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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師季刊自創刊迄今已發行至第50期，篳路藍縷，一路走來感謝專利師
公會的會員們、產官學界友人們，以及愛護本刊的讀者們的支持，大家共同辛

勤耕耘，使得本刊能維持理論與實務並重、多元且深入的專業品質。 

目前專利法及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的修法正如火如荼進行中，修法草案對

專利的申請和舉發制度，及其後續的救濟程序均有大幅變革。而此與專利師之

執業息息相關，專利師法亦當配套調整。專利師公會 林宗宏理事長在「專利師
公會對於專利師法修正草案之建言」一文中特別為此提出看法與建議。 

專利師季刊第50期共收錄4篇精彩的專題研究： 

徐銘夆高級審查官所著之「日本室內設計申請及近似判斷實務介紹」一

文，對日本室內設計申請及近似判斷相關規定及實務案例作出詳盡的整理，深

入淺出，文末並整理出我國與日本室內設計實務差異比對，實有助於向我國與

日本提出設計申請時作為參考。 

孫寶成專利師所著之「從美國Quanergy Systems, Inc. v. Velodyne Lidar USA, 
Inc.案論析請求項解釋原則以及非顯而易知性判斷」一文，討論在美國專利實務
中，判斷專利有效性的兩個重要議題：請求項解釋原則，以及非顯而易知性判

斷並與我國專利實務進行比較，加以評析提出建議，極具參考價值。 

陳秉訓副教授所著之「專利連結制度下逆向給付利益協議之管制密度──

對美國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AbbVie Inc.案相關判決之思考」一文，透過
美國實際案例相關判決為借鏡，思考關於專利權人與學名藥廠就專利連結相關

訴訟之和解所可能產生的逆向給付利益協議的管制議題，並提出觀點與建議，

相當值得產、官、學界人士研讀探討。 

 

 



 

 

郭廷濠專利師所著之「藥物化學結構先導化合物分析法之研究」精選近十

五年計十五篇CAFC判決與藥物化學結構先導化合物分析法有關案例進行檢視與
探討，並對藥物化學結構先導化合物分析法之相關議題進行討論。可說是近年

來對於與藥物化學結構先導化合物分析法有關之CAFC判決案例所做出的分析量
最大、分析訊息最澈底的著作之一，具有相當參考價值。惟受限於篇幅將其分

為上、中、下三篇，本期率先刊出上篇「藥物化學結構先導化合物分析法之研

究（上）──近15年美國CAFC相關案件整理」以饗讀者。 

本期亦推出專利法修法專欄： 

彭國洋專利師所著之「真正申請專利權人向冒認專利權人取回專利權後行

使權利之法定限制──以智慧局函送行政院版專利法草案第59條為中心」一
文，以介紹智慧局函送行政院版專利法草案為主軸，並輔以比較1944年至1994
年專利法、1997年修正專利法、2011年修正專利法、現行專利法以及有關之外
國立法例，再加以比較評析，提出多個值得辨明之議題，期待立法者與實務界

對相關議題能有更深入的思辨與探討。 

本期季刊內容精彩多元，篇篇皆為作者嘔心瀝血之作，希望能與讀者共同

從中獲益成長。同時也期待更多關心智慧財產議題的朋友們，都能在專利師季

刊上多多分享研究成果、實務心得與創新想法，激盪出更多智慧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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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言  

專利師公會對於專利師法 
修正草案之建言 

林宗宏
 

未來有關專利申請及舉發救濟程序將有大幅變革，包括簡併救濟層級、改採對

審制、改用民事訴訟程序等。相關的專利法及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之修正草案均已

經主管機關定稿，並將先後送請立法院審議，本會對於主管機關的努力深感敬佩與

肯定。 

惟前述相關法律之變動與專利師之執業息息相關，故專利師法亦應同時配套修

正，以周全專利保護法制。專利師公會謹針對專利師法提出以下幾點修正建議，供

政府主管機關參考。 

壹、立法目的 

有鑑於國際智慧財產保護意識抬頭，智慧財產之布局及運用已成為企業永續經

營之重要事項，智慧財產法制之健全及保護機制之完善，更是國力的表現之一。準

此，專利師之使命，已不僅限於傳統專利代理業務，而應肩負協助政府推動智慧財

產相關產業之發展、建構智慧財產權保護之優質環境，以及完善法律政策之責任。

因此，現行專利師法第一條條文實有必要修正，以強化專利師之使命。 

                                                        
DOI：10.53106221845622022070050001 
收稿日：2022年6月27日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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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異業結合 

專利業務包括技術及法律的結合，目前法律明訂得從事專利代理業務之專技人

員只有專利師及律師，二者皆屬經由國家考試及格的專技人員；基於雙方在法制及

實務面具有合作互補關係，倘能鬆綁建構結合經營生態，不但互利共生、創造雙

贏，更能為社會提供更全面的服務。專利師與律師業務合作早已是常態，若能透過

修法將異業結合進一步明文化，不但是時勢所趨，更符合德國、中國、日本之國際

立法思潮。 

參、執業範圍 

一、增訂專利權涉訟民事事件 

由於專利權涉訟事件兼具法律專業性與技術性判斷，因此，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法修正草案第16條已明定，當事人於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後，經審判長許可者，

亦得合併委任專利師為訴訟代理人，共同為代理訴訟行為。因此，建議配套增訂專

利師得受委任辦理專利權涉訟民事事件之業務。 

二、增訂專利資產技術評價事項 

產業創新條例第四章無形資產流通及運用，明定企業得以專利技術等無形資產

作價為資本，且必須由專業、公正之第三人予以評定無形資產之價值，以反應企業

之真實價值，使得無形資產評價的需求日益增加。其中有關專利部分，牽涉到諸多

技術及專利相關知識，不僅需製作專利地圖、進行專利布局、甚或評估整體專利家

族，徒具財務會計相關知識背景者恐難提出客觀之估值。由於專利師具備理工等多

方向專業知識，專利技術評價實務，專利師實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因此，建議增訂

專利師可就專利技術相關事項提出專利資產技術評價意見，以進而促進國內投、融

資等的正向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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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訂商標代理事項 

(一)目前得從事商標代理業務者，並無法令資格限制，縱然未來商標法修正草

案，將商標代理人資格納管，也屬一般職能認定性質，非屬國家專技高考層級。另

外，參考國外立法例，包括德國、日本及韓國的專利師法規定，專利師得辦理事

項，除了專利申請業務外，還包括商標及其他智慧財產權案件，且不限申請業務，

而包括授權、訴訟和和海關事務。 

(二)在專利代理產業上，我國主要的20家專利代理事務所於其名稱中表彰從事

商標業務者，比率遠遠過半。且均有代理大量的商標申請案，足證專利事務所／代

理人同時代理商標案件其實是一極為普遍之現狀，即可得知，我國社會將專利及商

標業務視為關聯業務，實為一市場通念。因此，專利申請人申請專利時，同時會請

專利師一併規劃申請案商品化的商標申請及布局，二者在商業利益上息息相關，如

專利師僅辦理專利事務，恐無法完整協助專利申請人在智慧財產權管理上之需求，

故專利師代理商標業務已屬常態業務。 

(三)綜上，增訂商標代理事項，實為符合法令及產業生態。 

肆、在職進修 

有關專利師在職進修，2年12小時，違反規定時，專利專責機關處6萬元以上30

萬元以下罰鍰，其為104年修正時所增訂，經幾年實務運作，專利師辦理在職進修

已累積相當實務訓練經驗，為落實公會自律自治及自主管理之原則，建議參考會計

師法、律師法修正體例，予以檢討修正，將有關實施方式及管理授權由專利師公會

辦理，並報主管機關備查。至於專利代理人雖非專利師公會會員，惟為求一致性管

理，明定專利代理人一體適用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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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日本室內設計申請及 
近似判斷實務介紹

* 
徐銘夆** 

壹、前 言 

儘管各國設計保護制度對於室內設計的保護立場不一1，但為了鼓勵企業將專注

細節的職人精神延伸至空間設計，日本政府在2019年（令和元年）就意匠2法進行了

一場前所未見的改革，其中 引人矚目之處，無非是跳脫過去120年意匠制度只

保護動產有體物外觀的框架，將保護對象延伸至空間設計產業（建築設計與室內

                                                        
DOI：10.53106221845622022070050002 
收稿日：2022年5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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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在2009年的研究報告顯示（Standing Committee on the 
Law of Trademarks,. Industrial Designs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Industrial Design Law and 
Practice – Summary of replies to questionnaire, P.9-10, 2009），有提供室內設計保護的國家

（區域）包括阿爾及利亞、阿根廷、亞美尼亞、澳大利亞、奧地利、白俄羅斯、克羅埃西

亞、捷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喬治亞共和國、德國、希臘、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

宛、摩洛哥、挪威、葡萄牙、摩爾多瓦、羅馬尼亞、俄羅斯、塞爾維亞、斯洛維尼亞、南

非、西班牙、蘇丹、瑞典、瑞士、烏克蘭、英國、非洲智慧財產權組織、比荷盧智慧財產權

組織、歐盟共同體。不提供室內設計保護的國家（區域）包括不丹、巴西、保加利亞、加拿

大、哥倫比亞、日本（2019年開放）、馬來西亞、墨西哥、巴基斯坦、韓國、北馬其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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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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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3）。 

 
圖1 日本商業空間申請實例（蔦屋書店）4 

此前作者雖曾就日本意匠審查基準對於建築設計及室內設計審查做過論述5，然

有感於審查基準多會挑選相對較無爭議的案例來說明，若想瞭解箇中細節，還是得

分析真實案例方能見微知著。鑑於此項新政在短短2年間已累積近187件室內設計獲

准註冊，這項數據已遠遠超過美國近100年來所核准的室內設計專利數量，本文爰

以室內設計為題，介紹日本開放此種新興標的後的申請及近似判斷實務，期能作為

室內設計產業保障自身權益的參考。 

貳、法源依據 

按日本意匠法第7條規定，意匠申請案必須就每一意匠提出申請，這段話的意

思是說，每一申請案僅能包含一個物品及一個外觀（即「一意匠一申請原則」或

「一申請一權利主義」）。不過室內設計大多是由複數家具及生活日用品的組合與

配置，此種複數物品構成的設計在修法前會因違反一意匠一申請原則而無法取得

                                                        
3 我國所稱「室內設計」，在意匠法稱「內裝意匠」，本文對於日本制度的描述係依日本用

語。 
4 日本意匠D1671152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圖片來源：https://prtimes.jp/main/html/rd/p/000000013.000057655.html，最後瀏覽日：2022年

3月25日。 
5 徐銘夆，日本空間設計申請暨審查介紹──內裝意匠篇，專利師，2020年7月，42期，68-99

頁。徐銘夆，日本空間設計申請暨審查介紹──建築物意匠篇，專利師，2020年7月，42
期，100-1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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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6。 

與此同時，意匠法雖有「組物意匠7」制度例外允許同時使用且整體具統一性之

複數物品可綁定在一申請案提出申請，但前提是這些複數物品必須屬於當時意匠法

施行細則附表2所規範的56種類別之一。其中與室內設計稍具關連性的類別包含：

「一組椅子」（圖2）、「一組辦公家具」、「一組室外用桌與椅子」、「一組玄

關收納件」、「一組收納架」（圖3）、「一組書桌」、「一組桌子」、「一組頂

燈」、「一組洗臉化妝台」、「一組廚房用具」、「一組門柱、門扉和柵欄」。 

 
 

圖2 一組椅子8 圖3 一組收納架9 

相信大家看到以上列舉的類別或圖式一眼即知，這些組物意匠只能稱得上是家

具設計而已，然而對於室內設計師而言，他們的創作範圍往往還會延伸到如圖4所

示的牆面、地板、天花板還有整體空間的裝飾，因此以複數物品外觀作為保護對象

的組物意匠不盡然能呼應產業的需求。 

                                                        
6 日本意匠法第7條：「意匠註冊申請必須按照由經濟產業省令規定的物品的分類，就每一意

匠各別提出。」 
7 日本意匠法第8條：「就同時使用之兩個以上的物品，而構成由經濟產業省令規定的物品

（下稱『組物』）的意匠，其組物整體具有統一性時，得以一意匠提出申請，取得意匠註

冊。」（我國專利法中之「成組設計」，在意匠法稱「組物意匠」，本文對於日本制度的描

述係依日本用語） 
8 日本意匠D1594134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9 日本意匠D1523858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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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住宅廚房配置10 

一、內裝意匠 

鑑於室內設計產業的特殊性質，日本在這次意匠法修正中，爰將組物意匠的適

用範圍擴及至內裝意匠，舉凡複數家具或生活日用品的組合與配置；只要是與牆

面、地板、天花板任一者結合所構成的室內設計，若能符合「商店、辦公室或其他

設施內部」、「由意匠法所訂之複數物品、建築物或圖像設計所構成」及「具有統

一的美感」等要件者，即能以內裝意匠為保護對象提出申請。但是在權利的行使

上，亦須把內裝意匠視為一個整體設計行使權利，也就是說如果第三人只有實施其

中一部分的特徵者，不盡然會構成侵權。 

 
內裝意匠立法例（意匠法第8條之2） 

構成商店、辦公室或其他設施的內部設備及裝飾（下稱「內裝」）的物品、建築物

及圖像設計之意匠，若內裝整體具統一美感，得以一意匠提出申請取得意匠註冊。 

 

二、建築物意匠 

日本在本次修法中是將內裝意匠架構在保護「複數」物品外觀的「組物意匠」

制度，因此若僅是單純的牆面、地板或天花板格局之設計，而內部如圖5所示為空

無一物者，將因不符內裝意匠的「複數」物品要件，從而違反內裝意匠定義之規

定，對於此類單純的牆面、地板或天花板格局之設計必須透過「建築物意匠」提出

                                                        
10 日本意匠D1701121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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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其立法例列舉如下： 

 
圖5 違反內裝意匠定義之例示11 

建築物意匠立法例（意匠法第2條第1項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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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在日本意匠制度架構下，室內設計橫跨了圖6所示的「內裝意匠」

與「建築物意匠」二種保護對象，此種根基於「物品數量多寡」所產生的保護對象

之別，在當今全球設計保護體系中相當罕見。 

 
保護對象 內裝意匠 建築物意匠 

例 示 

 
住宅之內裝

12 

 
辦公用建築物

13 

圖6 意匠法保護室內設計的概念 

                                                        
11 日本特許廳，意匠審查基準第Ⅳ部第4章 内装の意匠，2021年，13頁。 
12 日本意匠D1681118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13 日本意匠D1686834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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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核准概況 

日本意匠分類系統可分為意匠分類、D-term與國際工業設計分類表14三種，前

揭意匠分類與D-term序列大抵相同，二者差異在於D-term有更細緻的次分類。 

與室內設計有關的「內裝意匠」主要集中在D-term的L3-7項下，與室內設計有

關的「建築物意匠」會散見於D-term中的L3-2000（建物）、L3-21（住宅）和L3-0

（其他建築物及土木建築用品），由於上開類別會涵蓋許多建築物外觀，檢索時要

先確認圖式「要註冊部分」是否在建築物內部。另外在D-term項下，如果申請案為

部分意匠者（相當於我國部分設計專利），會加註「VZA」標記（圖7）。  

 
日本意匠公報 公報圖式 

 

圖7 飲食店用內裝15 

一、室內設計註冊件數 

請參考表1所示，截至2022年4月9日，日本特許廳總共計核准了163件16與室內

設計有關的內裝意匠，其中整體意匠有35件，部分意匠有128件，部分意匠占內裝

意匠比例接近8成；與室內設計有關的建築物（內部）意匠共核准24件17，有1件是

                                                        
14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for Industrial Designs. 
15 日本意匠D168959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16 由於本文研究範圍是以不動產室內設計為主，故已將7件動產內裝（車輛、船舶、組合屋）

剔除在外。 
17 L3-2000（建物）計有3件、L3-21（住宅）計有8件、L3-0（其他建築物及土木建築用品）計

有1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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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意匠，其餘23件均為部分意匠。整體來看，部分意匠占比明顯高於每年部分意

匠占總體意匠申請量近4成的比例18，這也代表室內設計產業在尋求意匠保護時，申

請人大多只是為了要保護空間內部 具特色的特徵。 

表1 日本室內設計意匠核准件數統計表 

 內裝意匠 建築物意匠 

總計 
(A)＋(B) 

187件 

核准件數 百分比 核准件數 百分比 

整體意匠 35件 19% 1件 4% 
部分意匠 128件 79% 23件 96% 
小 計 163件（A）  24件（B）  

 

二、室內設計用途分析 

雖說日本意匠法開放室內設計申請的理由是為了保護商業空間，使其成為拉抬

品牌形象的幕前推手，然而從圖8、圖9的核准數據顯示，取得日本內裝意匠註冊的

室內設計用途除了商店（48件）外，也包含住宅（48件）及辦公空間（35件），以

上3種用途占內裝意匠註冊件數比例達8成，另外餐廳設計也有12件，其中也包括在

國內耳熟能詳的迴轉壽司餐廳「藏壽司」；而建築物意匠的用途主要集中在住宅空

間（18件）。就整體數據來看，日本意匠法自開放室內設計提出申請以來，用途仍

是以住宅空間為主，且住宅空間的核准圖式會比較集中在客廳與廚房設計，至於房

間或浴室設計則相對少見。 

肆、申請實務 

一、申請書記載 

日本意匠的申請書相當於我國設計專利的說明書，以下從申請書的「意匠物

品」「意匠物品說明」及「意匠說明」欄位依序說明申請實務。 

                                                        
18 日本特許廳，特許行政年次報告書（2019年版），2019年，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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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內裝意匠用途統計圖 

 

 
圖9 建築物意匠用途別統計圖 

住宅, 48件, 29%

商店, 48件, 29%

辦公空間, 35件, 
22% 餐廳, 12件, 7%

醫院, 4件, 3%

學校, 5件, 3%

其他, 11件, 7%

住宅, 18件, 75%

商用建築物, 
4件, 
17%

醫院, 1件, 4%

複合式建築, 1件, 
4%

 
複合式建築, 1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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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意匠物品 

以室內設計提出意匠申請時，申請人必須在「意匠物品」欄中記載所要保護的

內容，特許廳建議申請人在填寫時可參考「與意匠有關之物品等例示19」（約2,400

種意匠），或是日本意匠分類中的次分類物品（約7,000種意匠）20。由於日本對於

內裝意匠及建築物意匠的「意匠物品」欄各有不同規範，本文整理如下： 

1. 內裝意匠 

以內裝意匠提出意匠申請時，「意匠物品」欄不能僅記載「內裝」，而是應記

載為「○○用內裝」或「○○之內裝」21。 

從室內設計核准前案觀察，由於商業空間的用途較為明確，因此在「意匠物

品」欄記載規範上顯得寬鬆，例如申請人可記載為「服飾店之內裝」（圖10）、

「行動電話專賣店之內裝」（圖11）、「藥妝店之內裝」（圖12）或「病房之內

裝」（圖13）。 

 
圖10 服飾店之內裝22 圖11 行動電話商店之內裝23 

 

                                                        
19 日本特許廳，意匠に係る物品等の例，2021年，5頁。 
20 日本特許廳，意匠登録出願の願書及び図面の記載の手引き，2021年，5頁。 
21 日本特許廳，註11書，5頁。 
22 日本意匠D1690954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23 日本意匠D1689936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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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藥妝店之內裝24 圖13 病房之內裝25 

但如果是住宅、辦公室或飯店，基於這些空間又可細分成不同用途的次空間，

「意匠物品」欄不宜僅記載「住宅之內裝」、「辦公室之內裝」或「飯店之內

裝」，而是須進一步界定次空間的具體用途，例如「住宅用『客廳』之內裝」（圖

14）、「辦公室『休憩室』之內裝」（圖15）或「飯店『客房』之內裝」（圖

16）。 

 

  
圖14 住宅用客廳之內裝26 圖15 辦公室休憩室之內裝27 

 

                                                        
24 日本意匠D1693229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25 日本意匠D1697536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26 日本意匠D1689669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27 日本意匠D1673711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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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視圖】 

 
【參考圖】 

圖16 飯店客房之內裝28 

2. 建築物意匠 

以建築物提出意匠申請者，申請人不能只在「意匠物品」欄記載「建築物」，

而是必須指明建築物的具體用途才行，例如「住宅」、「校舍」、「體育場」、

「辦公室」、「酒店」、「百貨商店」、「醫院」、「博物館」、「橋樑」或「瓦

斯槽」等29。 

儘管建築物意匠的內部通常只會將其中部分樓層的內部作為「要註冊部分」，

但「意匠物品」欄並非記載「要註冊部分」之名稱30，例如圖17以醫院病房作為

「要註冊部分」時，「意匠物品」欄應記載為「醫院」而非「病房」或「醫院的病

房」。如果是以圖18住宅廚房作為「要註冊部分」時，「意匠物品」欄應記載為

「住宅」而非「廚房」或「住宅的廚房」。綜上所述，若是以建築物意匠作為保護

對象者，「意匠物品」欄的記載係以該設施坐落在何種用途的「建築物」為單位，

毋須再指定該設施的具體名稱。 

 

 

                                                        
28 日本意匠D1684483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29 日本特許廳，意匠審查基準第Ⅳ部第2章 建築物の意匠，2021年，7頁。 
3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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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醫院31 圖18 住宅32 

(二) 意匠物品說明 

申請人若無法透過「意匠物品」欄記載內裝意匠的具體用途時，可在「意匠物

品說明」欄記載，以解釋該物品之使用目的、使用狀態33。例如在同一空間內具有

複合用途的室內設計，「意匠物品」欄可記載主要用途，至於附屬用途可在「意匠

物品說明」欄記載34，相關例示請參考圖19所示。 

另外，對於具有複合用途的建築物內部，倘內部空間具有不同用途者，可參考

圖20的例示在「意匠物品」欄記載「複合建築物」，並於「意匠物品說明」欄解釋

附屬空間的具體用途為何35。 

 

 

                                                        
31 日本意匠D1672637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32 日本意匠D1686817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33 日本特許廳，註20書，8-9頁。 
34 日本特許廳，註11書，6-7頁。 
35 日本特許廳，註29書，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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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天花板、正面牆壁、樑柱、 

右側牆壁之右斜上方立體圖】 
【實施例參考圖】 

 

【意匠物品說明】 
本咖啡廳係由使用者空間和廚房所構成，邊界處設有儲物櫃阻隔，可用於存放或分配食物

及飲料。 

圖19 咖啡廳之內裝36 

 

【可觀察到室內之 
C-C線立體圖】 

 
【表示各區域之A-A線 

剖面參考圖】 
【表示各區域之C-C線 

剖面參考圖】 

【意匠物品說明】 
本申請案一樓租戶空間係提供員工使用，一樓的其他空間係作為員工和住戶共同使用，二

樓為住戶使用。一樓形成一個貫穿建築內部的交流空間，依序為門廊、休息室及租戶空

間，而交流空間後方區域則保留給住戶。門廊、休息室及租戶空間具有玻璃門牆區隔，休

息室具有通向二樓天花板的中庭，並與一樓空間共同形成一倒T字空間。 

圖20 複合建築物37 

                                                        
36 日本意匠D1686175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並省略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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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意匠說明 

以室內設計提出意匠申請者，若有以下情形者，申請人應在「意匠說明」欄記

載。 

1.可變化外觀之室內設計 

外觀可隨用途、功能產生變化的內裝意匠，若僅憑圖式仍無法瞭解其變化順序

或變化態樣者，申請人應在「意匠說明」欄記載38。例如圖21是日本目前唯一核准

的可變化外觀之室內設計，其設計特徵係訴諸於室內照明將隨著時間而產生具變化

的視覺效果。 

【各圖視點俯視參考圖】   

 
【變化狀態立體圖1】 【變化狀態立體圖2】 【變化狀態立體圖3】 

 
【變化狀態立體圖4】 【變化狀態立體圖5】 【變化狀態立體圖6】 

 

                                                                                                                                                        
37 日本意匠D1683244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並省略部分文字）。 
38 日本特許廳，註11書，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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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狀態立體圖7】 【變化狀態立體圖8】 【變化狀態立體圖9】 

 
【變化狀態立體圖10】 【變化狀態立體圖11】 

【瞑想室所有燈亮之立體參考圖】【變化狀態立體圖12】 【變化狀態立體圖13】 

【意匠說明】 
變化狀態立體圖1~13係從各圖視點俯視參考圖箭頭2的位置觀察，變化狀態立體圖1~13係指

隨時間推移而閃爍之變化，13張變化狀態立體圖的變化時間共計13秒。 

圖21 瞑想室之內裝39 

2. 室內設計有透明材質的呈現方式 

由於意匠法在制定之初就已將透明材質視為「註冊意匠」範圍中的一部分，故

圖式中有「透明」材質將納入註冊要件與侵權判斷的解釋範圍，因此圖式中的保護

對象若有「透明」材質者，可額外提供參考圖。從室內設計核准前案觀察，申請人

多半會利用半透明填色（圖22）、斜線區域（圖23）來表示透明材質所在位置。 

 

                                                        
39 日本意匠D1684157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並省略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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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圖】 【透明部以淺藍色表示之參考圖】 

【意匠說明】 
「透明部以淺藍色表示之參考圖」中的淺藍色部分為透明。 

圖22 辦公室職務室內裝40 

 

 
【省略前側壁之立體圖】 

 
【表示透明部之立體參考圖】 

【意匠說明】 
表示透明部之立體參考圖係用以說明透明門窗。 

圖23 住宅用客廳內裝41 

此外，日本會將透明材質再依據光線穿透性的高低分為「透明」與「有透光

性」二種，以圖24為例，「透明」是指能被光線完全通透的材質者，例如全透明玻

璃，在「意匠說明」欄得以「透明體」、「透明材質」、「透明」用語記載；「有

透光性」係指無法明確辨識另一側外觀的材質者，例如磨砂玻璃或乳白色塑料，在

「意匠說明」欄得以「有透光性」用語記載42。 

                                                        
40 日本意匠D1673700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並省略部分文字）。 
41 日本意匠D1685750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並省略部分文字）。 
42 日本特許廳，註20書，85-86頁。 

淺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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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匠說明】 
前視參考圖及擴大剖面參考圖中的平行斜線係表示透明材質，藍色部分為透明、黃色部分

有透光性。 

圖24 醫院43 

3. 部分意匠的記載方式 

申請案若屬於部分意匠者，應在「意匠說明」欄指明「要註冊部分」如何表

現。請參考圖25所示，從核准前案觀察，多數案件是以實線描繪「要註冊部分」；

以虛線描繪「其他部分」（相當於我國設計專利「不主張設計之部分」），因此

「意匠說明」欄可記載為「實線為要註冊部分」。若是以照片或電腦繪圖呈現者，

實務上多是以填色來表示「其他部分」，因此「意匠說明」欄可記載為「○色填色

以外之部分，為要註冊部分」。 

                                                        
43 日本意匠D1672637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並省略部分文字）。 

【前視參考圖】 

【Xa區域內Y1-Y1放大剖面參考圖】 【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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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虛線表示「其他部分」 以填色表示「其他部分」 

圖 式 

 

 

意匠物品 住宅廚房工作室之內裝
44 住宅客廳之內裝

45 
意匠說明 實線為「要註冊部分」 紅色填色以外部分為「要註冊部分」 

圖25 部分意匠記載方式 

二、圖式記載 

室內設計是一種可容納人類活動的內部空間創作，無論是內裝意匠或建築物意

匠，申請人可運用不同製圖法來揭露內部空間，且不盡然非得要繪出整棟建築物。

基於室內設計與過往一般物品外觀的圖式揭露有較大不同，本文在本章節會用較大

篇幅說明如何呈現室內設計的視圖，再來作者會抽繹一些特殊案例來說明，這其中

包含如何呈現照明設計、如何在一整個室內空間中主張部分區域特徵、還有就是當

室內設計包含庭園造景的呈現手法。 

(一) 如何呈現視圖 

請參考圖26所示，日本意匠的圖式呈現可分為「主要視圖」與「參考圖」，

「主要視圖」是解釋權利範圍的依據；倘若「主要視圖」無法充分揭露該意匠時，

申請人可附加「參考圖」以表示其使用狀態46。由於「參考圖」能記載非屬構成意

匠之內容，因此「參考圖」所揭露之外觀若與「主要視圖」不同者，在認定意匠外

                                                        
44 日本意匠D1701121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並省略部分文字）。 
45 日本意匠D1685951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並省略部分文字）。 
46 日本意匠法施行細則第3條樣式6備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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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時將不予考量47。「主要視圖」可細分為由「前視圖」、「後視圖」、「左側視

圖」、「右側視圖」、「俯視圖」及「仰視圖」所構成的「一組（六面）視圖」；

以及由「立體圖」、「展開圖」、「剖面圖」、「切斷部剖面圖」及「放大圖」等

構成的「其他主要視圖」。從室內設計核准前案觀察，申請人 常用到的視圖依序

為「一組（六面）視圖」、「立體圖」、「剖面圖」及「參考圖」。 

 
圖26 意匠圖式架構 

1. 一組（六面）視圖 

室內設計領域通常會利用「正投影圖法」繪製「立面圖」，不過從室內設計核

准前案觀察，目前尚未發現以「立面圖」作為視圖名稱的前例，實務上大多仍會省

略天花板或牆壁，透過「正投影圖法」以相同比例繪製同時標示對應視圖方向的名

稱，例如圖27所記載之「前視圖」、「後視圖」、「左側視圖」、「右側視圖」、

「俯視圖」，而「仰視圖」則通常省略。 

 

 

 

 

 

 

                                                        
47 日本特許廳，意匠審查基準第Ⅱ部第1章 與意匠註冊申請有關之意匠認定，2021年，1頁。 

圖式 

主要視圖

參考圖 

一組視圖 

其他主要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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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視圖】 

  

【左側視圖】 【前視圖】 【右側視圖】 【後視圖】 

圖27 店鋪用內裝48 

 

 
【俯視圖】 

 

 

 
【省略牆面之左側視圖】 【前視圖】 【省略牆面之右側視圖】

 
【省略牆面之後視圖】

圖28 化妝品賣場之內裝49 

 

 

                                                        
48 日本意匠D1688748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A)、(B)、(C)、(D)、(E)文字與箭頭標記係作

者新增）。 
49 日本意匠D1690192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並省略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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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了避免繪圖時受到遮蔽，圖式中有揭露天花板或牆壁者，可參考圖28的做

法在視圖名稱記載「省略牆壁之○○視圖」或「省略天花板之○○視圖」。 

2. 立體圖 

除了以正投影圖法呈現六面視圖外，日本允許申請人提供立體圖（但不強

制），立體圖會按照視點的不同分為「外部視角」及「內部視角」二種50，「外部

視角」（圖29）是從第三人稱視角從設施外部俯瞰室內設計，優點是能用來呈現室

內空間複數物品與隔間的配置情形；「內部視角」（圖30）是從第一人稱視角從設

施內部的觀察室內設計，優點是和竣工後所觀察到的視覺效果相近。從室內設計核

准前案觀察，「主要視圖」採用「外部視角」呈現立體圖的比例明顯高於「內部視

角」立體圖。 

 
圖29 外部視角51 

 
圖30 內部視角52 

值得注意的是，有部分特許廳審查官似乎相當在意室內設計申請案應充分揭露

內壁所構成的整體輪廓。以圖31為例，該申請案於申請時以多張內部視角立體圖代

替六面視圖，但從這些屋內的局部視圖並無法明瞭該內壁輪廓究竟是圓頂或圓柱

狀，因此審查官以上述理由認為本案在欲取得意匠註冊之範圍有揭露不明確之情

事，此案在修正階段以新增參考圖的方式揭露瞑想室內壁輪廓，並在「意匠說明」

欄指明內壁輪廓為圓柱形後才獲准註冊。 

                                                        
50 日本特許廳，註20書，178-179頁。 
51 日本意匠D1683755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52 日本意匠D1683755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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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時申請書及圖式 修正後之申請書及新增視圖 

 
【立體圖1】 

 
【立體圖2】 

 
自天花板觀察室內中央立體圖 

 
【立體圖3】 

 
【立體圖4】 

 
【表示瞑想室內壁輪廓之俯視參考圖】 

 
【立體圖5】 

 
【立體圖6】 

 
【表示瞑想室天花板、內壁及臥榻輪廓 

A-A剖面參考圖】 

 
【使用狀態參考圖】 

 

 
【表示各圖視點參考

俯視圖】 

  

【意匠說明】 
參考平面圖所標示的箭頭與數字係對應於立體

圖1～6的視點位置及方向。 

【意匠說明】 
參考平面圖所標示的箭頭與數字係對應於立

體圖1～6的視點位置及方向。如表示瞑想室

內壁輪廓之參考俯視圖及瞑想室天花板、內

壁及臥榻輪廓A-A參考剖面圖所示，該瞑想

室天花板、內壁及臥榻為圓柱狀。 

圖31 瞑想室之內裝53 

                                                        
53 日本意匠D1684158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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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製圖法 

在製圖法的規範上，申請人會以「平行投影」或「透視投影」繪製立體圖。

「平行投影」（圖32）可分為「等角投影」及「斜投影」二種，基於「斜投影」通

常只能用來繪製非屬圓柱形或是簡單幾何形狀的外觀，不適合用在複雜度高的室內

設計，因此目前尚未發現室內設計申請案有使用「斜投影」繪製立體圖的前例。 

 
 等角投影 斜投影 

概 念 

 
 

例 示 

 
迴轉壽司店之內裝

54 

尚無核准案例 

圖32 平行投影圖法 

日本原先禁止申請人用「透視投影」來繪製立體圖，然而此種製圖法在空間設

計領域尤為普及，因此在開放「內裝意匠」和「建築物意匠」時亦允許申請人運

用，而「透視投影圖法」（圖33）依消失點數量可分為「一點透視」、「二點透

視」和「三點透視」，就申請實務來看，採用二點透視表現立體圖的方式居多，一

點透視及三點透視則相對少見。 

                                                        
54 日本意匠D1671153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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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透視 二點透視 三點透視 

概 念 

 

例 示 

 
書店之內裝

55 
 

店鋪賣場之內裝
56 

 
出租空間之內裝

57 

圖33 透視投影圖法 

4. 剖面圖 

通常用六面視圖加立體圖大多已能充分揭露物品的形狀與表面凹凸輪廓，但由

於室內設計往往會因為格局或物品而遮蔽到後方的物品或牆壁特徵，此時就必須搭

配剖面圖（圖34）完整揭露室內設計外觀，否則會被審查官以「要註冊部分」形狀

不具體為由核駁58。倘天花板有裝飾性特徵者，實務上多半會用剖面圖來揭露該視

面（圖35）。 

 

                                                        
55 日本意匠D1671894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文字說明）。 
56 日本意匠D1701736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文字說明）。 
57 日本意匠D1698147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文字說明）。 
58 日本意匠法第3條：「做出產業上可利用的意匠創作者，除以下所列的意匠外，得就其意匠

可取得意匠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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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視圖】 

 
【左側視圖】 

 
【A-A剖面圖】 

 
【B-B剖面圖】 

【意匠說明】 
前視圖、後視圖及右側視圖因牆壁故省略。 

圖34 辦公室接待處之內裝59 

 

 
【立體圖】 

 
【前視圖】 

 
【C-C’剖面圖】 

圖35 休憩區之內裝60 

                                                        
59 日本意匠D1695797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文字說明）。 
60 日本意匠D1679210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及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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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考圖 

申請人若有說明物品的使用目的或方法者，可透過參考圖為之，參考圖可出現

說明文字、符號或參考線61，從核准前案觀察，參考圖 常出現的案例包括完工照

片（圖36）、說明各部位之名稱（圖37）、輔助說明「要註冊部分」（圖38）、輔

助說明內部立體圖的視點位置及方向（圖39）。 

 

 
【立體圖】 

 
【使用狀態參考圖】 

【意匠說明】 
藍色以外的部分為「要註冊部分」，各圖周邊綠色係用以明確整體形狀之背景。 

圖36 以參考圖呈現完工照片62 

 

 
【省略天花板之立體圖】 

 
【各部位名稱之立體參考圖】 

【意匠說明】 
實線為「要註冊部分」，一點鏈線係用於表示「要註冊部分」與「其他部分」的境界。 

圖37 以參考圖說明各部位之名稱63 

                                                        
61 日本意匠法施行細則第3條樣式6備考7、15。 
62 日本意匠D1681947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63 日本意匠D1689663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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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圖】 

 
【表示「要註冊部分」的參考圖】 

【意匠說明】 
表示「要註冊部分」的參考圖，係將「其他部分」之一部予以省略，並在「要註冊部分」

施以淡灰色。 

圖38 以參考圖輔助說明「要註冊部分」64 

 

 
【俯視圖】 

 
【俯視參考圖】 

 
【立體圖1】 

 
【立體圖2】 

 
【立體圖3】 

【意匠說明】 
俯視參考圖所視的箭頭編號與方向，係對應於每一立體圖的編號、視點位置及方向。 

圖39 以參考圖輔助說明內部立體圖的視點位置及方向65 

                                                        
64 日本意匠D1686817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65 日本意匠D1686959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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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照明設計 

從核准前案來看，有幾件是日本三菱集團旗下的不動產開發商所申請的「瞑想

室之內裝」，本文僅舉其中一例說明，以圖40為例，這是一種很特殊的「照明設

計」，因為其設計特徵不在於牆面、地板、天花板或物品的形狀，而是光線投射在

內部空間所形成的整體氛圍，這類照明設計很難用線稿繪製，較佳的做法是透過照

片或電腦繪圖來呈現，這類案件在解讀權利範圍時，光源比對將成為一項重要參考

項目。 

 

 
【立體圖1】 

 
【立體圖2】 

 
【立體圖3】 

 
【立體圖4】 

 
【使用狀態參考圖】 【各圖視點參考俯視圖】 【內部輪廓參考圖1】

 
【內部輪廓參考圖2】

【意匠物品說明】 
本內裝係透過瞑想淨化身心的瞑想室內部。 
【意匠說明】 
各圖視點參考俯視圖所標記的箭頭與數字係對應立體圖1～4的視點位置及方向，內壁輪廓

參考圖1及2是穿透牆壁所繪製的視圖，如參考圖所示，由於牆面的交接處呈現倒R角，因此

當光線照射到牆面時會產生漫射效果而不易看清角落，如此能讓瞑想者感覺到彷彿被一個

無限空間所包圍。 

圖40 瞑想室之內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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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何主張室內空間的部分區域 

在核准案例中，有一件是申請人只想主張零售店內部的幾個區域特徵，遇到這

種情形時，必須透過俯視圖來標示「要註冊部分」的區域，否則很容易遭到審查官

以違反一意匠一申請原則核駁。以圖41為例，申請人在俯視圖以一點鏈線界定出3

個「要註冊部分」區域，然後在俯視參考圖標記編號○1 、○2 、○3 及箭頭以輔助說明

標定立體圖1～3的視點及方向，這種做法非常適合一些占地面積較廣的賣場空間設

計。 

 

 
【俯視圖】 

 
【俯視參考圖】 

 
【立體圖1】 【立體圖2】 

 
【立體圖3】 

【意匠說明】 
俯視參考圖所標記的箭頭與數字係對應立體圖1～3的視點位置及方向，俯視圖實線表示之

部分與其對應之立體圖1～3為「要註冊部分」。 

圖41 零售店之內裝66 

                                                        
66 日本意匠D1684384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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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庭園造景 

儘管作者尚未發現有人將庭園造景或景觀設計單獨取得意匠註冊的案例，不過

室內設計創作若有延伸到建築物外部的庭園造景者，該庭園造景確實能成為「要註

冊部分」取得意匠保護。例如圖42為集合住宅共用區的室內設計，此案特殊之處不

在於屋內大廳的公共區；而是申請人還把屋外的庭園景觀納入「要註冊部分」，而

為了呈現該創作實際的使用狀態，申請人在圖式中也用虛線繪製樹林來解釋戶外環

境。 

 

 
【前視左方立體圖】 

 

 
【去除植栽之 

前視右方立體圖】 

 
【從屋內向屋外觀察之 

前視左方立體圖】 

 
【俯視圖】 

 
【表示戶外領域俯視參考圖】

 
【各部位名稱立體參考圖1】 

 
【各部位名稱立體參考圖2】 

 

 
【實施狀態參考圖】 

 
【穿透第一壁前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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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第二壁後視圖】 

 
【左側視圖】 

 
【右側視圖】 

【意匠物品說明】 
本案係提供住宅住戶和訪客使用之公共區域內部……，使用者在公共區域向第三壁（窗戶

玻璃）觀察時可看到水盤及戶外庭園部，並產生戶內外連續的視覺印象，另由於庭園部受

到植栽區域所環繞，因此使用者可透過借景將戶外植栽部納入庭園部之景色。 
【意匠說明】 
實線為「要註冊部分」，表示戶外領域俯視參考圖中的紅色填色部分係表示戶外區域，在

各部位名稱立體參考圖的綠色填色部分為植栽部，藍色填色部分為盛裝水的部分，淺藍色

填色部分為透明玻璃窗戶的部分。 

圖42 集合住宅共用區之內裝67 

伍、近似判斷實務 

鑑於「近似」與新穎性68、權利效力69息息相關，而日本意匠採行實體審查

制，與我國設計專利作法雷同，在「未獲准註冊不公告」的前提下，如果想瞭解特

許廳對於室內設計的近似判斷實務，必需從關連意匠的核准案例進行分析。請參考

圖43的示意圖，關連意匠是一種設計保護制度的特有規定，主要是考量設計領域通

常會從相同概念發展出一系列的近似設計，為了避免這些設計因重複授權70而無法

取得保護，日本設有關連意匠制度以提供這些設計同等的法律保障，但前提是該關

                                                        
67 日本意匠D1671961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及文字說明）。 
68 日本意匠法第3條第1項：「可供工業上利用之意匠創作，除下列者外，得就其意匠取得意匠

註冊……與前二款 所列意匠近似之意匠。」 
69 日本意匠法第23條：「意匠權人專有以營業實施註冊意匠及其近似意匠的權利。」 
70 日本意匠法第9條： 

(1) 相同或近似意匠在不同日有二以上意匠註冊申請者，僅得就其最先提出意匠註冊申請人

之意匠取得意匠註冊。 
(2) 相同或近似意匠在同日有二以上意匠註冊申請者，必須由意匠註冊申請人協議就其中一

意匠註冊申請人之意匠取得意匠註冊，協議不成立或不能協議者，均不就其意匠取得意

匠註冊。（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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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意匠必須與同一申請人所申請的基礎意匠或其他關連意匠構成近似才行。 

 

 
圖43 日本關連意匠概念71 

一、判斷原則 

(一) 判斷主體 

室內設計的近似判斷主體是以需要者（含交易者）為主體72。以住宅的內部為

例，通常是將使用人視為需要者。對於商業設施的內部而言，通常是將所有人視為

需要者，不過為了顧及承租戶與使用者的便利性，也可能包含使用者的觀點。 

(二) 觀察方法 

按意匠審查基準規定73，在進行室內設計的近似判斷時，不僅應考量各構成物

的外觀，也必須考量他們在組合與配置的共同點及差異點，即便各構成物的配置不

同、或是各構成物的外觀相同但數量不同，若該些差異屬於細微或在該意匠所屬技

                                                        
71 空氣清淨機，圖片來源：日本特許廳，IP・ ePlat「令和元年意匠法改正の概要」テキスト公

開，簡報，2021年10月，20頁。 
72 日本特許廳，註11書，20頁。 
73 同前註。 

關連意匠A 

近似範圍

關連意匠B
近似範圍

基礎意匠

近似範圍

基礎意匠 

關連意匠A 

關連意匠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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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領域屬於習見的範圍者，對於近似判斷的影響相對較小，鑑於上述規範光從字面

觀察可能不易理解，作者會在下一段以帶案例說明。 

二、案例討論 

日本室內設計的近似案例大致上可歸納成5種類型，其中包含：設計特徵左右

置換、色彩變化及「其他部分」環境變化、內裝意匠與建築物意匠互為近似設計、

設計特徵數量變化、物品擺設變化，以下分項敘述。 

(一) 設計特徵左右置換 

日本都會區寸土寸金，床位時常會占據大量空間，因此有不動產租賃業者透過

將床位設在閣樓的做法，希冀釋放出更多的空間以供住戶做利用，其中有4件「共

同住宅的內裝」係屬於近似設計，從這些核准案例來看，如果室內設計的部分特徵

只有進行左右置換者（圖44與圖45），將會判斷為近似設計。另外如果二個設計的

形狀相同，但差異僅在於線稿與彩色圖片者（圖44與圖46、圖45與圖47），審查官

亦會判斷為近似設計。 

(二) 色彩變化 

在日本開放室內設計得做為意匠法保護對象後，以生產「雪肌精」聞名的高絲

（KOSE）化妝品除了將保養品容器外觀透過意匠保護外74，也把陳列在專櫃上的保

養品容器組以「化妝品店之內裝」取得意匠保護，請參考圖48、圖49所示，該圖紅

色填色乃是陳列保養品容器組時的周遭環境，申請人所要保護的範圍不包含紅色的

環境，而是5個保養品容器組所構成的整體外觀，儘管圖48和圖49在保養品容器組

合外觀只有黑白顏色之分，但對於使用者而言不會產生相異的視覺印象者，仍會判

斷為近似設計。 

 

                                                        
74 日本意匠D1665928號案、D1665942號案、D1676559號案、D1674071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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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共同住宅的內裝75 

 （基礎意匠） 

 
圖45 共同住宅的內裝76 

 （關連意匠） 

 

 

 
圖46 共同住宅的內裝77 

 （關連意匠） 

 
圖47 共同住宅的內裝78 

 （關連意匠） 

 

 

 

 

 

 

 

 

                                                        
75 日本意匠D1685429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76 日本意匠D1685467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77 日本意匠D1686812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78 日本意匠D1686813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近似 

近似 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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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視放大圖】 

 
【前視放大圖】 

 
【立體圖】 

 
【立體圖】 

圖48 化妝品店之內裝79 

 （基礎意匠） 

圖49 化妝品店之內裝80 

 （關連意匠）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這種案子發生在我國，基於「主張設計之部分」只有保養

品容器組，但未包含牆面、地板或天花板其中之一者，作者認為在紅色的環境不能

讓這些保養品容器的設計特徵更顯突出的前提下，該創作內容主要仍是在於複數個

物品外觀的整體創作，似應以「成組設計」為保護對象提出申請，並且應將設計名

稱改為「一組容器」或「容器組」方屬適洽。 

(三) 內裝意匠與建築物意匠可互為近似設計 

儘管日本將內裝意匠和建築物意匠分成二種不同的保護對象，不過這二種保護

對象依然會有構成近似設計的可能，例如宜得利家居針對旗下服飾店賣場（圖50）

所取得之二件意匠權中，有一件因為圖內部空無一物，因此是以「組合店鋪」（建

築物意匠）獲准註冊（圖51）。另一件內部因為增加了複數個展示架，因此是以

「服飾店之內裝」（內裝意匠）獲准註冊（圖52）。由於這二件案子皆把天花板及

                                                        
79 日本意匠D1684868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80 日本意匠D1684907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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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狀吸頂燈納入「要註冊之部分」，且店鋪正面同樣具有灰色圓角的設計特徵，

故判斷為近似設計。 

 
圖50 宜得利家居服飾店81 

 

圖51 組合店鋪82 
    （基礎意匠） 

圖52 服飾店之內裝83 
    （關連意匠） 

(四) 物品擺設變化 

後則是關於辦公空間的近似案例，請參考圖53、圖54所示，據該案申請人陳

述84，這二件「職員室之內裝」係作為教職員辦公室使用，其特徵在於出入口處設

有櫃子以避免學生進入教師辦公區域，儘管它們在中央區的桌椅排列有水平垂直的

差異，但審查官仍判斷為近似設計。另該案申請人曾將圖53作為「基礎意匠」、圖

55、圖56作為「關連意匠」提出申請，然審查官認為這二件案子不論是在設備位置

及桌子形狀、排列均有差異，鑑於二設計視覺差異顯著，故判斷為不近似設計，

                                                        
81 圖片來源：https://www.nplus-netshop.jp/f/nplus_shoplist，最後瀏覽日：2022年3月25日。 
82 日本意匠D1678307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83 日本意匠D1681184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84 株式会社オカムラデザイン本部知的財産部，株式会社オカムラにおける内装の意匠登録活

用について，DESIGN PROTECT，2021年，No.131 Vol.34-3，8頁。 

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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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這二件案子是以獨立案獲准註冊。 

 

 
【立體圖】 

 
【立體圖】 

【俯視圖】 
 

【俯視圖】 

圖53 職員室之內裝85 
  （基礎意匠） 

圖54 職員室之內裝86 
  （關連意匠） 

                                                        
85 日本意匠D1673699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86 日本意匠D1673769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出入口 出入口 出入口 出入口 

櫃子 櫃子 
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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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圖】 

 
【立體圖】 

 
【俯視圖】 

 
【俯視圖】 

圖55 共創空間之內裝87 圖56 共創空間之內裝88 

陸、結論與建議 

從意匠公報上來看，在國內知名度頗高的藏壽司、優衣庫、蔦屋書店、無印良

品在日本都有針對商業空間取得註冊的紀錄，再加上我國設計專利案外籍申請者向

來是以日本籍居多，本文爰將臺、日二國室內設計實務差異整理如表2所示，希冀

能作為日企來臺申請之參考。 

相較於行之有年的工業設計保護，室內設計向來是我國智慧財產權制度較為忽

視的一環，本文簡單介紹日本開放內裝意匠後的相關實務，除了希望有助於我國作

為審查室內設計專利之參考外，亦衷心期盼透過這些國外案例的介紹使我們有所啟

發，讓室內設計在智慧財產權制度的改革進程上，永不缺席。 

                                                        
87 日本意匠D1673698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88 日本意匠D1676348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不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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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臺日室內設計專利實務比較表 

 日 本 我 國 

法源依據 

透過修正意匠法的方式將內裝意

匠和建築物意匠納入保護對象 
修正專利審查基準的方式，把設

計定義中的物品擴張到建築物和

室內設計 
新穎性優惠期 1年

89 6個月
90 

設計名稱 

1. 內裝意匠必須記載為「○○之

『內裝』」，例如「餐廳之內

裝」 
2. 建築物意匠必須記載具體的建

築 物 名 稱 ， 例 如 「 住 宅 」 、

「飯店」 

建議記載為「○○之內部裝飾」

或「○○之內部」，例如「餐廳

之內部裝飾」或「住宅之內部」
91 

部分設計 

在「意匠說明」欄記載「要註冊

部分」的表現方式，例如「實線

表示部分為要註冊部分」 

在「設計說明」欄記載「不主張

設計之部分」的表現方式，例如

「 虛 線 為 本 案 不 主 張 設 計 之 部

分」 

圖 式 
可不提供立體圖 鑑於室內設計是一種立體空間設

計，故立體圖為必要視圖 

 

 

 

                                                        
89 日本意匠法第4條第1項參照。 
90 我國專利法第122條第3項參照。 
91 經查詢我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並無「內裝」用詞，網址：ht tps : / /d ic t . 
 revised.moe.edu.tw/search.jsp?md=1&word=%E5%85%A7%E8%A3%9D&qMd=0&qCol=1#news， 
 最後瀏覽日：2022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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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Quanergy Systems, Inc. 
v. Velodyne Lidar USA, Inc.案 
論析請求項解釋原則以及 
非顯而易知性判斷 

孫寶成* 

壹、前 言 

本文藉由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之Quanergy Systems, Inc. v. Velodyne Lidar USA, 

Inc.案1論析在美國專利實務中，判斷專利有效性的兩個重要議題：一、請求項解釋

原則，特別是關於解釋請求項原則中的最寬廣合理的解釋原則，以及二、非顯而易

知性判斷，特別是關於其中的輔助性判斷因素的判斷標準。文中筆者透過分析

Quanergy案中所涉及利用脈衝飛時測距光達（pulsed time-of-flight (ToF) lidar）量測

車輛周圍環境的自動駕駛技術，以及利用光進行三角測量（triangulation）的先前技

                                                        
DOI：10.53106/221845622022070050003 
收稿日：2022年5月9日 
* 理律法律事務所專利師／專利部資深顧問。 
 本文相關論述僅為一般研究探討，不代表任職單位之意見。 
1 Quanergy Systems, Inc. v. Velodyne Lidar USA, Inc., Case Nos. 20-2070; -2072 (Fed. Cir. Feb. 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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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和相關美國法律原則進行論析，並與我國相關專利實務進行比較。 

貳、美國Quanergy Systems, Inc. v. Velodyne Lidar USA, 
Inc.案 

一、事實及背景 

上訴人Quanergy Systems, Inc.（Quanergy）與被上訴人Velodyne Lidar USA

（Velodyne）兩者為用於自駕車上，利用雷射量測或探測周圍環境之產品的市場競

爭者。上訴人Quanergy先前針對被上訴人Velodyne的美國專利號7,969,558（下稱

「’558專利」）向美國專利商標局提起兩件多方複審程序請求（Inter Parte Review；

編號IPR2018-0255, IPR2018-00256），分別主張’558專利的兩組請求項：(一)請求項

1-4、8和9，以及 (二 )請求項16-19和23-25相對於日本專利申請號H3-6407（下稱

「 Mizuno 」 ） 為 顯 而 易 知 而 無 效 。 美 國 專 利 商 標 局 （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 之 專 利 審 判 及 上 訴 委 員 會 （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PTAB）經審理後，分別作出’558專利的該兩組請求項相對Mizuno均非顯而

易知並有效的決定。 

在審理過程中，PTAB將請求項中所記載的“lidar”解釋為“pulsed time-of-flight 

(ToF) lidar”（脈衝飛時測距光達）。此外，PTAB推定Velodyne所提供的解決長久未

被解決的問題（unresolved long-felt need）、業界的稱讚（industry praise）以及商業

上的成功（commercial success）等輔助性判斷因素證據與’558專利之請求項所載發

明之間存在關聯性（nexus）且Quanergy未能推翻此一推定，故將該等輔助性判斷因

素證據列為認可 ’558專利之該等請求項具非顯而易知性的有利因素，並據以認

定’558專利的該等請求項相對Mizuno均非顯而易知。  

Quanergy不同意PTAB對’558專利之請求項的解釋以及非顯而易性知的判斷，因

此上訴至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雖然Quanergy在IPR階段曾引用包括一篇Berkovic為作者的文章等

其他先 前技 術， Quanergy僅 針對Mizuno部分上 訴至CAFC，因此CAFC亦僅針 對

Mizuno部分作出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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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爭點整理 

(一) 解釋請求項 

’558專利包含25個請求項，其中獨立請求項1如下： 

1. A lidar-based 3-D point cloud system comprising:  

a support structure;  

a plurality of laser emitters supported by the support structure;  

a plurality of avalanche photodiode detectors supported by the support structure; 

and  

a rotary component configured to rotate the plurality of laser emitters and the 

plurality of avalanche photodiode detectors at a speed of at least 200 RPM. 

關於本案之請求項解釋，爭點在於請求項1所記載的“lidar”一詞應如何解釋。根

據’558專利說明書第3欄第65-66行，請求項1所記載的“lidar”一詞為“Laser Imaging 

Detection and Ranging”的縮寫。再者，根據’558專利說明書第1欄第15-18行，系統透

過量測光脈衝自發射器發出後，返回到位於發射器附近的偵測器，可精準的量測一

距離。本案兩造均將此一量測技術稱作「脈衝飛時測距」。此外，根據’558專利說

明書第1欄第19-23行，每一光達距離量測單位為一像素（pixel），而像素的集合稱

作點雲（point cloud）（例如’558專利請求項1所記載的“point cloud”）。 

Quanergy主張’558專利請求項1所記載的“lidar”一詞，即Laser Imaging Detection 

and Ranging，依據其字面意思，僅要求使用雷射，執行成像、偵測以及量測距離；

因此’558專利請求項1所記載的“lidar”一詞應寬廣地被解釋為同時包含558專利說明

書中描述之脈衝飛時測距技術以及其他包含揭露於前案Mizuno中利用光進行三角測

量（triangulation）等技術。Velodyne則主張’558專利之“lidar”基於’558專利的說明

書，應限於光波的脈衝飛時測距技術。 

PTAB同意Velodyne的主張，並將’558專利請求項所記載之“lidar”（光達），依

據專利說明書，將之解釋為「脈衝飛時測距光達」。PTAB指出’558專利說明書中僅

描述「脈衝飛時測距光達」系統，且透過量測脈衝的飛行／旅行時間以量取距離的

概念貫穿’558專利整份專利說明書。此外，Quanergy的專家證人所引用的文章亦明

確將量測脈衝飛時測距的感應器以及用於三角測量的感應器區隔，因此Quanerg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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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證人的證詞亦不支持Quanergy將’558專利請求項所記載包含“lidar”一詞的系統

解釋成涵蓋三角測量系統。 

(二) 非顯而易知性判斷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Graham案2提供審查非顯而易知性的四個判斷要素（factors）

如下︰ 

1.決定先前技術之範圍及內容； 

2.確認先前技術與請求項之差異； 

3.確定申請專利之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 

4.評估作出「輔助性判斷因素」（secondary consideration）之證據。 

PTAB在其決定中，認為Quanergy並未滿足以上四個判斷要素。PTAB認為依照

上述解釋’558專利請求項1所記載之“lidar”的內容，Mizuno並未揭露或教示’558專利

請求項1所載的脈衝飛時測距光達系統，其理由除了依據Mizuno的內容進行比對之

外，亦基於兩造的專家證人證詞，而所有證據均支持Mizuno所揭露的系統並非脈衝

飛時測距光達系統。 

其次，PTAB認為技藝人士不會將脈衝飛時測距光達應用至Mizuno的短距離量

測裝置中，也不認為技藝人士可以成功地修改Mizuno的短距離量測裝置，以改採用

脈衝飛時測距光達系統。 

最後，PTAB指出即使Quanergy滿足Graham案的要素1-3，其仍未能滿足要素

4 ， 因 為 Velodyne 提 供 了 充 分 的 解 決 長 久 未 被 解 決 的 問 題 （ unresolved long-felt 

need）、業界的稱讚（industry praise）以及商業上的成功（commercial success）等

輔助性判斷因素證據，且Velodyne專家詳細說明並說服PTAB該等輔助性判斷因素

證 據 與 ’558專 利 之 請 求 項 所 載 發 明 之 間 存 在 關 聯 性 （ nexus） 。 PTAB因 此 推 定

Velodyne所提供的該等輔助性判斷因素與’558專利之該等請求項之間存在關聯性，

並將該等輔助性判斷因素列為認可’558專利之該等請求項具非顯而易知性的有利因

素。 

至 於 Quanergy主 張 Velodyne所 提 供 的 輔 助 性 判 斷 因 素 證 據 係 源 自 於 非 記 載

                                                        
2 Graham v. John Deere Co., 383 U.S. 1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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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558專利之請求項中之技術特徵，因此不可採的論點，PTAB認為Quanergy所主張

的該等非記載於’558專利之請求項中之技術特徵（例如“360 degree horizontal field of 

view”以及“a dense 3-D point cloud”），事實上為已記載於’558專利之請求項中之技

術特徵（例如“rotating the plurality of laser emitters and the plurality of avalance 

photodiode dectectors at a speed of at least 200 PRM”）所可以得到的直接結果，因此

該論點並無法推翻PTAB的上述推定。 

三、CAFC意見 

(一) 請求項解釋 

PTAB針對2018年11月13日以前提起訴願／請求（petetion）的IPR案件，專利的

請求項解釋採原本之所屬技術領域技藝人士在審閱說明書等內部證據後之最寬廣合

理的解釋原則，但針對2018年11月13日以後提起訴願／請求（petetion）的案件則改

採聯邦法院包含CAFC所採Phiplips v. AWH Corp., 415 F.3d 1303（Fed. Cir. 2005）

（en banc）一案的請求項解釋原則（後稱Phiplips原則）3。由於Quanergy對’558專

利所提起的上述兩件 IPR的時間點在2017年11月29日，且本案上訴至CAFC後，

CAFC於本案同樣審理’558專利之有效性，所以CAFC於本案採相同於PTAB之最寬

廣合理的解釋原則，解釋’558專利之請求項。 

此外，基於美國判例法，請求項解釋是基於事實問題的法律問題4，CAFC針對

本案的請求項解釋以及基於內部證據（intrinsic evidence）為解釋請求項所作出的支

持 性 結 論 ， 採 重 新 審 查 （ de novo ） 審 理 原 則 5 ， 針 對 與 外 部 證 據 （ extrinsic 

evidence）相關的實質性的事實發現，則採實質證據（substantial evidence）審理原

則6。 

在本案中，CAFC同意PTAB以及Velodyne對本案請求項的解釋，亦即將’558專

                                                        
3 Changes to the Claim Construction Standard for Interpreting Claims in Trial Proceedings Before 

the 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83 Fed. Reg. 51, 340, 51, 340-41 (Oct. 11, 2018).  
4 Wasica Fin. GmbH v. Cont’l Auto. Sys., Inc., 853 F.3d 1272, 1278 (Fed. Cir. 2017).  
5 Personalized Media Commc’ns, LLC v. Apple Inc., 952 F.3d 1336, 1339 (Fed. Cir. 2020). 
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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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請求項所記載之“lidar”（光達），依據專利說明書，將之解釋為「脈衝飛時測距

光達」。CAFC同時認為Quanergy不恰當地引用Verita案7作為類比，並認為Verita案

不足以支持’558專利請求項所記載之“lidar”（光達）系統應被解釋成涵蓋Mizuno中

的三角測量（triangulation）系統。CAFC認為本案與Verita案中存在可區隔的事實差

異，因此Verita案的判決並不適用於本案。CAFC解釋在Verita案中，該案之專利說

明書並未明示或暗示請求項中的“starting a restore of a set of files”技術特徵僅限於

“file-level restoration” ， 尤 為 重 要 的 是 該 案 專 利 說 明 書 中 並 未 說 明 “file-level 

restoration”以及“block-level restoration”兩者有何本質上的差異，因此該技術特徵應

被解釋為同時涵蓋“file-level restoration”以及“block-level restoration”8。相對地，’558

專利說明書的全文相當程度地暗示’558專利請求項所記載之“lidar”（光達）限於

「脈衝飛時測距光達」，且「脈衝飛時測距光達」是利用時間差量測距離，而「三

角測量」是利用位置差量測距離，兩者存在本質上的差異。 

CAFC亦不同意Quanergy所指稱PTAB不當地將’558專利請求項所記載之“lidar”

（光達）侷限於’558專利說明書中的特定實施例。CAFC認為PTAB是在看過’558專

利說明書全文後，發現「脈衝飛時測距光達」的概念自始貫穿558專利說明書，才

將’558專利請求項所記載之“lidar”（光達），解釋為「脈衝飛時測距光達」，並非

將之侷限於’558專利說明書中的特定實施例。 

CAFC同時否定Quanergy指稱由於Velodyne在’558專利請求項中選擇使用較廣的

“lidar”（光達）一詞，而非「脈衝飛時測距光達」，就應該依照“lidar”的字面意思

去寬廣地解釋之。CAFC則援引Trivascular案9，指出在未考慮請求項中的字詞在說

明書中被描述的文理情況下，逕解釋該字詞並不合理（Constructing individual words 

of a claim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context in which those words appear is simply not 

reasonable），並不符合最「合理」寬廣的解釋原則，而Quanergy在本案的請求項解

釋明顯與’558專利說明書中的內容不一致。 

                                                        
7 Veritas Technologies LLC v. Veeam Software Corp., 835 F.3d 1406 (Fed. Cir. 2016). 
8 Id. at 1411 and 1412.  
9 Trivascular, 812 F.3d at 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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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顯而易知性判斷 

1. Mizuno是否揭露或教示「脈衝飛時測距光達」 

CAFC指出Quanergy和Velodyne兩造的專家均認為Mizuno並未揭露脈衝飛時測

距光達系統，其中Velodyne的專家證人指出：「技藝人士會立即認知到Mizuno所揭

露者是三角測量系統」。Velodyne的專家證人解釋Mizuno利用位置感測器或影像感

測器，感測以一角度反射的光，而無論是位置感測器或影像感測器，皆不會被採用

於一脈衝飛時測距光達系統中。Quanergy的專家證人雖然將Mizuno的系統描述成

「鏡面反射（specular reflection）系統」而未將其歸類為三角測量系統，但其亦同

意Mizuno的系統並非脈衝飛時測距光達系統。Quanergy的專家證人同時承認Mizuno

是透過基於「何處」接受反射的雷射光，而非如光達系統透過「何時」接受反射的

雷射光，來量測距離。Quanergy指稱PTAB不當地未採納其專家證人對其有利的證

詞：「對技藝人士而言，在閱讀過Mizuno後，將脈衝飛時測距光達運用到Mizuno的

裝置中是顯而易知的」。然而CAFC指出PTAB依其職權，可以決定是否採納某些專

家證人的某些證詞。此外，CAFC指出就本案的所有證據整體觀之，有實質證據

（substantial evidence）證明技藝人士基於Mizuno，不會有動機將脈衝飛時測距光達

系統使用於Mizuno的系統中。 

2. Velodyne所提供的輔助性判斷因素證據與’558專利之請求項所載發明

之間是否存在關聯性（nexus） 

CAFC首先指出非顯而易知性的客觀證據（即輔助性判斷因素證據）一旦提

出，均需列入請求項所載發明是否具有非顯而易知性判斷的考量因素之一10。CAFC

同時指出如果要給予輔助性判斷因素證據有利於認可非顯而易知性判斷相當的權重

時，該等輔助性判斷因素證據必須與請求項所載發明之間存在關聯性，即該等助性

判斷因素證據必須與請求項所載發明之間必須在法律上和事實上存在充分的連結

（sufficient connection）11。CAFC指出如果專利權人能夠證明該「輔助性判斷因

                                                        
10 In re Cyclobenzaprine Hydrochloride Extended-Release Capsule Patent Litigation, 676 F.3d 1063, 

1076-77 (Fed. Cir. 2012).  
11 Henny Penny Corp. v. Frymaster LLC, 938 F.3d 1324, 1332 (Fed. Ci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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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與特定產品緊密連結（tied），且該特定產品為該請求項之範圍充分一致（co-

extensive），則專利權人可以享有「輔助性判斷因素」與請求項之間存在關聯性的

推定（presumption）12。CAFC指出產品的特徵與請求項所記載的特徵的對應程度可

以用「光譜」來比喻；在光譜的一端，兩者為完美的對應關係，在光譜的另一端，

兩者間完全沒有或僅存在微弱的對應關係。實務上，法院並不要求完美的對應關係

以認可此一推定法律效果，但專利權人仍至少須證明該產品與該請求項所記載的發

明實質上相同13。CAFC指出在判斷輔助性判斷因素與請求項之間是否存在關聯性

時，應同時考慮產品所包含請求項中所「未」記載的特徵對兩者之間關聯性的影

響；如果該產品所包含未記載於該請求項所記載的特徵在另一專利的請求項中，且

該特徵實質影響該產品的功能時，則該輔助性判斷因素與請求項之間並不充分一

致14。在本案中，CAFC認為PTAB合理地判斷Velodyne的產品與’558專利之請求項

所載發明充分一致，進而推定兩者間存在關聯性，並恰當地將該等輔助性判斷因素

證據列為認可’558專利之請求項所載發明具非顯而易知性的有利因素證據。 

參、分析與討論 

一、相關技術內容 

(一) ’558專利 

如’558專利說明書「發明背景」（BACKGROUND OF THE INVENTION）段落

所述，透過量測光脈衝自發射器發出後，返回到位於發射器附近的偵測器，以精準

的量測一距離為習知，且已為廣泛採用。當複數個光脈衝持續的被快速發射出，且

這些發射的方向依序略有不同，每一如此量測出的單位為一像素（pixel），而像素

的集合稱作點雲（point cloud），點雲所形成的三維影像，可以用以偵測環境，例

如附近的障礙物。已知習知技術採用安裝於一旋轉接頭（gimbal）上的單一發射器

                                                        
12 Fox Factory, Inc. v. SRAM, LLC, 944 F.3d 1366, 1373 (Fed. Cir. 2019).  
13 Teva Pharms., 8 F. 4th at 1361.  
1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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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單一偵測器，透過上下晃動該旋轉接頭或經由稜鏡分散光脈衝以擴大偵測視野

範圍。某些此類習知技術雖可取得良好的影像, 但需花費數分鐘以取得單一影像，

其他習知技術則存在偵測視野範圍小之缺點，因此不適安裝於行駛於公路的車輛

上。為解決習知技術的缺陷，’558專利藉由其請求項中所記載的技術特徵，實現如

其 「 詳 細 實 施 例 」 （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PREFERRED 

EMBODIMENT）段落所述，提供適合安裝於行駛於公路的車輛上，具有1.360度的

水平視野，2.26.8度的垂直視野，3.高密度點雲，以及4.以至少每秒5次之高頻率更

新該高密度點雲的系統。 

’558專利的一實施例如複製如下之’558專利圖1、圖2及圖3所示，以及說明書第

6欄第42行至第7欄第17行所述，光達組件（150）包括一外殼（152），以及位於該

外殼（152）一側中的第一光達系統（154）以及第二光達系統（156），該外殼

（152）則可高速旋轉地（例如如請求項1所載的至少200 RPM），設置在一基座

（158）上方。每一第一光達系統（154）以及一第二光達系統（156）包含多個雷

射發射器設置於於兩側的四個凹穴（174）中，以及多個雷射感測器位於中央的凹

穴（176）後方之管（176, 178）中。該第二光達系統（156）相較於該第一光達系

統（154）略微朝向下方，以使光達組件（150）取得較廣的垂直視野。 

 

 

   

FIG. 13 FIG. 16 FIG. 17 

圖1 圖2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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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維基百科15，如下圖所示，’558專利請求項1中所記載的point cloud（點

雲）可解釋成三維空間中的一組數據點，由3D掃描器產生出來，當3D掃描器投射

白光或激光到物體表面作測量時，point cloud就會產生，每一顆的point cloud都有相

對的x，y，z坐標。這些point cloud的總和就會形成一個實物的外表，例如位於行駛

中汽車周圍環境的某一實物的外表。 

 

(二) Mizuno 

前案Mizuno揭露一種量測物件周緣形狀的裝置。Mizuno的圖4及圖5（複製如

下）展示一實施例，其中元件10是待檢測之一大致呈圓柱形狀的長形銅條，上述

Mizuno裝置即在於檢測其外周緣表面是否具有缺陷。如Mizuno的詳細實施例中所描

述，4個雷射量測裝置40，位於旋轉盤30間隔約90度的周緣位置上，向位於旋轉盤

30旋轉中心的銅條10發射雷射，並經由銅條10表面反射該雷射至Mizuno裝置的位置

感測器或影像感測器，Mizuno裝置經由接收反射雷射的「位置」，判斷雷射發射位

置至銅條10反射位置的距離。 

 

 
 

圖4 圖5 

 

                                                        
15 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E%E9%9B%B2，最後瀏覽日：202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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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Mizuno的的圖6及圖7（複製如下），當銅條10所量測到的位置沒有缺陷

時，所量測到的距離應為d，此時可經由雷射發射位置至銅條10的中心的距離R減去

d即可得出該量測位置至銅條10的中心的半徑（Rd）。當反射雷射的位置如圖6所

示有缺陷50時，反射的雷射光會出現偏移（offset, 如圖6虛線所示），此時經由雷射

量測裝置40上接收反射的雷射的「位置」，可經由電腦計算得出距離應為d △d，

此時可經由雷射發射位置至銅條10的中心的距離R減去d △d即可得出該量測位置

至銅條10的中心的半徑（R(d △d)），圖7則顯示圖6中經由旋轉盤30旋轉360度，

量測銅條10某一斷面整個圓周，所顯示銅條10的半徑分布，其中圖7中的虛線顯示

圖5中缺陷的位置。 

 

 

      
 
 

圖6 圖7 

 

二、解釋請求項 

在2018年以前，美國專利商標局在審理申請中之專利申請案以及領證後程序

（post-grant proceedings）案件時，以及美國CAFC在審理該等領證後程序針對專利

有效性的上訴案件時，針對請求項之解釋採最寬廣合理的解釋原則。上述領證後程

序包括(一)再領證（Reissue）；(二)單方再審查（Ex Parte Reexamination）程序；

(三)多方再審查（Inter Parte Reexamination）程序；(四)領證後複審程序（Post-Grant 

Review, PGR）；(五)多方複審程序（Inter Parte Review, IPR）；(六)補充審查 

（Supplemental Examination），以及(七)領證後商業方法有效性複審程序（Post-

Figure radius
(R-d) 

circumferential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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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Validity Review of Business Method Patents）。相對地，美國聯邦法院，包括美國

聯邦地院以及CAFC，在審理專利侵權案件時，針對請求項之解釋則採Philips原則16。 

有鑑於以往美國專利商標局所屬的PTAB審理專利有效性案件與聯邦法院審理

專利侵權案件，對於解釋請求項所採的原則不同，而使得有心人士利用此一差異採

取對其有利的專利訴訟策略，美國專利商標局在2018年10月11日公告，並規定美國

專利商標局所屬的PTAB在審理上述領證後程序中的1.領證後複審程序、2.多方複審

程序，以及3.領證後商業方法有效性複審程序時，針對2018年11月13日後提出請求

之案件的請求項解釋原則，由最寬廣合理的解釋原則改為Philips原則，以調和行政

機關與司法機關的請求項解釋原則，並杜絕有心人士利用此一差異。 

如前所述，由於Quanergy對’558專利所提起的上述兩件多方複審程序的時間點

在2017年11月29日，早於2018年11月13日，且CAFC於本案上訴階段同樣審理’558

專利之請求項的有效性，所以CAFC於本案採相同於PTAB以所屬技術領域技藝人士

在審閱說明書等內部證據後之最寬廣合理的解釋原則，解釋’558專利之請求項。 

依據專利審查程序手冊（MPEP）第2111節，針對最寬廣合理的解釋的內涵，

指出USPTO在解釋請求項時應給予最廣泛、合理且與說明書一致之解釋，並強調

USPTO在解釋請求項時，並非僅仰賴請求項中之文字用語，而是所屬技術領域具有

通常知識者在審閱過專利說明書後，會給予請求項技術特徵的最寬廣合理的解釋17。 

在本案中關於請求項解釋的爭點在於本案請求項標的，“a lidar-based 3-D point 

cloud system” 中 的 “lidar” 一 詞 的 解 釋 。 Quanergy 主 張 “lidar” 一 詞 是 英 文 「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的縮寫，因此依據其字面意義，“lidar”系統應涵蓋所有透過

「光」來量測距離的系統。相對地，CAFC, PTAB及Velodyne均將’558專利請求項所

記載之“lidar”（光達），依據專利說明書，將之解釋為「脈衝飛時測距光達」。兩

造對於「脈衝飛時測距光達」係指透過量測脈衝的飛行／旅行時間以量取距離並無

異議，惟Quanergy主張’558專利請求項所記載之“lidar”（光達）不應侷限於「脈衝

飛時測距光達」。 

綜觀’558專利說明書全文，所有的實施例都是描述透過量測脈衝的飛行／旅行

                                                        
16 Philips v. AWH Corp., 415 F.3d 1303 (Fed. Cir. 2005) (en banc). 
17 In re Am. Acad. of Sci. Tech. Ctr., 367 F.3d 1359, 1364 [, 70 USPQ2d 1827, 1830] (Fed. Ci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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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以量取距離，因此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在看過’558專利說明書全文

後，應可得出發明人的主觀意圖僅及於採用「脈衝飛時測距光達」的系統，而不及

於前案Mizuno中利用三角測量技術的系統。此外，「脈衝飛時測距光達」是利用

「時間差」量測距離，而「三角測量」是利用「位置差」量測距離，兩者存在本質

上的差異。因此，筆者認為Quanergy以“lidar”的字面意義，主張’558專利請求項中

所記載的“lidar”涵蓋Mizuno中的三角測量技術技術方案，的確超出所屬技術領域具

有通常知識者在審閱過’558專利說明書後，所會給予的最寬廣合理解釋的範圍。 

此外，根據網路維基百科的解釋，“lidar”一詞的中譯為光學雷達18，或稱光達

或雷射雷達（英語：lidar, LIDAR, LiDAR），是一種光學遙感技術，它通過向目標

照射一束光，通常是一束脈衝雷射來測量目標的距離等參數。光學雷達對物體距離

的測量與通常所說的雷達類似，都是通過測量發送和接受到的脈衝信號的時間間隔

來計算物體的距離。因此，網路維基百科的解釋，作為一外部證據，似亦支持

CAFC在本案中的請求項解釋。 

在美國的專利侵權案件中，兩造通常會安排其專家證人作證以支持其立場，在

本案中也不例外。CAFC特別指出即使是Quanergy的專家證人，其所引用的文章亦

明確將脈衝飛時測距的感應器以及用於三角測量的感應器區隔，因此Quanergy的專

家證人的證詞亦不支持Quanergy將’558專利請求項所記載的“lidar”一詞解釋成涵蓋

三角測量系統的請求項解釋。 

針對我國的請求項解釋，我國專利法第58條第4項規定：「發明專利權範圍，

以請求項為準，於解釋請求項時，並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前述法條源自於民國

93年施行的專利法第56條第3項，其修正前為民國90年施行的專利法第56條第3項：

「發明專利權範圍，以說明書所載之請求項為準，於解釋請求項時，必要時並得審

酌發明說明及圖式」，該修正主要係刪除「必要時」三個字。該修正的立法理由：

「按發明專利權範圍以說明書所載之請求項為準，請求項必須記載構成發明之技

術，以界定專利權保護之範圍；此為認定有無專利侵權之重要事項。在解釋請求項

時，發明說明及圖式係屬於從屬地位，未曾記載於請求項之事項，固不在保護範圍

                                                        
18 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9%E5%AD%A6%E9%9B%B7%E8%BE%BE 
 #cite_note-NOAA-1，最後瀏覽日：202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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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惟說明書所載之請求項僅就請求保護範圍之必要敘述，既不應侷限於請求項

之字面意義，也不應僅被作為指南參考而已，實應參考其發明說明及圖式，以瞭解

其目的、作用及效果，此種參考並非如現行條文所定『必要時』始得為之，爰參考

歐洲專利公約第69條規定之意旨修正為『於解釋請求項時，並得審酌發明說明及圖

式』」。 

依據前述修正理由可知，發明專利的保護範圍不得侷限於請求項之文字，尚

「應」審酌說明書及圖式中所載之目的、作用及效果據以解釋，而非「必要時」，

始審 酌之 。 此外 ，前 述 修正 理由 中 所提 及之 歐 洲專 利公 約 （ The Europe Patent 

Convention）第69條，係規定「說明書及圖式應用於（shall be used to）解釋請求

項」（原文：The extent of the protection conferred by a European patent or a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claims. Nevertheless, the description and 

drawings shall be used to interpret the claims）。據上，筆者認為雖然現行專利法的相

關文字為「得」審酌專利說明書及圖式，然依據立法理由，在解釋請求項的實務操

作上「應」審酌專利說明書及圖式。 

有論者依據判決，主張解釋請求項時，只有當請求項之記載內容「不明確」時

才需要審酌專利說明書及圖式。例如，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98號等判決：

「新型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所載技術特徵不明確時，固得參酌說明書與圖示解釋申請

專利範圍，惟申請專利範圍所載技術特徵明確時，即不得將說明書及圖示所揭露的

內容引入申請專利範圍。」以及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裁字第1309號裁定：「就專利

法第106條第2項規定所謂『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得審酌創作說明及圖式』，

係指申請專利範圍所載之文字用語模糊、定義不明確，而說明書或圖式另有明確之

定義或揭露時，可予參酌而言……。」然亦有論者，主張解釋請求項時，一律需要

審酌專利說明書及圖式。例如，103年度判字第126號判決：「為正確解讀申請專利

範圍，自應詳閱系爭專利及證據2之專利說明書。」以及最高行政法院91年度判字

第396號判決：「判斷專利範圍之原則應以申請專利範圍的技術內容為準，且申請

專利範圍的文字僅記載專利的必要構成事項，其實質內容並應參酌說明書及圖式所

揭示之目的、作用和效果。」 

在本案中Quanergy主張只需依照請求項的文義解釋，無須參酌說明書，否則會

被侷限於特定實施例云云。然CAFC如上也明確表示解釋請求項不參酌說明書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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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寬廣的」但並不「合理」，並不符合「最寬廣合理原則」，且參酌說明書也

不等同將請求項侷限於說明書中的特定實施例。 

參 酌 如 上 所 述 之 美 國 專 利 實 務 ， 無 論 是 採 「 最 寬 廣 合 理 的 解 釋 原 則 」 或

「Philips原則」，解釋請求項時，一律應審酌專利說明書及圖式，惟在解釋過程

中，一方面不能超出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專利說明書及圖式所能理解

或了解的範圍，另一方面也不能將範圍侷限於專利說明書所描述的特定實施例19。

筆者認同美國專實務的請求項解釋原則，並認為為徹底解決此一爭議，應進一步修

法將專利法第58條第4項修正為：「發明專利權範圍，以請求項為準，於解釋請求

項時，並應審酌說明書及圖式。」 

在我國專利申請審查階段、後續專利行政救濟、專利舉發程序和專利侵權案件

中，在解釋請求項時就審酌說明書及圖式部分，似未如美國實務上在不同階段明確

予以細分。然就專利申請審查階段，我國現行發明專利實體審查基準在「請求項之

解釋」之章節中揭示了一項解釋原則：「解釋請求項時，原則上應給予在請求項中

之用語最廣泛、合理且與說明書一致之解釋20。」其與上述美國專利實務的「最寬

廣合理的解釋原則」一致。至於專利侵權訴訟時之請求項解釋，我國法院普遍採納

的我國智慧財產局2016年2月出版的「專利侵權判斷要點」第二章之「發明、新型

專利請求項解釋」一節的內容與美國專利實務的「Philips原則」一致。至於「專利

行政救濟」、無涉訟的「專利舉發程序」，以及涉訟的「專利舉發程序」應採何原

則，似未明確規定。 

三、非顯而易知性判斷 

如上分析，由於’558專利請求項1所記載之“lidar”應被解釋成利用「時間差」量

測距離的「脈衝飛時測距光達」，Quanergy所引用利用「位置差」量測距離的「三

角測量系統」的Mizuno並未揭露’558專利請求項1所請發明。接下來需分析對技藝

人士而言，在閱讀過Mizuno後，將脈衝飛時測距光達運用到Mizuno的裝置中是否為

顯而易知的。如前所述，Mizuno裝置在於量測大致呈圓柱形狀的長形銅條的外周緣

                                                        
19 MPEP § 2111.  
20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發明專利實體審查基準，2019年，第二篇第一章第2.5節，2-1-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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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是否有缺陷，且Mizuno裝置的感測器是是設置在環繞該銅條的旋轉盤上，並朝

向位於其中的該銅條發射並偵測反射脈衝的位置。由此可知，Mizuno基於其結構配

置，適於量測體積較小的產品，且量測距離較短的環境。相對地，’558專利的系

統，如複製如下’558專利的代表圖（圖7），是安裝於車輛上方，在於量測行駛中車

輛周圍的環境，感測器向車輛外側發射脈衝，其適用的量測標的體積較大，例如車

輛周遭的障礙物，量測距離也顯著較長。 

 

因此，筆者同意PTAB和CAFC的看法，技藝人士不會將脈衝飛時測距光達應用

至Mizuno的短距離量測裝置中。此外，基於Mizuno裝置的結構配置（請參複製如上

Mizuno的圖4及圖5），筆者也不認為技藝人士可以輕易地修改Mizuno的短距離量測

裝置以改採用脈衝飛時測距光達，且仍可實現其準確的量測目的。 

針對判斷非顯而易知性的「輔助性判斷因素」，雖然其中具有「輔助」（或原

文中的“secondary”（次要））一詞，如前所述，CAFC已有判例指出一旦「輔助性

判斷因素」被提出以後，此一因素一律需列入考慮，不可予以忽視。事實上，「輔

助性判斷因素」在Graham案中列為四個判斷因素之一，與其他三個因素並列，不可

忽略。 

由 於 Velodyne 在 本 案 提 出 解 決 長 久 未 被 解 決 的 問 題 （ unresolved long-felt 

need）、業界的稱讚（industry praise），以及商業上的成功（commercial success）

等輔助性判斷因素證據以支持’558專利請求項所載之發明具有非顯而易知性的有利

因素，CAFC首先需判斷該等輔助性判斷因素與’558專利請求項所載之發明間是否

具有關聯性。CAFC指出Velodyne的專家證人已充分說明該關聯性，因此「推定」

該關聯性存在。Quanergy則主張Velodyne所提供的輔助性判斷因素證據係源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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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記載於’558專利之請求項中之技術特徵，例如“360 degree horizontal field of 

view”以及“a dense 3-D point cloud”等，並企圖推翻該「推定」效果。 

然而，CAFC認可PTAB所指出Quanergy所提出來的“360 degree horizontal field 

of view”以及“a dense 3-D point cloud”等特徵，事實上為已記載於’558專利之請求項

中之技術特徵（例如“rotating the plurality of laser emitters and the plurality of avalance 

photodiode dectectors at a speed of at least 200 PRM”）所導致的直接結果，因此

Quanergy並未能推翻上述「推定」效果。筆者亦認同依據’558專利的內容可知，經

由記載於’558專利之請求項中包含200 PRM高速旋轉發射器（emitters）以及感測器

（dectectors）等特徵，所取得的量測結果，確實可以直接實現Quanergy所提出的

360度水平視野（360 degree horizontal field of view）以及三維高密度點雲（a dense 

3-D point cloud）等特徵。例如，’558專利之請求項中旋轉發射器以及感測器的特徵

即隱含旋轉是以360度進行旋轉，故自然可以取得360度水平視野，又例如當發射器

以及感測器的轉速達到200 PRM高速旋轉時，必然可獲得巨量的量測資料，故可以

呈現三維「高」密度點雲。 

針對我國「輔助性判斷因素」的相關規定，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第

3.4.2節所列舉的「輔助性判斷因素」包括：「發明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發明解

決長期存在的問題」、「發明克服技術偏見」、以及「發明獲得商業上的成功」。

在美國的專利審查基準（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第716.02節

至第716.07節中，列舉多項「輔助性判斷因素」（secondary considerations），且在

實務操作上常搭配專家證人的宣誓書以及／或作證。大陸則在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

分第四章第5節中列舉「判斷發明創造性時需考慮的其他因素」。筆者茲將我國、美

國、以及大陸明確所採「輔助性判斷因素」列示如下表一21。然而，在美國專利實

務中，美國的專利審查基準所列的「輔助性判斷因素」，僅為例示並非窮舉，例如

在本案中的業界的稱讚（industry praise），未明確列入MPEP中，但仍為法院所認

可。 

                                                        
21 孫寶成，談進步性的輔助性判斷因素之舉證責任分配：以美國法為中心，TIPA智財評論月

刊，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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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進步性之輔助性判斷因素 美 國 我 國 大 陸 

發明具有不可預期的結果／功效 ○ ○ ○ 
發明獲得商業上的成功 ○ ○ ○ 
發明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需求 ○ ○ ○ 
他人的失敗 ○ N/A N/A 
發明克服技術偏見／專家的懷疑 ○ ○ ○ 
他人的抄襲 ○ N/A N/A 
引證文獻的不可操作 ○ N/A N/A 

 

針對如何判斷請求項所記載的技術特徵與包含該技術特徵的產品之間的範圍是

否充分一致，CAFC在Therasense一案22中，指出如果產品商業上的成功的貢獻「僅

限於」來自於該請求項所記載的發明，則可推定該產品商業上的成功與該請求項之

間存在關聯性。CAFC在Fox一案23則指出：不應因為產品包含了一或多個請求項中

所未記載的特徵即排除此一推定效果。的確，在實際的案例中，少有產品的特徵與

請求項所記載的特徵呈現完美的對應關係。也就是，如果該產品所包含未記載於該

請求項所記載的特徵是一些不重要的特徵，法院仍可適當地推定該產品的商業上成

功與該請求項之間存在關聯性。 

換言之，一件取得商業上的成功的產品可能包含多項技術特徵，但並非所有該

等技術特徵對該產品所取得的商業上成功有所貢獻。舉例來說，如果一項產品取得

商業上的成功可歸功於包含於其中的技術特徵A與技術特徵B且另外尚包含非關商業

成功的技術特徵C與D，則只要技術特徵A與B記載於系爭專利請求項中，則可推定

該產品所取得的商業上成功與該請求項之間存在關聯性，技術特徵C與D是否記載於

該請求項中則非所問。相對地，如果一項產品取得商業上的成功可歸功於包含於其

中的技術特徵A與技術特徵B，但如果只有技術特徵A記載於系爭專利請求項中，

而技術特徵B沒有，則無法推定該產品所取得的商業上成功與該請求項之間存在關

                                                        
22 Therasense, Inc. v. Becton, Dickinson & Co., 593 F.3d 1289 (Fed. Cir. 2010). 
23 FOX Factory, Inc. v. SRAM, LLC, No. 18-2024 (Fed. Ci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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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性24。 

相對地，我國第二篇第三章第3.4.2.4節規定：「僅若申請專利之發明於商業上

獲得成功，且其係由該發明之技術特徵所直接導致，而非因其他因素如銷售技巧或

廣告宣傳所造成者，則可判斷具有肯定進步性之因素」。然上述要求似過苛，在舉

證上存在困難，造成在相當一部分案件中，專利申請人或專利權人所提供的「輔助

性判斷因素」，在判斷進步性的過程中，未能被賦予適當的權重，甚或完全沒有被

考量。舉例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752號民事判決，針對該案中的輔助性

判斷因素敘及：「專利商品商業上之成功，除技術特徵外，尚受銷售技巧、廣告宣

傳、市場供需情形、整體社會經濟景氣等因素影響，僅為專利進步性判斷之輔助，

系爭專利經與被證2、3、5技術比較後，已明顯不具進步性，自無為輔助判斷之必

要」，此似與上述美國實務中，一旦「輔助性判斷因素」被提出以後，此一因素一

律需列入考慮，不可予以忽視的規定不同。另，在我國107年度行專字第75號判決

中，法院判斷專利權人所提出的「發明獲得商業上的成功」輔助性判斷因素並非因

為銷售技巧或廣告宣傳所造成，因而認可該輔助性判斷因素：「仿冒者是看到第二

代產品可折疊技術特徵的獨特性及商業價值而開始仿冒，第二代產品之可折疊設計

是造成仿冒者仿冒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認定，第二代產品之商業成功是基於系爭

專利可折疊設計之技術特徵所直接導致，而不是因為銷售技巧或廣告宣傳所造

成」。然，筆者認為在個案中能夠證明商業上的成功與銷售技巧或廣告宣傳所完全

無關的情況並不多見。 

肆、結 語 

有鑑於美國專利商標局將專利領證後程序中的一、領證後複審程序；二、多方

複審程序，以及三、領證後商業方法有效性複審程序的請求項解釋原則，由最寬廣

合理的解釋原則改為Philips原則，筆者建議我國可以考慮針對專利不同程序明訂應

採的請求項解釋原則，例如規定在專利申請審查階段、後續專利行政救濟以及無涉

訟的「專利舉發程序」採我國專利審查基準中所規定類似美國「最寬廣合理的解

                                                        
24 同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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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之原則，針對涉訟的「專利舉發程序」以及專利侵權案件則採我國「專利侵權

判斷要點」所規定類似美國專利實務的「Philips原則」之原則。 

此外，有鑑於本案CAFC針對「輔助判斷因素」的分析，筆者認為我國專利審

查基準可考慮進一步提供關於「輔助判斷因素」舉證責任分配的相關準則。例如，

專利申請人（或專利權人）可透過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所記載的技術特徵與包含該

技術特徵的產品之間的範圍充分一致（coextensive）以作為初步證據（prima facie 

evidence），此時法院如認可該初步證據，則可推定該產品商業上的成功與該請求

項之間存在關聯性，而將舉證責任轉移至專利舉發人或主張專利無效的請求人。此

時，專利舉發人或主張專利無效的請求人則可透過證明致使該產品取得商業上的成

功的技術特徵包含該請求項所記載的技術特徵以外的其他技術特徵作為反證，以推

翻該推定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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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專利連結制度下逆向給付 
利益協議之管制密度 
—— 對美國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AbbVie Inc.案相關判決之思考 

陳秉訓* 

壹、前 言 

我國在2017年底通過藥事法修正案，正式引入專利連結（patent-linkage）制

度1，其將學名藥藥品許可證之核發與專利權保護連結，讓原藥廠得在學名藥核准上

市前採取專利權保護措施2。 

該制度乃參考美國簡易新藥申請（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 ANDA）制

度，即1984年美國所通過之Hatch-Waxman法案（Hatch-Waxman Act），其讓學名藥

廠不須重複原藥廠申請新藥許可證時應經過的實驗程序，以加速學名藥許可證之申

請3。在該法案下，對於第一個申請學名藥許可證之藥廠，若主張相關新藥所依附之

                                                        
DOI：10.53106/221845622022070050004 
收稿日：2022年6月9日 
*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副教授。 
1 趙婉淳，立院三讀通過《藥事法》建立專利連結制度，2017年12月29日，新頭殼網站，網

址：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12-29/108726，最後瀏覽日：2018年1月23日。  
2 李素華，我國藥品專利保護之現況與未來──從專利連結制度之研擬談起，智慧財產權月

刊，2016年12月，216期，24-28頁。 
3 蕭郁溏、陳誌雄，從比較法觀點建構台灣專利連結制度，萬國法律，2015年4月，2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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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為無效或未侵權（下稱「P4聲明」），藥事主管機關（United State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可給予其180天的專屬銷售期間以與原藥廠共享市

場。但原藥廠仍可授權生產學名藥，此即「授權學名藥」（ authorized generic 

drug），指與原藥有相同的有效成分、且以相同方法製造之藥物，但通常其售價低

於原藥、且以學名藥形式行銷4。 

另一方面，原藥廠（通常是相關學名藥的專利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可對該學

名藥廠提起專利侵權訴訟，以在學名藥許可證核發前處理專利侵害爭議5。該類專利

訴訟會導致該學名藥廠的藥證核發審查停止30個月6。不過，為避免市場侵蝕，原藥

廠會與申請學名藥許可證的藥廠達成和解，並支付該學名藥廠鉅額的價金，以換取

該學名藥廠在一定期間內不銷售其學名藥；如此，該原藥廠能維持特定藥品市場的

獨占地位7。此乃美國專利連結制度運作的「逆向給付利益協議」問題，有藥廠間限

制競爭之疑慮8。 

為避免「逆向給付利益協議」問題，藥事法第48條之19第1項規定「新藥藥品

許可證申請人、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學名藥藥品許可證申請人、學名藥藥品許

可證所有人、藥品專利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間，所簽訂之和解協議或其他協議，涉

及本章關於藥品之製造、販賣及銷售專屬期間規定者，雙方當事人應自事實發生之

次日起20日內除通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外，如涉及逆向給付利益協議者，應另行通

報公平交易委員會」9。理論上，在專利連結制度下產生的和解協議有限制競爭、未

                                                                                                                                                        
93頁。 

4 See Fed. Trade Comm’n v. AbbVie Inc., 107 F. Supp. 3d 428, 434 n.4 (E.D. Pa. 2015). 
5 See Quincy (Ping-Hsun) Chen, Destroying A Pharmaceutical Patent for Saving Lives?: A Case 

Study of Sanofi-Synthelabo v. Apotex, Inc., 21 ALB. L.J. SCI. & TECH. 125, 136-37 (2011). 
6 馮震宇，藥品專利與競爭法之互動──從學名藥逆向付款爭議談起，專利師，2012年7月，

10期，108頁。 
7 周瑋祺，藥廠間專利侵權之逆向和解協議應受反托拉斯規範──分析與比較歐美相關案例，

科技法律透析，2014年6月，26卷6期，21-23頁；許炳華，逆向支付和解協議之容許性探討

──以美國最高法院FTC v. Actavis, Inc.案為核心，專利師，2015年4月，21期，111-112頁。 
8 王立達，限制競爭之專利侵害和解：尋求合適分析架構，全國律師，2008年1月，12卷1期，

57-58頁。 
9 顏雅倫、張濱璿、廖國雄，藥品專利連結制度與競爭法規範之研究──以逆向給付協議為中

心，公平交易季刊，2017年8月，25卷3期，117、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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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限制競爭、及促進競爭等三類10。而第48條之19條乃對於原藥廠與學名藥廠間不

公平或限制競爭行為的監控措施11。 

藥事法第48條之19第3項規定「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第一項通報之協議有違反

公平交易法之虞者，得通報公平交易委員會」。針對何謂「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

者」，本文想透過美國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AbbVie Inc.案（下稱「AbbVie

案」）而提出管制的建議，以避免公平交易委員會過度干擾專利制度的運作。 

AbbVie案原告為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其根據的

起訴法條是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下稱「FTC法」）第5條（即15 U.S.C.

§45(a)），該條賦予FTC提起民事訴訟以排除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不公平競爭方法，

違反《謝爾曼法》（Sherman Act）第1條（15 U.S.C. § 1）之行為即為《FTC法》第

5條欲排除之行為，而起訴地點為美國聯邦賓州東區地方法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Pennsylvania）12。 

以下，本文先介紹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2013年的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Actavis, Inc.案13（下稱「Actavis案」），本案奠定美國司法實務檢視「逆向給付利

益協議」是否有限制競爭問題的基準14。在Actavis案判決後，許多判決指出系爭和

解協議有限制競爭的問題15；但也有未能成立限制競爭類型之案例16。本文所討論

                                                        
10 蔡鎛宇，逆向給付爭議──競爭法與專利法之交錯，科技法學評論，2015年12月，12卷2

期，150-151頁。 
11 藥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審查會通過／行政院提案／現行法條文」對照表，討41，網址：

https://lis.ly.gov.tw/lylgqrc/mtcdoc?DN090415:LCEWA01_090415_40025_2，最後瀏覽日： 
 2018年1月24日。 
12 See Fed. Trade Comm’n v. AbbVie Inc., 107 F. Supp. 3d 428, 430, 434-35 (E.D. Pa. 2015). 
13 Fed. Trade Comm’n v. Actavis, Inc., 570 U.S. 136 (2013). 
14 陳文吟，由美國實務探討逆向付費和解協議於專利法上之適法性，中原財經法學，37期，

2016年12月，31頁。 
15 例如：1.第一巡迴上訴法院與其下級法院的判決，包括In re Loestrin 24 Fe Antitrust Litig., 814 

F.3d 538 (1st Cir. 2016); Picone v. Shire PLC, No. 16-CV-12396-ADB, 2017 WL 4873506 (D. 
Mass. Oct. 20, 2017); In re Asacol Antitrust Litig., 233 F. Supp. 3d 247 (D. Mass. 2017); In re 
Solodyn (Minocycline Hydrochloride) Antitrust Litig., No. CV 14-MD-02503-DJC, 2015 WL 
5458570 (D. Mass. Sept. 16, 2015); In re Nexium (Esomeprazole) Antitrust Litig., 42 F. Supp. 3d 
231 (D. Mass. 2014)；2.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與其下級法院的判決，包括In re Actos End-Payor 
Antitrust Litig., 848 F.3d 89 (2d Cir. 2017); Sergeants Benevolent Ass’n Health & Welfare Fund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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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AbbVie案屬「潛在的」非限制競爭類型的案例，因為本案地院認為系爭和解協議

未限制競爭，但該見解為本案上訴法院所否定。雖本案上訴法院認定系爭和解協議

可能為限制競爭，但仍可作為討論我國制度的參考，而將於第肆部分闡述。 

貳、逆向給付利益協議與反托拉斯法：Actavis基準 

根據美國反托拉斯法之《謝爾曼法》第1條，限制州際或國際之交易或商業行

為的契約為非法契約17，而締約者將受有刑事責任18。最高法院於2013年Actavis案判

決中定義「逆向給付和解協議」（reverse payment settlement agreement）為「A公司

對B公司提起專利侵害訴訟，但雙方公司和解，而和解條件包括：一、被控侵權人

公司B於系爭專利到期前不生產專利物；二、專利權人公司A則支付公司B數百萬元

美金」 19。最高法院認為此類和解協議有時會有消減競爭之問題，因而違反15 

                                                                                                                                                        
Acta Vis, PLC, No. 15-CV-6549 (CM), 2016 WL 4992690 (S.D.N.Y. Sept. 13, 2016); In re 
Aggrenox Antitrust Litig., 94 F. Supp. 3d 224 (D. Conn. 2015)；3.第三巡迴上訴法院與其下級法

院的判決，包括In re Lipitor Antitrust Litig., 868 F.3d 231 (3d Cir. 2017); In re Wellbutrin XL 
Antitrust Litig. Indirect Purchaser Class, 868 F.3d 132 (3d Cir. 2017); In re K-Dur Antitrust Litig., 
No. 01 CV1652SRCCLW, 2016 WL 755623 (D.N.J. Feb. 25, 2016); King Drug Co. of Florence, 
Inc. v. Cephalon, Inc., No. 2:06-CV-1797, 2015 WL 12645766 (E.D. Pa. Dec. 22, 2015); King 
Drug Co. of Florence, Inc., et al. v. Cephalon, Inc., No. 2:06-CV-1797, 2015 WL 8620989 (E.D. 
Pa. Dec. 14, 2015); King Drug Co. of Florence v. Cephalon, Inc., 88 F. Supp. 3d 402 (E.D. Pa. 
2015); In re Niaspan Antitrust Litig., 42 F. Supp. 3d 735 (E.D. Pa. 2014)；4.其他聯邦地方法院的

判決，包括In re Opana ER Antritrust Litig., 162 F. Supp. 3d 704, 716 (N.D. Ill. 2016); United 
Food & Commercial Workers Local 1776 & Participating Employers Health & Welfare Fund v. 
Teikoku Pharma USA, Inc., 74 F. Supp. 3d 1052 (N.D. Cal. 2014). 

16 例如：In re Nexium (Esomeprazole) Antitrust Litig., 842 F.3d 34 (1st Cir. 2016). 
17 See 15 U.S.C. § 1 (“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 or conspiracy,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is declared to be 
illegal.”). 此規範類似我國公平交易法第14條對於聯合行為之規範。 

18 See id. (“Every person who shall make any contract or engage in any combination or conspiracy 
hereby declared to be illegal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19 See Actavis, Inc., 570 U.S. at 140-41 (“Company A sues Company B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The 
two companies settle under terms that require (1) Company B, the claimed infringer, not to pro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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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C.§120。 

Actavis案判決提出五項考量而認定系爭和解協議可能構成反托拉斯行為21。第

一是該特定限制約定有潛力對競爭造成實際的負面影響22。第二是其所導致的限制

競爭後果將至少有時能證明其不具正當性23。第三是在逆向給付有造就不正當的限

制競爭損害之危險時，專利權人可握有實際上帶來該損害之權力24。第四是行政上

而言有可能證明反托拉斯之訴是有機會成立的25。第五是「高額且不具正當性」

（large, unjustified）的逆向給付事實上有構成反托拉斯責任之危險，但該危險卻無

法阻止訴訟當事人和解26。 

最高法院於提出第一項考量時，指出逆向給付可等於專利權人購買專屬銷售其

產品的價金；亦即，如果不和解並支付該金額，專利訴訟會繼續而致相關專利被無

效，進而讓該專屬權利消失 27。若和解協議簽訂，最高法院認為獨占性訂價

（supracompetitve price）所生之利潤會由和解協議當事人所瓜分，造成大眾的損

失；另專利權人所支付之金額甚至會高於學名藥廠勝訴後進入市場之利益28。另一

方面，最高法院認可若和解條件允許學名藥廠早於專利到期日進入市場時，則可帶

來競爭而有利於消費者29。 

                                                                                                                                                        
the patented product until the patent’s term expires, and (2) Company A, the patentee, to pay B 
many millions of dollars.”). 

20 See id. at 141. 
21 See id. at 153. 
22 See id. (“First, the specific restraint at issue has the ‘potential for genuine adverse effects on 

competition.’”). 
23 See id. at 156 (“Second, these anticompetitive consequences will at least sometimes prove 

unjustified.”).  
24 See id. at 157 (“Third, where a reverse payment threatens to work unjustified anticompetitive harm, 

the patentee likely possesses the power to bring that harm about in practice.”). 
25 See id. (“Fourth, an antitrust action is likely to prove more feasible administratively than the 

Eleventh Circuit believed.”). 
26 See id. at 158 (“Fifth, the fact that a large, unjustified reverse payment risks antitrust liability does 

not prevent litigating parties from settling their lawsuit.”). 
27 See id. at 153. 
28 See id. at 154. 
29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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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ctavis案判決後，美國聯邦第三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Third Circuit）於King Drug Co. of Florence v. Smithkline Beecham 

Corp.案判決中指出和解協議雖無逆向金錢給付但若出現「不做授權學名藥」（no-

AG）條款時仍可受Actavis基準的檢驗30。另美國聯邦第一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irst Circuit）於In re Loestrin 24 Fe Antitrust Litigation

案判決中認為Actavis基準適用於非金錢式（non-cash）之逆向給付和解協議31。 

另就證據法而言，有聯邦地方法院指出原告有義務先舉證系爭和解協議涉及

「高額且不具正當性」的給付，而再由被告提出系爭協議有促進競爭之目的32。另

有聯邦地方法院指出在和解協議生效幾年後所發生的專利無效判決不得為Actavis基

準適用時所參酌之證據33。 

參、涉及不同藥品交易之逆向給付利益協議：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AbbVie Inc.案 

一、技術背景 

在AbbVie案中，相關的原藥為AndroGel（昂斯妥凝膠，劑型為外用凝膠劑）其

屬睪固酮類藥物34，而FDA於2000年核准該藥物的新藥許可證35。系爭專利為美國

專利第6,503,894號（下稱「894號專利」），其到期日2020年8月30日，為AbbVie公

                                                        
30 See King Drug Co. of Florence v. Smithkline Beecham Corp., 791 F.3d 388, 393-94 (3d Cir. 2015). 

其他類似案件，例如In re Opana ER Antritrust Litig., No. 14 C 10150, 2016 WL 738596, at *8 
(N.D. Ill. Feb. 25, 2016)。 

31 See In re Loestrin 24 Fe Antitrust Litig., 814 F.3d 538, 549-52 (1st Cir. 2016). 
32 See In re Solodyn (Minocycline Hydrochloride) Antitrust Litig., No. CV 14-MD-02503-DJC, 2015 

WL 5458570, at *7 (D. Mass. Sept. 16, 2015). 
33 See Apotex, Inc. v. Cephalon, Inc., 255 F. Supp. 3d 604, 611 (E.D. Pa. 2017). 
34 See AbbVie Inc., 107 F. Supp. 3d at 430. 該藥品於我國取得的藥品許可證為衛署藥輸字第

023988號，網址：https://info.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Id=02023988，最

後瀏覽日：2022年5月28日。 
35 See AbbVie Inc., 107 F. Supp. 3d at 432. 



專利連結制度下逆向給付利益協議之管制密度 69 

專利師︱第五十期︱2022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司與Besins Healthcare公司（下稱「Besins公司」）共有36。 

AndroGel由Besins公司所開發，並透過Unimed Pharmaceuticals公司（下稱

「Unimed公司」，其後為Solvay Pharmaceuticals公司所收購37）在美國申請藥品上

市許可；雙方於申請許可證期間一同將相關技術申請專利（即894號專利）38。894

號專利在申請過程中，其請求項之進步性技術特徵限縮至為利用isopropyl myristate

（IPM）為滲透增強劑（penetration enhancer）之凝膠配方39；滲透增強劑用於讓有

效成分更容易透過皮膚進入人體40。 

AndroGel的新藥許可證原為 Solvay Pharmaceuticals公司（下稱「 Solvay公

司」）所持有，但該公司後於2010年為Abbott Laboratories公司（下稱「Abbott公

司」）所收購41。2013年Abbott公司分出成立AbbVie公司，而由AbbVie公司承接

AndroGel藥品的事業42。 

AbbVie案涉及原藥廠Abbott公司和學名藥廠Teva公司間的和解，其源自於Teva

公司就AndroGel所提的ANDA 43。與894號專利不同的是，Teva公司學名藥使用

isopropyl palmitate（IPP）為滲透增強劑44。 

Teva公司於2011年提出該ANDA，並附帶P4聲明而主張系爭學名藥並不侵害

894 號 專 利 45 。 之 後 ， Abbott 公 司 偕 同 Besins Healthcare 公 司 等 於 德 拉 瓦 州

                                                        
36 See AbbVie Inc., 107 F. Supp. 3d at 430, 433; see also Fed. Trade Comm’n v. AbbVie Inc, 976 

F.3d 327, 341 (3d Cir. 2020). 
37 See Stuart N. Senator & Rohit K. Singla, FTC v. Actavis: Antitrust Litigation over “Reverse-

Payment” Pharmaceutical Patent Settlements, 22 COMPETITION: J. ANTI. & UNFAIR COMP. L. SEC. 
ST. B. CAL. 153, 154 (2013). 

38 See AbbVie Inc., 107 F. Supp. 3d at 432. 
39 See id. at 433. 
40 See Auxilium Pharms., Inc. v. Watson Lab’ys, Inc., No. CIV.A. 12-3084 JLL, 2014 WL 9859224, 

at *3 (D.N.J. Dec. 16, 2014). 
41 See AbbVie Inc., 107 F. Supp. 3d at 430 n.1. 
42 See AbbVie Inc., 976 F.3d at 341. 
43 See AbbVie Inc., 107 F. Supp. 3d at 433-34. 
44 See id. at 433. 
45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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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aware）聯邦地方法院對Teva公司起訴，並主張其侵害894號專利46。經過一些

訴訟攻防後，雙方於2011年12月20日決定和解該案並同時簽署兩件和解協議47。 

二、本案地方法院的見解 

(一) 程序背景 

在AbbVie案中，FTC主張系爭和解協議屬限制競爭48，但本案地院認為該些和

解協議並無限制競爭的問題49。從民事訴訟程序上，該爭議涉及被告所提出的「駁

回訴訟之聲請」（a motion to dismiss）；於裁量時，法院必須假設起訴狀內的陳述

為真，並採有利於原告之角度，以判斷相關陳述是否呈現請求權基礎之可能性50。 

(二) 第一件和解協議──與原藥AndroGel有關 

在第一件和解協議中，Abbott公司同意Teva公司可於2014年12月27日（894號專

利到期前約6年時間）開始販售AndroGel的學名藥；而Abbott公司並無支付Teva公司

費用51。 

對此和解協議，本案地院認為其與最高法院Actavis案判決的和解協議間本質上

不同52。本案地院指出系爭和解協議讓Teva公司早於系爭專利到期日前6年進入

AndroGel的學名藥市場，且並未支付侵權人Teva公司任何費用，此基本上是鼓勵競

爭53。另本案地院認為此類型和解協議乃Actavis案判決所指之不受反托拉斯法所處

罰的協議54。 

                                                        
46 See AbbVie Inc., 107 F. Supp. 3d at 433; see also Unimed Pharms., LLC v. Perrigo Co., No. 

CV13-236-RGA, 2015 WL 1094601, at *1 (D. Del. Mar. 11, 2015). 
47 See AbbVie Inc., 107 F. Supp. 3d at 434. 
48 See id. at 430. 
49 See id. at 437. 
50 See id. at 431. 
51 See id. at 434. 
52 See id. at 436. 
53 See id. 
54 See id. (citing Actavis, Inc., 570 U.S. at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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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二件和解協議──與原藥TriCor有關 

第二件和解協議則有關於發生在本案前的Teva公司就原藥TriCor的ANDA55，而

TriCor是治療膽固醇問題的藥物56。關於TriCor的ANDA原是Novopharm公司於1999

年12月間提出，但該公司後來被Teva公司所收購，因而原ANDA成為Teva公司的

ANDA57。 

由於Abbott公司陸續向FDA就TriCor的新劑型與劑量提出藥物許可證申請，並

獲准；此導致與該些新藥物有關的ANDA訴訟繼續發展58。最後，Abbott公司與Teva

公司就TriCor的ANDA訴訟和解，並准許Teva公司於2012年7月間進入TriCor藥物的

市場，此早於該案TriCor學名藥市場預計開放的時間（約2013年1月間）59。不過，

遲至AbbVie案的第二件協議簽訂時，Teva公司未能順利以自產學名藥來取得FDA的

許可證60。 

在AbbVie案的第二件和解協議中，Abbott公司同意如果Teva公司有要求，自

2012年11月10日起為期4年，其將供應TriCor之授權學名藥給Teva公司61。另關於

Teva公司所應支付Abbott公司的TriCor學名藥單價，其由Abbott公司的成本、依該

成本之比例所計算的額外費用、和依Teva公司獲利所計算的權利金等三部分所構

成62。 

對此第二件和解協議，本案地院認為其有助於競爭而不同於Actavis案的協

議 63。本案地院指出該協議讓Teva公司以學名藥產品進入膽固醇藥物市場，以與

Abbott公司競爭64。此外，Abbott公司並未支付費用給Teva公司。因而，該協議並非

                                                        
55 See id. at 434. 
56 See Teva Pharm. USA, Inc. v. Abbott Labs., 252 F.R.D. 213, 220 (D. Del. 2008). 
57 See id. at 221. 
58 See id. at 221-23. 
59 See AbbVie Inc., 107 F. Supp. 3d at 434. 
60 See id. 
61 See id. 
62 See id. 
63 See id. at 436. 
64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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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競爭而不應負反拖拉斯法的違法責任65。 

另本案地院亦回應FTC的主張66。FTC主張第二件和解協議的授權學名藥供應

條件等於是給予Teva公司在ANDA程序中的避險價值，以彌補其申請程序所受的挫

敗67。另就「2012年11月10日」條件，FTC主張此優於一般的授權學名藥授權方

案，因為Teva公司進入學名藥市場的前提不包括其他TriCor學名藥的銷售、與Teva

公司須獲學名藥許可證等二個條件68。再者，FTC主張授權學名藥之單價相比於其

他學名藥授權協議而言，是對Teva公司相當優渥的條件69。 

對此等主張，本案地院認為並不可採，因為FTC不過是認為Teva公司所拿到的

藥物價格係大幅低於市場價格、且該授權學名藥的供應又無其他商業條件為前提等

而已70。首先，本案地院指出第二件協議並非讓Abbott公司付錢給Teva公司，而是

Teva公司付錢給Abbott公司以換取授權學名藥之供給 71。本案地院認為不應將

Actavis案判決解讀為排除Teva公司有機會以供應契約取得授權學名藥、並在市場上

販售以與Abbott公司競爭72。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地院儘管同意有不少的利益從Abbott

公司流向Teva公司，但卻指出該現象並非Actavis案判決所指之逆向給付利益協議73。 

第二，本案地院認為FTC的請求權基礎不過是指控Abbott公司簽署了一份不利

於己但有利於Teva公司的協議74。本案地院批評FTC未能體認Teva公司所獲得的利

益事實上也是消費者得利，因為消費者可以較低的價格取得TriCor的學名藥75。本

案地院指出該第二件和解協議並非Abbott公司以低於成本價的方式出售其授權學名

                                                        
65 See id. 
66 See id. 
67 See id. at 434 (“With generic TriCor an important part of Teva’s product pipeline, the FTC avers 

that the agreement allowing Teva to sell an authorized generic was particularly attractive and would 
give it a valuable hedge against continued frustration before the FDA.”). 

68 See id. 
69 See id. 
70 See id. at 436. 
71 See id. 
72 See id. 
73 See id. 
74 See id. 
75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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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且該協議並無其他反競爭之條款76。因而，本案地院認為其無須審理FTC對該

協議的爭點77。 

三、本案上訴法院的見解 

關於本案地院的見解，本案上訴法院指出判斷逆向給付的合法性乃著重在經濟

上的實質狀況，而非給付的形式78。另本案上訴法院不同意本案地院將第一件和解

協議和第二件和解協議分別認定是否限制競爭，因為有心者會為規避負限制競爭型

逆向給付之責任而將和解協議拆成不同契約79。在此脈絡下，本案上訴法院認為

FTC已於起訴狀中陳述第一件和解協議可屬於限制競爭型逆向給付80。 

本案上訴法院於判決羅列FTC起訴狀內的相關事實陳述。關於和解原因，FTC

指出Abbott公司所提的專利侵權訴訟僅在啟動30月間停止核發學名藥證之機制，且

Abbott公司知道Teva公司必然會勝訴而在30個月到期間時進入AndroGel學名藥市

場；因該訴訟無損Teva公司威脅Abbott公司獨占市場之能力，故為「假訴訟」

（sham lawsuit）81。因此，Abbott公司等為保持市場的獨占，與Teva公司洽談可能

的和解，以爭取時間將AndroGel從原成分濃度產品轉到新成分濃度產品的市場82。 

關於和解過程，FTC指出Teva公司同意該和解提議，但希望Abbott公司供應

TriCor藥品83。最後，Abbott公司同意自2012年11月起為期四年間，按Teva公司的要

求，授權Teva公司銷售TriCor的授權學名藥；同時，Teva同意不再爭執專利糾紛，

並不與Abbott公司競爭AndroGel藥品市場直到2014年12月止84。該學名藥供應協議

規定Teva公司應支付給Abbott公司的費用，包括製造成本、外加費用（依據製造成

                                                        
76 See id. 
77 See id. 
78 See AbbVie Inc., 976 F.3d at 356. 
79 See id. at 358. 
80 See id. at 336. 
81 See id. at 356. 
82 See id. at 356-57. 
83 See id. at 357. 
84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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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比例來計算）、與授權金85。 

關於第一件和解協議的給付屬「高額」，FTC指出TriCor藥品的供應對Teva公

司而言是極度有價值的86。第二件和解協議讓Teva公司可於2012年7月進入TriCor學

名藥市場87。雖Teva公司是TriCor學名藥的首次ANDA申請者，但其並未順利取得

FDA的學名藥許可證，而難以利用專屬銷售期間獲利88。該和解協議讓Teva公司確

保2012年的獲利、及其作為首次ANDA申請者之優勢；而Teva公司預期其TriCor學

名藥的銷貨淨額（net sales）在4年期的授權期間內可上看175,000,000美金，且事實

上的銷售金額更高89。該預期銷貨淨額遠超過和解所省下的專利訴訟費用，亦高過

Teva公司就AndroGel藥品的專利訴訟勝訴後行銷學名藥的所得90。 

關於第一件和解協議的給付屬「不具正當性」，FTC指出第二件和解協議不能

視為Abbott公司的獨立商業交易91。Abbott公司並無動機讓Teva公司分食其賺錢藥品

的市場92。雙方關於TriCor藥品的第二件和解協議並不尋常，例如該協議並非設定

Teva公司為獨立的TriCor學名藥商；該協議實際上加速學名藥進入市場，因為在

Abbott公司與其他TriCor藥品ANDA申請者的協議中，Abbott公司的授權銷售學名藥

是啟動該些ANDA申請者可立刻銷售學名藥之規定；該協議的授權金條款遠遠差於

當時Abbott公司其他授權學名藥交易的授權金條件；雖該協議將造成Abbott公司在

TriCor藥品市場損失100,000,000美金，但該協議所提供的收入不多，而無法平復其

導致的收益損失93。 

最後，關於第一件和解協議的限制競爭效果大於第二件和解協議的促進競爭好

處，FTC指出Abbott公司將犧牲100,000,000美金的TriCor藥品市場，但該損失僅是

AndroGel藥品市場的數十億元美金收益之小部分，而該AndroGel藥品市場的收益是

                                                        
85 See id. 
86 See id. 
87 See id. 
88 See id. 
89 See id. 
90 See id. 
91 See id. 
92 See id. 
93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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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ott公司以阻礙學名藥廠競爭之方法所欲保護者94。因此，綜合該些陳述，本案

上訴法院認為若其為真，則可支持第一件和解協議涉及高額且不具正當性的逆向給

付；故本案地院錯誤地駁回FTC的起訴95。 

肆、結論與建議：給我國之借鏡   

根據美國經驗，原藥廠會與享有專屬銷售期間的學名藥廠達成和解，以終止專

利侵權訴訟換取該學名藥廠放棄進入市場。然而，此限制競爭的行為將抹煞專利連

結制度鼓勵學名藥進入用藥市場之目的。只是，「和解」乃專利民事訴訟過程的正

常現象；則公平會若欲介入，應有公共衛生政策上的考量，可更強化管制的正當

性。 

一、「逆向給付利益協議」之範圍 

藥事法第48條之19第1項對協議性質的用語是「逆向給付利益」，而「利益」

語意即可包括金錢與非金錢96。如果相同的原藥廠與學名藥廠間有數件專利連結相

關的專利訴訟同時其在進行中，不同訴訟的和解或不和解都有可能發生。如果有數

件訴訟皆和解，該些和解個別而言應屬促進競爭，例如讓學名藥廠提早於專利到期

前進入市場；但如同AbbVie案的案例，整體來看卻是限制競爭。 

問題是為何應從「整體」來看不同訴訟的和解。從AbbVie案的經驗可知，和解

                                                        
94 See id. 
95 See id. at 357-58. 
96 例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刑事裁定／理由／參／三：「基此，新[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41條所稱『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應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另所稱『意圖為自

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之『利益』究何所指？固無從由立法歷程中明確得知。……再就我

國法制而言，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為犯罪構成要件者，普遍見於財產或經

濟犯罪，顯然此之『利益』係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本文中引文內的「[ ]」符號為筆者所

加。該符號內的文字為就原文內容的相對應部分所改寫，以符合本文論述的流暢。）查專利

連結制度之藥事法修正案（行政院提案）中並未解釋第48條之19第1項之「利益」。（見立

法院第9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775號／政府提案第15693號，2016年9月

7日印發，政1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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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的協商過程是很重要因素。訴訟A的和解是否以訴訟B的和解為條件；若是，則

兩件的和解應以整體觀之，以評價訴訟B的和解價值是否造成訴訟A的和解屬「高額

且不具正當性」的逆向給付。 

二、啟動行政調查程序之條件 

AbbVie案的兩件和解協議同日簽約，此應屬該類逆向給付的特徵。其他特徵包

括協議的當事人、相關原藥的藥品許可證持有人、相關專利的權利人（包括專利權

人或專屬被授權人）等等。當出現該些特徵時，主管機關即應認知該些和解協議可

能有對價關係。此外，不同和解協議的簽約日相近可能屬對價關係的警訊。 

三、違法性判斷之考量 

Actavis基準認為「高額且不具正當性」的逆向給付有造成限制競爭的疑慮，但

是否屬限制競爭之認定乃採「合理原則」（a rule of reason）97。亦即，和解協議的

當事人有權舉證該和解能帶來促進競爭的環境98。 

本文建議「促進競爭」的基準可以「寡占」99（oligopoly）角度來檢視。為鼓

勵首次申請學名藥並主張相關專利無效或未受侵害者，藥事法第48條之17提供銷售

專屬期間，以讓市場上僅原藥廠與該學名藥廠二家競爭。因此，首次學名藥申請者

原本就有期待的「寡占」利益。 

假設專利訴訟的勝負對學名藥廠而言終究是不確定，則該預期的「寡占」利益

應會成為和解的價值計算之一。主因是原藥廠的勝訴會導致學名藥廠僅能於專利權

到期後始取得學名藥許可證100；若能因和解而取得學名藥許可證101，則同意不再爭

                                                        
97 See Actavis, Inc., 570 U.S. at 158-59. 
98 See Impax Lab’ys, Inc. v. Fed. Trade Comm’n, 994 F.3d 484, 497 (5th Cir. 2021). 
99 See Daewoo Elecs. Co. v. Int’l Union of Elec. Elec., Tech., Salaried & Mach. Workers, AFL-CIO, 

6 F.3d 1511, 1515 n.6 (Fed. Cir. 1993) (“An oligopoly is a ‘market condition in which sellers are so 
few that the actions of any one of them will materially affect price and hence have a measurable 
impact upon competitors.’”). 

100 見藥事法第48條之13第4項：「專利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於第二項所定十二個月內，就已登

載之專利權取得侵權成立之確定判決者，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於該專利權消滅後，始得核發

學名藥藥品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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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專利糾紛並晚點時間進入市場，非屬不正當的商業考量。 

AbbVie案涉及兩個學名藥品市場，因而Teva公司有雙重的「寡占」利益要考

量。以AndroGel藥品市場的利益換TriCor藥品市場的利益，此對Teva公司而言並非

不合理。況且藥事法第48條之18設有機制讓該首次學名藥申請者必須有銷售的事實

才得取得銷售專屬期間，否則將給予他人學名藥許可證，故對市場的限制競爭影響

有限。至於是否會促進競爭；只要學名藥會在專利權到期前進入市場，對競爭終究

有益。整體來說，涉及全民健保的藥價政策考量，應參酌藥事主管機關的見解，以

醫療環境做最終的考量。 

 

 

                                                                                                                                                        
101 見藥事法第48條之13第2項：「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自新藥藥品許可證所有人接獲前條第一

項通知之次日起十二個月內，暫停核發藥品許可證。但有下列情事之一，經審查符合本法規

定者，得核發藥品許可證：……六、當事人合意成立和解或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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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藥物化學結構先導化合物 
分析法之研究（上） 
—— 近15年美國CAFC相關案件整理 

郭廷濠* 

壹、前 言 

吾人生活中，藥物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舉凡流行性感冒高峰期，所使用的

抗流感病毒藥物-克流感®1、高血脂治療所用的藥物-立普妥®2，及高血壓治療的藥物

-得安穩®3，皆常見於各大醫療院所、藥局及藥物處方箋中。 

藥物的重要性不在話下，但當吾人取得或服用藥物時，鮮少有人會仔細注意藥

物的成分，更甭論藥物的化學結構為何。因此，本文將著重於藥物化學結構的部

分，惟欲探討藥物化學結構，應先瞭解藥物的研發與上市流程。 

                                                        
DOI：10.53106/221845622022070050005 
收稿日：2022年3月1日 
* 高考專利師及格。 
1 克流感®（Tamiflu®），成分為奧司他韋（oseltamivir）。 
2 立普妥®（Lipitor®），成分為阿伐他汀（atorvastatin）。 
3 得安穩®（Diovan®），成分為纈沙坦（valsar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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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藥物的研發與上市流程 

藥物研發的第一個步驟是選擇具有潛力候選化合物，當候選化合物確定後，專

利藥廠會以此候選化合物的結構作為先導化合物，來合成許多與候選化合物結構相

近的化合物群，並同時或先後向專利主管機關提交相關化合物群結構專利的申請。

接著，進入化合物群的臨床前測試（preclinical trial）階段，以確認化合物群的初步

活性、有效性及毒性，再由其中選擇少數幾個較佳者，進行入後續的臨床試驗

（clinical trial）。 

進入臨床試驗前，專利藥廠會向食品藥物主管機關，於美國為食品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我國則為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FDA），提出人體臨床試驗審查申請，核准後就可

以進入臨床試驗階段，此時的臨床試驗有三期。 

第一期（Phase I），受試者人數較少，此時主要測試該較佳之化合物的毒性與

安全性，以確定該較佳之化合物的安全劑量範圍。第二期（Phase Ⅱ），受試者人

數居中，此時除了繼續確認安全性之外，主要測試於前述劑量範圍下，該較佳之化

合物具療效的特定劑量。第三期（Phase Ⅲ），受試者人數為三期中 多，此時一

樣確認安全性之外，主要是以該特定劑量治療，並比較市面上現有，或已知該相關

治療之標準藥物，確認療效上是否有顯著差異，以及於此階段有無安全性的疑慮。 

當臨床試驗三期完成後，專利藥廠會向食品藥物主管機關提出新藥申請（New 

Drug Application, NDA），經食品藥物主管機關核准後才得以上市。上市後，臨床

試驗進入第四期（Phase Ⅳ），此時人數 多，藥物也被廣為使用，因此，可藉由

大眾使用，來確認該藥物是否有前三期未發現的副作用或毒性。若此時發現有重大

的副作用或毒性，則食品藥物主管機關會要求該藥物下市或專利藥廠主動將該藥物

下市。美國較著名的案例為止痛藥物-偉克適®4，因為安全性疑慮於2004年9月30日

主動全球下市5；我國較為人知的案例是於2010年10月11日下市的減重藥物-諾美

                                                        
4 偉克適®（Vioxx®），成分為羅非考昔（rofecoxib）。 
5 FDA, Vioxx (rofecoxib) Questions and Answers, available at https://www.fda.gov/drugs/postmarket-

drug-safety-information-patients-and-providers/vioxx-rofecoxib-questions-and-answers (last visited 
Feb. 24, 2020), “... Merck & Co., Inc. voluntarily withdrawing Vioxx from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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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6，當然，諾美婷®於美國已早一步主動下市7。 

由是可知，除了研發過程中，專利藥廠所面臨重重的困難外，即便完成了臨床

三期的試驗，藥物仍有於第四期下市的可能。因此，藥物的研發耗費了可觀的時

間、金錢及人力，在這過程之中，更僅有非常少數的候選化合物能成為新藥真正一

直存在於市場上。 

新 藥 上 市 後 ， 學 名 藥 廠 可 藉 由 簡 易 新 藥 上 市 程 序 （ Abbreviated New 

DrugApplication, ANDA）向食品藥物主管機關申請學名藥上市，相對於專利藥廠所

須的研發成本，學名藥廠藉由此學名藥之上市，節省了非常多的成本。 

俗話說，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回過頭來看，會發現藥物研發中，選擇具

有潛力候選化合物的步驟是 為關鍵的一步，而候選化合物所展現出的治療效果、

特性等，可能影響到後續的研發流程，與該候選化合物的治療效果、特性息息相關

者，則在於其所具有的化學結構。 

參、藥物化學結構與先導化合物分析法 

如前所述，藥物的化學結構有其根本之重要性，藉由碳、氫、氧、氮等元素之

鍵結，構築出具有不同療效的化學構造。從化學結構簡單的癲癇症治療藥物-丙戊酸

（valproic acid）到十分複雜的免疫抑制藥物-雷帕黴素（rapamycin），結構的差異

不僅展顯出藥物多變的樣貌外，更賦予其相異之臨床療效（圖1）。 

即便藥物的化學結構十分相近，療效也可能迥異，例如：麻黃鹼（ephedrine）

與安非他命（amphetamine），前者可作為鼻塞解除劑使用，後者則是因為較強的中

樞神經系統興奮作用，而被列為第二級管制藥品，兩者可謂結構相近似，命運卻互

殊（圖1）。 

                                                                                                                                                        
 due to safety concerns.” 
6 諾美婷®（Reductil®），成分為西布曲明（sibutramine）。 
7 FDA, FDA Drug Safety Communication: FDA Recommends Against the Continued Use of 

Meridia (sibutram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fda.gov/drugs/drug-safety-and-availability/fda-
drug-safety-communication-fda-recommends-against-continued-use-meridia-sibutramine (last 
visited Feb. 24, 2020), “... Abbott has agreed to voluntarily stop marketing of Meridia in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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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本文繪製。 

圖1 丙戊酸、雷帕黴素、麻黃鹼及安非他命 

在上述麻黃鹼與安非他命的例子中，因其結構十分相近，吾人可能產生一些疑

問，例如：一、麻黃鹼與安非他命是否具有相同的起源呢？即，合成麻黃鹼與安非

他命是否有共同的先導化合物；二、是先有麻黃鹼還是先有安非他命呢？三、先出

現者是否可以用來合成後出現者呢？即，麻黃鹼是否可以合成安非他命，或是安非

他命是否可以合成麻黃鹼。 

以上所提疑問的解答為一、麻黃鹼為中藥植物麻黃中主要的療效成分，其由麻

黃可分離而得；而安非他命不存在於自然界中，須要化學合成獲得，因此，麻黃鹼

與安非他命不具有相同的起源。二、因為麻黃鹼由植物麻黃分離而來，而自古中醫

已知麻黃可以祛風寒、解表，許多中藥固有成方中皆含麻黃，例如：麻黃湯、葛根

湯、麻杏甘石湯、麻黃附子細辛湯8等，故先有麻黃（麻黃鹼）而後有安非他命。

三、麻黃鹼可以用於合成安非他命，因此，社會新聞中，以購買大量感冒藥之方

式，用於製毒（安非他命）的新聞屢見不鮮。其係由於感冒藥中的成份具有偽麻黃

鹼（pseudoephedrine），為麻黃鹼之非鏡像異構物（diastereomer），即偽麻黃鹼的

                                                        
8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基準方及查詢，網址：https://dep.mohw.gov.tw/docmap/lp-866-108. 
 html，最後瀏覽日：2022年2月24日。 

Valproic acid 

Ephedrine 

Amphetamine 
Rapamy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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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與麻黃鹼的結構完全相同，僅立體中心有所差異。 

然而，當吾人不具有前述知識時，僅由麻黃鹼與安非他命的結構觀之，會覺得

兩者相似且無法知悉兩者是否可由某先導化合物來合成，或是不知麻黃鹼與安非他

命間，何者可以合成另一方。從結構看來，有人可能覺得構成安非他命所須的原子

較少，所以，一定是由安非他命來合成麻黃鹼；又有人可能覺得麻黃鹼可經由簡單

移除某些原子後，獲得安非他命。由此可見，在吾人的認知裡，會因為各種不同的

因素而充滿歧見與一定程度的偏見。 

人非聖賢，孰能無「偏見」，但於法院所為之認定與所下判決中，須盡可能地

達到公正無偏頗。因此，如何減少這種因為藥物化學結構而產生的偏見，或甚至是

去除「可以由某一結構『簡單地』來合成另一結構」這充滿事後諸葛亮的認定方

式，正須要有較客觀、公正的認定方式，故先導化合物分析法應運而生，而關於先

導化合物分析法之細節於後詳述。 

肆、十五篇美國CAFC相關判決案例 

由於美國為醫藥強國之一，且其專利相關制度更常為我國所借鏡，故其藥物化

學結構專利相關判決有一定之重要性。 

近年已有與藥物化學結構顯而易見性相關之文章兩篇9，內容皆以三篇美國聯邦

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ederal Circuits, CAFC）的訴訟案例

為主軸，雖已深入討論藥物化學結構相關議題，惟仍不免有掛一漏萬之情事。是故

本文擬以近15年涉及藥物化學結構之CAFC訴訟案例為主軸（包含前述之六篇），

全面性檢視關於藥物化學結構與其先導化合物分析法之相關議題。 

本文係藉由Westlaw法律全文資料庫，僅搜尋CAFC的訴訟案例，並以關鍵字

「 lead compound 」 、 「 lead compound analysis 」 、 「 obviousness 」 、 「 non-

obviousness」、「ANDA」之單詞或其組合作搜尋。先選出近15年相關之藥物專利侵

權判決，再審閱其內容去除完全未使用先導化合物分析法者，故剩餘者共計十五篇。 

                                                        
9 郭廷濠，特徵藥物化學結構之顯而易見性探討，專利師，2020年7月，42期，30頁；郭廷

濠，藥物結構特徵之顯而易見性探討，智慧財產權月刊，2020年8月，260期，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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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出之該十五篇皆與藥物化學結構的先導化合物分析法有關，而於後之敘

述部分，僅描述顯而易見性爭點。且進一步，本文將所選文章，按其判決結果細分

為「經過先導化合物分析法後認為非顯而易見之判決案例」、「經過先導化合物分

析法後認為顯而易見之判決案例」，及一篇較特殊之案例歸於「誤用先導化合物分

析之判決案例」中。 

由於本文所涉案件較多，選出之案件簡列於表1，以便參照。 

表1 

一、經過先導化合物分析法後認為非顯而易見之判決案例 

判決年分 案件名稱 引 註 

2006年 禮來藥廠的「Zyprexa®」案件 471 F.3d 1369 
2007年 武田藥廠的「Actos®」案件 492 F.3d 1350 
2008年 衛采藥廠的「Aciphex®」案件 533 F.3d 1353 
2009年 寶僑藥廠的「Actonel®」案件 566 F.3d 989 
2010年 第一三共藥廠的「Benicar®」案件 619 F.3d 1346 
2012年 大塚藥廠的「Abilify®」案件 678 F.3d 1280 
2012年 阿斯特捷利康藥廠的「Crestor®」結合案件 703 F.3d 511 
2014年 輝瑞藥廠的「Lyrica®」案件 555 Fed. Appx. 961 
2018年 優時比藥廠的「Vimpat®」案件 890 F.3d 1313 
2019年 RCT藥廠的「Vimpat®」案件 914 F.3d 1366 
2019年 優時比藥廠的「Toviaz®」案件 913 F.3d 1076 
2019年 賽諾菲藥廠的「Jevtana®」案件 933 F.3d 1367 

二、經過先導化合物分析法後認為顯而易見之判決案例 

判決年分 案件名稱 引 註 

2009年 阿爾塔納藥廠的「Protonix®」案件 566 F.3d 999 
2014年 必治妥施貴寶藥廠的「Baraclude®」案件 752 F.3d 967 

三、誤用先導化合物分析之判決案例 

判決年分 案件名稱 引 註 

2019年 諾華藥廠的「Afinitor®」案件 923 F.3d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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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過先導化合物分析法後認為非顯而易見之判決案例 

(一)2006年禮來（Eli Lilly）藥廠的「Zyprexa®」案件10 

1.案件事實與主要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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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來藥廠因而向地區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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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CAFC上訴。 

系爭結構為奧氮平（olanzapine，商品名為Zyprexa®）是一種抗精神病的藥物。 

 

圖片來源：本文繪製。 

圖2 奧氮平及其相關結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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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zapine Olanzapine Ethyl Olanzapine (compound 222) 

Flumezapine Ethyl Flumezap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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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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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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AFC判決簡述 

在系爭結構是否顯而易見方面，上訴人主張地區法院要求其提出教示或鼓勵以

化合物222為先導化合物之相關標準有所錯誤，且地區法院漠視(1)奧氮平與化合物

222係相近的同系物、(2)從氟甲氮平上移除氟的建議、(3)化合物222與氟甲氮平可為

奧氮平的骨架。 

CAFC審酌地區法院之事實認定，地方法院參酌先前技術後認為A.整個技術領

域皆遠離利用非屬吸引電子之取代基者的氫來取代。因為Chakrabarti文獻建議化合

物以氯取代氟時，活性會提升，但未建議使用氫可獲得相同效果，且Sullivan與

Franklin文獻（下稱「S&F文獻」）亦未建議使用氫來取代、B.未對利用氫取代給予

建議或令其顯而易見。因為美國專利4,115,574號（‘574專利）雖公開化合物222，但

整體仍偏好含鹵化合物，且先前技術整體對非鹵化合物具反向教示、C.不會選擇以

化合物222為起始，因其含氫而非鹵素、D.無足夠動機修飾化合物222上的乙基為甲

基，因鹵取代可達更佳的活性。故無法期待將成功研發的氯氮平相似化合物作改

變，即使奧氮平與化合物222為相近同系物。本案中，化合物222含氫而非氟或氯，

上訴人未提出以之作為先導化合物的原因，且‘574專利中建議利用含鹵化合物，並

指出乙基氟甲氮平特別具活性。此外，Chakrabarti文獻明確指出化合物加上氟或氯

可增加活性，其亦教示化合物222的活性低於標準化合物（氯氮平）。故上訴人未

提供必要之修飾動機、先前技術具反向教示、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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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選擇化合物222作為先導化合物進行後續研發，CAFC認為地區法院無明顯錯誤。 

上訴人復引用S&F文獻，主張可由氟甲氮平中移除氟來換成氫。然CAFC認為

該文獻未教示以氫取代氟。本案具非顯而易見之選取步驟，且先前技術未教示任何

必要修飾以獲得奧氮平。即使S&F文獻教示了上訴人陳稱的內容，但仍須將該教示

與Chakrabarti文獻的化合物相結合來完成奧氮平。CAFC指出，僅確認組合物中個別

的成分為先前技術的成分，並不表示該整體之組合顯而易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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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氟甲氮

平造成患者錐體外症候群（extrapyramidal symptoms, EPS）、升高肌酸磷酸激酶

（creatine phosphokinase, CPK）等，因此，CAFC認為有充足的證據來支持無法以

S&F文獻與Chakrabarti文獻合併來完成奧氮平，使之顯而易見。上訴人再爭執以化

合物222和氟甲氮平為骨架，已初步證明奧氮平顯而易見。CAFC認為本案具反向教

示，先前技術讓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遠離使用氟甲氮平和化合物

222。禮來藥廠已克服所有本案顯而易見之初步證明，且其更提出多種次要考量來

反駁顯而易見性。如(A)長期需要更安全、毒性更小、更有效的氯氮平類藥物、(B)

他人的失敗、(C)10年或超過10年未能找到代替氯氮平的化合物、(D)奧氮平有商業

上成功、(E)奧氮平具業界高度評價，及(F)無法預期之效果，因為奧氮平與化合物

222相比不會提高狗的膽固醇，及人體試驗中不會引起CPK上升。 

綜上，CAFC維持地區法院對系爭結構不具顯而易見性之認定。 

(二) 2007年武田（Takeda）藥廠的「Actos®」案件11 

1.案件事實與主要爭點 

系爭專利為美國專利4,687,777號（ ‘777專利）。Alphapharm與Genpharm藥廠

（以下合稱「上訴人」）向FDA申請Actos®學名藥許可之ANDA，武田藥廠因而向

地區法院提起該等藥廠之侵權訴訟，上訴人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第1、2及5項具顯

而易見性而無效，經過獨立審判後，地區法院認定系爭專利請求項有效，上訴人不

服，向CAFC上訴。 

                                                        
11 Takeda Chemical Industries, Ltd. v. Alphapharm Pty., Ltd., 492 F.3d 1350, 1350 (2007). 



藥物化學結構先導化合物分析法之研究（上） 87 

專利師︱第五十期︱2022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系爭結構為吡格列酮（pioglitazone，商品名為Actos®）是一種治療糖尿病的藥物。 

 

圖片來源：本文繪製。 

圖3 吡格列酮與化合物b 

吡格列酮的主要結構與化合物b相似，差異僅在於吡格列酮右邊結構中吡啶環

上第5位為乙基取代，而化合物b的吡啶環上第6位為甲基取代（圖3）。 

本案爭點為吡格列酮結構中吡啶環上第5位的乙基取代是否顯而易見。 

2.CAFC判決簡述 

上訴人提出三點支持系爭專利顯而易見，(1)在化合物結構相近的顯而易見性部

分，因化合物b是先前技術中 有效的抗糖尿病化合物，而地區法院錯誤認為該技

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無動機完成系爭專利之發明。(2)在是否涵蓋‘779專利申請歷

史的部分，地區法院錯誤決定先前技術的範疇與內容。(3)許多法律與事實認定及證

據規則有誤。武田藥廠回應以有強力證據支持先前技術無動機以化合物b為先導化

合物，且即便有動機，吡格列酮具改善毒性之無法預期功效，可否定顯而易見性。 

CAFC同意武田藥廠的主張，認為地區法院決定系爭專利非顯而易見上並無錯

誤。首先，先前技術與申請專利範圍間的差異上，上訴人主張法院錯誤認為系爭結

Compound b 

Pioglita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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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乙基取代非顯而易見，因有 相近的化合物b，但CAFC不認同，並指出法院已

完整建構如何考量化合物結構相近之顯而易見性，當結構相似時，須藉由文獻或其

他證據的組合，建立顯而易見性之初步證明，證明有理由或動機來完成系爭化合

物。另外，結構相近顯而易見性之初步證明是需要有足夠的證據來證明結構改變的。 

CAFC認為上訴人未證明前述部分。上訴人爭議先前技術已可使該技術領域中

具通常知識者選擇化合物b為先導化合物，並改善其活性來獲得更佳的化合物，該

技 術 領 域 中 具 通 常 知 識 者 會 執 行 兩 種 顯 而 易 見 的 改 變 ， (1) 同 系 化 作 用

（homologation），如取代甲基為乙基，可完成具第6位乙基的化合物。(2)繞環修飾

（ring-walking），將乙基移動至其他位置（第5位）可達成吡格列酮。但地區法院

認為不會選擇化合物b為先導化合物，首先，美國專利4,287,200號（‘200專利）中特

別指出含化合物b之54種化合物，但未揭露實驗數據與測試結果。在‘200專利的申請

歷史中，所揭露含化合物b之9種特別化合物的實驗結果，是為了回覆核駁審定，使

審查人員認為該專利化合物優於已知化合物。地區法院在‘200專利或申請歷史中，

未發現任何對於該9種有較佳抗糖尿病之化合物作進一步修飾改善其特性的建議。 

再來，地區法院考量Sodha論文，該論文中揭露化合物b但未包含吡格列酮，且

其揭露3種 為偏好的化合物，化合物b則被剔除，因為有增加體重與棕色脂肪重的

疑慮。地區法院亦考量美國專利4,444,779號（‘779專利），發現申請歷史中有初步

修正（說明雜環取代化合物較為重要，特別是化合物b），惟整體先前技術並不會

選擇化合物b為先導化合物來治療糖尿病，因為‘779專利申請歷史中雖提及化合物b

重要，但Sodha論文的揭露已否定了任何選擇化合物b的建議。Sodha論文中，該3種

特別化合物應為糖尿病藥物 佳的起點，由於糖尿病屬於慢性病，患者要長期治

療，研究者不會選擇具不良效果者為先導化合物，尤其是增加體重與棕色脂肪重。

故地區法院認定無建議選擇化合物b作先導化合物之 佳候選者來研究抗糖尿病。

上訴人的證人亦證實法院的結論，其承認Sodha論文中，並無建議選擇化合物b，且

化合物b有不良副作用，因此，不適合作糖尿病藥物候選者。上訴人的專家也同意

該副作用是不被接受的。上訴人的另一證人說明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會選擇

Sodha論文中的3個化合物作為先導化合物繼續研究，而非化合物b。武田藥廠的證

人說明在Sodha論文發表時，已知肥胖會導致胰島素阻抗與第二型糖尿病，因此，

Sodha論文對於化合物b具反向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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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C不同意上訴人以KSR案件12、Pfizer案件13來支持其論點，因該兩案件不適

用本案。(A)相較於KSR案件，本案中無清楚治療糖尿病的解決方案，先前技術揭露

許多化合物可供選擇，任何之一皆可被選為先導化合物來進一步研究，更甚者，化

合物b表現不良特性，故不會選擇此化合物。因此，由證據顯示本案並非顯而易見

嘗試。(B)相較於Pfizer案件，本案中先前技術無法減縮到使用化合物b為先導化合

物，相反的，Sodha論文中有超過90種化合物（未揭露毒性或副作用）可選擇來繼

續研究。因此，CAFC認為在事實的認定上地區法院無明顯錯誤且證據可支持其認

定。 

因上訴人未能證明選擇化合物b為先導化合物，CAFC拒絕其所陳稱之地區法院

錯誤運用化合物顯而易見性相關之法律，即使上訴人建立了初步證明，其仍無法克

服後續的修飾問題，因先前技術中無建議對化合物b作特別修飾，以完成系爭專利

化合物。地區法院發現a.修飾先導化合物於發明當時非常規，且上訴人的證人指出

會嘗試以氯、鹵化物或其他的取代，而非僅甲基修飾。b.未發現合理期待於化合物b

加入甲基來減少或移除毒性，因Sodha論文揭露的測試結果，同系化反應不能減少

不良副作用，且有少數化合物（如化合物99）表現出較化合物b相同或更佳的效

果，上訴人專家同意武田藥廠專家，於Sodha論文中多種取代下，其生物活性不可

預期，由‘200專利與‘779專利中亦無法建議藉由同系化反應合理期待完成系爭專

利。c.繞環修飾部分，地區法院發現無合理期待藉由改變取代位置來達成功效，雖

然上訴人專家指出繞環修飾已為武田藥廠所知悉，但該證詞未能支持具合理期待藉

由化學改變來使化合物更有效或更少的毒性。CAFC亦認為上訴人所仰賴的其他案

件不足以反駁顯而易見，吡格列酮具有無法預期的特性、不具統計上顯著的毒性，

但化合物b具肝臟、心臟及紅血球等毒性，因此，無合理期待藉由化合物b來完成吡

                                                        
12 KSR Intern. Co. v. Teleflex Inc., 550 U.S. 398, 421, 127 S.Ct. 1727, 167 L.Ed. 2d 705 (2007). 法

院指出「當存在有設計需求或市場壓力來解決問題與僅存在有限數量的解決方案時，該技術

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於其技術水平有較佳的理由去嘗試已知方案。於此情況下，組合為顯而

易見的嘗試，並於第103條之規定下屬於顯而易見的。」 
13 Pfizer, Inc. v. Apotex, Inc., 480 F.3d 1348 (2007). 在該案件中，法院認定系爭請求項涵蓋氨氯

地平（Amlodipine）之苯磺酸（besylate）鹽被認為顯而易見。先前技術已揭露一些藥劑上

可接受之陰離子可作為藥劑之酸鹽，其他先前技術亦揭露苯磺酸之化學特性。該案之結論基

於具體的事證，先前技術已提供充足動機來縮減53種藥劑上可接受之陰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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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酮，故CAFC認為在無法預期的結果上地區法院無明顯錯誤。  

上訴人指出武田藥廠於‘779專利申請歷史中具合理期待改變化合物b來減少毒

性，CAFC認為此僅指出該改變可達成相同效果，但不代表可減少毒性。CAFC不同

意上訴人主張甲基替代為乙基，並由第6位移動至第5位可增加減少毒性，地區法院

已適當考量先前技術的教示並做出具說服性的決定，該決定無任何錯誤，該技術領

域中具通常知識者不會嘗試同系化反應及繞環修飾改變化合物b來合成系爭專利化

合物。上訴人無法證明化合物b可被選為先導化合物，即使可以，其亦無法證明有

理由藉由必要修飾來完成系爭專利化合物。 

先前技術之範疇與內容中，上訴人爭議地區法院認定有誤，因地區法院排除

‘779專利的申請歷史並做出不易由公開技術中得知的錯誤結論，CAFC認為地區法

院已詳盡考量‘779專利的申請歷史。上訴人選定化合物b為先導化合物來支持其論點

時，地區法院已詳盡的考量關鍵部分，即於‘779專利申請歷史中曾初步修正，故以

此拒絕上訴人主張化合物b已被選為先導化合物，於審酌整體先前技術後認為先前

技術指出武田藥廠為多面向積極研究，非限縮到只專注於化合物b。CAFC認為地區

法院在顯而易見性分析上對於‘779專利申請歷史的部分已適當考量其重要性。 

終，CAFC維持地區法院對於系爭專利請求項第1、2及5項非顯而易見且有效

之決定。 

(三) 2008年衛采（Eisai）藥廠的「Aciphex®」案件14 

1.案件事實與主要爭點 

系爭專利為美國專利5,045,552號（‘552專利）。Dr. Reddy’s Laboratories及Teva

等學名藥廠（以下合稱「上訴人」）向FDA申請Aciphex®學名藥許可之ANDA，衛

采藥廠因而向地區法院提起該等藥廠的侵權訴訟，地區法院認定上訴人侵害系爭專

利，上訴人對系爭專利的有效性提起上訴。 

系爭結構為雷貝拉唑（rabeprazole，商品名為Aciphex®），屬於氫離子幫浦抑

制劑（proton pump inhibitors, PPIs），是一種胃腸潰瘍治療藥物。 

                                                        
14 Eisai Co. Ltd. v. Dr. Reddy’s Laboratories, Ltd., 533 F.3d 1353, 1353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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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本文繪製。 

圖4 核心結構、雷貝拉唑與蘭索拉唑 

具核心結構15的雷貝拉唑與蘭索拉唑（lansoprazole）結構相近，兩者差異僅在

於吡啶（pyridine）上之取代基，雷貝拉唑為甲氧丙氧基（methoxypropoxy）取代，

而蘭索拉唑為三氟乙氧基（trifluoroethoxy）取代（圖4）。 

本案爭點為雷貝拉唑結構中的甲氧丙氧基取代是否顯而易見。 

2. CAFC判決簡述 

在是否顯而易見方面，上訴人主張藉由三先前技術之組合可使系爭專利顯而易

見，分別是歐洲專利174,726號（EP‘726專利），具蘭索拉唑、美國專利4,255,431 

號（‘431專利），具奧美拉唑（omeprazole）、Brändström論文，具Brändström核心

結構。其中，奧美拉唑的結構關係與蘭索拉唑較相近，與雷貝拉唑較疏遠。而

Brändström核心結構則是奧美拉唑、蘭索拉唑、雷貝拉唑的共同結構。 

地區法院考量了一些對Teva藥廠 為有利的證據，該證據指出，在大鼠實驗

中，蘭索拉唑的抗潰瘍效力優於奧美拉唑20倍、蘭索拉唑的優勢特性，如親脂性與

                                                        
15 此處所稱的核心結構是指Brändström的核心結構（圖4），Brändström核心結構有三個部分，

一為下方之苯并咪唑（benzimidazole），二為上方之吡啶，最後為連接苯并咪唑與吡啶之甲

亞磺醯基（methylsulfinyl）。 

Rabeprazole Lansoprazole Cor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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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子量，該證據為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所認同的。在這些情況下，該技術

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會考慮將蘭索拉唑作為先導化合物，來研究抗潰瘍。 

地區法院亦考量了抗潰瘍與胃酸抑制的差異，Teva藥廠的專家證詞表示，由

EP‘726專利的胃酸分泌程度與抗潰瘍數據，蘭索拉唑是不會被考量的。但CAFC引

用KSR案件指出「任何於發明當時該領域已知或專利可解決的需求或問題，可提供

理由來結合申請專利範圍中的元件。」因此，並非是地區法院來決定（而是以所提

出的證據證明來決定）以蘭索拉唑為起始來研發新的抗潰瘍化合物，或是選擇蘭索

拉唑為顯而易見理論的支撐。在KSR案件16中， 高法院表示「當存在有設計需求

或市場壓力來解決問題與僅存在有限數量的解決方案時，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

者於其技術水平有較佳的理由去嘗試已知方案。於此情況下，組合為顯而易見的嘗

試，並於第103條之規定下屬於顯而易見的。」 

換言之，在後KSR案件中，化學化合物顯而易見的初步證明仍然起始於選擇先

導化合物的理由，而Teva藥廠未能建立實體事實問題的顯而易見性，即由其他非蘭

索拉唑之化合物為先導化合物。進一步，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無理由考慮修

飾蘭索拉唑移除其親脂性的含氟取代基。 

所以，CAFC認為地區法院已正確認定系爭專利非顯而易見。 

(四) 2009年寶僑（Procter & Gamble）藥廠的「Actonel®」案件17 

1.案件事實與主要爭點 

系爭專利為美國專利5,583,122號（ ‘122專利）。Teva學名藥廠向FDA申請

Actonel®學名藥許可之ANDA，寶僑藥廠因而向地區法院提起侵權訴訟，經過獨立

審判後，地區法院認定系爭專利非顯而易見而有效，上訴人不服，向CAFC提起上

訴。 

系爭結構為利塞膦酸鹽（risedronate，商品名為Actonel®），屬於雙磷酸鹽類

（bisphosphonates），是一種骨質疏鬆症的治療藥物。 

                                                        
16 KSR, supra note 12, at 1732.  
17 Procter & Gamble Co.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566 F.3d 989, 989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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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本文繪製。 

圖5 2-pyr EHDP與利塞膦酸鹽 

美國專利4,761,406號（‘406專利）中所揭露的結構中，以2-吡啶基依替膦酸鹽

（2-pyridyl etidronate，下稱「2-pyr EHDP」）之結構與利塞膦酸鹽 相近，差異只

在整體雙磷酸主結構是位於吡啶的第2位（2-pyr EHDP）或是第3位（利塞膦酸鹽） 

（圖5）。 

本案爭點為利塞膦酸鹽結構是否顯而易見。 

2. CAFC判決簡述 

在選擇先導化合物方面，Teva藥廠爭議‘406專利已揭露2-pyr EHDP為 可能抑

制蝕骨作用者，但地區法院不同意，其認為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不會以2-pyr 

EHDP為先導化合物來治療骨質疏鬆，CAFC認為即使假設以2-pyr EHDP為先導化合

物，但證據仍不能指出，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於系爭專利當時，修飾2-pyr 

EHDP來變成利塞膦酸鹽為顯而易見的，故CAFC說明此部分無須再討論。 

在先前技術是否能使利塞膦酸鹽顯而易見方面，地區法院須認定是否存有理由

來完成此組成，地區法院說明即使以2-pyr EHDP為先導化合物，仍無法讓利塞膦酸

鹽顯而易見，因為先前技術並無理由使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來完成利塞膦酸

鹽。 CAFC解釋本案中， 2-pyr EHDP與利塞膦酸鹽為位置異構物（ positional 

isomer），兩者吡啶上的氮在不同位置，故立體結構不同。為了成功地使利塞膦酸

鹽顯而易見，主張顯而易見之人，必須提出先前技術有建議特別的必要修飾來完成

系爭專利之發明。但地區法院認為Teva藥廠未能清楚建立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

者有動機合成或測試利塞膦酸鹽的動機，故CAFC認為地區法院的認定無明顯錯

誤。且本案中，並無可信的證據顯示結構修飾為常規性地，因此，Teva藥廠無法建

Risedronate 2-pyr EHDP 



94  

專利師︱第五十期︱2022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立系爭專利顯而易見的初步證明。 

在無法預期的結果方面，即便Teva藥廠建立了系爭專利顯而易見的初步證明，

寶僑藥廠仍提出了足夠的證據來支持系爭專利之無法預期的結果，例如利塞膦酸鹽

的效力，及其（與2-pyr EHDP相比）並無顯著毒性等。 

在次要考量（secondary considerations）方面，地區法院發現利塞膦酸鹽具有無

爭議之商業上成功，以及滿足了長期存在的需求（在1980年代中期，骨質疏鬆症被

認為是嚴重的疾病，且一直存在治療不足的問題）。Teva藥廠以有競爭藥物阿侖膦

酸鹽（alendronate）存在下，不能認為利塞膦酸鹽滿足了長期存在的需求來反駁，

但地區法院審酌兩者後，認為阿侖膦酸鹽是在系爭專利申請約10年後才製成。故在

次要考量方面，CAFC認為地區法院亦無錯誤。 

在‘406專利是否能成為本案先前技術方面，因為寶僑藥廠未能提供任何否定

‘406專利作為本案先前技術的證據，故CAFC認為地區法院以‘406專利作為本案先前

技術並無錯誤。 

綜上，CAFC維持了地區法院認定系爭專利有效的決定。 

(五) 2010年第一三共（Daiichi Sankyo）藥廠的「Benicar®」案件18 

1.案件事實與主要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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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法院提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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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CAFC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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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T®，及Azor®）是屬於血管收縮素受體拮抗劑（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s, 

ARBs）的一種降血壓藥物。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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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奧美沙坦酯及其相關化合物 

奧美沙坦酯為一前驅藥物（ prodrug ），其口服時第 5 位上之美多沙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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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與第5

位上分別為氯與羥甲基（hydroxymethyl）。而美國專利5,138,069號（‘069專利）之

實施例118與氯沙坦為位置異構物（regioisomer），差異處為第4位與第5位上分別為

羥甲基與氯。美國專利5,137,902（‘902專利）之實施例6與奧美沙坦酯僅在第4位上

取代基有一氧原子之差異（圖6）。 

本案爭點為奧美沙坦酯第4位上之親水性基團取代及其第5位上之美多沙米前驅

藥物取代基是否顯而易見。 

2. CAFC判決簡述 

Mylan藥廠提出二點質疑：(1)其未能藉由先前技術使奧美沙坦酯顯而易見，特

別是在‘902專利中的化合物係 接近之先前技術的部分、(2)不會選擇‘902專利中的6

種ARBs為先導化合物，且其中之一（實施例6）與奧美沙坦酯僅有一個氧原子的差

Losartan Example 118 Example 6 

Olmesartan medoxomil Olmesar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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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Mylan藥廠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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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與第

5位來完成奧美沙坦酯，尤其是當‘069專利已特別教示化合物有羥烷基團於第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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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其他更適合的先導化合物，故無動機選擇‘902專利中之

化合物為先導化合物、(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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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增加親脂性的特徵、

(5)先前技術對於第4位上取代具反向教示、(6)以美多沙米為前驅藥物的無法預期

性，及(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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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ylan藥廠未能建立顯而易見性的初步證明

上地區法院無明顯錯誤，尤其是Mylan藥廠未能證明有動機選擇‘902專利中之化合

物為先導化合物。即便有動機，其亦未能證明有動機修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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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lan藥廠提出的所有證據。其發現

無動機選擇‘902專利中之化合物為先導化合物，因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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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亦

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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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含其

他如結合親和力、靜脈內活性數據、選擇性數據等。 後，‘069專利中的結構活性

關係（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 SAR）數據可支持DuP 532。故CAFC認為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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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da19及Eli Lilly20二先前判例指出：「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

                                                        
19 Takeda, supra note 11, at 1357. 
20 Eli Lilly, supra note 10, at 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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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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之技術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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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先導化合物的理由不僅只仰賴結構相似，更包含其已知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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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廠再主張地區法院未遵循CAFC所建立先導化合物分析法之標準，亦即

先導化合物分析法不須確認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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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廠有所曲解，地區法院仍選

擇多種化合物為先導化合物，但僅是不選擇‘902專利中所揭露者。CAFC解釋先導

化合物分析法仍須當事人提出清楚且具說服力的證據來證明有理由選擇其所主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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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先前技術無法提供修飾‘902專利中之化

合物第4位上的親脂性基團，來完成奧美沙坦的親水性羥異丙基（hydroxyisopro-

py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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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個較具活性之化合物中有27個在第4位具有

親脂性基團），將結構擴大後亦是如此（與氯沙坦之聯苯四唑結構相關的42個化合

物中有36個在第4位具有親脂性基團），故‘069專利中大量教示了第4位上具親脂性

的化合物。三種關於‘069專利中之化合物的次系列分析也證實對第4位上親脂性基團

的偏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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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第5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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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具有親脂性基團者與第4位上具有親水性基團者相比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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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結合力，例如兩化合物於第4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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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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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具親水性之羥甲基。其主張實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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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已詳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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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具親水性基團

的四個化合物之一者，且僅為第4位上有非親脂性基團的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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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中之化合物的部分，其內容揭露

於第4位上利用更具親脂性之烷基來改善氯沙坦，此內容拒絕了獲得奧美沙坦酯的

可能。CAFC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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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有動機以親水性羥烷基修飾‘902專利中之化合物的第4位來獲得系爭化合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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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Mylan藥廠未能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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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2012年大塚（Otsuka）藥廠的「Abilify®」案件21 

1.案件事實與主要爭點 

系爭專利為美國專利5,006,528號（ ‘528專利）。Sandoz、Apotex、Teva，及

Barr等學名藥廠（以下合稱「上訴人」）向FDA申請Abilify®學名藥許可之ANDA，

大塚藥廠因而向地區法院提起該等藥廠侵害系爭專利請求項第12、17，及23項的侵

權訴訟，上訴人承認其ANDA文義侵權，但反訴系爭專利請求項具顯而易見性及為

顯而易見型重複專利而無效，經過獨立審判後，地區法院認定系爭專利請求項有

效，上訴人不服，向CAFC上訴。 

系爭結構為阿立哌唑（aripiprazole，商品名為Abilify®）是一種非典型抗精神病

藥物。 

 

圖片來源：本文繪製。 

圖7 阿立哌唑、未取代丁氧基、2,3-二氯丙氧基與OPC-4392 

                                                        
21 Otsuka Pharmaceutical Co., Ltd. v. Sandoz, Inc., 678 F.3d 1280,1280 (2012). 

Aripiprazole 2,3-dichloro propoxy 

unsubstituted butoxy OPC-4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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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立哌唑由左至右的主要結構分別為二氯取代之苯環、哌口井（piperazine）、

丁氧基（butoxy）連結與2-羥喹啉（carbostyril）。未取代丁氧基（unsubstituted 

butoxy）、2,3-二氯丙氧基（2,3-dichloropropoxy）與OPC-4392的結構與阿立哌唑相

似，差異僅在於未取代丁氧基左側的苯環未被取代基取代、2,3–二氯丙氧基的連結

處為丙氧基而非丁氧基，及OPC-4392左側的苯環為二甲基取代，右側2-羥喹啉有一

雙鍵（圖7）。 

本案爭點為阿立哌唑之二氯取代、丁氧基連結、喹啉無雙鍵結構是否顯而易

見。 

2. CAFC判決簡述 

首先，系爭專利是否顯而易見的部分，上訴人主張阿立哌唑已因為先前技術揭

露而顯而易見、先導化合物分析法的運用過於僵化與違反KSR案件，地區法院錯誤

認為只有 顯而易見的選項可作為先導化合物。上訴人指出未取代丁氧基、2,3-二

氯丙氧基及OPC-4392已知具有抗精神病活性，可顯而易見的利用化學修飾來完成阿

立哌唑，且阿立哌唑的特性及次要考量不足以使阿立哌唑非顯而易見。 

雖然上訴人主張地區法院錯誤運用先導化合物分析法作為部分Graham要件之決

定，但CAFC反對並說明新穎化合物可能由理論想法所誕生，而非嘗試改善先前技

術之化合物而來，本案雙方當事人爭議聚焦於選擇與修飾特定先前技術化合物，並

設計作為先導化合物。過往判例指出新穎化學化合物能否藉由先前技術化合物來建

立顯而易見性初步證明須兩步驟。(1)決定該技術領域之化學家是否會選擇該先前技

術之化合物作為先導化合物或進一步研究的起始點。(2)決定先前技術是否提供該技

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理由或動機修飾該先導化合物來合理期待完成系爭專利之化

合物。 

在(1)決定是否會選擇該先前技術化合物為先導化合物的部分，是藉由化合物相

關特性的證據來引導分析，該特性可能包括正向特性、負向特性、及其他證據之相

關特性。當先前技術無法提供理由或動機時，僅先前技術化合物與系爭專利化合物

間結構相近，並不足以作為先導化合物的選擇。 

在(2)分析是否提供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理由或動機修飾該先導化合物來

合理期待完成系爭專利化合物的部分，該理由或動機修飾該先導化合物可由各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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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並不須先前技術中非常明確地指出。相關特性亦引導此分析，例如先導化合物

擁有顯著有用的特性使化學家有動機來完成結構相似化合物。藉由全部先前技術，

若足以顯示系爭專利與先前技術化合物有非常多相關性可合理期待完成，則新穎化

合物將被認為與以往化合物具相同特性。 

在上訴人所提出之先前技術中，是否能建立本案之顯而易見性之初步證明，

CAFC認為地區法院無明顯錯誤，更甚者，其已經以 顯而易見的選擇作為先導化

合物，其總結考量作為先導化合物者係氯氫平與瑞斯派瑞酮（risperidone），此兩

化合物為發明人研究當時僅有可能的抗精神病化合物，因此為已知、顯而易見的先

導化合物，其結構會被考量修飾來獲得抗精神病化合物。當時市場上並無2-羥喹啉

化合物作為抗精神病藥物，或公眾已知具有潛在抗精神病活性且少副作用者。2-羥

喹啉不是合理的先導化合物，故地區法院無明顯錯誤。 

至於先導化合物的部分，CAFC認為地區法院已仔細考量各化合物，並清楚的

拒絕選擇這些化合物作為抗精神病藥物進一步的研究。 

在未取代丁氧基方面，先前技術美國專利4,734,416號（‘416專利）與Nakagawa

聲明揭露未取代丁氧基。上訴人主張地區法院錯誤認為不會選擇未取代丁氧基作為

抗精神病藥物的先導化合物，但CAFC不認同，並指出地區法院注意到‘416專利明

確揭露未取代丁氧基具有抗組織胺的功效，此揭露清楚的主導‘416專利中的化合

物。精神病藥物專家解釋無法由‘416專利羅列的清單（laundry list）中知悉該專利

中的2-羥喹啉衍生物具有潛在的抗精神病效果。Nakagawa聲明亦不能支持上訴人的

主張，其揭露小鼠跳躍行為的資料可否作為潛在抗精神病藥物的活性，須考量全部

的內容，地區法院認為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會被 具潛力的化合物吸引，而

選為先導化合物作為研發，Nakagawa聲明中揭露之9種2-羥喹啉衍生物，以化合物

44 引人注意，故被認為教示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選擇化合物44為先導化合

物。因此，無論‘416專利或Nakagawa聲明皆不能使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選擇

未取代丁氧基作為先導化合物來研究。 

在2,3-二氯丙氧基方面，上訴人主張地區法院錯誤認為瑞典專利公開案434,945

號（SE‘945專利）無法使阿立哌唑顯而易見，對此CAFC不認同。地區法院正確認

定SE‘945專利所列之2,3-二氯丙氧基僅為數百種之一可用於控制中樞神經系統活性

者，且未能有意義的建議2,3-二氯丙氧基具抗精神病活性。故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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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者不會選擇2,3-二氯丙氧基為先導化合物作為抗精神病藥物來研究。 

在OPC-4392方面，上訴人爭議地區法院錯誤拒絕OPC-4392為先導化合物，並

仰賴Murasaki論文1揭露OPC-4392為抗精神病藥物。CAFC考量Murasaki論文1教示

OPC-4392之抗精神病反應並不強，且合併其他先前技術OPC-4392的效果只使用於

精神分裂症的負向症狀，會被認為其無法治療正向症狀，且上訴人的證人指出OPC-

4392缺乏作為抗精神病藥物的組成。更甚者，Murasaki論文1教示OPC-4392的活化

反應過於激烈，患者可能會發生妄想（delusion）與幻覺（hallucination），其他先

前技術Murasaki論文則指出OPC-4392在低劑量時會有嚴重副作用。藉由前述證據，

OPC-4392不能被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選擇作為先導化合物繼續研究並無錯

誤。即便選擇OPC-4392為先導化合物，上訴人仍未能證明先前技術會引導相關修

飾，將OPC-4392合成阿立哌唑，因為修飾步驟包含(1)修飾2-羥喹啉的部分、(2)將

丙氧基連結換成丁氧基連結、及(3)置換二甲基取代為二氯取代。上訴時，上訴人大

量仰賴發明人與大塚藥廠的研發成果，企圖證明阿立哌唑為顯而易見，CAFC認為

上訴人的主張無法反駁地區法院的認定，且發明人自己的研發軌跡，無法作為顯而

易見性的結論，此為後見之明。因此，上訴人未能藉由清楚且具說服力的證據證明

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會修飾OPC-4392來增加抗精神病活性。 

CAFC認為地區法院已仔細分析，而上訴人未能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第12項顯

而易見，而上訴人爭議之其他依附於第12項者（第17及23項）無須再進一步分析，

以及無需進一步探究次要考量。 

終，CAFC維持地區法院對於系爭專利有效的認定。 

(七) 2012年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藥廠的「Crestor®」結合案件22 

1.案件事實與主要爭點 

系爭專利為美國重新領證專利37,314號（ ‘314專利）。Aurobindo、Apotex、

Cobalt、Sun、Teva與Sandoz等學名藥廠（以下合稱「上訴人」）向 FDA申請

Crestor®之ANDA，阿斯特捷利康藥廠因而對上訴人提起侵權訴訟，訴訟提起後合

                                                        
22 In re Rosuvastatin Calcium Patent Litigation., 703 F.3d 511, 5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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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地區法院認定系爭專利有效、可實施，及上訴人侵權，上訴人不服，向CAFC

上訴。 

系爭結構為羅舒伐他汀（rosuvastatin，商品名為Crestor®），屬於一種他汀類

（statins）之降血脂藥物。 

 
圖片來源：本文繪製。 

圖8 化合物1b與羅舒伐他汀 

化合物1b與羅舒伐他汀結構相近，兩者差異僅在於嘧啶（pyrimidine）第2位上

之胺取代基，化合物1b為兩個甲基取代，而羅舒伐他汀為一個甲基與一個甲磺醯基

（methylsulfonyl）取代（圖8）。 

本案爭點為羅舒伐他汀於嘧啶第2位上甲磺醯基之取代是否顯而易見。 

2. CAFC判決簡述 

在系爭專利之有效性方面，於地區法院時，上訴人主張系爭專利顯而易見，並

指出歐洲專利公開案0,367,895號（EP‘895專利）中的化合物1b為好的先導化合物，

利於後續研發，且選擇化合物1b作為先導化合物後，改變甲基為甲磺醯基為顯而易

見的，因為此改變可使化合物更具親水性。上訴人復指出先前技術教示肝臟選擇性

之他汀類藥物可能有較低之不良副作用，且親水性他汀類藥物更具肝臟選擇性。因

Compound 1b Rosuvasta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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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有動機修飾化合物1b，使之更具親水性，且考量其

他位置與他汀類藥物的活性相關，於嘧啶的第2位上作修飾較符合邏輯。進一步，

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會考量有限數量之較常見的取代基，包含磺醯基，其可

在嘧啶的第2位上增加親水性，另外，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能預料到此種改

變能降低副作用。 

阿斯特捷利康藥廠則指出化合物1b揭露有不可預期的增加毒性，因此，其不適

合作為先導化合物，且EP‘895專利中的化合物11具有更佳的生體外（in vitro）效

力。阿斯特捷利康藥廠復指出，於當時更傾向於嘧啶的第2位上作親脂性取代基修

飾以增加他汀類藥物的效力。阿斯特捷利康藥廠主張先前技術並沒有提供羅舒伐他

汀具不可預期之較佳特性的建議，因此，羅舒伐他汀具無法預期之功效。阿斯特捷

利康藥廠所著重之該不可預期性與他汀類藥物的研發過程有關，例如具吡咯

（pyrrole）結構之所有他汀類藥物與其他具嘧啶相關之結構皆表現出毒性副作用，

且至少有五間藥廠放棄以嘧啶為核心之他汀類藥物的研發，因此，當時普遍相信不

會以具嘧啶結構之他汀類藥物作為先導來改善化合物。阿斯特捷利康藥廠再指出無

相關文獻或文獻之結合可知羅舒伐他汀具有較佳的特性。 

CAFC認為地區法院運用正確的標準來審酌本案，即主張專利無效之人須負擔

舉證責任，其須提出清楚且具說服力之證據，以證明系爭專利之發明為該技術領域

中具通常知識者所顯而易見的。地區法院審酌了上訴人所主張之以有限數量之磺醯

基修飾嘧啶的第2位來解決他汀類藥物現存之問題，因而使羅舒伐他汀及其特性顯

而易見的部分，地區法院認為該部分並非屬於顯而易見的情況，而係屬顯而易見的

嘗試（obvious to try）。地區法院總結地認為上訴人並未揭露選擇化合物1b為先導

化合物或以特別的磺醯基修飾化合物1b之動機需求。 

CAFC認為於當時對具嘧啶結構之他汀類藥物有所疑慮、其他藥廠已放棄此類

結構的相關事實、及先前技術教示於嘧啶第2位偏好親脂性，而非親水性的證據

等，已否定了該顯而易見的嘗試。 

綜上，CAFC維持地區法院對系爭專利有效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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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2014年輝瑞（Pfizer）藥廠的「Lyrica®」案件23 

1.案件事實與主要爭點 

系爭專利為美國專利6,197,819號（‘819專利）。Teva、Lupin、Mylan等學名藥

廠（以下合稱「上訴人」）向FDA申請Lyrica®之ANDA，輝瑞藥廠因而向地區法院

提起侵權訴訟，地區法院認定上訴人侵權及系爭專利有效，上訴人不服，向CAFC

上訴。 

系爭結構為普瑞巴林（pregabalin，商品名為Lyrica®），屬於一種γ-胺基丁酸

（γ-aminobutyric acid, GABA）類似物之抗癲癇藥物。 

 
圖片來源：本文繪製。 

圖9 3-異丁基GABA、3-異丙基GABA、普瑞巴林與加巴噴丁 

3-異丁基GABA（3-isobutyl GABA）與普瑞巴林兩者結構一樣，差異僅在於普

瑞巴林為3-異丁基GABA的S組態鏡像異構物（enantiomer）。 

                                                        
23 Pfizer Inc.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555 Fed. Appx. 961,961 (2014). 

3-isobutyl GABA 3-isopropyl GABA

pregabalin Gabapen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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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異丙基GABA（3-isopropyl GABA）、加巴噴丁（gabapentin）與3-異丁基

GABA的差異是第3位上的取代基不同，依序為異丙基、環己烷（cyclohexane）與異

丁基（圖9）。 

本案爭點為S組態的普瑞巴林是否顯而易見。 

2. CAFC判決簡述 

在是否顯而易見性方面，上訴人主張地區法院錯誤認定(1)美國專利4,322,440 

號（Fish專利）、美國專利5,051,448號（Shashoua專利），及Colonge論文未教示3-

異丙基GABA或其他同系物具有抗癲癇活性。(2)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無法由

結構相似的3-異丙基GABA期待3-異丁基GABA有抗癲癇活性。(3)具抗癲癇活性的

加巴噴丁無法提供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動機來嘗試其他烷基取代修飾該第3

位。 

在選擇先導化合物方面，地區法院認為上訴人未指出任何先前技術指示烷基取

代之GABA會改善抗癲癇的治療。CAFC同意此認定，在證據中，無論加巴噴丁或3-

異丙基GABA都未被選為先導化合物，至多只能認定加巴噴丁與3-異丙基GABA是

同時被測試抗癲癇效果。再者，也未有證據證明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有動機

修飾加巴噴丁做進一步的抗癲癇研究，上訴人僅一直強調，由於加巴噴丁與普瑞巴

林的結構近似，故加巴噴丁為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必然的選擇。 

上訴人主張Fish專利、Shashoua專利，及Colonge論文揭露之3-異丙基GABA可

提供第3位修飾的相關指示。但地區法院認為，上訴人漏未先證明3-異丙基GABA何

以被選為先導化合物來進行後續抗癲癇研究，因為Fish專利、Shashoua專利、及

Colonge論文中皆未指出3-異丙基GABA為 有可能被改良抗癲癇活性之化合物。因

此，CAFC認為地區法院在先前技術未教示3-異丙基GABA或其他同系物具有抗癲癇

活性的認定無明顯錯誤。 

除了未能證明選擇先導化合物的部分外，上訴人亦未證明先前技術教示該技術

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利用低碳數烷基取代基（包含異丁基）來修飾第3位。Fish專

利、Shashoua專利、及Colonge論文中雖有述及異丁基，但卻未能提供任何指引，使

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以異丁基來取代第3位，而不採用其他的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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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C認為地區法院在上訴人未能證明3-異丙基GABA可被選為先導化合物，或

未能提出使該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修飾第3位的必要教示，來提升抗癲癇活

性，此兩部分的認定無明顯錯誤。 

綜上，CAFC維持地區法院對於系爭專利有效的認定。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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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專欄  

真正申請專利權人向冒認專利

權人取回專利權後行使權利之

法定限制 
—— 以智慧局函送行政院版專利法草案 

第59條為中心 

彭國洋* 

壹、前 言 

按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就專利歸屬權爭議得向冒認專利申請人或冒認專利權人提

起民事訴訟1或提出舉發申請2，以取回其專利申請權和（或）專利權，此亦經最高

法院作成判決肯認之3。至於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以變更權利人之名義取回之專利權是

                                                        
DOI：10.53106/221845622022070050006 
收稿日：2022年5月27日 
* 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律師／專利師。 
1 參見司法院101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民事訴訟類相關議題」提案及研討結果第5

號、102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民事訴訟類相關議題」提案及研討結果第2號。 
2 參見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第2項及第35條第1項之規定；彭國洋，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請

求返還冒充專利申請案之所有權和專利權的民事救濟方法，專利師，2016年7月，26期，70
頁。 

3 參見彭國洋，同前註，52-54頁所述各案件之最高法院判決。但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

2155號民事判決對於真正專利權人如何能提起民事訴訟，或有質疑。相關評釋請參考彭國

洋，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應如何取回他人冒認提出的專利申請案之所有權或專利權──評最高



真正申請專利權人向冒認專利權人取回專利權後行使權利之法定限制 109 

專利師︱第五十期︱2022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否具有溯及效力，而得向冒認專利權人本人或其後手主張其等在起訴（或舉發）前

或專利權移轉登記前之實施或準備行為的侵權責任之問題，實務上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認為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取回之專利權不具溯及效4，但此見解顯與現行專利法第59

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不符。 

根據現行專利法第5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非專利申請權人所得專利權，因專

利權人舉發而撤銷時，其被授權人在舉發前，以善意在國內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

備者，為發明專利權之效力所不及。同條第3項復規定，冒認專利權之善意被授權

人，因該專利權經舉發而撤銷之後，仍實施時，於收到專利權人書面通知之日起，

應支付專利權人合理之權利金。由此觀之，善意被授權人於舉發前已為實施或準備

行為者，就真正專利權人取回之專利權，因本條第3項之規定，不待真正專利權人

之意，自動取得法定有償的非專屬授權。除其非專屬授權究竟始於舉發時、專利權

移轉登記時、或經書面通知時之爭議外，真正專利權人若要向冒認專利權人本人或

其後手主張權利者，冒認專利權人本人或其後手是否善意不知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

而應由何人最終負責之問題，值得討論。 

再者，智慧財產局於今（2022）年4月26日公告之專利法草案4月19日函送行政

院版第59條中，擬刪除現行專利法第59條第1項第5款和第3項之規定，是否妥適，

非無爭議。本文認為，在將來專利法改採對審制，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專屬民事訴

訟管轄後，現行專利法第59條關於真正申請專利權人向冒認專利權人取回專利權後

行使權利之法定限制的規定，若貿然刪除之，則專利法就善意第三人的保護規範密

度不足之問題將益加嚴重。 

貳、冒認專利權人之善意被授權人的法定實施權的 
立法沿革 

真正專利權人提起舉發撤銷冒認專利權並取回專利權後，對於冒認專利權之善

                                                                                                                                                        
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155號民事判決，TIPA智財評論月刊，2021年10月25日，網址：

https://www.tipa.org.tw/tc/monthly_detial465.htm，最後瀏覽日：2022年5月13日。 
4 參見彭國洋，註2文，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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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被授權人的權利行使受有法定限制，此於現行專利法第59條第1項第5款已有規

範。本條項款於立法之初至今已有多次修正如次。 

一、1944年至1994年間專利法之規定 

本條項款於1944年立法之初5至1994年修正以前的51年期間係規定為，「其實施

權人在舉發前，以善意在國內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6」，其中有學說認為「實

施權人」可以包含受讓人、被授權人、得到同意實施的再發明人等，其內涵大於現

行法的「被授權人」7。1994年專利法第57條（即現行法第59條）修正，將「實施權

人」改以「被授權人」，理由為「實施權人」文字比較含糊，解釋上包含特許實施

權人或意定實施權人8。此種在專利申請後及權利變更前發生的事實而產生的權利，

在日本法上稱為中用權9。 

二、1997年修正後專利法之規定 

1997年專利法第57條修正，增訂第3項：「第一項第五款之被授權人，因該專

利權經舉發而撤銷之後，仍實施時，於收到專利權人書面通知之日起，應支付專利

權人合理之權利金。」本項所稱「收到專利權人書面通知之日」究竟係位於舉發

前？舉發後？取回專利權之日前？還是取回專利權之日後？尚非明確。換言之，真

正專利權人何時有權得向善意被授權人進行書面通知，令其知悉專利權歸屬變動之

事實，以阻斷其後續善意之認定10，本項所稱「收到專利權人書面通知之日」似指

                                                        
5 參見我國於1944年公告之專利法第43條第1項第5款：「非專利呈請權人所得專利權，以專利

權人舉發而撤銷時，其實施權人在舉發前，以善意在國內使用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發

明專利權之效力不適用之。其立法目的係為保護善意之實施人（現行法改稱被授權人）而

設，參見秦宏濟，專利制度概論，1945年，84頁。 
6 參見1944年專利法第43條、1979年專利法第43條。 
7 參見李茂堂，專利法實務，1997年，144頁。 
8 參見中央標準局陳佐鎮副局長的發言，委員會紀錄，立法院公報，82卷49期，1993年7月10

日，255頁。 
9 參見日本特許法第79條之2的規定；青山紘一著，聶寧樂譯，日本專利法概論，2014年，39

頁。 
10 參見中央標準局陳明邦局長的發言，委員會紀錄，立法院公報，86卷7期，2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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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專利權人取回專利權之日後。 

惟依其立法理由11所稱「非專利申請權人所得專利權，因舉發而撤銷時，其被

授權人在舉發前在國內使用或已完成必須準備之善意行為，依第一項第五款雖為專

利權效力所不及……被授權人於專利權人書面通知後，仍應支付合理之權利金，否

則應負債務不履行之責……」仍不明所以。蓋真正專利權人取回專利權之日後，以

書面通知善意被授權人專利權歸屬變動之事實，並向其主張專利權者，被授權人向

真正專利權人支付通知日後所生合理之權利金，本屬當然之理，若有違反者，本屬

專利侵權行為而應負賠償責任；若兩者間於通知日後有授權契約之約定，被授權人

自應負違約責任。惟上開立法理由所稱被授權人於專利權人書面通知後，若未支付

合理之權利金者，「應負債務不履行之責」，究竟指雙方事後另有訂約，或是雙方

於通知後即自動具有法定的授權契約權義關係，非無疑義。 

至於被授權人於舉發前以善意實施或為必要之準備行為至收到真正專利權人書

面通知之日12的期間，善意被授權人當已支付冒認專利權人相當之權利金或其他對

價，其於收到真正專利權人書面通知之日後，就該過去的期間是否仍須向真正專利

權人支付合理之權利金，並不明確。 

查本條於1997年3月6日經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審議時，有立委對於行政院院會送

審的草案條文「第一項第五款之被授權人於收到專利權人書面通知之日起，應支付

專利權人合理之權利金。」認為語意不明，有認為「收到專利權人書面通知之日」

應指舉發前，而善意被授權人於收到通知之日至舉發成功的期間，應該支付權利

金13；有認為「收到專利權人書面通知之日」似應指舉發之後，而舉發之前者，皆

既往不咎14。 

嗣後中央標準局陳佐鎮局長建議酌修草案條文為「第一項第五款之被授權人，

                                                        
11 其增訂理由為：「蓋非專利申請權人所得專利權，因舉發而撤銷時，其被授權人在舉發前在

國內使用或已完成必須準備之善意行為，依第一項第五款雖為專利權效力所不及，惟基於與

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第三十條保護專利權人權益之精神，並參酌日、韓等國之相關法

例，被授權人於專利權人書面通知後，仍應支付合理之權利金，否則應負債務不履行之責，

爰予明定。」 
12 在書面通知前，真正專利權或已取得專利權登記，但被授權人未必明知或可得而知。 
13 參見張晉城委員的發言，委員會紀錄，立法院公報，86卷7期，255頁。 
14 參見柯建銘委員的發言，委員會紀錄，立法院公報，86卷7期，2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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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非專利申請權人所得專利權被舉發成立而撤銷，並依第三十五條申請取得專利

權後收到專利權人書面通知之日起，應支付專利權人合理之權利金。」有立委認為

善意被授權人於舉發後應可知其行為已屬侵權行為，而應付出代價，是本項之新增

並無必要15。最後依照立委之建議修正草案條文並通過上述公布之條文「第一項第

五款之被授權人，因該專利權經舉發而撤銷之後，仍實施時，於收到專利權人書面

通知之日起，應支付專利權人合理之權利金。」依此條文，則「收到專利權人書面

通知之日」必然位於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取回專利之日後，而善意被授權人經此通知

後，必已知悉專利權之歸屬已有變動，其向真正專利權人支付合理之權利金，本屬

當然之事。是以，本項是否有增訂之必要，容非無疑。 

按本條係規範專利權之效力不及之事由，即此等事由因阻卻構成要件或阻卻違

法性而不構成專利權之侵害。而若認為本條第1項第5款之事由不構成專利權之侵

害，則善意被授權人應無就其於「舉發前」之實施或準備行為，嗣後向真正專利權

人支付權利金之必要。蓋既然認定其於「舉發前」之實施或準備行為，尚且屬善意

之行為而不構成專利權之侵害，自無就舉發前之實施或準備行為嗣後向真正專利權

人支付權利金之理。 

至於被授權人就其於「舉發後」或「專利登記後」之實施或準備行為，是否應

向真正專利權人支付權利金，則應討論此時被授權人是否仍屬善意之問題。若被授

權人於「專利登記後」方為實施或準備行為，難屬善意，蓋被授權人難以推說不

知。被授權人於「舉發後」和「專利登記前」實施或準備行為，是否屬善意，則屬

立法政策上善意第三人的過失程度是否應考量以及如何衡量的問題。 

有認為依本條項款之規範，真正專利權人取回的專利權之效力不及於善意被授

權人的時點設於舉發時，似嫌過早，因真正權利人是否提起舉發，被授權人未必知

情；且即使知情，舉發人與被舉發人間各說各話，被授權人應信賴何者之主張，非

無疑義16。惟本文認為，被授權人之行為是否具有善意，當思及其是否明知或可得

而知17其取得授權之專利權有歸屬爭議。所以，雖然授權人未必會告知被授權人專

                                                        
15 參見柯建銘委員的發言，委員會紀錄，立法院公報，86卷7期，257頁。 
16 參見楊崇森，專利法之理論與應用，2003年，334-335頁。 
17 參照民法第92條、第95條、第247條之規定，一般以抽象輕過失為準；若善意保護涉及交易

安全問題，有特別加強保護第三人之必要，而應以重大過失為準，參見民法第928條、第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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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權經舉發之事實，但是智慧局將專利權經舉發之狀態對外公告時，被授權人可得

而知此狀態，藉此思量其取得專利授權的合法性並謹慎行事。是以本條款項以舉發

時判斷被授權人具備善意與否，若未來專利權經舉發撤銷確定時，溯及於舉發時，

視為惡意授權人，此有民法第959條18之立法例可參。 

三、2011年修正後專利法之規定 

2011年專利法修正時第59條修正第5款 19之「使用」為「實施」、修正第2

項 20：「前項第三款、第五款及第七款之實施人，限於在其原有事業目的範圍內繼

續利用。」並增訂第1項第7款21：「專利權依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消滅後，

至專利權人依第七十條第二項回復專利權效力並經公告前，以善意實施或已完成必

須之準備者。」以保障原專利權消滅後至准予補繳年費而回復專利權之前的善意實

施人，不受專利權效力所及。 

                                                                                                                                                        
條、第247條之規定。 

18 民法第959條：「善意占有人自確知其無占有本權時起，為惡意占有人。善意占有人於本權

訴訟敗訴時，自訴狀送達之日起，視為惡意占有人。」 
19 其修正理由為：「現行條文第五款所定之『使用』係採廣義之概念，即包含製造、為販賣之

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等行為，爰配合修正條文第五十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規定，並參考日本特許法第八十條、韓國專利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將『使用』修正為『實

施』，以資明確。」 
20 其修正理由為：「所謂『原有事業』，依本法施行細則第三十八條規定，指在專利申請前之

事業規模而言，惟查日本特許法第七十九條關於先用權之限制為『事業目的範圍』，解釋上

不包括實施規模之限制，德國專利法第十二條關於先用權之規定亦未對先用者之實施規模作

出限制；又第五款善意被授權人得繼續實施之範圍，日本特許法第八十條亦為相同之規定；

另歐洲專利公約（EPC）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五項，對於在專利權回復前善意實施或已完成必

須之準備之人，亦規定其得在其事業中或為其事業需要而繼續實施發明，而無事業規模之限

制，爰將『原有事業』修正為『原有事業目的範圍』。」 
21 其增訂理由為：「查專利權因專利權人依修正條文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逾補繳專利年

費期限而消滅，第三人本於善意，信賴該專利權已消滅而實施該專利權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

者， 雖該專利權嗣後因專利權人申請回復專利權，依信賴保護原則，該善意第三人，仍應

予以保護。爰參考歐洲專利公約（EPC）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五項，增訂回復專利權之效力，

不及於原專利權消滅後至准予回復專利權之前，以善意實施該專利權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之

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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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新增規定，年費逾期未繳致使專利權當然消滅後至復權公告期施或已完成

準備者，在其原有事業目的範圍內，為該專利權所不及的善意實施，即不構成侵害

專利權之行為，此在日本法上亦有類似規定22。 

四、現行專利法第59條第1項第5款和第3項之規定 

現行專利法第59條第1項第5款規定，非專利申請權人所得專利權，因專利權人

舉發而撤銷時，其被授權人在舉發前，以善意在國內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

為發明專利權之效力所不及。本條項款的適用要件為：(一)被授權人善意不知原專

利權人為非專利申請權人；(二)專利申請權人以舉發撤銷原專利權並依專利法第35

條申請獲准專利23，或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民事訴訟勝訴確定24；(三)被授權人在舉

發前，以善意在國內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本條第3項規定：「第一項第五款

之被授權人，因該專利權經舉發而撤銷之後，仍實施時，於收到專利權人書面通知

之日起，應支付專利權人合理之權利金。」 

智慧局認為，本條項款之規定旨在保護善意被授權人，主要是源於民法上善意

第三人應予保護之基本原則。若專利申請人不具備申請權，即使獲准專利，得依專

利法提起舉發。經舉發成立，撤銷專利權確定後，其權利視為自始不存在，亦即該

非專利申請權人自始至終都未取得專利權25。由於非專利申請權人取得專利權至被

撤銷前，專利證書及專利權簿上所載之專利權人均為該非專利申請權人，若他人基

於公示資料之信賴，而與非專利申請權人訂定授權契約者，應保護其善意之信賴，

爰將依該授權契約實施之行為列為專利權效力不及之情事。惟若被授權人明知與其

訂定授權實施契約之專利權人並非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則不適用本規定26。 

現行專利法第59條第1項第5款僅適用於真正專利權人舉發撤銷冒認專利並依專

利法第35條之規定取回專利權的情形，真正專利權人提起專利權歸屬爭議民事訴訟

                                                        
22 參見日本特許法第112條之3的規定。 
23 若欠缺專利法第35條申請獲准專利之情形者，專利權即因舉發撤銷確定而自始無效，原專利

權人授予善意被授權人之授權即屬無效。 
24 參見彭國洋，註2文，39-83頁。 
25 參見智慧局，專利法逐條釋義，2021年6月，207-208頁。 
26 同前註，2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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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到勝訴判決並確定者，應可類推適用之。除此之外，若某專利權因專利客體瑕

疵遭舉發撤銷確定者，於該專利權遭舉發前，該專利權的善意被授權人，無論有無

實施完成必要之準備，仍不得適用本條款27。 

學說上有稱此為善意被授權人之普通實施權28，亦有稱此為繼續使用權或法定

實施權29，或稱此為善意被授權人之使用權30，或認為此規定為我國智慧財產權法

上唯一的善意取得之規定，相當於民法第801條及第948條之善意取得之規定31，或

認為此即非意定授權（non-voluntary）下之法定授權32。 

學說上有認為本條項款屬專利法上善意取得規定者，其立法目的著重於保護專

利交易的交易安全，而非善意之被授權人的損害，理論上似不應以被授權人在舉發

前，以善意在國內使用或已完成必要之準備為條件，只要信賴專利權之登記且其取

得授權在舉發前完成登記即可33。查我國學說通說認為智慧財產權有準占有之適

用34；少數說有採否定說35。通說上否認智慧財產權有善意取得之適用36；亦有少數

說認為無體財產權必經有體化（表徵該財產之文件或物件）始有被準占有之可能，

而可類推該當關於善意取得之規定37；實務上亦否認著作權有善意取得之適用38。

中國大陸學說上有肯定說39與否定說40之爭，實務上早期採否認說41，近期則有判決

                                                        
27 參見曾陳明汝，兩岸暨歐美專利法，2004年，131頁。 
28 同前註，130頁。 
29 參見蔡明誠，發明專利法研究，1998年，207-208頁，註44；曾陳明汝亦有相同定義，參見

氏著，註27書，130頁。 
30 參見楊智傑，專利法，2014年，192頁。 
31 參見鄭中人，專利法規釋義，2009年，2-121頁。 
32 參見陳文吟，我國專利制度之研究，2014年，181頁。 
33 參見鄭中人，註31書，2-122頁。 
34 參見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下冊），2004年，680頁；王澤鑑，物權（第二冊），1995年，

393頁；姚瑞光，民法物權論，1983年，427頁。 
35 參見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2018年，49頁。 
36 參見謝銘洋，同前註，44-49頁；謝在全，註34書，680頁；王澤鑑，註34書，393頁；姚瑞

光，註34書，427頁。 
37 黃茂榮，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與善意取得，植根雜誌，1986年12月，2卷12期，31頁。 
38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著訴字第53號民事判決。 
39 參見戴文珺，專利權轉讓的善意取得制度的可行性研究，法制與社會，2013年5月，13期，

41頁；謝黎偉，專利權無權處分與善意第三保護，哈爾濱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8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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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認專利權有善意取得之適用42。 

按物權善意取得是犧牲真正所有人之權利（靜的安全），以保護動的交易安

全，本文認為本條項款之規定並非專利權善意取得之完全體現，否則本條項款即不

得規定為真正專利權人取回之專利權之效力不及於善意被授權人；本條第3項即無

須仍規定被授權人經真正專利權人書面通知後，應支付其合理之權利金之必要。實

則，我國專利法本條項款自始即規範冒認專利的善意被授權人在舉發前之實施或準

備行為，為真正專利權人嗣後取回的專利權之效力所不及。所以善意被授權人在舉

發前之實施或準備行為不構成侵害真正專利權人取回之專利權（其前提當然是真正

專利權人取回之專利權具有溯及效43），且似乎無須向真正專利權人給付權利金，

否則，本條項款之規定難合於專利權之效力不及之事由。此與日本特許法第79條之

2關於法定有償非專屬授權有溯及適用於善意第三人移轉登記前之情形尚有不同。

再者，由本條第3項關於被授權人經真正專利權人書面通知後，應支付其合理之權

利金的規定，可知無須真正專利權人之同意，被授權人即取得一種法定有償的非專

屬授權44。如此可兼顧真正專利申請權人靜的準物權保障和善意被授權人動的交易

安全。 

有問題者為在真正專利權人書面通知前，甚至是在舉發前，本條項款規範之專

                                                                                                                                                        
月，2018年1期，42頁。 

40 參見王曉芬，專利權屬糾紛中善意受讓人保護問題研究，科技與法律，2020年，2期，24-30
頁；董爍，淺析善意取得制度在知識產權領域的適用性，政法精英，2014年10月，225頁。 

41 北京高級人民法院（2005）高民終字第1450號民事判決書；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06年發布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40條：「擅自轉讓商

標權人註冊商標的行為是商標侵權行為，受讓人不能因此取得商標權。受讓人通過正常商業

交易再將該註冊商標轉讓給第三人並經核准公告的，第三人亦不能因此取得該商標權。」 
42 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320號再審民事裁定書認為：「本案涉及專利權的

轉讓，已經獲得授權的專利權主要是一種財產權，在性質上與物權類似，具有對世性。為保

障交易安全，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如無例外規定，一般情況下該種權利的轉讓可以參考

適用物權法關於物權善意取得的規定。」廣州智慧財產權法院（2015）粵知法專民初字第

521號民事判決書。 
43 參見彭國洋，註2文，72頁，註102。 
44 類似見解參見王凱濬，論專利授權契約與民法，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2011年，23-24頁。陳文吟，註32書，181頁。 



真正申請專利權人向冒認專利權人取回專利權後行使權利之法定限制 117 

專利師︱第五十期︱2022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利權之效力不及的結果，當然是善意被授權人在舉發前之實施或準備行為不構成侵

權行為，但其原因究竟是善意被授權人主觀上無過失而無從構成侵權行為，或是善

意被授權人之行為構成法定阻卻違法事由，還是善意被授權人依法取得非專屬授權

（尤其是無償的）而不構成不法行為，即真正專利權人取回專利權後，必須容忍善

意被授權人之上述行為，非無爭論。 

本文認為，善意被授權人在舉發前之實施或準備行為即使主觀上無過失，對於

真正專利權人仍會有不當得利的問題。所以，本條項款規範之專利權之效力不及的

立法目的應該是平衡保障真正專利權人和善意第三人間的利益。善意被授權人依法

向真正專利權人取得的非專屬授權若解為有償的，對於前已向冒認專利權人支付權

利金之善意被授權人而言，顯屬過苛。即使善意被授權人依法取得的非專屬授權是

無償的，真正專利權人仍可向冒認專利權人就其自己實施行為或授權行為，主張侵

權行為或不當得利之責任，其責任範圍仍可涵蓋冒認專利權人前已向善意第三人取

得權利金的利益。善意被授權人究竟是其行為構成法定阻卻違法事由或是取得法定

無償的非專屬授權，對於善意被授權人的保護而言，並無差異。但此絕非冒認專利

權人基於授權契約的（授予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履行行為而來，所以冒認專利

權人對於善意被授權人仍有授權契約上的權利瑕疵擔保或債務不履行責任。善意被

授權人之後手，例如非專屬授權人或專利產品買受人，若於舉發前以善意為實施或

準備行為者，應可類推適用本條項款而為真正專利權人取回之專利權之效力所不

及。 

至於本條項款所規定之「善意」被授權人，其過失之程度如何，並無明文規

定。按立法例上，對於第三人的善意，有三種證明標準：一是不知情而無論過失即

為善意，此對第三人保護最為有利；二是善意且無過失，此對權利人保護最為有

利；三是善意且無重大過失，此介於前二者之間45。本條項款所規定之「善意」之

標準為何，屬立法政策之考量，或可參考民法第948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以非「明

知或重大過失」為限，以平衡真正專利權人和善意被授權人間之利益。按實務上過

失係指注意義務的違反，而注意義務由高至低分為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與處理自己

事物同一之注意及普通人之注意等三個標準，違反者分別構成抽象輕過失、具體輕

                                                        
45 參見謝黎偉，註39文，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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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和重大過失46。本條項款所規定之「善意」若解為不知且無重大過失，則善意

被授權人，即使為抽象輕過失或具體輕過失，仍得主張其為善意，其受保護的機會

更高。 

參、與冒認專利權人之善意被授權人的保護有關之 
外國立法例 

依本條第1項第5款和第3項之規定，善意被授權人在專利權人舉發撤銷非專利

申請權人所得專利權前所為善意國內實施或準備行為，具有法定實施權（非專屬授

權）。世界各國專利法亦有類似規定，例如日本特許法第79條之2、第80條47、韓國

專利法第104條48、歐盟專利法第122條第5項49、瑞典專利法第53條第2項後段50、芬

                                                        
46 參見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865號民事判決（原判例）：「過失為注意之欠缺，民法上所

謂過失，以其欠缺注意之程度為標準，可分為抽象的過失、具體的過失，及重大過失三種。

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即依交易上一般觀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應盡之注

意）而欠缺者，為抽象的過失，應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注意而欠缺者，為具體的過失，顯

然欠缺普通人之注意者，為重大過失。故過失之有無，抽象的過失，則以是否欠缺應盡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定之，具體的過失，則以是否欠缺應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定之，重大

過失，則以是否顯然欠缺普通人之注意定之，苟非欠缺其注意，即不得謂之有過失。」 
47 第80條（因無效審判請求登記前的實施產生的通常實施權） 

(1) 符合以下各項之一，且在發明專利無效的審判請求登記前，不知該專利符合第123條第1
項諸款規定中的某要件，而在日本國內經營實施專利之事業或為實施事業做準備的，在

其實施或者準備實施發明及事業目的範圍內，就該發明專利已為無效時的專利權或此時

即已存在的專用實施權，擁有通常實施權。 
一、 就同一發明的兩個以上的專利中，其中一個專利已作無效處理時的原專利權人。 
二、 專利已作無效處理，就同一發明已給予正當權利人以專利時的原專利權人。 
三、 前兩款所列的情況下，在第123條第1項的專利無效的審判請求登記時，已擁有作無

效處理時的專利權的專用實施權、或對於該專利權或專用實施權有通常實施權者。 
(2) 該專利權人或者專用實施權人，有從前項規定的通常實施權人處，獲得相當對價的權

利。 
48 Article 104 (Non-exclusive License due to Working prior to Registration of Request for 

Invalidation Trial)  
(1) Where a person falling under any of the following subparagraphs has been working an invention 

or a device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commercially or industrially, or has been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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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s therefor, prior to the registration of a request for an invalidation trial of the patent 
or registered utility model concerned, without knowing that his/her patented invention or 
registered utility model is subject to invalidation, such person shall have a non-exclusive license 
on that patent right or have a non-exclusive license on the exclusive license to a patent right 
existing at the time the patent or the utility model registration was invalidated, but such non-
exclusive license shall be limited to the invention or device which is being worked or for which 
preparations for working are being made and to the purpose of such working or the preparations 
therefor: <Amended by Act No. 5576, Sep. 23, 1998; Act No. 7871, Mar. 3, 2006>  
1. The original patentee, where one of two or more patents granted for the same invention has 

been invalidated;  
2. The original owner of a utility model right, where a patented invention and a device registered 

as a utility model are the same and the utility model registration has been invalidated;  
3. The original patentee, where his/her patent has been invalidated and a patent for the same 

invention has been granted to an entitled person;  
4. The original owner of a utility model right, where his/her utility model registration has been 

invalidated and a patent for the same invention as the device has been granted to an entitled 
person;  

5. In cases of subparagraphs 1 through 4, a person who has been granted an exclusive 

license or a non-exclusive license, or non-exclusive license on the exclusive license and 

has been registered such, at the time of registration of the request for an invalidation 

trial of the invalidated patent right or utility model right: Provided, That a person 

falling under Article 118 (2) is not required to register the license.  
(2) A person who has been granted a non-exclusive licens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 

shall pay reasonable consideration to the patentee or exclusive licensee.  
49 Article 122 Re-establishment of rights 

(1) An applicant for or proprietor of a European patent who, in spite of all due care required by the 
circumstances having been taken, was unable to observe a time limit vis-à-vis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shall have his rights re-established upon request if the non-observance of this time 
limit has the direct consequence of causing the refusal of the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 or of a 
request, or the deeming of the application to have been withdrawn, or the revocation of the 
European patent, or the loss of any other right or means of redress.  

(2) ... 
(3) ... 
(4) ... 
(5) Any person who, in a designated Contracting State, has in good faith used or made effective and 

serious preparations for using an invention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a published European 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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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專利法第53條第2項後段51、丹麥專利法第53條第2項後段52、荷蘭專利法第75條

                                                                                                                                                        
application or a European patent in the period between the loss of right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and public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Bulletin of the mention of re-establishment 
of those rights, may without payment continue such use in the course of his business or for the 
needs thereof.  

(6) ... 
50 53. If a patent has been granted to a party other than the one who is entitled to the patent according 

to Section 1, the Court, upon an action brought by the one who is entitled to the patent, shall 
transfer the patent to him. With respect to the time within which the action shall be brought, the 
regulations in Section 52, fourth paragraph, shall apply.  

 If the party who is deprived of the patent has in good faith begun to use the invention commercially 
in this country or made substantial preparations therefor, he shall be entitled, against a reasonable 
remuneration and on other reasonable terms, to continue the use already begun or to implement the 
prepared use while retaining its general character. Under corresponding conditions such rights shall 
also be due to holders of licenses recorded in the Register of Patents.  

 Rights under the second paragraph can only be transferred to others together with the business in 
which they were used or in which was intended to use them.  

51 Section 53 Where a patent has been granted to a person other than the person entitled to the patent 
under section 1 and where proceedings are instituted by that entitled party, the court shall transfer 
the patent to that party. Section 52 (5) shall apply with respect to the time limit within which 
proceedings shall be instituted. (18.11.2005/896)  

 Where the person deprived of the patent had, in good faith, begun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of the 
invention in this country or had made substantial preparations for exploitation, he shall be entitled, 
against reasonable remuneration and on other reasonable terms, to continue the exploitation already 
begun or to commence the intended exploitation, provided that its general nature is maintained. 
Subject to the same conditions, a holder of a license recorded in the Patent Register shall have the 
same rights.  

 Rights under subsection (2) of this section may only be transferred to third parties together with the 
business in which they are exploited or in which exploitation was planned. 

52 53.-(1) If a patent has been granted to another person than the person entitled thereto under section 
1, the court shall transfer the patent to the entitled person if he so claims.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52(4) concerning the time for the institution of the proceedings shall apply mutatis mutandis.  

 (2) The person who is deprived of the patent shall, if he in good faith has exploited the invention 
commercially in this country or has made substantial preparations for such exploitation, be entitled, 
for a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and on reasonable terms in other respects, to continue the 
exploitation already commenced or to implement the planned exploitation retaining its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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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項53、瑞士專利法第29條第3項54、英國專利法第38條第3和4項55等。其中日本特

                                                                                                                                                        
character. Such a right shall also,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be enjoyed by holders of 

registered licenses.  
53 8. In the event that a patent is invalidated on the ground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e) and the 

party who is entitled to the patent by virtue of the provisions contained therein has obtained a patent 
for the relevant invention himself, licenses that are acquired in good faith in respect of the 
invalidated patent prior to the date on which the writ of invalidation was recorded in the register 
shall be deemed to be licenses under the existing patent. The holder of such a patent shall be 
entitled pursuant to Article 56(3) to the fees due for the licenses. The holder of the invalidated 
patent who acted in good faith when filing his application or who obtained the patent in good faith 
from a previous holder prior to the date on which the writ of summons was registered shall continue 
to have the right in respect of the existing patent to use the invention in the manner specified in 
Article 55.  

54 Art. 29 
 When the patent application has been filed by an applicant who, under Article 3, is not entitled to 

the grant of the patent, the entitled person may apply for assignment of the patent application or, if 
the patent has already been granted, he may apply for assignment of the patent or file an action for 
nullity.  
2 … 
3 If an assignment is ordered, licenses or other rights granted to third parties in the intervening 

period lapse; however, if they have used the invention commercially in Switzerland in good faith 
or have made special preparations to do so, these third parties are entitled to be granted a non-
exclusive license.  

4 Any claims for damages are reserved.  
5 Article 40e applies by analogy.  

55 Effect of transfer of patent under section 37  
 38.-(1) Where an order is made under section 37 above that a patent shall be transferred from any 

person or persons (the old proprietor or proprietors) to one or more persons (whether or not 
including an old proprietor), then, except in a case falling within subsection (2) below, any licences 
or other rights granted or created by the old proprietor or proprietors shall, subject to section 33 
above and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order, continue in force and be treated as granted by the person 
or persons to whom the patent is ordered to be transferred (the new proprietor or proprietors).  

 (2) Where an order is so made that a patent shall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old proprietor or 
proprietors to one or more persons none of whom was an old proprietor (on the ground that the 
patent was granted to a person not entitled to be granted the patent), any licences or other rights in 
or under the patent shall,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order and subsection (3) below, laps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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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法第79條之2的規定足資為我國專利法適用和修法之參考，茲詳細說明如下。 

一、日本特許法第79條之2的規定 

日本於平成23年（2011年）修正特許法，於第74條和第123條第(1)項第(ii)(iv)

款，導入冒認專利權移轉請求權。修改後的專利法則規定，前述情況真正權利人可

對該專利權人請求移轉冒認專利權。該移轉專利請求權需透過訴訟主張，勝訴時依

勝訴判決，根據日本特許法第74條之規定，向日本特許廳申請移轉專利權登記56。

而根據日本特許法第74條第2項57之規定，真正專利權人的專利權移轉登記完成後，

視為該專利權自始屬於受該登記者。亦即真正專利權人的專利權移轉登記具有溯及

效。真正專利權人將會獲頒專利證書58。是以，真正專利權人是原始取得該專利

權，而非繼受取得之，則法理上，附麗於該專利權上的第三人之權益勢必消滅59。

                                                                                                                                                        
the registration of that person or those persons as the new proprietor or proprietors of the patent.  

 (3) Where an order is so made that a patent shall be transferred as mentioned in subsection (2) 
above or that a person other than an old proprietor may make a new application for a patent and 
before the reference of the question under that section resulting in the making of any such order is 
registered, the old proprietor or proprietors or a licensee of the patent, acting in good faith, worked 
the invention in ques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or made effective and serious preparations to do 
so, the old proprietor or proprietors or the licensee shall, on making a request to the new proprietor 
or proprietors or, as the case may be, the new applicant within the prescribed period, be entitled to 
be granted a licence (but not an exclusive licence) to continue working or, as the case may be, to 
work the invention, so far as it is the subject of the new application.  

 (4) Any such licence shall be granted for a reasonable period and on reasonable terms.  
 (5) (omitted). 
56 相關規定參見彭國洋，論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的舉發申請和民事訴訟無效抗辯之主體資

格，專利師，2015年10月，23期，19-20頁。  
57 其譯文為：「(2)基於依前項規定的請求進行專利權的移轉的登記時，該專利權視為自始即

歸屬於取得該登記者。即使對與該專利權有關的發明依第65條第1項或第184條之10第1項的

規定的請求權，亦同。」參見網址：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cp-700-870281-a1e4d-
101.html，最後瀏覽日：2022年5月23日。 

58 參見日本特許法第28條。參見網址：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cp-700-870281-a1e4d-
101.html，最後瀏覽日：2022年5月23日。 

59 參見中山信宏，特許法，2012年，5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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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然，則該專利權的轉得者和被授權人因善意信賴專利局核准公告專利權的處分而

為相關行為的利益無從獲得合理保障。 

為兼顧善意第三人和真正專利權人間之利益，日本特許法第79條之260規定，真

正專利權人基於根據日本特許法第74條之規定而進行專利權移轉登記前，該專利權

的權利人、專屬授權人或（專利權或專屬授權的）非專屬授權人（以下合稱「善意

實施者」），善意不知專利權為冒認申請取得者，且在日本國內實施該發明事業者

或者準備實施事業者，在該實施或者準備實施發明之事業目的範圍內，就該專利權

具有法定的非專屬授權。換言之，該善意實施權人不待真正專利權人之同意，即依

本條之規定而當然取得法定非專屬授權。而真正專利權人得向前述獲得非專屬授權

之人獲取相應的對價。 

本條適用之主體為冒認專利權人的後手、冒認專利權之專屬授權人、冒認專利

權或專屬授權的非專屬授權人。本條可能的問題為：冒認專利權人本人若為善意

者，是否適用本條之規定，對此，日本學說上有肯定說與否定說之對立61。本文認

為，冒認專利權人與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已有專利申請權歸屬訴訟在前，其主觀上似

乎無法符合本條法文規定之「在專利權的移轉登記前不知道專利符合第123條第1項

第2款」的要件，所以應無適用之可能。至於在其他國家專利法類似的規定62中，並

無此種冒認專利權無效的構成要件屬於善意實施者不知的客體的規範，是否應做如

                                                        
60 日本特許法第79條之2（因專利權的移轉登記前的實施產生的通常實施權）：  

「(1)基於第74條第1項規定的請求進行專利權移轉登記時的專利權，具有該專利權的專用實

施權或者該專利權或專用實施權的通常實施權者，在專利權移轉登記前，不知專利符合

第123條第1項第2款規定的要件（僅限該專利違反第38條規定時）或同項第6款規定的要

件時，在日本國內經營實施該發明事業者或者準備實施事業者，在該實施或者準備實施

發明之事業目的範圍內，就該專利權擁有通常實施權。 
(2) 依前項規定有通常實施權人時，專利權人具有自通常實施權人取得相當對價的權利。」

參見網 址： 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cp-700-870281-a1e4d-101.html ，最後 瀏 覽

日：2022年5月23日。 
61 參見金子敏哉，移転登録前の冒認出願人の実施による特許権侵害と真の権利者の損害賠償

請求権（Damages in Derivation Cases under Article 74 of the Japanese Patent Act），特許研究

（PATENT STUDIES），2014年9月，58期，41頁。 
62 瑞典專利法第53條第2項、芬蘭專利法第53條第2項、丹麥專利法第53條第2項、荷蘭專利法

第75條第8項具有日本特許法第79條之2實質對應內容的規定，參見前註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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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解釋，則有討論的空間。 

本條可能的另一問題為：若該善意實施權人於專利權移轉登記前，雖已在日本

國內實施或者準備實施該發明事業，但登記時已不復實施該行為者，似無本條之適

用，而仍有侵權之疑慮63。此外，日本特許法第79條之2僅規定何種情形下善意實施

者取得法定非專屬授權，並未規定其自何時取得法定非專屬授權64。 

日本學說上對於善意實施者取得的法定非專屬授權是否具有溯及效，有肯定說

與否定說之對立65。亦有認為，若本條不適用於善意實施者在真正專利權人辦理專

利移轉登記前的實施行為，則該善意實施者之行為構成侵權行為，有認為向該善意

實施者購買物品並使用之人似得主張權利耗盡，以保障交易安全66。對之，若本條

適用於善意實施者在真正專利權人辦理專利移轉登記前的實施行為，則該善意實施

者有查我國學說通說認為智慧財產權有準占有之適用67；少數說有採否定說68。通

說上否認智慧財產權有善意取得之適用69；亦有少數說認為無體財產權必經有體化

（表徵該財產之文件或物件）始有被準占有之可能，而可類推該當關於善意取得之

規定70；實務上亦否認著作權有善意取得之適用71。中國大陸學說上有肯定說72與否

定說73之爭，實務上早期採否認說74，近期則有判決肯認專利權有善意取得之適

                                                        
63 參見中山信宏，特許法，2016年，350頁。 
64 同前註。 
65 參見金子敏哉，註61文，41-42頁。 
66 中山信宏，註63書，351頁。 
67 參見謝在全，註34書，680頁；王澤鑑，註34書，393頁；姚瑞光，註34書，427頁。 
68 參見謝銘洋，註35書，49頁。 
69 參見謝銘洋，註35書，44-49頁；謝在全，註34書，680頁；王澤鑑，註34書，393頁；姚瑞

光，註34書，427頁。 
70 黃茂榮，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與善意取得，植根雜誌，1986年12月，2卷12期，31頁。 
71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著訴字第53號民事判決。 
72 參見戴文珺，註39文，41頁；謝黎偉，註39文，42頁。 
73 參見王曉芬，註40文，24-30頁；董爍，註40文，225頁。 
74 北京高級人民法院（2005）高民終字第1450號民事判決書；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06年發布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40條：「擅自轉讓商

標權人註冊商標的行為是商標侵權行為，受讓人不能因此取得商標權。受讓人通過正常商業

交易再將該註冊商標轉讓給第三人並經核准公告的，第三人亦不能因此取得該商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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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75。義務向真正專利權人就該實施之期間給付相當的對價。若善意實施者已向冒

認專利權人支付權利金，則真正權利人應向冒認專利權人就該權利金主張不當得利

之返還責任76。 

本文認為，對於善意實施者在專利移轉登記前的實施行為，真正專利權人若依

日本法上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對之請求損害賠償時，因為被告行為時屬善意無過

失，其未必能取得勝訴判決；若依日本法上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對之主張利益返還

時，至多能請求相當之權利金。對之，若適用或類推本條之規定，使善意實施者取

得法定的有償非專屬授權，並有義務向真正專利權人給付相當之對價。此結果於真

正專利權人和善意實施者間尚屬平衡，所以，將日本特許法第79條之2解釋為善意

實施者取得的法定非專屬授權具有溯及效之見解應屬可採。 

若善意被授權人已向冒認專利權人支付權利金時，有認為真正權利人得向善意

被授權人請求合理之權利金，因其取得之專利權具有溯及效，則善意被授權人僅得

向冒認專利權人主張權利金不當得利的返還責任，即冒認專利權人負最終賠償責

任77，但善意被授權人需承擔冒認專利權人無資力的風險。另有認為，善意被授權

人侵害真正專利權之專利權屬善意且無過失，冒認專利權人先前向其收取權利金屬

債權之準占有78，已有債務清償之效果，則真正權利人僅得向冒認專利權人主張權

利金不當得利的返還責任79，即冒認專利權人負最終賠償責任80，但真正專利權人

需承擔冒認專利權人無資力的風險。最終問題為，誰應承擔債務人無資力的風險。 

                                                        
75 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320號再審民事裁定書認為：「本案涉及專利權的

轉讓，已經獲得授權的專利權主要是一種財產權，在性質上與物權類似，具有對世性。為保

障交易安全，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如無例外規定，一般情況下該種權利的轉讓可以參考

適用物權法關於物權善意取得的規定。」廣州智慧財產權法院（2015）粵知法專民初字第

521號民事判決書。 
76 同前註63，351頁。 
77 陳文吟教授採此說，參見氏著，前揭書，181頁。鄭中人教授後採此說，參見鄭中人，註31

書，2-122頁。 
78 參見民法第310條之規定。 
79 參見中山信宏，註63書，350頁。 
80 鄭中人教授原採此說，參見鄭中人，註31書，1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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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日韓與我國專利法上關於善意第三人的法定授權之比較 

與此類似者，根據日本特許法第80條之規定，因違反雙重專利的無效事由而經

專利無效審判終局確定的專利權人；一專利經專利無效審判終局確定而有權就相同

發明獲取專利之人經申請核准取得專利81；或就前述二種情形中之無效專利取得專

利授權者，在無效審判請求登記前，善意不知專利權有無效事由者，且在日本國內

實施該發明事業者或者準備實施事業者，在該實施或者準備實施發明之事業目的範

圍內，就該專利權具有（法定的）非專屬授權。 

根據日本平成20年（2008）年修正後特許法第34條之2和第34條之3的規定，若

為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提出之專利申請案，其得基於申請專利之權利所應取得的專利

權，在該專利申請案最初提出之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中已記載事項的範圍

內，為他人設定臨時專屬授權或臨時非專屬授權；並於專利核准登記後，該專利申

請案之臨時專屬授權或臨時非專屬授權轉換為專利權之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該

臨時專屬授權和專利核准登記後的專屬授權，非經登記，不生效力82。而該臨時非

專屬授權，於非專屬授權成立後，對於其他權利後手（專利申請權之轉得人、臨時

非專屬授權之轉得人、臨時專屬授權人）具有對抗效力83；該專利核准登記後的非

專屬授權，於非專屬授權成立後，對於其他權利後手（專利權之轉得人、專屬授權

之轉得人、專屬授權人）具有對抗效力84。 

根據日本特許法第175條和第176條之規定，為保障善意信賴法院作成專利權無

效審判確定而為相關行為的第三人利益，透過再審而回復的專利權的效力設有限

制，在特定條件下會在該專利權上設定法定非專屬授權。 

德國、韓國專利法亦有與上述日本特許法保護善意第三人的規定有關的規定，

茲整理如下。 

                                                        
81 例如因違反先申請原則的無效事由而經專利無效審判終局確定的專利權人，此情形為二申請

人就相同發明先後提出專利申請案，而JPO於先申請案審查期間誤准後申請案；後申請案之

專利權經無效審判確定，JPO終於核准先申請案。 
82 參見日本特許法第34條之4第1項和第98條1項第2款的規定。 
83 參見日本特許法第34條之5的規定。 
84 參見日本特許法第99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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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德日韓與我國專利法上關於善意第三人的法定授權之比較 

法定授權的態樣 日本特許法 韓國特許法 德國專利法 我國專利法 

就專利申請案獲得專利之權利

的有償假（暫時）專屬授權 
§  34-2 N/A N/A N/A 

就專利申請案獲得專利之權利

的有償假（暫時）非專屬授權 
§  34-3 N/A N/A N/A 

雇主就職務上發明的非專屬授

權 
§  35 

發明振興法

§  10 
N/A N/A 

先使用權人的無償非專屬授權 §  79 §  103 §  12 §  59I(3)、II
專利權移轉登記前善意實施人

的有償非專屬授權 
§  79-285 N/A N/A §  59I(5)、II

專利從有效變為無效（因雙重

專利事由）的善意中用權人的

有償非專屬授權 
§  80 §  104 N/A N/A 

抵觸申請的設計專利的有償非

專屬授權 
§  81、82 §  105 N/A N/A 

專利權人於設質前實施專利而

於專利權移轉後的有償非專屬

授權 
N/A §  122 N/A N/A 

授予非專屬授權的判決因再審

而撤銷的善意非專屬被授權人

的有償非專屬授權 
N/A §  183 N/A N/A 

                                                        
85 瑞典專利法第53條第2項、芬蘭專利法第53條第2項、丹麥專利法第53條第2項、荷蘭專利法

第75條第8項具有與之實質對應內容的規定，參見前註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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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授權的態樣 日本特許法 韓國特許法 德國專利法 我國專利法 

專利因再審而復活的善意後用

權
86
人的非專屬授權 

§  176 
（限於物品專

利權、有償

授權） 

§  182 
（無償授權）

N/A N/A 

因再審而復活的專利權對於善

意實施人的效力限制 

§  175 
（限於物品專

利權） 
§  181 

N/A 
 

N/A 

因補繳年費而復權的專利權對

於善意實施人的效力限制 
§  112-3 

§  81-3V、VI
（善意實施人

取得有償非

專屬授權）

§  123V 
§  123VI 

（補償請求權 
復活） 
§  123VII 

（優先權復活） 

§  59I(7)、II

 

由表1可知，我國專利法上關於善意第三人的保護規範，僅有第59條第1項第

3、5、7款之規定，相較於日本、德國和韓國專利法之規定，其規範密度顯然不

足。專利法草案智慧局函送行政院版（詳下述）未及加強善意第三人的保護密度，

反而擬將第59條第1項第5款和第3項刪除之，應予檢討。 

肆、2020年專利法草案關於冒認專利之善意被授權人的

保護之規定 

一、專利法草案第1稿的修正規定 

智慧局因應未來專利舉發改成民事對審制之規劃，於2020年12月30日公告專利

法草案第1稿87，其中第59條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修正為：「非專利申請權人所得專

                                                        
86 參見網址：https://kotobank.jp/word/%E5%BE%8C%E7%94%A8%E6%A8%A9-1140827，最後

瀏覽日：2022年5月23日。 
87 參見網址：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cp-862-884441-ab94d-101.html，最後瀏覽日：

2022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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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權，因專利權人就專利權歸屬訴請法院判決確定時，其被授權人在起訴前，以善

意在國內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88。」並將本條第3項相應修正為：「第一項第

五款之被授權人，因該專利權歸屬經法院判決後，仍實施時，於收到專利權人書面

通知之日起，應支付專利權人合理之權利金。」其修正理由(一)謂：「配合刪除修

正條文第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發明專利權之舉發事由，對於專利權歸屬之爭執，

改以民事訴訟程序尋求救濟，因專利權人就專利權歸屬訴請法院判決確定時，其被

授權人在起訴前，善意在國內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其權益宜予保障，本項

第五款酌為文字修正。」 

二、專利法草案第2稿的刪除理由 

外界對於第1稿有意見者為：「草案第5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權利歸屬判決確

定時，被授權人在起訴前善意實施行為為專利權效力所不及，但同條第3項規定，

被授權人因系爭專利權利歸屬判決後，仍實施時，應支付合理權利金，時點前後不

一致，且與現行條文規定不同，請釐清是否有意不一致。」智慧局對此之回應為：

「現行循民事途徑進行救濟者，善意第三人尚不得依本條第1項第5款之專利權效力

所不及、專利權人亦不得依第3項主張合理權利金。本次修法配合刪除第71條第1項

第3款發明專利權之舉發事由，對於專利權歸屬之爭執，改以民事途徑尋求救濟，

經考量後，本條第1項第5款、第3項，應予刪除89。」 

智慧局於2021年6月22日提出專利法草案第2稿90，將本條第1項第5款及第3項刪

除。其刪除理由(一)認為現行法本條第1項第5款僅限於因專利權人提起舉發而撤銷

專利權者，不及於因專利權人提起專利權歸屬爭議訴訟而移轉專利權或變更其專利

                                                        
88 修正理由為「配合刪除修正條文第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發明專利權之舉發事由，對於專利

權歸屬之爭執，改以民事訴訟程序尋求救濟，因專利權人就專利權歸屬訴請法院判決確定

時，其被授權人在起訴前，善意在國內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其權益宜予保障，本項

第五款酌為文字修正。」 
89 參見智慧局2021年5月20日提出「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預告期間外界修正建議之研復

說明，8頁，網址：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cp-862-890008-21f9a-101.html，最後瀏

覽日：2022年5月23日。 
90 參見網址：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cp-862-892150-5e9c8-101.html，最後瀏覽日：

2022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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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名義者91。其刪除理由(二)復認為專利權歸屬爭議事件改以專依民事訴訟解決者，

第三人如名義專利權人之被授權人難以得知真正專利權人起訴爭執專利權歸屬，即

難以主張在此之前善意實施或為必要準備而屬專利權效力所不及92。 

三、專利法草案智慧局函送行政院版的刪除理由 

智慧局復於今年4月26日公告專利法草案於同月19日函送行政院版 93（第3

稿），仍將本條第1項第5款及第3項刪除。其刪除理由(一)同前；而刪除理由(二)除

原有第三人難以得知真正專利權人起訴爭執專利權歸屬，並據以主張在此之前善意

實施或為必要準備而屬專利權效力所不及外，又認為此善意第三人如因此爭執而受

不利益時，係因名義專利權人所致，就該授權行為應向名義專利權人主張權利瑕疵

擔保或債務不履行94。 

                                                        
91 刪除理由(一)為「現行對於專利權或專利申請權之歸屬，係採專利舉發及民事途徑雙軌進行

救濟，而現行本項第五款規定，僅對於因專利權人提起舉發而撤銷專利權者，名義專利權人

之被授權人，始得依本項第五款主張專利權所不及作為其侵權抗辯、或依第三項就權利歸屬

異動後仍實施者計算合理之授權金；意即現行循民事途徑進行救濟者，善意第三人尚不得主張

第一項第五款之專利權效力所不及、專利權人亦不得依第三項主張合理權利金，先予說明。」 
92 刪除理由(二)為「本次修法配合刪除修正條文第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發明專利權之舉發事

由，對於專利權歸屬之爭執，係逕以民事途徑尋求救濟，專利權人就專利權歸屬訴請法院判

決、依其他法令為調解或仲裁而取得專利權等情形，因考量民事救濟途徑未有公示資料，第

三人自難以知悉其私權爭執始末之時點，故實際上，名義專利權人之被授權人難以主張善意實施

或為必要準備而屬專利權效力所不及，或依現行第三項就權利歸屬異動之後仍實施者，計算應支

付專利權人合理之權利金，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五款及第三項規定。」 
93 參見網址：https://www.tipo.gov.tw/tw/cp-86-904977-18f99-1.html，最後瀏覽日：2022年5月23

日。 
94 刪除理由(二)為「本次修法配合刪除現行條文第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發明專利權之舉發事

由，對於專利權歸屬之爭執，係逕以民事途徑尋求救濟，專利權人就專利申請權歸屬訴請法

院判決、依其他法令為調解或仲裁而取得專利權等情形，因考量此等專利權已非因舉發而被

撤銷所致，又民事救濟途徑未有公示資料，第三人難以知悉其私權爭執始末之時點，此善意第三

人如因此爭執而受不利益時，係因名義專利權人所致，就該授權行為應向名義專利權人主張權利

瑕疵擔保或債務不履行，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五款規定，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六款移列為

第一項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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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本文對於專利法草案第3稿刪除第59條中關於 
善意被授權人之保護規定的意見 

一、現行專利法第59條第1項第5款說明真正專利申請權人 
舉發回復其專利權的效力具有溯及效 

按現行專利法第5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中系爭專利已經舉發而撤銷，此與專利

法草案第1稿就本條第1項第5款之修正規定中系爭專利已劃歸真正專利權人取得有

所不同。惟現行專利法第59條第1項第5款所稱「非專利申請權人所得專利權，因

（真正）專利權人舉發而撤銷」之法文雖未明言真正專利權人撤銷系爭專利權並以

自己名義申請取得專利權，然本當如此解釋，否則如何會有專利法第59條所適用之

（真正專利權人之）專利權效力應被豁免之情形95。此在專利法草案第1稿就本條第

1項第5款中所稱「專利權人就專利權歸屬訴請法院判決確定時」已有明確規定，至

為灼然。 

現行專利法第59條第1項第5款所規定之情形，係指若專利申請人不具備申請

權，即使獲准專利，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得依專利法提起舉發；經舉發成立，撤銷專

利權確定後，其權利視為自始不存在，亦即該非專利申請權人自始至終都未取得專

利權96。於此情形，根據本條項款和第3項之規定，善意被授權人在專利權人舉發撤

銷非專利申請權人所得專利權前所為善意國內實施或準備行為，具有法定非專屬授

權，於專利權人提出之舉發確定後仍實施者，經專利權人書面通知後，應支付合理

之權利金。是以，專利權人舉發撤銷冒充專利後並以專利法第35條回復其專利權

者，該專利權應溯及於冒充專利公告時生效，否則本條第項款根本無須規範善意被

授權人於專利權人提起舉發前之實施或準備行為，為專利權之效力所不及。是以，

本文認為變更專利權人名義的效力和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舉發回復其專利權的效力皆

具有溯及效97。 

至於冒認專利權人將其專利權授權善意第三人者，則應有本條項款規定之適

                                                        
95 參見謝銘洋，註35書，272頁。 
96 參見智慧局，註25書，207-208頁。 
97 亦請參見彭國洋，註2文，72頁，註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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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即真正專利權人起訴向冒認專利權人取回專利權後，自有上開專利法草案第1

稿就本條第1項第5款之修正規定之適用。 

本條項款之規定亦與專利權是否有物權法上善意取得之適用有關，已如前述。

本文認為，智慧局為核准之專利申請案於專利權簿辦理專利權人登記、公告並發給

專利權證書者屬設權登記，是否有類似不動產登記之公示原則和公信原則之適用，

或是類似動產的準占有（表徵專利權之證書）之權利外觀理論之適用，應視專利設

權登記之審查密度而定。按智慧局一般未實質審查提出專利申請案者是否為真正專

利申請權人98。所以設權登記上之專利權人名義僅能賦予公示力而不及於公信力99。 

準此以言，若冒認專利權人將其專利權讓與善意第三人，或屬準無權占有人之

無權處分100，則該第三人似乎難以向真正專利權人類推不動產之善意受讓原則101或

動產之善意取得原則102，而得取得該專利權。不過，考量真正專利權人和善意第三

人間的利益衡量，以弱化善意取得的效果，一般約有以下三種立法模式103：(一)第

一種模式：原權利人保留其專利權，善意第三人獲得專利授權104；(二)第二種模

式：善意第三人取得專利權或專利授權，同時賦予原權利人在一定期限的撤銷權105；

(三)第三種模式：善意第三人取得專利權，同時賦予原權利人專利授權請求權。 

我國現行專利法第59條第1項第5款和第3項之規定，應屬於第一種模式，所以

真正專利權人向冒認專利權人取回專利權者，應於登記時起具有溯及效力，善意第

三人經真正專利權人的書面通知後，至多只能取得專利授權。此亦有日本、英國、

                                                        
98 參見2013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一篇第三章第三節：「至於申請書所載之發明人是否為真正之

發明人，應由專利申請案之申請人自負相關法律責任，專利專責機關不作實質認定。」 
99 相同見解參見董爍，註40文，225頁。 
100 若認專利權有準占有之適用。 
101 參見民法第759條之1之規定。 
102 參見民法第801條（或第886條）和第948條之規定。 
103 參見謝黎偉，註39文，46頁。 
104 真正專利權人具有專利期間內的移轉請求權，例如日本、瑞士等，善意第三人得享有有償的

非專屬授權。 
105 真正專利權人具有期間限制的移轉請求權，例如德國、法國、荷蘭、比利時、英國、義大

利、瑞典、芬蘭、丹麥等國，參見彭國洋，註56文，15-16頁。部分該等國家亦規定善意第

三人得享有有償的非專屬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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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瑞典、芬蘭、丹麥、荷蘭、歐盟等國家地區立法例可參106。不過，我國專利

法的特有規定是，善意第三人在舉發前的實施或準備行為，為專利權之效力所不

及，於此期間內應無向真正專利權人支付權利金之必要。對之，其他國家例如日本

特許法規定，善意實施者取得的法定有償非專屬授權具有溯及效，已如前述。準

此，我國現行專利法對於冒認專利權人之善意被授權人已有更優於其他國家的保

護。 

關於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起訴請求冒認專利權人，將其爭專利權的登記名義塗

銷107並移轉（變更30）登記者，智慧局似乎認為其變更登記後之專利權未必具有溯

及效108。尤其專利法草案函送行政院版第10條之修正規定：「就專利申請權及專利

權之歸屬有爭執者，權利人得附具法院確定判決、依其他法令取得之調解、仲裁或

足以證明權利歸屬之證明文件，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變更權利人名義。」其修正理

由一、(二)所謂「至於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變更權利人名義之效力，究係溯及由真

正權利人自始取得或自登記時繼受取得，即究屬於變更案或移轉案，則應視個案司

法判決結果而定，併予說明109。」固然與原告即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起訴時的訴之聲

明有關，亦即原告依侵權行為或不當得利法則訴請被告返還系爭專利申請權及

（或）專利權，其方式正確應為將被告之系爭專利權的登記名義塗銷並移轉（變

                                                        
106 參見日本特許法第79條之2、瑞士專利法第29條第3項、英國專利法第38條第2項、瑞典專利

法第53條第2項後段、芬蘭專利法第53條第2項、丹麥專利法第53條第2項、荷蘭專利法第75
條第8項、歐盟專利法第122條第5項。 

107 塗銷的目的在於原告既自始為系爭專利之專利申請權人及專利權人，則被告原有之系爭專利

權登記名義應為自始無效，應為塗銷被告之設權登記。 
108 變更專利權人名義的效力是否有溯及效，因專利法無明文規定，智慧局認為就撤銷專利後提

起自己之申請案的情形，應「不溯及」，參見智慧局，註25書，136頁。甚至，智慧局認為

「對於專利申請權之歸屬有爭執，而依調解、仲裁或判決程序確認專利申請權人者，如申請

案之權利主體有所變更，經確認之專利申請權人得附具調解、仲裁或判決文件，以讓與登記

方式，申請變更權利人名義。」參見2013年版專利審查基準第一篇第十一章第1節。換言

之，依智慧局之見解，既然專利申請權之歸屬的爭執有確定判決等文件得確認者，變更權利

人名義的申請得以非專利申請權人與真正專利申請權人間之讓與登記方式為之，變更權利人

名義為真正專利申請權人的效力，因屬繼受取得，不溯及既往。亦請參見彭國洋，註2文，

72頁。 
109 專利法草案第2稿之修正理由一、(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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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登記，若原告僅主張移轉登記者，可能令人誤以為其請求系爭專利申請權及

（或）專利權之讓與110。然法院若認定原告確實為系爭專利申請權及（或）專利權

之權利人者，其取得之權利應溯及於申請日及公告日時生效，方符合真正權利人自

始具有專利申請權並進而取得專利權之本質111，亦與現行專利法第59條第1項第5款

規定之立法精神一致。 

專利法草案函送行政院版第10條應明訂溯及效之規定，且其修正理由一、(二)

無從明確真正專利權人與善意第三人間權利義務關係的起始點，甚至造成真正專利

權人的專利權中斷，而異於上述三種國際間的立法模式，致使真正專利權人、冒認

專利權人與善意第三人間的法律關係更行複雜，實應再予斟酌。 

二、專利法草案函送行政院版刪除現行專利法第59條第1項 
第5款及第3項之規定，並無正當性 

本文認為專利法草案第1稿第59條條第1項第5款之修正洵屬正當合理。惟智慧

局前揭專利法草案函送行政院版卻逕將本條第1項第5款及第3項刪除，其刪除理由

(一)認為現行法本條第1項第5款僅限於因專利權人提起舉發而撤銷專利權者，不及

於因專利權人提起專利權歸屬爭議訴訟而移轉專利權或變更其專利權名義者。 

就上開刪除理由(一)而言，雖然現行法本條第1項第5款僅規定因專利權人提起

舉發而撤銷專利權者有保護善意被授權人之規定，但是因專利權人提起專利權歸屬

爭議訴訟而移轉專利權或變更其專利權名義者，基於相同的法理，亦得類推適用本

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以保護該爭議訴訟之被告的善意被授權人。所以將來專利舉

發改成民事對審制時，專利法草案第1稿就本條第1項第5款之修正規定：「非專利

申請權人所得專利權，因專利權人就專利權歸屬訴請法院判決確定時，其被授權人

在起訴前，以善意在國內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確實能達到保護該民事訴

訟之被告的善意被授權人之目的。專利法草案函送行政院版就本條第1項第5款及第

3項的刪除理由(一)正可凸顯本條第1項第5款的刪除反而不利於民事訴訟之被告的善

意被授權人之保護，確有不當。此觀諸前揭各國專利法專設各項規定保障善意被授

                                                        
110 可參考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2155號民事判決所載案例。 
111 相關訴訟上之主張，參見彭國洋，註3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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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之權益，即可見一斑。 

其刪除理由(二)前段復認為專利權歸屬爭議事件改以專依民事訴訟解決者，第

三人如名義專利權人之被授權人難以得知真正專利權人起訴爭執專利權歸屬，即難

以主張在此之前善意實施或為必要準備而屬專利權效力所不及。此種說法顯然倒果

為因，蓋本條第1項第5款及第3項之立法本有保障善意被授權人之正當價值，且現

有民事訴訟已有告知訴訟112和訴訟繫屬登記113之制度設計，目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法草案亦有相關告知訴訟之規定114，則善意被授權人並非無從知悉訴訟之繫屬。 

為此，專利法草案就第10條似可參考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之規定，增設訟

繫屬之登記制度，以保全利害關係人之權益。若然，名義專利權人之被授權人基於

專利法草案第1稿就本條第1項第5款之修正規定，即有機會得知專利權歸屬爭議訴

訟之繫屬，或得依民事訴訟法第58條之規定，主動參加訴訟，或依被告或法院之告

知而參加訴訟。於得知訴訟繫屬之前，被授權人仍有主張本條第1項第5款之實益。 

三、本條項款之規定無礙於善意被授權人是否得向冒認 
專利權人主張權利瑕疵擔保或債務不履行責任 

上開刪除理由(二)後段又認為此善意第三人如因此爭執而受不利益時，係因名

義專利權人所致，就該授權行為應向名義專利權人主張權利瑕疵擔保或債務不履

行。此似指在現行專利法（或專利法草案第1稿）第59條第1項第5款規範之情形

                                                        
112 參見民事訴訟法第65條：「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

害關係之第三人。受訴訟之告知者，得遞行告知。」民事訴訟法第67條之1第1項：「訴訟之

結果，於第三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相當時期，

將訴訟事件及進行程度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 
113 參見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

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原告得聲請受訴法院以裁定許

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亦請參見彭國洋，註2文，80-81頁。 
114 參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草案第43條：「專利權、商標權、著作財產權、電路布局權、品種

權經專屬授權者，權利人或專屬被授權人之一方，就專屬授權之事項，與第三人發生民事訴

訟時，應於言詞辯論終結前相當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行程度告知他方。受訴訟之告知者，

得遞行告知。告知訴訟，應以書狀表明理由及訴訟進行程度提出於法院，由法院送達於第三

人及他造。受告知人不為參加或參加逾時者，視為於得行參加時已參加於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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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若真正專利權人於取回專利權後，向善意被授權人主張權利者，善意被授權人

得基於授權契約之權利瑕疵擔保責任，轉而向冒認專利權人主張權利，是善意被授

權人仍得脫免最終責任。所以，本條項款之刪除不會有害於善意被授權人的權利救

濟。 

惟現行專利法本條項款係規範善意第三人在舉發前的實施或準備行為，為專利

權之效力所不及，應無支付真正專利權人權利金之必要，已如前述，則真正專利權

人應無從向善意被授權人主張權利，即善意被授權人尚無因真正專利權人與冒認專

利權人間之專利權歸屬訴訟而受不利益之情事。 

真正專利權人取回專利權後，雖無從就善意被授權人於舉發前（或起訴前）之

行為主張權利，已如前述，但善意被授權人可能從專屬被授權人之身分縮減至僅為

非專屬被授權人或具有阻卻違法事由之身分，現有或預期中之商業計畫無從實施，

致有權利或利益受侵害者，非不能基於其與冒認專利權人間之授權契約，對之主張

權利瑕疵擔保或債務不履行，則另屬一事，此概與刪除理由(二)後段所稱真正專利

權人與冒認專利權人間是否產生專利申請權歸屬紛爭無涉。 

至於真正專利權人取回專利權後，就善意被授權人於舉發後（或起訴後）之行

為請求其支付合理之權利金，以為善意被授權人取得法定非專屬授權之對價。此

時，冒認專利權人受領善意被授權人先前就此舉發後時期已給付之權利金，可能構

成債權之（無權）準占有人115，而發生清償之效力，則真正專利權人僅能轉而向冒

認專利權人主張該權利金之不當得利返還責任。此時，上開刪除理由(二)所稱善意

第三人受不利益之情形尚難存在。 

四、專利法第59條第1項第5款規範之情形中，冒認專利權人 
應負最終責任 

對之，若認為善意被授權人就舉發後時期向冒認專利權人給付權利金難稱善意

無過失，或認為專利權無「準占有」之適用者，則冒認專利權人受領善意被授權人

                                                        
115 學說有主張民法第310條第2款之債務人係「善意」即可，有無過失在所不問，參見孫森焱，

新版民法債編總論（下冊），2001年，1027頁；亦有認債務人需「善意無過失」，參見陳自

強，民法講義Ⅱ契約之內容與消滅，2004年，4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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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舉發後時期給付之權利金，於法律上無從構成債權之準占有人，則此時方需討論

真正專利權人向善意被授權人行使權利之情事。 

若真正專利權人於取回專利權後，依侵權行為法則，向冒認專利權人及（或）

善意被授權人對於其等於舉發後之行為主張權利者，此時，若原告主張冒認專利權

人及善意被授權人（假設有過失）為共同被告者，可能會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116。

對之，民事專利共同侵權行為之不當得利責任，多數實務和學說認為不會構成連帶

責任117。準此，在不真正連帶債務中，被告間有最終負責者，因最終負責之債務人

給付，他債務人即同免其責任，即債務人間無內部分擔額之分攤問題。所以，冒認

專利權人將負最終損賠責任。 

本文認為，專利法草案函送行政院版擬刪除現行專利法第59條第1項第5款和第

3項之規劃，雖看似允許真正專利權人得選擇讓冒認專利權人及善意被授權人中之

任一或全部提告，但善意被授權人或可主張其為專利權之效力所不及，或主張因先

前向冒認專利權人給付權利金有清償之效力，或冒認專利權人及善意被授權人共同

被訴時彼此間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所以真正專利權人向冒認專利權人主張權利，

使之負最終損賠責任之結果方為正辦。本條項款之刪除未必能使真正專利權人有更

多任擇被告之機會，反而使得我國專利法欲保護善意被授權人之交易安全的立法精

神將不復存在，使其保護善意第三人之規範密度更不及於前述各國立法例，應予正

視。 

                                                        
116 善意被授權人若仍有過失而對於專利權人之損害賠償責任，得轉而向同為被告之契約相對人

即名義專利權人主張違約責任者，被告間彼此之侵權行為只是偶然結合者，則被告間有最終

負責者，因最終負責之債務人給付，他債務人即同免其責任，即債務人間無內部分擔額之分

攤問題，所以各行為人間應負不真正連帶債務。 
117 參見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2733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9號

民事判決及更審前二審101年度民專上字第10號民事判決、一審100年度民專訴字第64號民事

判決；王澤鑑，不當得利，2015年，310-313頁。但實務有採相反見解，參見智慧財產法院

105年度民著訴字第38號民事判決。而數人依各別之債務不履行負擔同一損害賠償責任者，

亦為不真正連帶債務之典型之一，參見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著訴字第9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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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利法第59條第1項第5款有保障善意被授權人善意信賴 
專利登記所表彰之交易安全的重大意義 

依現行專利法（或專利法草案第1稿）第5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若真正專利

權人於取回專利權後，雖無法向善意被授權人主張專利舉發撤銷前之損賠責任，但

得依侵權行為或不當得利法則，向名義專利權人主張權利。此結果與專利法草案函

送行政院版認為刪除本條項款使真正專利權人得選擇讓名義專利權人及善意被授權

人中之任一或全部提告，而名義專利權人負最終損賠責任之結果，並無不同。其重

大差異者厥為現行專利法（或專利法草案第1稿）第5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保障善

意被授權人善意信賴專利登記所表彰之交易安全，而專利法草案函送行政院版刪除

本條項款充其量僅使真正專利權人對於被告（冒認專利權人及善意被授權人）有更

多的選擇（但未必能實現），其間的利弊得失，不言可喻。 

陸、結 論 

依現行專利法（或專利法草案第1稿）第59條第1項第5款，該專利權應溯及於

冒認專利公告時生效，否則本條項款即無規定屬於專利權之效力不及之事由的必

要，已如前述。是以，本文認為變更專利權人名義的效力和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舉發

回復其專利權的效力皆具有溯及效。 

實務上，原告就專利申請權歸屬提起確認訴訟，以確認其具有專利申請權及

（或）專利權；或提起給付訴訟，以移轉或返還專利申請權及（或）專利權，二者

本質上並無異。蓋給付訴訟的內涵本含有確認訴訟之性質，所以原告就專利申請權

歸屬無論提起確認訴訟或給付訴訟，只要其主張為有理由，其本質皆為溯及申請時

或公告時取回專利申請權及（或）專利權，不可能有原告自判決確定時起方取得專

利申請權及（或）專利權，以致在此之前被告仍保有專利申請權及（或）專利權的

權利割裂之情形。所以，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應溯及於專利權公告時原始取得專利

權。如此方不致使真正專利權人、冒認專利權人與善意第三人間的法律關係更行複

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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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項款既然規定善意第三人在舉發前的實施或準備行為，為專利權之效力所

不及，應無支付真正專利權人權利金之必要；或者向冒認專利權人給付權利金構成

債權之（無權）準占有人，而發生清償之效力；或者無法向冒認專利權人主張授權

契約之權利瑕疵擔保責任，所以真正專利權人向冒認專利權人主張權利，使之負最

終損賠責任之結果方為正辦。所以，專利法草案函送行政院版擬刪除現行專利法第

59條第1項第5款和第3項之上述理由，應再予斟酌。 

基於民法上善意第三人應予保護之基本原則，善意被授權人既然應受保障，其

他善意實施者應無不受保護之理。所以，本文建議專利法草案第1稿就本條項款之

規定應予保留；更有甚者，本條項款規定之「善意被授權人」應修正而擴大及於其

他善意實施者，例如冒認專利權人之後手、冒認專利權之專屬授權人、冒認專利權

或專屬授權的非專屬授權人。善意實施者之善意之認定時點，以真正專利申請權人

起訴時為準，尚稱允當，其過失程度以非重大過失者（亦即屬於無過失、抽象輕過

失或具體輕過失者）為限，如此較能平衡兼顧真正專利權人和善意實施者間的利

益。所以，於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起訴後，依現有民事訴訟的告知訴訟和訴訟繫屬登

記之規定，實施者原本可得而知專利權歸屬訴訟之情事卻不知情者，若屬善意且無

重大過失者，則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取回專利權後，對於善意實施者於起訴前之實施

或準備行為不得主張權利；而善意實施者於起訴後取得法定有償的非專屬授權，得

繼續為實施或準備行為，真正專利權人得對之請求合理之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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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990號判決 

裁判要旨 

 

 

【專利法】 
【裁判日期】111年4月13日 

【裁判案由】發明專利申請延長專利權期間 

【裁判要旨】 

一、 按專利法第53條「（第1項）醫藥品、農藥品或其製造方法發明專利權之實

施，依其他法律規定，應取得許可證者，其於專利案公告後取得時，專利權人

得以第1次許可證申請延長專利權期間，並以1次為限，且該許可證僅得據以申

請延長專利權期間1次。（第2項）前項核准延長之期間，不得超過為向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取得許可證而無法實施發明之期間；取得許可證期間超過5年

者，其延長期間仍以5年為限。（第3項）第1項所稱醫藥品，不及於動物用藥

品。（第4項）第1項申請應備具申請書，附具證明文件，於取得第1次許可證

後3個月內，向專利專責機關提出。但在專利權期間屆滿前6個月內，不得為

之。（第5項）主管機關就延長期間之核定，應考慮對國民健康之影響，並會

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核定辦法。」規定以及現行延長審查基準始明文

限定「以符合ICH規範之臨床試驗報告書所定義之試驗完成日期，作為國外臨

床試驗期間之訖日為據」。 

二、 被上訴人雖主張專利權期間延長制度之立法目的主要係補償專利權人為向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取得許可證而無法實施發明之期間，而主管機關核發藥品許

可證前，須審查載有臨床試驗結果之報告，且考量藥品臨床試驗非於投藥後可

立即獲致結論，須經統計分析解盲數據始可呈現具有意義之整體試驗結果，故

製作試驗報告之期間應視為臨床試驗期間的一部分，臨床試驗之「訖日」應認

定為「臨床試驗報告日」，且表明(二)依83年專利法增訂專利權期間延長規定

之立法理由，就藥品而言，臨床試驗報告是否完成至關重要，由於衛生主管機

關核發藥品許可證之關鍵為必須取得臨床試驗報告，並非實際執行臨床試驗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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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後即可符合獲准藥品許可證之標準，故「為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

藥品許可證所進行之國外臨床試驗期間」，應解釋為國外試驗起始日至國外試

驗報告日，現行專利權期間延長審查基準（下稱「延長審查基準」）認定國外

臨床試驗期間應解釋為國外試驗起始日至國外試驗完成日，顯與專利權期間延

長制度之立法目的有所違背，原判決因而認定申請延長系爭專利權期間，關於

系爭專利國外臨床試驗期間之訖日，應為臨床試驗報告完成日。 

三、 所稱「國外臨床試驗期間」如何採計，應依授權條文之立法目的加以探求。揆

之行政院於81年12月30日函送立法院之專利法修正草案總說明內載：「按醫藥

品及農藥品，依藥物藥商管理法第43條及農藥管理法第11條，須先經中央主管

機關查驗登記，經核准發給許可證後，始得製造販賣；在頒布許可證之前，必

須要有該藥之臨床實驗或農藥檢驗報告，而該試驗相當費時，是增訂專利權期

間得延長，以符合實際需要」等語，可知主管機關核發醫藥品許可證前，須審

查臨床試驗或農藥檢驗報告。則此試驗既係為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

藥品許可證而進行，「國外臨床試驗期間」之採計自係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發藥品許可證用供審查決定所需者為前提。再參諸前揭83年專利法第51條

規定之立法理由「本條所稱取得許可證所需時間，包括為取得中央主管機關上

市許可之試驗期間，或中央主管機關所認可在國外從事之試驗期間。」可見，

國外臨床試驗期間係以取得中央主管機關上市許可所需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者，始足當之。又現行專利審查基準（107年4月1日修正施行）第2篇「發明專

利實體審查」第11章「專利權期間延長」4.4.1「醫藥品或其製造方法發明專

利」醫藥品或其製造方法發明專利，准予延長專利權之期間包含：(1)為取得衛

福部核發藥品許可證所進行之國內外臨床試驗期間（含銜接性試驗期間）；及

(2)國內申請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期間。所述為取得衛福部核發藥品許可證所進行

之國內外臨床試驗，以經專利專責機關送請衛福部確認其為核發藥品許可證所

需者為限。則專利專責機關送請衛福部確認國外臨床試驗為核發藥品許可證所

需者，自應包括臨床試驗之內容及期間，始符83年專利法第51條規定之立法意

旨。 

四、 綜上所述，關於衛福部核發藥品許可證所需之國外臨床試驗期間為何？衛福部

所認可之國外臨床試驗期間為何？攸關該臨床試驗可得計入延長專利權期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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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原審未遑詳為審究，逕以製作試驗報告之期間應視為臨床試驗期間的一

部分，臨床試驗之「訖日」應認定為「臨床試驗報告日」，以此為基礎予以計

算延長專利之期間，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因此發回原審法院，更為適法裁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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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0年度民專上字第26號判決  

 

 

【專利法】 
【裁判日期】111年5月11日 

【裁判案由】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 

【裁判要旨】 

一、 按新型專利權人對於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專利權者，得請求損害月賠償，且專

屬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前項之請求，專利法第120條準用第96條第2

項、第4項、第97條第1項第2款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為據。 

二、 查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1)要件編號1A：一種充氣機之壓力顯示裝置，(2)

要件編號1B：該壓力顯示裝置係設於一充氣機，(3)要件編號1C：該充氣機包

括有一充氣機構，(4)要件編號1D：其特徵在於：該充氣機構具有一氣室，(5)

要件編號1E：且氣室設有至少二出氣口並分別連接有一第一輸氣管及一第二輸

氣管， (6)要件編號1F：該第一輸氣管係與壓力顯示裝置連接；(7)要件編號

1G：而，第二輸氣管係可用以延伸供予充氣於被充氣物使用；(8)要件編號

1H：此外，該壓力顯示裝置外部設有一標尺。次查系爭產品系爭產品之氣室設

有二出氣口，惟其中一出氣口係直接在氣室內連通至壓力顯示裝置，兩構件間

並不具有如系爭專利所示第一輸氣管之構件，另有一出氣口可連接於一輸氣

管。因此，系爭產品僅具有單一輸氣管，且該輸氣管係延伸供予充氣，並非供

予壓力顯示裝置連接，故系爭產品並無法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要件編號1E

「且氣室設有至少二出氣口並分別連接有一第一輸氣管及一第二輸氣管」、1F

「該第一輸氣管係與壓力顯示裝置連接」所文義讀取，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

1之文義範圍。 

三、 惟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編號要件1E、1F之均等比對結果相符：(1)系爭

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所限定「氣室……連接有一第一輸氣管……」技術特

徵，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F所限定之「該第一輸氣管係與壓力顯示裝置連接」技

術特徵，其中就有關「第一輸氣管」部份，兩者分別界定具有「第一輸氣管」

及該「第一輸氣管與壓力顯示裝置連接」之關係，故兩者應視為「第一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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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構件及配置關係技術特徵之整體，予以合併比對。(2)就方式：系爭專利藉

由第一輸氣管，將氣室與壓力顯示裝置兩者相互連接，而系爭產品則是由氣室

內直接連通至壓力顯示裝置，兩者所運用的技術手段，均係由氣室將氣體導引

至壓力顯示裝置，藉此顯示氣壓值，其間雖有連接型態之差異，惟此技術手段

差異僅係為該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完成。因此，系爭

產品與系爭專利具有實質相同的方式。(3)就功能：系爭產品利用前述技術手段

達成「將氣室內的氣流導引至壓力顯示裝置內」之功能，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功能完全相同。(4)就結果：系爭產品利用前述技術手段達成「壓力顯示裝置

顯示氣室內壓力值」之結果，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結果完全相同。(5)由於系

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1F係以實質相同的方式，達成相同的

功能，而產生相同的結果，故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要件編號1E、1F並

無實質差異，故已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基於全要件原則，應認

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專利權範圍。 

四、次查，依被上訴人所提如附表證據，由被證5與被證6、7、10、11、12、13任

一先前技術之組合，或被證3與被證6、7、10、11、12、13任一先前技術之組

合；或被證14與被證6、7、10、11、12、13任一先前技術之組合，均足以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故被上訴人抗辯系爭專利請求項1欠缺進步性而

有應撤銷之事由，核屬有據，縱使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專利權範

圍，上訴人仍不得對被上訴人主張專利權受到侵害而請求損害賠償。 

五、綜上所述，本件系爭專利請求項1因不具進步性而有應撤銷之事由，依智慧財

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上訴人不得向被上訴人主張專利權，故上訴

人依專利法第120條準用第96條第2項、第4項、第97條第1項第2款及公司法第

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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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0年度行專訴第42號  

 

 

【專利法】 
【裁判日期】111年3月30日 

【裁判案由】設計專利舉發 

【裁判要旨】 

一、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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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可供產業上利用者，得申請取得設計專利，專利法第121條第1項、第122條

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然申請前有相同或近似之設計，已見於刊物者，或設計

為其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藝易於思及時，不得取

得設計專利，專利法第122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亦有明文。而對於獲准專利權

之設計，任何人認有違反專利法第122條規定之情事者，依同法第141條第1項

第1款及第142條準用第73條第1項規定，得檢附證據，向專利專責機關舉發

之。 

二、 被告雖稱：系爭專利與證據2之俯視圖相較，系爭專利是呈現正方形四片花瓣

狀凸體，證據2則是呈現長方形四片花瓣狀凸體；又兩者之前視圖相較，系爭

專利之下層扁狀短圓柱體與上層正方形四片花瓣狀凸體的高度比例大約為1：

1，證據2之中層圓形盤體與上層長方形四片花瓣狀凸體的高度比例大約為1：

4，是證據2整體視覺效果更加強化出「層次段差」之明顯效果，又該等差異亦

無法從證據2座體做簡易數量刪減修飾手法而所能得知，故證據2不足以證明系

爭專利不具創作性。 

三、惟設計專利創作性之審查原則，申請專利之設計與先前技藝之差異係運用三度

空間或二度空間的形狀、花紋或色彩者，包括基本幾何形、傳統圖像或已為公

眾廣泛知悉之形狀或花紋等，即運用習知設計之外觀，若其無法使該設計之整

體外觀產生特異之視覺效果者，應認定為易於思及。本件系爭專利與證據2所

揭「四片花瓣狀凸體」縱有被告前述「正方形」、「長方形」排列之差異，然

此均屬類「矩形」排列之幾何設計，並不會因彼此間距之微調而造成視覺上之

明顯差異，是系爭專利實難跳脫證據2所揭示「四片花瓣狀凸體」之矩形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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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特徵。再者，無論係上述「四片花瓣狀凸體」之排列，或座體高度與直徑

寬度之對比，均僅係就該等設計比例上之簡單修改所致，對系爭專利所屬技藝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進行前述比例或基本幾何造形之調整修改實非困

難，可認系爭專利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得依證據2之技藝內容易於

思及系爭專利之設計內容，且參以系爭專利與證據2上開圖式，系爭專利所為

前述修改並未具明顯特異於證據2之視覺效果。基此，經由整體觀之，證據2已

揭露系爭專利之設計特徵，系爭專利自不具創作性。被告此部分所辯，並非可

採。 

四、 綜上所述，證據2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創作性，是系爭專利違反專利法第122

條第2項規定。被告認證據2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不具創作性而為舉發不成立之

處分，尚有未洽，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

處分，並命被告就系爭專利舉發案應為舉發成立，撤銷專利權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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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委員會 
 

日  期 內  容 

111年4月1日 倫理紀律委員會──【110專紀字第002號】調查小組會議 

111年4月8日 無形資產評價委員會召開第1次會議 

111年4月11日 企業智權管理實務委員會第2次會議 

111年4月13日 倫理紀律委員會──【111專紀字第001號】調查小組第1次會議 

111年4月14日 專利師法修法小組第1次會議 

111年4月15日 發明實務委員會第1次會議 

111年4月16日 
～111年4月17日

本會與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共同主辦「大專院校優良發明創造

營」假日營 

 

會務動態與紀要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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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11年4月18日 

拜訪中華民國驗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1年4月21日 
～111年5月26日

公司治理之智財法遵暨ISO創新及智財管理培訓課程 

 

111年4月26日 

2022專利師節【擁抱IP 勇敢逐夢】創客座談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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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11年4月27日 
司法院召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草案公聽會」，本會由

智慧財產法院實務委員會王仁君主委、簡秀如主委、彭國洋主

委代表出席 

111年4月29日 第五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11年4月29日 

〔 專 題 演 講 （ 在 職 ） 〕 「 歐 洲 專 利 實 務 ─ European Patent 
Practice: Unitary Patent(UP) and Unified Patent Court (UPC)」

──主講人：Dr. Christoph Eisenmann 

 

111年5月3日 設計專利實務委員會第2次會議 

111年5月5日 電腦軟體實務委員會第2次會議 

111年5月5日 專利師在職進修委員會第2次會議 

111年5月9日 智財評價課程相關業務討論會議 

111年5月10日 美國實務委員會第2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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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11年5月10日 
～111年6月14日

2022年商標法令及實務研習課程 

 

111年5月11日 
無形資產評價委員會召開「無形資產評價指南編寫小組第1次

會議」 

111年5月11日 

〔專題演講（電腦）〕「NFT面面觀」──主講人：王慶進創

辦人 

 

111年5月13日 

第1次線上拜會日本交流協會 
本會由林宗宏理事長、秦建譜副理事長、簡秀如秘書長、林清結

執行長、林明燁主委、洪茂主委、周宜新主委、林郁君委員

（日本事務委員會）等代表出席 

111年5月13日 日本事務委員會第2次會議 

111年5月16日 「專利師法修正草案協商會議」之會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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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11年5月17日 編輯委員會第2次會議 

111年5月17日 
智慧局召開「專利師法第一次協商會議」由本會理監事代表

出席 

111年5月18日 購置會館小組──第五屆第2次會議 

111年5月25日 

第2次線上拜會日本交流協會 
本會由林宗宏理事長、秦建譜副理事長、簡秀如秘書長、林清結

執行長、林明燁主委、洪茂主委、周宜新主委、林郁君委員

（日本事務委員會）等代表出席 

111年5月25日 職前訓練委員會第1次會議 

111年6月1日 第三屆檢索競賽──台大線上拜會 

111年6月2日 

〔專題演講（生物）〕「美國FDA新藥臨床試驗（IND）申請經

驗」──主講人：何佳樺博士 

 

111年6月6日 購置會館小組──第五屆第3次會議 

111年6月7日 購置會館──與大師房屋簽約下斡璇 

111年6月8日 購置會館──屋主同意成交 

111年6月7日 倫理紀律委員會──【111專紀字第001號】調查小組第2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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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11年6月9日 

〔專題演講（在職）〕「淺談未來專利法制與審議實務」──

主講人：林希彥組長 

111年6月10日 第五屆第1次臨時理監事會議 

111年6月14日 

購置會館簽約──由林宗宏理事長、秦建譜副理事長、簡秀如

秘書長、林清結執行長等出席簽約儀式，由林宗宏理事長代表

公會簽訂房屋買賣合約 

 

111年6月16日 第三屆檢索競賽──第1次三校籌備會議 

111年6月17日 國際委員會第1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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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11年6月22日 

〔專題演講（設計＋在職）〕「產業設計保護與侵權訴訟」

──主講人：李素華教授 

 

111年6月24日 

〔 專 題 演 講 （ 生 物 ） 〕 「 WIPO ST.26 新 標 準 介 紹 &WIPO 
Sequence桌面工具示範」──主講人：林奕萍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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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111年6月28日 

CNCPI國際線上拜會交流會議 

 

111年6月29日 

〔專題演講（在職）〕「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IP人工智能與

智慧財產權」──主講楊明道律師 

 

111年6月30日 

英國CITMA國際線上拜會交流會議，本會由林宗宏理事長、

簡秀如秘書長、胡書慈主委、盧建川主委、林清結執行長等人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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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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日本室內設計申請及近似判斷實務介紹

‧從美國Quanergy Systems, Inc. v. Velodyne Lidar USA, Inc.案
　論析請求項解釋原則以及非顯而易知性判斷

‧專利連結制度下逆向給付利益協議之管制密度

　――對美國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AbbVie Inc.案相關
　　　判決之思考

‧藥物化學結構先導化合物分析法之研究（上）

　――近15年美國CAFC相關案件整理

政策建言

‧專利師公會對於專利師法修正草案之建言

修法專欄

‧真正申請專利權人向冒認專利權人取回專利權後行使權利
　之法定限制

　――以智慧局函送行政院版專利法草案第59條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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