5 
家族成員平均

相異三階IPC
分類號個數 

1 SAMSUNG 22 1.00 34 0.94 2.38 0.25 4 0.60 2.00 0.68 

2 SUMITOMO 6 0.24 36 1.00 1.94 0.08 2 0.20 1.24 0.00 

3 RAYTHEON 6 0.24 25 0.68 3.00 0.49 2 0.20 1.69 0.40 

4 INNOVIZ 4 0.14 2 0.00 3.23 0.57 1 0.00 1.47 0.20 

5 ANALOG 13 0.57 9 0.21 2.72 0.38 2 0.20 1.62 0.34 

6 TOYOTA 12 0.52 13 0.32 2.68 0.36 1 0.00 2.36 1.00 

7 OUSTER 3 0.10 7 0.15 2.86 0.43 3 0.40 2.18 0.84 

8 GM 12 0.52 6 0.12 2.95 0.47 2 0.20 1.32 0.07 

9 AURORA 5 0.19 11 0.26 3.10 0.52 4 0.60 2.05 0.72 

10 ALPHABET 10 0.43 5 0.09 2.79 0.41 3 0.40 2.09 0.76 

11 PANASONIC 10 0.43 7 0.15 2.16 0.17 2 0.20 2.00 0.68 

12 HUAWEI 4 0.14 15 0.38 2.58 0.33 4 0.60 1.68 0.39 

13 LUMINAR 3 0.10 6 0.12 1.84 0.05 4 0.60 1.80 0.50 

14 ETRI 4 0.14 14 0.35 1.72 0.00 5 0.80 1.39 0.13 

15 FUJITSU 2 0.05 16 0.41 2.11 0.15 2 0.20 1.50 0.23 

16 INTEL 1 0.00 14 0.35 4.35 1.00 6 1.00 1.59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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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主要申請人

A6 
家族成員平均

被引用數 

A7 
家族成員平均

引用數 

A8 
平均家族

成員數 

專利總強度(1) 
（A1 - A8正規 
化後總和） 

專利總強度(2)
（A1 - A8正規
化平方後總和

開根號） 

1 SAMSUNG 9.02 0.01 2.26 0.01 2.98 0.11 3.60 1.67 

2 SUMITOMO 13.27 0.05 8.41 0.08 3.06 0.11 1.76 1.06 

3 RAYTHEON 15.84 0.07 10.38 0.10 3.16 0.12 2.29 0.99 

4 INNOVIZ 40.37 0.28 62.10 0.65 15.87 1.00 2.84 1.37 

5 ANALOG 15.34 0.07 4.07 0.03 3.52 0.14 1.94 0.83 

6 TOYOTA 7.92 0.00 1.08 0.00 1.44 0.00 2.22 1.23 

7 OUSTER 71.45 0.54 12.45 0.12 8.73 0.51 3.08 1.28 

8 GM 19.09 0.10 5.55 0.05 8.82 0.51 2.03 0.91 

9 AURORA 20.57 0.11 3.48 0.03 3.75 0.16 2.60 1.14 

10 ALPHABET 37.58 0.25 41.84 0.43 5.00 0.25 3.02 1.19 

11 PANASONIC 8.00 0.01 3.16 0.02 3.63 0.15 1.80 0.87 

12 HUAWEI 17.58 0.09 2.63 0.02 3.74 0.16 2.11 0.91 

13 LUMINAR 126.63 1.00 95.00 1.00 10.13 0.60 3.96 1.73 

14 ETRI 7.33 0.00 5.56 0.05 1.78 0.02 1.50 0.90 

15 FUJITSU 12.83 0.05 11.00 0.11 2.39 0.07 1.25 0.55 

16 INTEL 17.41 0.08 20.35 0.21 4.06 0.18 3.13 1.52 

 

請參考圖13，以及圖14，以觀察兩種主要申請人的專利總強度結果。於兩種專

利總強度上，LUMINAR、SAMSUNG、INTEL均明顯超越其他主要申請人、進入前

三名（此三名專利總強度平均值為 3.56 ／ 1.64 ）；緊追其後為 OUSTER 、

ALPHABET，以及INNOVIZ（此三名專利總強度平均值為2.98／1.28，比對下已有

明顯差距）；其中屬於車廠／汽車零件商的AURORA、GM，以及TOYOTA（此三

者專利總強度平均值為2.28／1.09）。 

承上述可知，「專利總強度」於某程度上，能反應光達製造商至車廠／汽車零

件商之間的上下游關係與技術實力，具備相當意義與參考標準；也因此後續將利用

「專利總強度(1)」作為各專利強度指標之泡泡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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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專利總強度(1) 

 
圖14 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專利總強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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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申請人發明獲准率 

請參考圖15，以及圖16，橫軸採用相當於發明數之公開家族數，數量越多象徵

該實際發明越多；縱軸採用公告家族數，數量越多表示該獲准專利發明數越多。本

研究中，泡泡大小分別於下圖15以「專利總強度」表示，而另於圖16以「整體獲准

率%」（即公告家族數除以專利家族總量之百分比）表示；泡泡顏色分別以藍色代

表龍頭公司、綠色代表光達製造商、橘色表示車廠／汽車零件商，以觀察主要申請

人發明獲准率。 
以主要申請人INTEL而言，擁有最高整體獲准率93.33%，比其他申請人擁有最

少之公開家族數（即該數據最貼近Y軸），可推斷其專利布局手段嚴謹、使之獲得

大量專利權，且該特性可一定程度地反映於其高專利總強度（3.13）上；反觀另一

主要申請人SAMSUNG，擁有第二高的專利總強度（3.60），該值反應在擁有最多

的專利家族數量（公開、公告家族數），卻相較下僅擁有較低之60.71%整體獲准

率。經人工閱讀與觀察後，該申請人於本研究相關技術領域中，近3年內投入相當

高研發資源、積極運用大量申請案進行專利布局，故推測因應專利審查機制、可能

存在大量未獲准專利，進而造成整體獲准率下降，也因此值得觀望其近幾年的專利

價值。 
屬於「光達製造商」之主要申請人LUMINAR、OUSTER，以及INNOVIZ，此

項發明獲准率高度集中於左下角，即擁有相對低的公開、公告家族數，尤以

INNOVIZ更為明顯，具有最低的公告家族數。經人工閱讀與觀察後，推測3位主要

申請人雖然提出大量專利申請案、卻僅有非常少之專利家族數量，主要原因為研發

高度集中於相同／相似技術、進而導致此結果，但卻因此反應出相當程度的專利總

強度（依次為3.96、3.08和2.84），除專利家族平均成員數極大外（依次為10.13、
8.73和15.87位家族成員／每一家族），也代表其專利亦具備相當程度之技術價值。 

綜上所述，以此專利強度指標「發明獲准率」而言，雖能在專利分析上快速分

辨各申請人（競爭公司）之間的發明數多寡，但因所採用的公開家族數與公告家族

數實際均屬於「布局強度」，導致此專利分析結果易大幅受到專利撰稿、專利局審

查制度、審查期間，以及審查人員判定方式的影響，仍另需搭配人工閱讀以確認彼

此於核心技術上的差異；另一觀點而言，若此專利強度指標進一步分析各申請人

（競爭公司）合作撰稿之專利事務所或審查之專利局，將可作為評估專利價值的另

一種分析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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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主要申請人發明獲准率(1) 

 
圖16 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主要申請人發明獲准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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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申請人發明權利範圍 

請參考圖17，橫軸採用公告家族數，數量越多表示該獲准專利數量越多；縱軸

則採用家族成員平均獨立項數，每個家族平均具備之獨立項，即象徵該發明之保護

權利範圍。本研究中，泡泡大小以「專利總強度」表示；泡泡顏色分別以藍色代表

龍頭公司、綠色代表光達製造商、橘色表示車廠／汽車零件商，以觀察主要申請人

發明權利範圍。 

獨立項3項以上，即超過美國專利審查制度規定之獨立項數限制、必須繳交超

項費用，而家族成員平均獨立項數超過三項者，分別有 INTEL、 INNOVIZ、

AURORA，以及RAYTHEON，可推測該些主要申請人所具備的專利屬於較被重視

的發明標的，需使用較大的權利範圍進行申請與保護，故申請人願支付超項費用之

專利布局手段，反映出該些專利的技術價值；反觀SAMSUNG和SUMITOMO，家族

平均獨立項數為2.38和1.94，未超過美國專利審查之超項費用規定，但其公告家族

數（意即已獲准、具備專利權之發明數）卻極高，可推斷為另一種專利布局手段，

利用相對保守之獨立項數量，進行適當權利範圍之專利申請。 

綜上所述，以此專利強度指標「發明權利範圍」而言，雖亦能快速分辨各申請

人（競爭公司）之間的專利手段，但獨立項數受到專利撰稿報價、及專利局審查制

度的限制，若能搭配合作撰稿之專利事務所或審查之專利局進行分析，亦是評估專

利價值的另一種分析面相。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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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主要申請人發明權利範圍 

六、主要申請人技術廣度 

請參考圖18，橫軸採用本研究之六項關鍵技術主題，計算橫跨技術主題之個

數，數量越多象徵該申請人於光達技術領域中投入不同標的之研發範疇高（此專利

強度指標亦可以應用於技術功效矩陣，作為其主要申請人所橫跨一技術領域中技

術／功效的程度）；縱軸則採用家族成員平均相異三階IPC分類號個數，數量越

多、則象徵該涵蓋技術數量／內涵越高。本節中，泡泡大小以「專利總強度」表

示；泡泡顏色分別以藍色代表龍頭公司、綠色代表光達製造商、橘色表示車廠／汽

車零件商，以觀察主要申請人技術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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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主要申請人技術廣度 

「技術廣度」的預期狀態，預測為橫跨越多種技術類型，應具備越多種相異三

階IPC分類號，因此於座標上應呈現一串通過座標原點的散布泡泡點，其中越靠近

座標原點（即圖中左下角），則代表該主要申請人技術越集中發展，反之（即圖中

右上角）則代表技術研發多樣性高。然而，觀察圖18則可發現實際散布狀況並非

「技術廣度」的原定理想狀態，分別以TOYOTA和INTEL為例：TOYOTA所橫跨之

關鍵技術主題僅為一項，卻擁有最高平均相異三階IPC分類號個數（2.36）而靠近圖

中左上角；而INTEL所橫跨之關鍵技術主題最多，平均相異三階IPC分類號個數卻

僅有1.59，故本研究所採用的六項關鍵技術主題，推測仍有一定程度重疊（即實際

為相同／相似的核心技術），故應重新劃分為更準確的分類或範疇。 

綜上所述，以此專利強度指標「技術廣度」而言，實際可視為相當於一相對概

念，同時作為評估功效／技術正確性的衡量標準，即藉由觀察相異三階IPC分類號

與功效／技術個數之間是否成正比關係，因此「技術廣度」可作為快速確認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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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競爭公司）「相對」重視的研發標的，且可驗證技術功效矩陣等適當性的基

準。 

七、主要申請人技術深度 

本研究所蒐集了每個專利家族之於全球的引用（證）數，以及被引用（證）

數。除了圖19、圖20兩件專利作為舉例說明外，請參考圖21，以及圖22，橫軸採用

家族平均引用（證）數，即該發明本身引用了多少先前技術，同時象徵其研發自主

性越高（即傾向研發新技術，或專研單一／少數的技術）；縱軸則採用計算家族平

均被引用（證）數除以專利申請年數的「年平均值」，藉此減少因部分專利公開年

份較長、而被引用數偏高之影響，該數值越高，象徵專利本身之技術含金量較高、

進而可能作為後續技術引用之熱門專利。本研究中，泡泡大小以「專利總強度」表

示（圖22係圖21的局部放大圖）；泡泡顏色分別以藍色代表龍頭公司、綠色代表光

達製造商、橘色表示車廠／汽車零件商。 

觀 察 屬 於 「 光 達 製 造 商 」 的 主 要 申 請 人 LUMINAR 、 OUSTER ， 以 及

INNOVIZ，具備高於其他主要申請人之家族平均引用（證）數和家族年平均被引用

（證）數，相較下展現出專利的高質量──LUMINAR相較下擁有較高的年平均被

引用（證）數，即代表較高的技術含金量；OUSTER則相對擁有較高的平均引用

（證）數，即代表較高的研發自主性與技術專一性；而INNOVIZ則是兩者皆備、成

為眾多申請人之冠，如：US20180364356 LIDAR SYSTEM「光達系統」（圖19為代

表圖式Fig. 1）即為較高的引用（證）數之代表案件；若排除「光達製造商」，則僅

以ALPHABET為兩項數值相對高之主要申請人，其中以US20190086931 Wide-View 

LIDAR With Areas of Special Attention「在特別需注意的領域之廣視角光達」（圖20

為代表圖式Fig. 3B）即為較高的年平均被引用（證）數之代表案件。 

綜上所述，以此專利強度指標「技術深度」而言，所採用的引用（證）數與被

引用（證）數實際均屬於「技術強度」，除了能在專利分析上快速分辨各申請人

（競爭公司）之間的技術研發導向，亦另能搭配人工閱讀來確認彼此於核心技術上

的差異；另一觀點而言，若此專利強度指標進一步搭配技術功效矩陣等專利地圖的

應用，因應申請人之間的競合關係、將可做為評估專利授權／舉發手段的另一種分

析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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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US20180364356 LIDAR SYSTEM Fig.1（左） 

 
圖20 US20190086931 Wide-View LIDAR With Areas of Special Attention  

Fig. 3B（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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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主要申請人技術深度(1) 

八、主要申請人相對功效優勢（RPA） 

RPA = ∑∑∑  

P ：該主要申請人於該項關鍵技術之專利件數 ∑ P ：各主要申請人於該項關鍵技術之專利件數總和 ∑ P ：該主要申請人於各項關鍵技術之專利件數總和 ∑ P ：各主要申請人於各項關鍵技術之專利件數總和 

相對功效優勢（Revealed Patent Advantage, RPA）的核心概念（如上列公

式），是講述j機構於i（功效）領域的相對量化優勢，當通過「相對」概念來賦予

意義時，可適度改變觀察的方向與提高觀察的品質；對本研究而言，意即試圖找尋

專利申請人j（或稱為「競爭公司」，即闡述專利申請人之間競爭之關係），在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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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相關的六項關鍵技術領域i（技術主題，近似於功效上之定義）中所具備之相對量

化優勢。 

 
圖22 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主要申請人技術深度(2) 

本研究採計與光達相關的六項關鍵技術，實際各項均趨近於一種「功能／功

效」，亦類似於一般專利分析報告的技術功效矩陣，故可利用其作為一主要申請人

之間比較的基準、彙整為一專利強度指標，而其中參考了Ulrich Schmoch4之論述與

                                                        
4 Ulrich Schmoch, Evaluation of technological strategies of companies by means of MDS maps,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Systems and Innovation Research, Breslauer Str. 48, 76139 Karlsruhe, 
Germany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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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經計算後，採用相對功效優勢之相對值作為泡泡大小，該結果呈現於圖 

23，可觀察各申請人所掌握的相對優勢：SAMSUNG掌握「光學光束轉向控制」、

SUMITOMO掌握「可調波長雷射」、ANALOG掌握「光學相位陣列」、OUSTER

掌握「固態光達」、AURORA掌握「矽光子光學耦合」，以及ETRI和INTEL則掌握

「複合積體化雷射」等相對優勢。 

而從主要申請人的另一個角度而言，若將六項關鍵技術之相對功效優勢

（RPA）相加，即可得到一代表該些主要申請人於整體光達技術領域的相對功效優

勢（即∑ ）；此項數值可對比本節所提到的專利總強度，視為一不同代表性之

專利強度指標。 

綜上所述，「相對功效優勢」之專利強度指標，雖能反映出相對意義上的主要

申請人之研發優勢，同時快速觀察各申請人不足的功效重點，但同時也凸顯出若

「功效」項目篩選不當、或其中單獨一項數據僅能計算較少數專利申請人時，難以

避免因計算公式而造成數值膨脹，是本項專利強度指標需要特別留意之問題。 

 
圖23 主要申請人相對功效優勢（R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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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要申請人相對技術優勢（RTIC） 

RTIC = ∑∑∑  

P ：該主要申請人專利所具備該項三階IPC分類號之個數 ∑ P ：各主要申請人專利所具備該項三階IPC分類號之個數總和 ∑ P ：該主要申請人專利所具備各項三階IPC分類號之個數總和 ∑ P ：各主要申請人專利所具備各項三階IPC分類號之個數總和 

相對技術優勢（Relative Technology Integration Capability, RTIC）的核心概念

（如上列公式），是講述j機構於i（技術）領域的相對量化優勢，當通過「相對」

概念來賦予意義時，可適度改變觀察的方向與提高觀察的品質；對本研究而言，意

即試圖找尋專利申請人j（或稱為「競爭公司」，即闡述專利申請人之間競爭之關

係），在與光達相關的主要三階IPC分類號i中所具備之相對量化優勢。 

本研究採計與光達相關的六項關鍵技術專利的IPC分類號，實際各項均趨近於

一種「技術」，亦類似於一般專利分析報告的技術功效矩陣，故可利用其作為一主

要申請人之間比較的基準、彙整為一專利強度指標，而其中參考了Shuying Li5之論

述與研究方法。 

請參考圖 24，其中不乏主要申請人掌握較多的相對技術優勢，譬如：

SAMSUNG主要同時掌握G02F、G02B；SUMITOMO掌握H04Q、H04B、H01S；

RAYTHEON掌握H04Q、H01Q、G01J；ANALOG掌握G06K、G01S；TOYOTA掌握

G01C、G05D、G06K；以及ALPHABET掌握H04Q、H04N、G06T、和H04J；對比

其他的主要申請人，該些則掌握單一的、或甚至是並未掌握任何的相對優勢。 

而從主要申請人的另一個角度而言，若將主要三階IPC分類號之相對技術優勢

（RTIC）相加，即可得到一代表該些主要申請人於整體光達技術領域的相對技術優

勢（即∑ ）；此項數值可對比本節所提到的專利總強度，視為一不同代表性之

專利強度指標。 

依據相對功效／技術優勢，除實際可快速揭露專利申請人所具備之優勢，亦可

進一步用以改善常見之技術功效分類上的精確性，譬如：專利分析報告中常見的

                                                        
5 Shuying Li, Xian Zhang, Haiyun Xu, Shu Fang, Edwin Garces & Tugrul Daim, Measuring 

Strategic Technological Strength: Patent Portfolio Model, (157)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120119 (Ma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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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功效矩陣」，可利用此兩種相對優勢進行交叉比對，探討其中的合理性與錯

誤問題。 

綜上所述，相對技術優勢之專利強度指標，雖能反映出相對意義上的主要申請

人之研發優勢，同時快速觀察各申請人不足的技術重點，但亦凸顯出若其中部分

IPC分類號被較少數專利申請人具備時，則難以避免因計算公式而造成數值膨脹，

是本項專利強度指標需要特別留意之問題。 

 
圖24 主要申請人相對技術優勢（R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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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申請人相對專利布局優勢（RPPC） 

RPPC = ∑∑∑  

P ：該主要申請人之專利家族於該專利局申請之專利件數 ∑ P ：各主要申請人專利家族於該專利局申請之專利件數總和 ∑ P ：該主要申請人專利家族於各專利局申請之專利件數總和 ∑ P ：各主要申請人專利家族於各專利局申請之專利件數總和 

本研究提出之相對專利布局優勢（ Relative Patent Portfolio Capability ，

RPPC），其核心概念（如上列公式），是參考j機構於i（專利布局）領域的相對量

化優勢，即當通過「相對」概念來賦予意義時，可適度改變觀察的方向與提高觀察

的品質；故對本研究而言，即修改成專利申請人j（競爭公司）於全球各專利局i專

利申請分佈的關係，在不同專利局所採用之專利布局手段上相對的量化優勢。 

請參考圖25、圖26，泡泡大小於下圖25中採用專利申請件數，於下圖26中則採

用計算後之相對專利布局優勢；泡泡顏色分別以黃色代表PCT（專利合作條約，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由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管理）、綠色代表中國國家

知識產權局（CNIPA）、橘色代表歐洲專利局（EPO）、紅色代表日本特許廳

（JPO），以及紫色強調南韓專利局（KR）。 

若以圖25的專利申請件數而言，為求觀察之適當性，並未加上美國專利商標局

（USPTO）之專利案件量。首先，可以看到RAYTHEON除美國外，僅特別針對歐

洲（EPO）、PCT（WO）進行專利布局，故可推斷該申請人主要競爭市場／對手是

以美國、歐洲為發展重心；而INNOVIZ、GM，以及PANASONIC，則特別以中國

（CNIPA）為專利布局重點，分別占其專利件數 56件（占其自身專利總件數

12%）、74件（38%），以及19件（28%），可推斷其發展市場之趨勢；其中

INNOVIZ雖然大規模進行市場布局，但仍不及OUSTER和INTEL。 

若以圖26的相對專利布局優勢數據，以中國（CNIPA）市場而言，GM具備較

大相對優勢（3.24）；以歐洲（EPO）市場而言，INNOVIZ仍是具有較大相對優勢

（2.25）；以日本（JPO）市場而言，SUMITOMO無疑是具最大相對優勢（3.05），

但 INNOVIZ（2.35）已具備相當競爭力；以南韓（KR）市場而言， INNOVIZ

（1.44）甚至反超本土企業、形成相對優勢；另外，觀察其他相對專利布局優勢之

狀況，則可看出申請人實際的市場影響力與專利布局上不同的手段／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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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相對專利布局優勢之專利強度指標，雖能反映出相對意義上的主要申請

人之專利布局優勢，同時快速觀察投入市場、智財權上的公司方針；但亦凸顯出因

加權設計與計算，會導致數值結果局部不合理，譬如：同時觀察圖26中的巴西

（BR）、香港（HK）、紐西蘭（NZ）、新加坡（SG），以及以色列（IL）等，均

難以避免因計算公式而造成數值膨脹，是本項專利強度指標需要特別留意之問題，

亦是後續設計出一加權指數後、本項指標能更具應用性之關鍵。 

 
圖25 主要申請人相對專利布局優勢（RPP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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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主要申請人相對專利布局優勢（RPPC）(2) 

肆、結論與建議 

一、未來專利分析的重要性與價值 

現今專利申請已可視為研究市場內（領域內）技術發展、甚至是取得市場關鍵

地位的核心因素，不同的專利申請人或專利權人之間更可透過此無形資產，來權衡

彼此競爭或合作關係，或選擇授權或併購等商業手段，因此「專利分析」已逐步成

為未來專利戰場上的防禦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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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的專利分析，實際並沒有一套標準或作業流程，是具備多面相且仍可被自

由定義的6。如何衍生出一或多種標準，是現今市場上可被期待與極具商業價值的業

務。國內的專利生態，例如事務所或學術機構，目前仍著重於專利申請的階段。如

何將專利分析納入更重要的環節、如何衡量市場利弊，勢必是當前或近年國內／外

的一經濟衡量點。 

二、專利強度指標的適用性探討 

專利強度指標的研究與探討，國外至Holger Ernst7（1995）開始提出、國內由

阮明淑、梁峻齊8（2009）開始彙整後，已可作為「專利分析」上的核心工具之一。

本研究共採用多種專利指標計算出八項專利強度指標，除參考李怡蓁9（2020）的五

種專利強度指標外，同時亦提出不同相對概念的三種專利強度指標。 

專利總強度可有效取決於代表布局強度或技術強度的多種專利指標，且一定程

度地反應出上下游關係與技術實力；發明獲准率可快速檢視實際發明數量與該發明

是否被獲准的技術本質；發明權利範圍反應出專利申請人於專利布局當下所採用的

手段；技術廣度則可象徵於技術領域中專利申請人投入多少技術標的之研發與實質

數量，同時加上技術深度所象徵該專利本身的技術含金量或研發自主性。 

相對功效優勢（RPA）、相對技術優勢（RTIC），以及相對專利布局優勢

（RPPC）則可比較出相對優勢，除了反映出特定意義的專利布局策略，也同時可用

以驗證、改善常見技術／功效分類上（例如：技術功效矩陣）的精確性與參考價值。 

每個專利強度指標本身兼具不同的優缺點，故採用什麼專利強度指標作為專利

分析的核心，其適用性實際可供使用者自行參考與評估，本研究僅作為一運用專利

強度指標作為專利分析參考要件之探討。 

                                                        
6 舉例說明：陳家賀，以專利強度分析探討矽晶圓長晶技術之研發趨勢，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

究所碩士論文，2021年。 
7 Holger Ernst (2003),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subsequent changes of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analyses on the firm level, 30(1) RESEARCH POLICY, 143-15 (2001). 
8 阮明淑、梁峻齊，專利指標發展研究，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2009

年。 
9 李怡蓁，同註2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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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1169號判決 

裁判要旨 

 

 

【專利法】 
【裁判日期】110年11月11日 

【裁判事由】發明專利申請案主張優先權之法定期間 

【裁判要旨】 

一、 按「申請發明專利，以申請書、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必要之圖式齊備之日

為申請日。」專利法第25條第2項定有明文。審查基準第1篇第5章申請日第1.1

節第5段規定：「申請書所載之申請人如有錯誤，於申請後更正為正確之申請

權人者，以申請人確立之日為申請日。審查基準第1篇第3章第4.1節規定：「變

更申請人姓名或名稱，指未變更主體同一性，而以更名、誤繕或翻譯錯誤等原

因，申請變更申請人之姓名或名稱。……申請人姓名或名稱誤繕（例如拼字或

打字錯誤）時，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惟如與申請同時檢送之文件比對不能認

定主體具同一性時，應以申請人確立之日為申請日（第5章第1.1節）或讓與登

記（第11章第1節）方式處理」（第1-3-4頁參見）。上述變更申請人姓名或名

稱並不以更名、誤繕或翻譯錯誤為限，且其所指與申請同時檢送之文件主體應

具同一性，目的亦在於未改變專利權利主體同一性即不生專利創作權利主體歸

屬變動之情形，而得以更名、誤繕或翻譯錯誤等原因變更申請人姓名或名稱，

以維護專利創作申請權人之權益。因此，如未改變專利創作權利主體同一性，

而申請變更申請人姓名或名稱，為保障專利創作申請權人，其原申請日即不應

異動。 

二、 智財法院判決說明行政機關係國家所設置之獨立組織體，依行政權範圍內之管

轄分工，有行使公權力並代表國家為各種行為的權限，其效果則歸屬於國家。

故行政機關係行為主體而非權利（義務）主體，其在權限內所為之行為，無論

屬於公法行為或私法行為，其結果最後均歸屬於權利（義務）主體之國家。政

府機關雖非公法人，惟在審查實務上，如其設有代表人並有獨立預算、組織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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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等，亦允許政府機關得為專利案件之申請人。惟此須辨明行政機關乃公法人

所設置之獨立組織體，在行政權管轄分工之範圍內，固有代表公法人為各種

公、私法行為之權限，惟其行為之效果，仍歸屬於權利義務主體之公法人等情

並無違誤。 

三、 雖然專利審查基準第1篇第3章第2.1節第4段及第2.2節所為申請人資格認定之

「例外規定」，其適用對象為「本國及外國公司組織（即私法人）」，與「外

國行政機關（即公法人）」二者規範性質之法源及目的有所不同。但智財法院

判決係以各級行政機關之上、下級隸屬關係，與總公司（依法設立以管轄全部

組織之總機構）及分公司（受本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之間的關係，具有若干

相似之處，及參照審查基準規定與智慧財產局之審查實務，將申請人由不具獨

立法人格之分公司變更為總公司，因分公司之權利義務歸屬於總公司，不會失

去「主體同一性」，無須變動申請日之情形，以作為參照援用。因本件關於主

體同一性部分，均涉及專利申請取得權利之歸屬問題，無論公法人或私法人並

非均無共通而有得參酌之處，智財法院據此作為援引之說明，不能謂於法不

符。 

四、 又PCT申請為國際合作之重要專利申請制度，智財法院基於上開PCT申請審查

資料及我國專利申請審查實務宜與國際專利審查實務接軌為由，認系爭申請案

之申請人變更並未失去「主體同一性」，不應異動其申請日亦無違誤。 

五、 申請人更正仍具有「主體同一性」，原申請日不應異動。原處分認定系爭申請

案申請人變更喪失「主體同一性」，據此認為系爭申請案已逾專利法第28條第

1項所規定12個月之法定期間，不得主張優先權，於法尚有未合，訴願決定予

以維持，亦非合法，而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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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0年度民商訴字第20號判決  

 

 

【商標法】 
【裁判日期】111年2月22日 

【裁判事由】排除侵害商標權行為等 

【裁判要旨】 

一、 按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

識其為商標：一、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二、持有、陳列、販賣、輸

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三、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四、將商標用

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而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

他媒介物方式為之者，亦同，商標法第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以

商標法第5條所規定之商標使用，可歸納為三要件：⑴使用人係基於行銷商品

或服務之目的而使用；⑵需有使用商標之行為；⑶需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

為商標。所稱「需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意指不論該條第1項或

第2項所示之情形，客觀上均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才具有商標的

識別功能，達到商標使用之目的。 

二、 次按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表示自己之姓名、名稱，或其商品

或服務之名稱、形狀、品質、性質、特性、用途、產地或其他有關商品或服務

本身之說明，非作為商標使用者，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商標法第36

條第1項第1款亦有明定。此即為「描述性合理使用」，意指第三人以他人商標

來描述自己商品或服務之名稱、形狀、品質、性質、特性、產地等，此種方式

之使用，並非利用他人商標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功能，純粹作為第三人商品

或服務本身之說明，商標權人取得之權利，係排除第三人將其商標作為第三人

指示自己商品或服務來源之使用，則第三人所為之使用既非用以指示來源，即

非屬商標權效力拘束範圍。至於實際上判斷是否作為商標使用，自應綜合審酌

其平面圖像、數位影音或電子媒體等版面之前後配置、字體字型、字樣大小、

顏色及設計有無特別顯著性，並考量其使用性質是否足使消費者藉以區別所表

彰之商品或服務來源，暨使用目的是否具有影射或攀附他人商譽之意圖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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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綜合判斷。如行為人於交易服務過程中，以行銷為目的將他人商標用以辨

識商品之來源，即屬商標使用，反之，如僅係將他人商標來描述自己商品或服

務之名稱、形狀、品質、性質、特性、產地等用途，而非利用他人商標指示商

品或服務之來源，即非屬商標之使用，尚非一經標示於網站、招牌或出現於網

頁搜尋結果、廣告內容上，即當然構成商標之使用。 

三、 依 被 告 使 用 情 況 可 知 被 告 固 有 使 用 他 人 即 原 告 已 註 冊 系 爭 商 標 之

「PREDATOR」文字，然被告推出之系爭產品其名稱即為「PREDATOR SHOT

掠奪者能量飲料」，是被告使用該等名稱尚屬對於自己商品名稱本身之說明，

並無積極標示系爭商標「PREDATOR」文字之行為；再由上開被告官網、社群

媒 體 等 行 銷 資 料 使 用 該 等 字 樣 之 方 式 ， 均 非 僅 單 純 特 別 顯 示 系 爭 商 標 之

「PREDATOR」或「PREDATOR SHOT」文字，大部分同時出現系爭產品照

片，並在其官網或社群媒體上有同時標示被告「acer」或電競品牌「Predator 

Gaming」、「Predator MAVs Esports」等名稱，已足供觀看之消費者得以藉此

認識「PREDATOR」、「PREDATOR SHOT」係指稱被告所推出之掠奪者能量

飲料商品，而非作為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標示，並無使消費者於辨識商品或服務

來源時，有影射或攀附原告商譽之意圖，自難認係屬商標之使用。 

四、 按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於同一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註

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為侵害商標權，商標法第68

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商標構成相同或近似者，係指以具有通常知識

經驗之一般商品購買人，於購買時施以通常之注意，就兩商標整體之外觀、觀

念或讀音隔離觀察，有無引起混同誤認之虞以為斷。所謂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

誤認之虞者，係指兩商標因相同或構成近似，致使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相

關消費者，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或雖不致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而極有

可能誤認兩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或服務；或誤認兩商標之

使用人間有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言。再按商標圖

樣予人之寓目印象，一般係就其整體為觀察，此乃因商標係以其整體圖樣呈現

在商品或服務之消費者眼前，而非割裂為各部分分別呈現。至於商標因其設計

之態樣，有可能其中某部分為設計之重點，或其外觀內容較易引人注目，此部

分即所謂之「主要部分」，為消費者關注或事後留存印象中者。商標設計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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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部分與非主要部分之別，惟該主要部分仍為構成商標整體之內容，主要

部分最終仍是影響商標給予消費者之整體印象，是以，就商標圖樣是否具有

「識別性」為判斷時，商標圖樣之主要部分雖具有重要地位，惟仍應以商標圖

樣所呈現之整體外觀綜合判斷，非可割裂觀察。而判斷二商標有無混淆誤認之

虞，應參酌：⑴商標識別性之強弱；⑵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⑶商

品、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⑷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⑸實際混

淆誤認之情事；⑹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度；⑺被告是否善意；⑻其他

混淆誤認之因素等，而「混淆誤認之虞」之參酌因素必須綜合認定，方得判定

先後商標是否已達有致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非僅謂合於單一因素即

可認定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五、 系爭商標與被告使用之圖樣應屬構成近似之商標，惟近似程度不高，所指定使

用及實際使用之商品均提神、能量飲料，系爭商標在國內為相關事業及消費者

之熟悉程度較低，二商標均具相當識別性、原告在國內尚無多角化經營之情

形、相關事業及消費者實際混淆誤認之情況應非屬常見、被告使用之圖樣非屬

惡意等相關因素綜合判斷，應認本件被告所使用之圖樣並無使相關事業及消費

者就其商品之來源或產製主體，產生混淆誤認之可能，是本件並無商標法第68

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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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0年度民公上更(一)字第2號判

決

 

 

 

【公平交易法】 
【裁判日期】110年12月23日 

【裁判事由】公平交易法除去侵害等 

【裁判要旨】 

一、 里莫華公司行李箱外觀之「百褶設計」為公平法規定所保護之商品表徵及該表

徵之特定範圍：里莫華公司主張其行李箱外觀具有「百褶設計」之特徵，足以

明確界定其「著名商品表徵」之範圍。 

二、 按智慧財產權之法律設計並非全然屬於技術性保護，尚擴及創新性及市場競爭

之公平性。公平法第22條之「著名商品表徵」，其制度設計之目的則在維護消

費市場上之公平競爭環境，避免業者藉由攀附商譽或高度抄襲之方式，破壞正

當之交易秩序，其同樣與技術無關。里莫華公司自始即有意以「百褶設計」作

為行李箱之表徵，並長期傳達或被報導該表徵之概念，堪認里莫華公司行李箱

外觀「百褶設計」之表徵，為相關事業、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並與里莫華公司

之行李箱商品連結。堪認里莫華公司行李箱外觀之「百褶設計」，為具區別商

品來源功能之著名表徵。 

三、 公平法第1條揭櫫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之立法目的，

其立法說明並謂同法第三章「不公平競爭」旨在消弭不公平競爭行為，促進事

業之公平競爭。因著名表徵需經相當期間之投資與使用，始能於交易市場具有

識別性或商譽，進而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作為識別特定商品或服務來源之用，

為避免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於商品或服務選購時發生混淆誤認，基於促進事業公

平競爭並保護相關事業及消費者之信賴利益，爰有保護著名表徵之必要。著名

表徵既需相當期間使用以建立其識別性，達成辨識特定商品來源之效，方能受

公平法保護，公平法所稱之著名表徵，係指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

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經相當時間之使用，

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而具有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功能者而言。

既認里莫華公司主觀上有意以「百褶設計」為其行李箱外觀之表徵，且可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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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華公司相關行李箱商品外觀使用「百褶設計」，並長期傳達或被報導其行李

箱具有「百褶設計」之外觀，則里莫華公司行李箱外觀「百褶設計」，業已為

相關事業、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並與里莫華公司之行李箱商品連結，故堪里莫

華公司「百褶設計」，應屬業經相當期間使用而已建立其識別性，達成辨識特

定商品來源之效能，可受公平法保護之著名表徵。 

四、 按公平法第20條第1項第1款所保護之商品容器、包裝、外觀，僅限於經長期使

用而達到相關大眾所共知，交易相對人以之作為區別商品來源之認定對象。即

廠商用以區別商品來源之特徵，須有顯著性、獨特性或辨識性，經該廠商長期

使用於其商品上，使一般人一見該表徵即知該產品為某特定廠商所產製，亦即

商品之表徵須具有表彰商品來源之功能，始足當之。可知「商標」與「商品表

徵」兩者在制度上之設計雖屬不同，然其設計之目的均係透過顯著識別性，作

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來源，藉此區別不同之商品或服務，避免惡意攀附之不公

平競爭，並維護商標權人或商品表徵設計者所有之智慧財產權。相關消費者於

看見商品外觀高度近似於「百褶設計」之系爭行李箱，高度可能誤認兩造間所

行銷之行李箱商品系出同源或彼此間有授權關係。 

五、 康鉅公司將里莫華公司「百褶設計」商品表徵，用於較廉價之系爭行李箱，將

降低里莫華公司之「百褶設計」著名商品表徵之商譽，進而貶損其識別性及經

濟價值。康鉅公司行銷系爭行李箱因高度近似於「百褶設計」，將有致廣大消

費者誤認其為里莫華公司所推出副牌商品之風險。價位之差異並不影響本件混

淆誤認風險之認定。康鉅公司行銷系爭行李箱因高度近似「百褶設計」，將有

致售後混淆發生之具體風險。售後混淆為公平法第22條規定的「致與他人商品

混淆」態樣之一。康鉅公司行銷販賣之系爭行李箱，其中使用相同或近似於里

莫華公司所有「百褶設計」，足使一般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而有公平法第22

條第1項第1款侵害商品「表徵」情事。 

六、 里莫華公司依公平法第29條規定，請求康鉅公司不得將相同或近似「百褶設

計」使用於各式行李箱商品上，及不得將使用相同或近似「百褶設計」之各式

行李箱商品予以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並依同法第30條、第31條規定請求

連帶賠償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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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日  期 內  容 

111年1月6日 

新任理監事拜會司法院院長 

 

111年1月4日 第五屆美國實務委員會召開主委會議 

111年1月10日 倫理紀律委員會──【110專紀字第002號】第一次調查會議 

111年1月13日 專利師節籌備會議（權利維護委員會） 

111年1月14日 第五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11年1月17日 專利師節籌備會議（與經濟部智慧局洽談合作） 

會務動態與紀要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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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11年1月19日 

新任理監事拜會全律會 

 

111年1月20日 
由林宗宏理事長、企業智權管理實務委員會陳致浤主委代表出席

公司治理之智財法遵培訓課程審查會議 

111年1月24日 企業智權管理實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11年1月26日 企業智權管理實務委員會主委會議 

111年1月26日 智慧財產法院實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11年2月7日 日本事務委員會主委會議 

111年2月9日 在職進修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11年2月10日 權利維護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11年2月11日
～3月19日 

專利師職前訓練 

 

111年2月15日 美國實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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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11年2月16日 

新任理監事拜會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院長 

 

111年2月17日 日本事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11年2月21日 元照出版公司來訪，洽談在職進修課程影音化合作 

111年2月22日 編輯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11年2月22日 購置會館小組第五屆第一次會議 

111年2月23日 

〔專題演講（生物）〕「仿單修改是否有助於迴避侵權」──

主講人：蘇銳專利師 

111年2月24日 商標實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11年3月1日 設計專利實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11年3月9日 電腦軟體實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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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11年3月18日 

本會與瑞典IP法律事務所協會線上交流座談會 

 

111年3月22日 

〔專題演講（在職）〕「人工智慧對專利法制的衝擊與挑戰」

──主講人：莊弘鈺博士 

 

111年3月21日 專利師節籌備會議（第二場座談會與談人） 

111年3月23日 專利師節籌備會議（第一場座談會與談人） 

111年3月24日 台灣設計研究學院洪組長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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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11年3月25日 

生物科技實務委員會與國家生技園區合辦專題演講及交流會 

 

111年3月28日 智慧財產爭訟實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111年3月29日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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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11年3月30日 

〔專題演講（在職）〕「專利師法及執業倫理規範」──主講

人：林清結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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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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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01-1990 分機：9 
2. 傳真：02-2701-0799   E-mail：mail@twpaa.org.tw 



 

 

《專利師》審稿辦法 

一、為建立本刊審稿制度，促進本刊文稿品質，特定本辦法。 

二、本刊採用雙向匿名審稿制，來稿由編輯委員會依稿件性質商請一或二名編輯

委員會委員或相關領域專家負責審稿。 

三、編輯委員會綜合審稿意見後，決定予以刊登、修改後刊登、修改後再送審、

或不予刊登。 

四、編輯委員會得視需要，就各期刊物設定主題，由各編輯委員選定各期主題，

並擔任當期主編。當期主編所邀稿件，得獨立審稿後逕為刊登。 

五、本辦法經編輯委員會修改通過後，自中華民國104年2月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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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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