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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師 季刊第23期共有6篇論文，範圍涵蓋國內外近來重要之研究議

題，茲簡述如下  

彭國洋律師的 論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的舉 申請和民事訴訟無效抗

辯之主體資格 乙文，針對專利權歸屬糾紛中舉 申請和民事訴訟無效抗辯之

主體適格性進行探討，從我國法制和實務等面向作全面性地 紹，並從各國法

制及司法實務相關規定的角度加以比較評析，進而提供修法及配套建議，值得

智財局 司法實務界及立法者多加關注  

顏吉承專利高級審查官兼科長的 擬制喪失新穎性與先占之法理 ，係以

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專訴字第114號判決為出 點，提出擬制喪失新穎性之

比對基礎究竟是外文本或是中文譯本之問題 本文對於擬制喪失新穎性之立法

精神及各國相關規定作完整之比較，並提出具體建議，對於專利事務工作者具

有相當之參考價值  

李懷農律師的 由 正當法律程序 視角初探現行民事專利訴訟體制 ，

係以憲法層次思考專利民事訴訟體制，指出現行民事專利訴訟有關於 技術審

查官製作之技術報告不予公開 之審理體制未落實憲法位階之正當法律程序，

其中，所述憲法位階之正當法律程序係指人民於訴訟中具有 知悉相關資訊

及 適時陳述意見 之機會 本文將憲法 大法官解釋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法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之相關規定作整理 紹，並將最高法院民事庭迄

對智財法院違法相關法律之見解作整理歸納，其見解及剖析確有獨到之處  

李伯昌專利師 吳珮雯專利師 明 專利師 洪于舒專利師 林湧群專利

師 江日舜專利師 高萃蔓專利師，以及林伯修專利師合著之 申請人自承技

藝作為先前技術之探討 乙文，對於申請人自承技藝是否可作為先前技術之議

題及各國相關實務進行了 細的探討及比較，值得業界人士多加關注  



 

 

劉國讚教授及徐偉甄專利師的 美國Alice判決後電腦軟體之可專利性的美

歐調和 ，以 紹電腦軟體可專利性的Alice判決及之後美國法院適用 判決的4

個案子為主軸，並以歐洲對於電腦軟體可專利性的判斷方式為輔，進行比較評

析，對於電腦軟體專利事務工作者有重大參考價值  

陳麗娟教授的 歐洲聯盟專利代理人與專利法律人員培育現況及跨國執業

規範 ， 紹歐洲聯盟專利代理人與專利法律人員培育現況，對於我國專利師

考試制度及人員培育之方向，頗有值得討論與參考借鏡之處  

本期專利師季刊廣納國內外司法實務及行政制度之重要議題，衷心希望讀

者能與我們一起從本期兼具深度與廣度的專題研究中精進學習，並能繼續支持

專利師 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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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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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國洋* 

壹、問題之提出 

現行專利法第71條第2 規定，以專利申請案未由專利申請權人共有人全體提

出或專利權人為非專利申請權人為由提出舉發者，限於利害關係人始得為之 按

2001年專利法第72條第1 規定，以專利權人為非專利申請權人為由提出舉發者限

於 有專利申請權人 2003年修正專利法時此條 內容移列至第67條第2 ，首

次將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之舉發事由的舉發人限定於利害關係人，但本條文及其修

法理由對於此利害關係人之內涵並未明確規定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下稱 智慧

局 以往的專利審查基準皆將 利害關係人 與 有專利申請權人 同視，直到

智慧局之2013年和2014年版專利審查基準始將 利害關係人 解釋為，除真正具有

專利申請權之人或共有專利申請權之人之外，尚包含例如專利民事侵權訴訟之被

告 是以，現行專利法第71條第2 規定之 利害關係人 是否不限於真正專利申

                                                        

DOI：10.3966/22184562201510002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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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律師／專利師／大陸代理人 本文謹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任職之

事務所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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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權人或漏列之共有專利申請權人，非無疑義  

再者，若專利民事訴訟之被告或參加人，根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 下稱 智

審法 第16條第1 前段之規定，向受訴法院提出原告專利權因專利權人為非專

利申請權人而有應撤銷之原因作為抗辯 下稱 無效抗辯 ，則此時受訴法院尚

負有根據專利法第71條第1 第2 之規定，判斷被告或參加人是否有權提出此專

利申請權瑕疵之無效抗辯，以及若有權提出者，該專利權無效抗辯是否成立之義

務  

實務上或基於智慧局之上開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的解釋之故，將此舉發人或提出

無效抗辯人主體採廣義解釋為包含專利民事侵權訴訟之被告 但此種解釋是否符合

我國專利法規範此種異議和舉發事由之立法目的，以及是否不當侵害真正專利申請

權人之利益，值得探討  

貳、我國歷來專利法和實務關於專利申請權歸屬之相關

規定 

一、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舉發事由之舉發人是否限於專利 

申請權人或共有專利申請權人 

按我國專利法歷來規定專利申請主體不適格者得為異議和舉發事由，而提起此

異議和舉發事由之異議人和舉發人之資格受有限制 1949年專利法第24條訂有異議

成立確定後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之申請權 權之規定1；惟，同法第32條關於發明專利

之異議規定2卻漏未規範類 於新型專利3和新式樣專利4的相對應之異議事由及異議

                                                        
1
 第24條 制定 ： 明為非專利呈請權人所呈請，經依異議不予專利時，專利呈請權人，

於異議確定之日起六十日內呈請者，以非專利呈請權人呈請之日為專利呈請權人呈請之

日  
2
 第32條 制定 ： 公告中之 明人，無論何人認為有違反本法第一條至第四條之規定者，

得自公告之日起六個月內備具聲請書，附具證件，向專利局提起異議，請求再審查  
3
 第101條 制定 ： 公告中之新型，無論何人認為有違反本法第九十五條至第九十七條之

規定，或利害關係人認為違反本法第十二條之規定者得自公告之日起六個月內，備具聲請

書，附具證件，向專利局提起異議，請求再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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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體規定 但解釋上應無不同 對之，1949年專利法第25條亦訂有舉發成立確定

後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之申請權 權之規定5；同法第60條 第61條關於發明專利之舉

發規定6即明訂以專利權人為非專利呈請權人為舉發事由之舉發人限於專利呈請權人

即專利申請權人  

中央標準局 智慧局之前身，下稱 中標局 於1983年2月出版之專利審查

作業手冊草案第28頁規定： 因專利申請權人不合法而提出異議或舉發，其異議人

或舉發人非專利申請權人者，應不受理 專32 101 118 61條1 110條及129

準用61條1 再者，前述專利法第32條關於發明專利之異議規定漏未規範以

專利權人為非專利呈請權人為異議事由及異議人主體規定之情事已於1979年修正專

利法7時加以修 中標局於1991年6月公告之專利審查基準總則篇第137頁規定：

以專利申請權為非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而提起異議之事件，若其異議人為利害關係

                                                                                                                                                        

第12條 制定 ： 呈請專利，由 明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備具呈請書 細說明書圖

式模型或樣品及宣誓書，向專利局呈請之 受讓人或繼承人呈請時，應敘明 明人姓名並附

具受讓或繼承之證件  
4
 第118條 制定 ： 公告中之新式樣，無論何人認為有違反本法第一百十一條至第一百十

三條之規定，或利害關係人認為違反本法第一百十六條之規定者，得自公告之日起六個月內

備具聲請書，附具證件，向專利局提起異議，請求再審查  
5
 第25條 制定 ： 明為非專利呈請權人呈准專利，經撤銷時，專利呈請權人於撤銷後六

十日內，並在該專利案核准後二年內呈請者，以非專利呈請權人呈請之日為專利呈請權人呈

請之日  
6
 第60條 制定 ：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撤銷其專利權，並追繳證書：一 違反本法第一

條至第四條之規定者 二 專利權人為非專利呈請權人者 三 說明書圖式故意不載明實施

必要之事項，或故意記載不必要之事項，使實施為不可能或困難者 四 說明書與 在外國

呈請時之說明書內容不同者 五 說明書之記載非 明之真實方法者  

第61條 制定 ： 前條第二款限於有專利呈請權人，其他各款無論何人，得附具證據向專

利局舉 之 但異議不成立之案件，同一人不得以同一理由再為舉  
7
 第32條 修正 ： 公告中之 明，任何人認有違反第一條至第四條之規定，或利害關係人

認有不合第十二條之規定者，得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內備具申請書，附具證件，向專利局提

起異議，請求再審查 其修正理由為：一 按任何人對公告之專利案，認有違反專利要件

得向專利局提起異議，請求再審查之期間，以目前交通 傳播 通訊設施 達，其 六個

月 公告期間已嫌冗長，乃參照多數國家立法例，改為 三個月 ，俾法律關係早臻確定

二 參照本法第101條有關公告中之新型，利害關係人得提起異議請求再審查之要件規定，

增列 或利害關係人認有不合本法第十二條之規定者 ，亦得提起異議，以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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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證明其為真正之專利申請權人者，除說明不能證明之理由外，應以異議 不成

立 為結論，惟若異議人為第三人則應以異議 不受理 為結論  

1994年專利法修正，制訂專利申請權之定義性條文8，以及修正舊法第32條為第

41條9，將得作為異議事由之關於專利申請事宜的舊法第12條簡約而重新定義，並增

列同法第30條10關於真正之原發明人的異議事由，以資專利保護之周全  

智慧局於2000年7月10日公告的有關異議 舉發 依職權審查之基準第九章第

一章第二節第二 (二)小節規定： 主張上述第(6) 有關專利權人非為各該專利申

請權人者，依第七十二條第一 前段之規定，限於專利申請權人，亦即專利申請權

人始屬利害關係人，故本款之舉發條件與第四十一條11所稱利害關係人認有不合第

五條之異議條件實質上相同  

2001年專利法第41條12仍規定，以專利申請案未由專利申請權人提出為由提出

異議者，限於利害關係人始得為之；同法第71條和第72條仍規定，以專利權人為非

專利申請權人為由提出舉發者限於 有專利申請權人 13，至於專利申請案未由專

利申請權人共有人全體提出之情形則漏未規定14
 

                                                        
8
 第5條 全文修正 ： 稱專利申請權，係指得依本法申請專利之權利 稱專利申請權人，

除本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係指 明人 創作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  
9
 第41條 全文修正 ： 公告中之 明，任何人認有違反第四條 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或第四項 第二十七條規定，或利害關係人認有不合第五條或第三十條規

定者，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內備具異議書，附具證明文件，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異議 異議

人補提理由及證據，應自異議之日起一個月內為之  
10

 第30條 全文修正 ： 原 明人與他人有同一之再 明同日申請時，應予原 明人以 明

專利  
11

 1994年專利法第41條： 公告中之 明，任何人認有違反第四條 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或第四項 第二十七條規定，或利害關係人認有不合第五條或第三十條規

定者，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內備具異議書，附具證明文件，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異議  
12

 2003年專利法修正， 除異議制度  
13

 1994年專利法第71條和第72條 第75條和1979年專利法第60條和第61條亦同  
14

 1994年專利法第71條和第72條 第75條和1979年專利法第60條和第61條亦同 以專利申請案

未由專利申請權人共有人全體提出作為舉 事由首次規定於2003年專利法第67條 該條規

定：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專利專責機關應依舉 或依職權撤銷其 明專利權，並限期追繳

證書，無法追回者，應公告註銷：一 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 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四條 第

二十六條 第三十一條或第四十九條第四項規定者 二 專利權人所屬國家對中華民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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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專利法修正，廢除異議制度，將提起異議事由與提起舉發事由之條文

互惠規定 發明定義 新穎性 進步性 產業利用性 擬制新穎性 非法定適格

標的 合併於同法第67條，新增違反共有專利申請案由共有人全體提出申請 第12

條第1 違反說明書和申請專利範圍揭露事 第26條 及違反說明書和申請

專利範圍修改超範圍事 第49條第4 之舉發事由，將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之

舉發事由的舉發人資格由原為 有專利申請權人 修正為 利害關係人 15 智慧

                                                                                                                                                        

申請專利不予受理者 三 明專利權人為非 明專利申請權人者 以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或有前項第三款情事，提起舉 者，限於利害關係人；其他情事，任何人得附具證據，

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 …… 其修法理由謂： 一 條次變更，本條為原條文第七十

一條移列 二 修正第一項 原條文第七十一條及第七十二條為依職權撤銷及提起舉 之法

定事由，配合異議程序廢除 提起異議與提起舉 法定事由結合，爰將可提起舉 事由之條

文合併於第一項規定 並將原條文酌為修正後，移列為修正條文第一項 三 第二項新增

有關 明專利權由非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提出申請及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未由共同申請權人提

出申請之情形，應僅限於有利害關係之人，始得提出舉 ，而非任何人均可提出，爰將原條

文第七十二條第一項酌為文字修正後，移列修正條文第二項規定……  

惟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專訴字第115號行政判決則認為： 92年2月6日修正前專利法第71

條規定：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專利專責機關應依職權撤銷其 明專利權，並限期追繳證

書，無法追回者，應公告證書作廢：……二 明專利權人為非 明專利申請權人者 ，

是以專利法於92年2月6日修正前所列 明專利權人為非 明專利申請權人 之撤銷專利權

事由，並未就共同 明人而僅由其中一人或部分之人取得專利權 即 明專利權人僅為專利

申請權共有人之一 ，抑或 明專利權人均不具專利申請權予以區分為不同撤銷事由，凡專

利權申請人適格有欠缺，即以上開事由予以撤銷 惟92年2月6日修正後施行之現行專利法則

已將二者區分為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1款 第3款之不同撤銷事由，……  
15

 第67條 全文修正 ：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專利專責機關應依舉 或依職權撤銷其 明專

利權，並限期追繳證書，無法追回者，應公告註銷：一 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 第二十一條

至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六條 第三十一條或第四十九條第四項規定者 二 專利權人所屬國

家對中華民國國民申請專利不予受理者 三 明專利權人為非 明專利申請權人者 以違

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或有前項第三款情事，提起舉 者，限於利害關係人；其他情事，任

何人得附具證據，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 舉 人補提理由及證據，應自舉 之日起一個

月內為之 但在舉 審定前提出者，仍應審酌之 舉 案經審查不成立者，任何人不得以同

一事實及同一證據，再為舉  

第67條第2項於2003年修法之理由為： 有關 明專利權由非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提出申請或

第十二條第一項未由共同專利申請權人提出申請之情形，應僅限於有利害關係之人，始得提

出舉 ，而非任何人均可提出，爰將現行條文第七十二條第一項酌為文字修正後，移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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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於2006年公告之專利審查基準對此尚無明確說明；而智慧局於2008年8月出版之

專利法逐條釋義，就此修正之解釋為， 依2001年專利法第72條之原規定 前條第

二款之舉發，限於有專利申請權人 其他各款，任何人得附具證據，向專利專責機

關舉發之 即指發明專利權人為非發明專利申請權人之舉發案，限於利害關係

人，除此之外所列事由中，共有之發明專利未由共有人全體提出申請，並未涉及到

專利要件，只是權利歸屬之爭執，因此主張專利權有此等情事而提起舉發者，亦應

始得為之16 認為利害關係人通常是專利申請權人  

現行專利法第71條第2 規定同2003年專利法第67條第2 ，以專利申請案未由

專利申請權人共有人全體提出或專利權人為非專利申請權人為由提出舉發者，限於

利害關係人始得為之 根據2013年和2014年版專利審查基準之說明， 利害關係

人，最典型之例為真正具有專利申請權之人或共有專利申請權之人 ……此外，舉

發人如為專利民事侵權訴訟之被告，因民事案件係由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主張舉發

人侵害其專利權而生，系爭專利權有無得以舉發撤銷事由 在，關係到民事侵權責

任是否成立，故專利民事侵權訴訟之被告為舉發人，對系爭專利提起舉發，應認其

具利害關係，舉發人應檢附民事侵權訴訟相關起訴或判決等文件以證明其為適格之

利害關係人17 亦即，智慧局現已認為真正具有專利申請權之人或共有專利申請

權之人或是專利民事侵權訴訟之被告皆為現行專利法第71條第2 規定之利害關係

人  

綜上所述，在2003年專利法修法前，對於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異議或舉

發主體，無論是專利法條文或智慧局 中標局出版之專利審查基準皆將 利害關係

人 解釋成 有專利申請權人 ；而在2003年專利法修法後，由於 除異議制度並

將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舉發主體原規定為 有專利申請權人 修改成 利害

關係人 ，與1994年專利法新增之第72條第3 即現行專利法第72條： 利害關係

人對於專利權之撤銷，有可回 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於專利權期滿或當然消滅後，

提起舉發 規定之 利害關係人 18，是否應採相同解釋，非無疑義19
 

                                                                                                                                                        

條文第二項規定  
16

 參見智慧局，專利法逐條釋義，2008年，163頁  
17

 參見智慧局出版之2013年和2014版專利審查基準第5篇第1章第2.1.2節，5-1-2頁  
18

 利害關係人於專利權當然消滅後提起舉 ，應提出其對於專利權之撤銷有可回復之法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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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舉發主體即 利害關係人 應解釋為真正具有

專利申請權之人或共有專利申請權之人，或更得包含專利民事侵權訴訟之被告 或

參加人 ，不惟與我國專利法歷來規定此舉發 和異議 事由之立法目的有關，抑

且在智審法於2008年7月1日施行後，因為智審法第16條第1 前段之規定與專利核

准後之舉發事由直接相關，專利民事侵權訴訟之被告和參加人亦得據以提起系爭專

利之無效抗辯，而與此等被告和參加人得否另案以相同事由提起舉發亦至為相關  

                                                                                                                                                        

利益之相關證明文件，以資證明 例如於專利權當然消滅後提起舉 ，舉 人主張其為專利

侵權民事訴訟不利判決之被告，而為利害關係人且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者，即應檢附民事

侵權訴訟相關判決等文件證明之 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最典型之例為專利權 續期間內

受侵權訴訟不利判決，而專利權之撤銷對於舉 人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者 至於專利權當

然消滅後，而專利民事侵權訴訟尚在進行中者，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規定，專利民事侵權

被告可於訴訟中進行無效抗辯，爭執專利權之有效性，故專利民事侵權訴訟中之被告於專利

權當然消滅後對系爭專利提起舉 ，亦應認其具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 是否有可回復之法

律上利益之認定，依舉 人所提證明文件形式上之主張認定，而不論其爭訟之結果對其有利

或不利 參見2014版專利審查基準第5篇第1章第2.2.2節，5-1-5頁  
19

 參見100年度第2次智慧財產實務案例評析座談會議紀錄，智慧局林希彥科長之 言： 因為

第68條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者也是規定利害關係人，對於同一部專利法使用相同的名詞 即

利害關係人 而言，應該要有相同的解釋，審查實務上審查官一般會認為得主張違反專利權

歸屬之舉 人應該要限於專利申請權人，但也有認為既然是民事侵權被告，就可以算是利害

關係人仍得依法主張  

事實上所謂利害關係人可能是法律上的利害關係人或是事實上 經濟上 的利害關係人，例

如商標法第57條規定利害關係人得申請評定，商標法利害關係人認定要點規定下列之人為本

條規定之利害關係人：(一)因系爭商標涉訟之訴訟當事人 (二)與系爭商標相關之其他商標

爭議案當事人 (三)經營系爭商標指定使用之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競爭同業 (四)主張

其商標或標章與系爭商標相同或近似且為先使用之人，及其受讓人 被授權人或代理商

(五)主張其註冊商標或標章與系爭商標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權人，及其被授權人或代理商

(六)主張其姓名或名稱與系爭商標相同或近似之個人 商號 法人或其他團體 (七)系爭商

標之申請註冊，係違反商標權人與他人之契約約定者，該契約之相對人 (八)商標專責機關

以系爭商標為據，駁回其申請商標註冊案之申請人 (九)主張其商標與系爭商標相同或近

似，指定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尚繫屬於申請中之商標註冊申請人 (十)其他主張

因系爭商標之註冊，而其權利或利益受影響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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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務上不當解釋專利侵權訴訟之被告亦屬於得提出專利 

申請權歸屬舉發事由之舉發人 

按專利異議和舉發乃在採專利審查制度法制之國家，為彌補專利專責機關對專

利申請案審查之不足，防止其疏漏或錯誤起見， 予一般公眾審查暫准專利權和核

准專利權之機會 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異議和舉發申請乃在彌補暫准專利權和核

准專利權的主體條件之欠缺，以符合專利法為鼓勵 保護 利用發明與創作，以促

進產業發展之立法目的  

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異議和舉發事由之所由設，乃因不當授予非專利申請權

人以專利權而有對公眾行使排他權之風險，是以雖與公眾利益非無關聯，但因專利

權人非屬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者，常涉及私權紛爭20，是以與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之利

益更加牽連 基此，我國歷來專利法皆將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異議和舉發主

體分別限於 利害關係人 和 有專利申請權人 ，兩者概念相同，已如前述 準

此，2003年修法前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異議人資格乃 利害關係人 ，實務上解

釋為 有專利申請權人 ，與提起相同舉發事由之舉發人資格同，固無問題；但

2003年修法後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舉發人資格稱為 利害關係人 ，實務上

卻解釋為包含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以外之專利侵權訴訟之被告，致使此等當事人不惟

可以在專利侵權訴訟中，依照智審法第16條第1 之規定，對原告即名義上之專利

權人主張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無效抗辯，亦且可以相同事由，根據專利法第71條

第1 第3款和第2 之規定，向智慧局提起舉發 此造成僅因在專利侵權訴訟中成

為被告，即使非屬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卻可向智慧局提起舉發，主張專利申請權歸

屬爭議之舉發事由，此是否符合舉發制度中設計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舉發事由之

                                                        
20

 常見情事為：(1)專利申請權遭竊占：常見者如下：剽竊他人創作，並提出專利申請；(2)專

利申請權有爭執：受 人 自或未依其與 用人之約定，將其於職務上所完成之創作申請專

利 職務上 明 ； 用人將受 人於非職務上所完成之創作申請專利 非職務上 明 ；

出資人未依其與受託人之約定，將受託人受委託之研究開 成果申請專利；或受託人未依其

與出資人之約定，將其研究開 成果申請專利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行專訴字第115號行政判決認為： 又依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提起

舉 ，並非任何人均可為之，僅限於利害關係人，所謂利害關係人，係指其現已 在之權利

或法律上之利益已受侵害之法律上利害關係，若僅具經濟上或其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者則不

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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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目的，實屬可議  

對此，法院實務上有判決採專利侵權訴訟之被告屬廣義利害關係人而得主張原

告之專利權涉及專利申請權歸屬的無效抗辯21，亦有判決反而採專利侵權訴訟之被

告非即屬於 義利害關係人，因而不得主張原告之專利權涉及專利申請權歸屬的無

效抗辯22，更有判決採確認專利申請權不 在的專利確認訴訟之原告並非專利侵權

訴訟之被告，非屬 義利害關係人，因而不得主張被告之專利權涉及專利申請權歸

屬的無效抗辯23
 

實務上在專利侵權訴訟中，被告24依照智審法第16條第1 之規定，對原告即名

義上之專利權人主張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無效抗辯，並非罕見，但法院判決大都

或因被告所提其他可專利性無效抗辯成立而未認定此爭點25，或因被告就此空言抗

辯而無提出理由而不採26 惟此等被告都不見以相同事由就案件之相關專利提出舉

發者，此或許係因此等被告非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本人或與其有關之人，所以舉證困

難所致27 即使有專利申請權人以外之人以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為由提出舉發者，

亦尚未見有舉發成立者，例如以下四件案例： 

                                                        
21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上字第17號民事判決 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31號

民事判決  
22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字第39號民事判決  
23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民專上字第11號民事判決  
24

 亦有見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參加民事專利侵權訴訟之被告而成為參加人，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

爭議之無效抗辯而為法院認定成立者，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民專上字第16號民事判

決  
25

 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民專上字第8號 102年度民專訴字第116號 102年度民專訴字第34

號 102年度民專訴字第8號 101年度民專訴字第118號 100年度民專訴字第68號 98年度

民專訴字第152號民事判決  
26

 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字第39號民事判決 102年度民專上字第31號民事判決  
27

 除非極端的情形，例如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上字第17號民事判決的案例 系爭新型專利

之 明人和申請人 記為公司負責人，法院認為該公司負責人並無相關技術背景，真正 明

人為該公司負責人之夫 ，要證明專利權人 不是 系爭專利之真正專利申請權人，非僅消

極地主張 明人不具創造系爭專利技術之能力而專利權人無從依其與 明人間之法律關係取

得專利申請權而已，還要 極地主張 明人 專利申請權人乃另有其人，該人早已創造系爭

專利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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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新型專利公告號即證書號M284674 彈性透氣之 物  

專利權人 公司 於2007年2月間對乙公司提起侵害本新型專利之訴訟28並獲得

勝訴判決，被告不服，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上訴而敗訴確定29 乙公司於上訴審期

間 2009年9月23日 向智慧財產局，以專利權人 公司非真正新型專利申請權人

為由，提起本新型專利之舉發申請 於前述二審民事判決後，智慧財產局作成舉發

審定書30，基於舉發人乙公司乃專利權人 公司提起之專利侵權訴訟之被告31，認

舉發人乙公司為利害關係人，得提起本舉發申請，惟其舉發理由無法證明其舉發事

由，故舉發不成立 本舉發審定書因舉發人乙公司未提起訴願而確定  

案例二：發明專利公告號即證書號I220901 聚醯亞胺 板  

專利權人丙公司 於2005年間對丁公司和其他被告提起侵害本發明專利之訴

訟32，並因被告之產品未侵害本發明專利而獲得敗訴判決；原告不服，向台灣高等

法院台中分院提起上訴而敗訴33；原告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判決34廢棄二審判決

而發交智慧財產法院；智慧財產法院最後仍判決被上訴人即被告不侵權35 丁公司

於被起訴前向智慧財產局，以專利權人丙公司非真正發明專利申請權人為事由之

一，提起本發明專利之舉發申請 於民事侵權案件上訴最高法院期間，智慧財產局

作成舉發審定書36，認舉發人丁公司非 義之利害關係人，或縱為廣義之利害關係

人而得提起本舉發申請，惟其舉發理由無法證明其舉發事由，故舉發不成立37 本

                                                        
28

 台灣彰化地方法院96年度智字第1號民事判決  
29

 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上字第10號民事判決  
30

 參見2000年7月13日作成之(99)智專三(三)05055字第09920483280號舉 審定書  
31

 參見證據2：97年度民專上字第10號專利權損害賠償事件之準備程序筆錄  
32

 參見台灣苗栗地方法院94年度智字第2號民事判決  
33

 參見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6年度智上字第11號民事判決  
34

 參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06號民事判決  
35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8號民事判決  
36

 參見智慧局於2009年5月8日作成之(98)智專三(五)01058字第09820269750號舉 審定書  
37

 舉 審定書理由謂： 查以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之舉 限利害關係人始得提起，此 利

害關係人 應指其專利申請權人而言，舉 人丁公司稱本件 明為專利權人丙之前手戊與

財團法人合作開 ，則 財團法人方為利害關係人，舉 人尚難稱就此一舉 來由有舉 人

之適格，縱然舉 人以 財團法人之被授權人身份而為利害關係人，然既未舉出任何證據以

其說，此部分尚難證明系爭專利違反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3款情事  



論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的舉 申請和民事訴訟無效抗辯之主體資格 11 

專利師︱第二十三期︱2015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舉發審定書迭經舉發人丁公司提起訴願 行政訴訟仍被駁回而確定  

案例三：新型專利公告號即證書號M264276 海水淡化機  

舉發人戊公司向智慧財產局，以系爭專利之流程非名義上創作人 創作，該流

程之創作公司應為庚公司，專利權人辛非真正新型專利申請權人為由，提起本新型

專利之舉發申請 智慧財產局作成舉發審定書38，以專利法第107條第1 第3款 新

型專利權人為非新型專利申請權人者 為舉發事由，限於利害關係人始可為之，依

現有資料觀之，無法證明戊與庚公司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故作成舉發不成立之審

定 本舉發審定書因舉發人戊公司未提起訴願而確定 本件專利未見有相關專利民

事侵權事件  

案例四：新型專利公告號即證書號M252961 一種智慧型定時器  

舉發人壬向智慧財產局，以專利權人癸公司非真正新型專利申請權人為由，提

起本新型專利之舉發申請 智慧財產局作成舉發審定書39，以證據4
40即被舉發人癸

公司向鍵 三菱股份有限公司購買JY-8500電子多段式定時器2只之估價單推論被舉

發人並非系爭專利之專利申請權人，另證據5
41僅具外觀，且為一般功能之簡單說

明，並無揭示具體之內部構造，相較系爭專利而言，尚不足以證明證據5等同於系

爭專利之發明，故仍無法證明系爭專利有違專利法第107條第1 第3款之規定，故

作成舉發不成立之審定 本舉發審定書因舉發人壬未提起訴願而確定 本件專利未

見有相關專利民事侵權事件  

綜上所述，智慧局公告之現行專利審查基準肯認非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例如專

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得以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為由提出舉發，惟實務上，智慧

局難以自行認定舉發人所提涉及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舉發事由為真42，所以此類

舉發事由無法成立 是以，智慧局肯認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例如

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得以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為由提出舉發，不惟違反涉及

                                                        
38

 參見智慧局(97)智專三(五)01114字第09720240640號舉 審定書  
39

 參見智慧局(96)智專三(三)04059字第09620689790號舉 審定書  
40

 證據4為2004年1月19日被舉 人癸公司向鍵 三菱股份有限公司購買JY-8500電子多段式定

時器2只之估價單  
41

 證據5為癸公司之SJ-Q150120段智慧型單相電源時間控制器型錄  
42

 實務上智慧局常需藉助民事法院判決之認定，參見後註44，最高行政法院89年度判字第1752

號行政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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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舉發事由的設計目的，亦且難以解決冒名專利案之歸屬紛爭

問題  

三、容許專利侵權訴訟之被告於訴訟中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 

無效抗辯並得獨立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舉發案之問題 

我國自制定專利法以來，即已規定異議和舉發成立確定後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之

申請權 權之規定，已如前述，是以我國2003年以前專利法規定提出專利申請權歸

屬之異議或舉發事由的異議人或舉發人資格，無論在解釋上和法條上皆限於有專利

申請權人，即與專利法上關於前述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之申請權 權之規定若合符

節 亦即，正因為專利法訂有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於異議和舉發成立確定後申請恢

其申請權之規定，所以我國2003年以前專利法規定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之異議或舉

發事由的異議人或舉發人資格限於有專利申請權人，方有實益 換言之，真正專利

申請權人以外之人，除處於被控侵權之狀態外，本無就與自身無利害關係之他人專

利權置喙之餘地，更無對之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之異議或舉發案之動機和利益  

若如智慧局所指專利民事侵權訴訟之被告亦得視為現行專利法第71條第2 規

定之利害關係人，則該被告得依智審法第16條第1 之規定，提出基於現行專利法

第71條第1 第3款規定之舉發事由的系爭專利權無效抗辯 但現實上，除真正權利

人以參加人身分參與訴訟程序，或以主參加訴訟原告身分開啟獨立訴訟程序43，提

供系爭專利應歸其所有而非原告所有之 極證據外，被告所提原告不具系爭專利權

利人主體地位之消極證據，大都尚難為法院所採，已如前述 是以，在專利民事侵

權訴訟中，得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無效抗辯唯有在真正專利申請權人為訴訟參加的

情形下方有實益  

設若原告起訴主張被告侵害其專利權，訴訟期間被告不知系爭專利涉有專利申

請權紛爭而未提起專利申請權之無效抗辯，或雖知悉此情事但未能找尋並通知真正

專利申請權人為訴訟參加，法院判決被告抗辯不成立確定 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固然

得依專利法之規定，以專利申請權歸屬紛爭為由提起舉發案，但實務上智慧局常根

                                                        
43

 參見民事訴訟法第5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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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之見解44，以此類專利申請權歸屬事件涉及私權紛爭，停止審

理舉發案，以待舉發人提出相關確定私權效力之調解 仲裁或判決文件以為憑斷：

或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依據其與被告間之私法上之法律關係，請求民事法院判決確認

原告為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或真正專利權人45 是以，真正專利申請權人非得 民事

訴訟程序，以確定其專利申請權歸屬  

對之，若原告起訴主張被告侵害其專利權，訴訟期間被告得知系爭專利涉有專

利申請權紛爭而提起專利申請權之無效抗辯，或能使法院確信名義上之發明人和

或 申請人欠缺專利申請權 46，或能找尋並通知真正專利申請權人為訴訟參

加 47，法院判決被告抗辯成立或不成立確定 於前者之情形，若當事人或法院得知

                                                        
44

 最高行政法院89年度判字第1752號行政判決： 專利專責機關審查申請案件，固須依同法第

五條 第七條 第八條等相關規定，審認申請人是否為專利申請權人，但並無確定專利申請

權作為私權究竟誰屬之效力 是專利專責機關依申請人提出之資料認定其為專利申請權人，

並其專利符合專利要件而為暫准專利之審定並公告後，利害關係人始主張其為專利申請權人

而申請人則非是，檢附證明文件提起異議者，即生私權誰屬之爭執，除依所附證明文件即足

推翻先前所為專利申請權人為申請人之認定外，專利專責機關不得就事涉私權爭執之專利申請

權人誰屬予以裁斷……雖被告為專利專責機關，對申請專利權之人是否為專利申請權人有

認定之職權，然其職權惟於該具體案件有權為之 於專利申請權人誰屬 生私權爭執時，並

無確定職權，自無從予以裁斷  
45

 參見司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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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意見列有 說： 肯定說——可以給付訴訟為請求 ；乙說： 否定說——應駁回

某 之訴 初步研討結果：採乙說 否定說 審查意見：多數採 說，大會研討結果：

多數採 說：本理由下的具體論述為：真正專利申請人於專利法第34條法定期間內為舉 或

復為申請，僅生能否擬制申請日，而可藉由撤銷該專利，進而重新申請專利之方式，取得該

專利之問題而已，即便已逾修正前專利法第34條之2年法定期間，而不得依該條規定再為舉

，惟研 成果既經專利專責機關核准而得作為專利權之客體，已具私法上財產權之屬性，

真正之專利申請權人當然仍得選擇依不當得利 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等規定提起給付之

訴，請求冒充申請者返還該專利權，以維護其權利  
46

 例如在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上字第17號民事判決的案例中，系爭新型專利之 明人和申

請人 記為公司負責人，法院認為該公司負責人並無相關技術背景，真正 明人為該公司負

責人之夫 反之，在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訴字第92號民事判決中，原告提起確認被告

之專利申請權不 在之訴，主張系爭新型專利創作人乃訴外人日人遠藤先生，而非前申請人

王先生，但法院經調查後不肯認此主張  
47

 例如在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民專上字第16號民事判決的案例中，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參加民

事專利侵權訴訟之被告而成為參加人，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無效抗辯而為法院認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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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為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應依照民事訴訟法第65條至第67條和第67條之1之規

定，通知該第三人參加訴訟，以利於紛爭一回性解決並維持確定判決之安定性 該

第三人亦得依照民事訴訟法第54條之規定，提起主參加訴訟48；或另提起新訴 反

之，若該第三人未 受通知參加訴訟，則得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之1以下關於第三

人撤銷訴訟之規定，請求法院撤銷前法院確定判決 待該第三人所提民事訴訟勝訴

判決確定後，得據以向智慧局申請變更權利人名義49
 

再者，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除提起專利申請權之無效抗辯外，再進一步基

於利害關係人之身分，以專利權歸屬之舉發事由提起舉發者50，若經舉發 訴願或

行政訴訟而確定撤銷系爭專利權，且若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因不知相關爭議而未及以

參加人身分參與相關行政救濟程序，則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尚無法於知悉後直接以前

述舉發 活專利權或民法上請求移轉或返還專利權之方式取得系爭專利；反而需透

過相關再審機制51，以撤銷前作成撤銷系爭專利權的已確定之舉發審定 訴願決定

或行政訴訟判決，待舉發審定 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經撤銷確定後，智慧局始

得將系爭專利權 活 此種因修法理由不明確致使智慧局和法院過度解釋 利害關

係人 之範圍，卻增加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取得專利權的困難，對於真正專利申請權

人的權利保障並不周延  

                                                                                                                                                        

立者  
48

 有學者稱此條規定屬 特別的固有必要共同訴訟 ，蓋其規定 以其當事人兩造為共同被

告 ，雖屬於固有的必要共同訴訟之範圍，但與固有的必要共同訴訟，須以 訴訟標的對於

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 為前提者有異 ，故稱之 參見姚瑞光，民事訴訟法論，

2004年，121頁  
49

 類推適用專利法第10條之規定  
50

 此時，依註44所述最高行政法院行政判決之見解，舉 人可能尚須向民事法院另提消極確認

訴訟 確認被告即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非真正專利申請權人 ，但因其本無專利申請權，無

法提起 極確認訴訟 確認原告為真正專利申請權人 ，依目前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

1355號民事判決之見解，因原告即舉 人非真正專利申請權人，無法影響其得否向智慧局申

請該專利之權利，所以原告於消極確認訴訟中不具有確認利益，法院會判決駁回原告的消極

確認訴訟 所以，舉 人無法獲得法院判決確認被告即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非真正專利申請

權人，智慧局即無從據此作成舉 成立之審定  
51

 參見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項第3款 訴願法第97條第1項第1款 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

第1款，但注意再審之不變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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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國專利法關於專利申請權之規定 

一、就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如何復權各國專利法規範各有不同 

世界各國於專利法或相關法律就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是否得請求回 權利，約有

以下三類規定： 

(一)設有法定期間之限制者 

在專利公告後數年內 冒名申請人善意 或無期限限制 冒名申請人惡意 ，

真正權利人得以訴訟請求冒名專利權人移轉系爭專利權，例如德國52 法國53 荷

蘭54 比利時55，或以行政程序請求冒名專利權人移轉系爭專利權，例如英國56；或

                                                        
52

 冒充申請是德國專利法第21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異議事由之一，可由受害人 injured 

party 根據德國專利法第61條之規定，在系爭專利公告後9個月內提起異議 該 受害人

或德國專利法第21條第1項第3款所稱之 他人 乃 擁有 明本得提出專利申請進而獲得專

利之人，所以是 明的原始所有權人，不論其是否是 明的實際 明人 所以，得對被不法

核准之冒認申請提起異議之人乃擁有系爭 明的權利之人 真正專利申請權人 ，可以是實

際 明人或是其權利繼受人 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得依德國專利法第7條第2項之規定，在收到

異議決定確定後的1個月內，就系爭 明提出專利申請 重新申請 ，並享有前被異議專利

的優先權；也可以根據德國專利法第8條第4句之規定，得在異議決定確定後1年內 冒充申

請人善意 或無期限限制 冒充申請人惡意 ，透過訴訟請求冒充專利權人移轉系爭專利權

概括接受  

同樣地，冒認申請是德國專利法第22條第1項規定之無效事由之一，僅受害人得根據德國專

利法第81條之規定，在系爭專利公告後9個月異議期間以後或異議程序終結後提起無效審

判 惟此時真正專利申請權人無法如前述提出異議之情形，就系爭 明重新提出專利申請，

而是根據德國專利法第8條第3句之規定，在專利公告後2年內 冒充申請人善意 或無期限

限制 冒充申請人惡意 ，以訴訟請求冒充專利權人移轉系爭專利權 概括接受  
53

 法國工業產權法未採異議制度但有採無效審判制度，惟冒認申請並非無效事由，僅受害人得

根據法國工業產權法第611-8條之規定，在專利公告後3年內 冒充申請人善意 或專利期間

屆滿之日起3年內 冒充申請人惡意 ，以訴訟請求冒認專利權人移轉系爭專利權  
54

 根據荷蘭專利法第78條第1項和第7項之規定，有權獲得專利之人，於冒充專利公告之日起5

年內 2009年修法前規定為 2 年，冒充專利所有人善意 ，或專利期限內 冒充專利所

有人惡意 ，得起訴請求獲得冒充專利之全部或一部 有權獲得專利之人亦得於冒充專利申

請案核准公告前，提出另一新的專利申請案；根據荷蘭專利法第11條後段之規定，冒充申請

案不構成破壞新的專利申請案之新穎性的前案；有權獲得專利之人提出另一新的專利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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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訴訟請求冒名專利權人移轉系爭專利權或撤銷系爭專利權，真正權利人於一定

期間未行使權利者，任何利害關係人始得提出無效主張，例如義大利57；或於知悉

專利權授予及訴訟所依據之其他事實後1年內，真正權利人得以訴訟請求冒名專利

權人移轉系爭專利權，但專利所有人在專利權授予時或受讓專利權是係善意者，在

專利權授予3年後不得再提起訴訟，例如瑞典58 芬蘭59 丹麥60
 

                                                                                                                                                        

並經核准專利後，根據荷蘭專利法第75條第1項e款和第3項規定，法院得依真正專利權人

被授權人 質權人之請求，宣告冒充專利無效  
55

 參見比利時專利法第9條  
56

 根據英國專利法第37條第5項之規定，任何擁有或主張專利中或根據專利之所有人權益的

人，向專利局局長提出專利權歸屬的諮詢請求者，專利局局長不得作成移轉系爭專利之命

，除非該請求在系爭專利公告之日起2年內為之，但 記為專利所有人之人在授予專利時

或接受移轉專利時明知其無資格取得專利者，不在此限  
57

 義大利工業產權法第118條第3項規定，如果權利人以外之人獲得專利授予或註冊，該權利人

取得判決可以自註冊之日起將該專利或註冊證書移轉至其名下，或就以無權之人的名義取得

之專利授予或註冊主張無效 同條第4項又規定，權利人未利用同條第3項之規定者而自 明

專利 新型專利核准公告之日起2年後，任何利害關係人得提出無效主張  
58

 瑞典專利法第52條第4項規定，以專利權授予非第1條規定的有資格取得專利之人為由提起訴

訟，僅能由主張有資格取得專利權之人提起 訴訟應在知悉專利權授予及訴訟所依據之其他

事實後1年內提出 若專利所有人在專利權授予時或受讓專利權是係善意者，在專利權授予3

年後不得再提起訴訟  

瑞典專利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若專利權被授予非第1條規定的有資格取得專利之人者，在有

資格取得專利之人提起的訴訟中，法院應移轉專利權予原告 關於起訴之期限，應適用第52

條第4項之規定 參見http://policy.mofcom.gov.cn/english/flaw!fetch.action?id=18647bf3-2731-

45d7-8619-b0c57ba e9a19&pager.pageNo=7，最後瀏覽日：2015年8月12日  
59

 冒充申請違反芬蘭專利法第1條第1項之規定，所以屬於芬蘭專利法第25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

異議事由，亦屬於同法第5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無效事由 芬蘭專利法第52條第5項規定，

冒充申請無效訴訟只可由主張享有專利之人提起 此種訴訟應在主張享有專利之人知悉授予

專利和任何其他作為訴訟理由的情況後1年內提起 若專利權人在被授予或被轉讓專利時為

善意者，在授予專利逾3年後訴訟不得提起 芬蘭專利法第53條規定，主張享有專利之人提

起訴訟者，法院應將專利移轉至有權享有者，其訴訟時效同第52條第5項 芬蘭專利法第61

條第2項規定，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得提出無效抗辯，法院得停止訴訟程序，以待專利

有效性作成裁定  
60

 冒充申請違反丹麥專利法第1條第1項之規定，所以屬於丹麥專利法第21條第2項第1款規定之

異議事由，亦屬於同法第52條第4項規定之撤銷事由 丹麥專利法第52條第4項規定，冒充申

請撤銷訴訟只可由主張享有專利之人提起 此種訴訟應在主張享有專利之人知悉授予專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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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專利權期間內皆可為之 

瑞士聯邦發明專利法第26條第1 d款規定冒充申請是法院得確認專利無效之事

由之一；同法第28條規定，只有權利人有權根據第26條第1 d款規定提起訴訟 同

法第29條第1 後段規定，冒充申請已核准專利者，權利人得請求讓與專利權或者

對該專利權提起無效訴訟 俄羅斯聯邦民法典第1398條規定，任何人對於冒充申請

取得之專利，得在專利有效期間，向法院請求確認無效  

1992年修正中國大陸專利法實施細則第66條時， 除1984年細則第54條第3款

和第55條第3款關於申請人或專利權人不享有申請專利的權利可以作為駁回專利申

請或者宣告專利無效的理由的規定 主要原因在於只涉及申請專利的權利或者專利

權的歸屬問題，透過法定程序變更為真正享有申請專利的權利的人 對於專利權歸

屬糾紛，當事人可以向專利管理機構請求調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 專利

管理機構的處理不是訴訟的前提和必經程序 專利法實施細則第86條規定，當事人

因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的歸屬發生糾紛，已請求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調解或者向

人民法院起訴的，可以請求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中止有關程式  

中國大陸實務上有認為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的歸屬糾紛適用 民法通則 規

定，訴訟期間為2年，從權利人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計算61 惟亦有認為專

利權屬爭議是絕對權的確認之訴，不受訴訟時效限制62 學說上有認為，真正專利

申請權人之請求屬於物權性質，無訴訟時效之適用63
 

日本專利實務在很早以前即注意到 冒認申請 64
usurped application 的問

                                                                                                                                                        

任何其他作為訴訟理由的情況後1年內提起 若專利權人在被授予或被轉讓專利時為善意

者，在授予專利逾3年後訴訟不得提起 丹麥專利法第53條規定，主張享有專利之人提起訴

訟者，法院應將專利移轉至有權享有者，其訴訟時效同第52條第4項 丹麥專利法第61條規

定，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得提出無效抗辯，若專利被撤銷，原告不得對被告主張權利  
61

 北 高級人民法院 1994 高經知終字第12號 參見崔國斌，專利法原理與案例，2012

年，492頁 至於消滅時效的起算日，有認為，(i)公告授予專利權之日起算：權屬糾紛後2

年；(ii)專利權終止之日起算：冒充申請為持續性侵害行為，時效起算點為侵權行為終了

時 參見尹新天，中國專利法 解，2011年，89頁  
62

 廣東珠海中院 2006 珠中法民三初字第14號 參見崔國斌，同前註，492頁  
63

 參見尹新天，註60書，89頁  
64

 東 地院2002年平成11年 ワ 第392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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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65並在特許法中制訂相當的規範，以保護被冒認者申請專利的權利 冒認申請指

非發明人就該發明在未繼受 獲得專利之權利 的情況下，擅自提起專利申請的行

為 根據日本2011年修正前的特許法規定，於發明專利申請人為非發明專利申請權

人及違反共同發明之申請義務 第38條 之專利申請案中，依特許法第49條第7款

規定，審查官應對該專利申請作出拒絕查定，但實務上此多為訓示規定，蓋審查官

無如同法官之調查權限，即使被冒認者 真正權利人，發明人或其權利繼受者 提

出證據，亦難以判斷獲得專利之權利的歸屬66 再者，依特許法第123條第1 第6款

規定，若真正權利人亦於冒認申請案之申請日 若有優先權日，則指優先權日 之

                                                        
65

 按冒認專利申請由於特許廳審查的錯誤被授予專利權後的處理，日本歷史上的專利立法就此

都 經做過明確規定： 

日本最早的 特許法 ，即1885年的 專賣特許條例 以法國專利法為藍本，同時吸收美國

專利法的實質審查原則和先 明原則，按照該條例第4條和第14條的規定，將他人已經作出

的 明申請專利的，構成專利無效的理由，先 明人可以從冒認申請人那裡直接取回專利權

本文按：應該是類似法國現行智慧財產權法第L611-8條之規定  

但1888年制定的 專利條例 廢除了該種救濟制度，而以冒認專利申請公開之後 真正權利

人的申請喪失了新穎性為理由，不再允許真正權利人取回專利權  

1899年的日本 特許法 ，依據德國專利法而修改制定，沿襲了其1888年 專利條例 中的

這種制度 但日本1909年的 特許法 在堅持先 明原則的同時，首次引入了先申請原則，

規定因被冒認而無效的專利不因冒認申請而喪失新穎性，也就是說，真正權利人可以通過重

新申請獲得專利權  

1921年的 特許法 則放棄美國模式的先 明原則，完全採取了先申請主義 為了保護真正

權利人的利益，1921年的 特許法 經在第10條和第11條設計了申請日追溯制度，規定在

冒認專利申請情況下，真正權利人或者其承繼人提出的專利申請視為自冒認人專利申請之日

提出，因而不喪失新穎性，可以獲得專利權  

但這種制度在日本1959年重新制定現行特許法時被廢除了 被廢除的原因在於：一是日本特

許法立法者認為 明人已經受到了6個月新穎性喪失例外寬限期的保護 日本現行 特許

法 第30條第2項 ；二是在冒認人提出專利申請之後 真正權利人提出專利申請之前就同

樣 明提出專利申請的第三人也需要保護 參見李揚 向娟娟，冒認申請專利處理研究，知

識產權，2011年，3期，11頁；張玲，日本專利法的歷史考察及制度分析，2010年，12-13

頁  
66

 亦請參考劉國讚，專利實務論，2009年，195 200頁 Toshitaka Kudo, Criteria for the 

Recognition of Inventors and the Procedure to Settle Disputes about the Recognition of Inventors, 

p. 206. Available at http://www.iip.or.jp/e/e_summary/pdf/detail2005/e17_24.pdf (last visited June 

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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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和公開日之前提出自 的專利申請案，依特許法第39條第6 規定，冒認申請案

不視為專利申請案，真正權利人提出發明專利申請案不因違反先申請原則而核駁，

仍可取得專利；其次，若真正權利人於冒認申請案之公開日之後始提出自 的專利

申請案，冒認申請案經公開或核准公告 指實用新案 即成為先前技術，真正權利

人僅能依特許法第30條第2 規定，在6個月內提出申請並主張違反本意公開之喪失

新穎性之例外的優惠期，方有機會取得專利 反之，若真正權利人未 提出自 的

專利申請案，根據日本特許廳的實務，真正權利人可以向法院提起確認訴訟，得到

確定勝訴判決後，在冒認申請審查期間，真正權利人可以申請變更冒認申請案上之

申請人名義67
 

對之，冒認專利申請案已被授予專利權，真正權利人只能請求無效審判，撤銷

系爭專利 第123條第1 第6款 平成21年 ワ 第297號 ，事關兩個以上的請

求 者 得 就 每 一 請 求 提 出 請 求 ， 亦 可 以 依 侵 權 行 為 法 則 日 本 民 法 典 第 709

條 ，請求侵害專利申請權的損害賠償68
 

日本國內閣於平成23年 2011年 3月11日提出 特許法部分改正法案 ，修

正特許法，加入真正專利申請權人的相關規定，隨後，日本內閣會議於2011年6月8

日公 修正日本特許法69第74條70和第123條71第1 第2款 第4款，導入真正專利申

                                                        
67

 Kudo, id. at 206. 日本法院實務上，有原告以其具有 明者名譽權，聲請法院修正某一專利

申請案之 明人，參見Id. at 207左欄中；at 209右欄下  
68

 RYO SHIMANAMI, THE FUTURE OF THE PATENT SYSTEM 17 (2012). 
69

 新法於2012年4月1日正式施行  
70

 參見http://law.e-gov.go.jp/cgi-bin/idxselect.cgi?IDX_OPT=1&H_NAME=%93%c1%8b%96%96 

 @&H_NAME_YOMI=%82%a0&H_NO_GENGO=H&H_NO_YEAR=&H_NO_TYPE=2&H_N 

 O_NO=&H_FILE_NAME=S34HO121&H_RYAKU=1&H_CTG=1&H_YOMI_GUN=1&H_CT 

 G_GUN=1，最後瀏覽日：2015年9月4日  
71

 中文翻譯： 專利無效的審判 第123條 

(1)專利符合以下各款之一時，就專利無效得請求專利無效審判 在此情況下，事關兩個以

上的請求項者，得就每一個請求項提出請求： 

一 專利是對做出不符合第17條之2第3項規定的補正要件的專利申請 外文書面文件申

請除外 授予時  

二 其專利違反第25條 第29條 第29條之2 第32條 第38條或者第39條第1項到第4項

的規定而授予時 在該專利違反第38條規定的情況下，基於第74條第1項規定的請

求，具有該專利的專利權的移轉 記時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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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權人就冒認專利之專利移轉請求權和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就冒認申請取得之專利的

無效審判專屬請求權 修正後的專利法則規定，前述情況真正權利人可對該專利權

人請求讓與專利權 該讓與專利請求權需透過訴訟主張，勝訴時依勝訴判決，根據

特許法第74條之規定，向日本特許廳申請讓與專利權 記72
2011年特許法修正

前，日本學者有認為僅在發明人與冒認申請人之間 在委任契約 事務管理等關係

時，發明人才有權利請求移轉獲得專利之權利或專利權73
 

(三)限於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於期限內提出新申請案者 

有些國家或 域專利法規定，發明人之發明創作被他人冒充申請專利者，該發

明人後來亦需於一定期間內提出另一申請案，方得取 冒充申請案之地位，例如歐

                                                                                                                                                        

三 其專利違反條約而授予時  

四 其專利係對不符合第36條第4項第1款或者第6項 第4款除外 規定要件的專利申請

而授予時  

五 有關外文書面文件申請的專利申請書中附帶的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中記載

的事項，不屬於外文書面文件記載事項範圍內時  

六 該專利對該 明無權取得專利者提出的專利申請而授予時 基於第74條第1項規定的

請求，具有該專利的專利權的移轉 記時除外  

七 在獲得專利後，該專利人依第25條規定而成為不能享有專利權的人，或者該專利違

反條約時  

八 對專利申請附帶的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的訂正違反第126條第1項但書或第5

項至第7項 含第120條之5第9項或第134條之2第9項中的準用情況 第120條之5第

2項但書或第134條之2第1款但書規定而取得專利權  

(2)只有利害關係人 以前項第2款 僅限專利違反第38條規定的情況 或前項第6款的理由

請求專利無效審判時，為有權獲得專利的權利者 可以提出專利無效審判請求  

(3)即使在專利權消滅後，得請求進行專利無效審判  

(4)審判長收到專利無效審判請求後，須將該情況通知該專利權的專用實施權人及其他對該

專 利 擁 有 已 記 的 權 利 者 參 見 智 慧 局 提 供 之 日 本 特 許 法 中 文 翻 譯 本 ，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544584&ctNode=7127&mp=1，最後瀏覽日：2015年9

月4日  
72

 參見日本特許法施行規則第四十条の二 其中文譯文為： 第四十條之二 根據專利法第七

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的專利權轉移之請求，應取決於認定為自 所擁有的獲得專利之權利的

持分而為  
73

 參見 村善之著，周超等譯，日本知識產權法，2011年，3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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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74 英國75 美國76 日本77 韓國78 此外，也有國家規定，真正專利申請權人

                                                        
74

 歐洲專利公約第61條第1項規定，如果根據最終決定，確認申請人以外之人有權取得歐洲專

利 細則第16條：在最終決定後3個月內且專利申請案尚未核准 ，則此人可以根據施行細

則向EPO 細則第14條：應中止系爭申請案之核准；細則第15條：中止期間不得撤會專利申

請案和會員國之指定 為以下行為：a)代 申請人，作為自 的申請案，繼續進行專利申請

程序；b)對同一 明提出新的歐洲專利申請案 細則第17條：原申請案自新申請案之申請日

起視為撤回；細則第78條：若第三人提供證據 ；或c)要求駁回該申請  
75

 英國專利法第37條第4項 第5項和第9項規定，任何擁有或主張專利中或根據專利之所有人

權益的人，於系爭專利公告後的任何時間 但專利公告2年後，其救濟方式受有限制， 後

述 ，得請求專利局局長或法院認定系爭專利被授予非真正權利人，並基於根據專利法第72

條以下之規定的請求，撤銷無權授予專利之人所有之系爭專利，專利局局長或法院得命 提

出請求之人或其權利繼受人提出新的專利申請案 該新的專利申請案應在該命 之訴願期間

經過後 未提訴願 或該命 確定之日起 有提訴願 3個月內提出，該3個月期間得由英國

專利局局長裁量延長或縮短之，參見英國專利法細則R.20(2)-(4) R.108(1) ；該新的專利申

請案不得加入新事物 參見英國專利法第76條第1項b款 ，該新的專利申請案享有與系爭專

利案相同之申請日，但不得命 移轉系爭專利；若在系爭專利公告之日起2年後，該請求不

得為之 但 記為專利所有人之人在授予專利時或接受移轉專利時明知其無資格取得專利

者，不在此限  

對之，任何主張具有一 明中之權利的人，得在專利核准前 包括專利申請案申請前 的任

何時間，針對其是否有資格就該 明被授予專利，根據專利法第8條，向專利局局長提出諮

詢申請 若原專利申請案被撤回 核駁或修正，專利局局長，在符合專利法第8條第3項第b

款 c款的情形下，得命 該諮詢者提出另一新的專利申請案 代申請案 該新的專利

申請案應在該命 之訴願期間經過後 未提訴願 或該命 確定之日起 有提訴願 3個月

內提出，該3個月期間得由英國專利局局長裁量延長或縮短之，參見英國專利法細則R.20(2)-

(4) R.108(1) 代申請案不得加入新事物 參見英國專利法第76條第1項b款  

英國專利法第72條第1項b款和第2項規定，法院或專利局局長得依專利所有人之請求，撤銷

無權授予專利之人所有之專利；若在系爭專利公告之日起2年後，該請求不得為之 但 記

為專利所有人之人在授予專利時或接受移轉專利時明知其無資格取得專利者，不在此限  
76

 在美國 明法 AIA 於2013年3月16日施行前，根據美國舊專利法第135條之規定，在冒名

申請案提出後，未顯名之 明人得提出具有相同請求項且顯名正確 明人之另一後申請案，

以向專利訴願暨牴觸委員會 BPAI 開啟牴觸程序 Interference Proceeding ；在牴觸程序

期間，USPTO要決定，在諸專利申請人 或一專利申請人和一專利權人 間，誰是首先

明申請專利之 明者 USPTO在更正系爭專利或賦予專利申請案以正確之 明人後即終止

牴觸程序  

在AIA於2013年3月16日施行後，根據美國新專利法第135條之規定，在冒名申請案提出後，

未顯名之原始 明人得提出具有與先申請案中已核准或已公開之請求項相同或實質相同的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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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撤銷冒充專利確定後的一定期間內，就系爭發明另行提出一新的專利申請案，並

享有前被異議專利的優先權，例如德國79
 

綜上所述，世界多數國家專利法皆規定，只有真正權利人方得於專利公告後數

                                                                                                                                                        

求項且顯名正確 明人之另一後申請案，於與先申請案中之請求項首次公開 美國專利申請

案的公開或指定美國之PCT專利申請案的公開，參見37 C.F.R. Section 42.403, Federal 

Register, Vol. 77, No. 176, Tuesday, September 11, 2012 後1年內，向專利審判暨上訴委員會

PTAB 開啟溯源程序 Derivation Proceeding ；在溯源程序期間，USPTO要決定，在諸

專利申請人 或一專利申請人和一專利權人 間，誰是申請專利之 明的真正 明者

USPTO在更正系爭專利或賦予專利申請案以正確之 明人後即終止溯源程序  
77

 2011年特許法修正前，真正申請權人於冒認申請案之申請日 若有優先權日，則指優先權

日 之後和公開日之前始提出新申請案者，不違反先申請原則；或於冒認申請案之公開日後

的6個月內提出新申請案者，不違反先申請原則，亦適用新穎性優惠期之規定 簡言之，真

正申請權人至遲於冒認申請案公開後6個月內提出新申請案，方有實益 2011年特許法修正

後 特許法第39條6項已 除 ，真正申請權人於冒認申請案之申請日 若有優先權日，則

指優先權日 之後和公開日之前始提出新申請案者，已違反先申請原則，真正權利人可能終

究無法取得專利，因為已違反先申請原則 惟真正權利人得於冒認申請核准專利後，訴請名

義上之專利權人移轉專利權  
78

 韓國專利法第35條規定，無權取得專利者，韓國智慧財產審判庭依照同法第133條第1項第2

款規定而撤銷無權者之專利時，真正申請權人後來提出之申請案，其申請日早於無權者提出

之專利申請案公告後2年內或者在終局判決確定後30日內者，真正申請權人之申請案視為於

無權者提出專利申請案之申請日時提出  

韓國專利法第34條規定，在無權取得專利之人 無權者 提出專利申請案審查期間，除無權

者提出的申請案被駁回後30日後，法定權利人始提出專利申請案外，法定權利人後來提出的

專利申請案視為在無權者提出的申請案之申請日時提出申請 惟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提出之專

利申請案的說明書 圖式和請求項所載 明必須包含於無權者前所提出之專利申請案所載

明之中，方屬合法；否則，未包含者將無法主張享有相同申請日 參見韓國專利審查基準，

英 文 版 ， 2013 年 ， 116 頁 ， http://www.kipo.go.kr/upload/en/download/Patent_Examination_ 

Guidelines.pdf，最後瀏覽日：2015年9月10日  
79

 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得依德國專利法第7條第2項之規定，在收到異議決定確定後的1個月內，

就系爭 明提出另一專利申請案，並享有前被異議專利的優先權 若該另一專利申請案經核

准取得專利，專利期限 term 自該另一專利申請案的申請日起算，而非回溯冒充申請案之

申請日，此與歐洲專利公約第61和76條的規定 新申請案視為於冒充申請案的申請日提出

不同 若冒充申請案經撤回或提出異議前冒充申請案經放棄者，真正專利申請權人無權提出

另一專利申請案 參見 MAXIMILIAN HAEDICKE & HENRIK TIMMANN, PATENT LAW — A 

HANDBOOK ON EUROPEAN AND GERMAN PATENT LAW 29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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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 冒名申請人善意 或無期限限制 冒名申請人惡意 ，以訴訟或行政程序請

求移轉冒充專利或以提出新申請案的方式取得冒充專利案之所有權 至於單純撤銷

者，多數國家限於真正權利人或被授權人 質權人得以訴訟請求之，只有俄羅斯規

定任何人均得為之 基此，我國專利法第71條第2 規定之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

議之舉發人資格稱為 利害關係人 ，實務上卻解釋為包含非專利申請權人，例如

專利侵權訴訟之被告，造成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舉發主體資格不當擴大，與

我國專利法上關於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之申請權 權之規定產生扞格，亦與世界各國

專利法之規定背道而馳，並非妥適  

二、歐美日各國專利法關於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提起無效

抗辯之相關規定 

在智慧財產侵權事件與智慧財產撤銷 或廢止 無效 事件，就智慧財產有效

性之判斷，有結合審查原則與分別審查原則二種不同立法例 所謂結合審查原則係

指，在智慧財產侵權事件，關於智慧財產權之有效性判斷，由民事訴訟法院一併審

理 判斷，此為多數國家之立法趨勢，不僅是美國，歐洲各國如英國 法國 瑞

士 義大利 比利時 瑞典 丹麥 芬蘭等，亦均由民事法院一併審查專利侵權與

專利有效性之問題80 本文分別就相關歐美國家的具體規定簡述如下： 

(一)英 國 

英國專利法第37條第4 第5 和第9 規定，任何擁有或主張專利中或根據

專利之所有人權益的人，於系爭專利公告後的任何時間 但專利公告2年後，其救

濟方式受有限制， 後述 ，得請求專利局局長或法院認定系爭專利被授予非真正

權利人，並基於根據專利法第72條以下之規定的請求，撤銷無權授予專利之人所有

之系爭專利，專利局局長或法院得命 提出請求之人或其權利繼受人提出新的專利

申請案81，該新的專利申請案享有與系爭專利案相同之申請日，但不得命 移轉系

                                                        
80

 沈冠伶，智慧財產民事訴訟當事人之程序利益保護，收錄於智慧財產訴訟制度相關論文彙

編，2010年，164頁  
81

 該新的專利申請案應在該命 之訴願期間經過後 未提訴願 或該命 確定之日起 有提訴

願 3個月內提出，該3個月期間得由英國專利局局長裁量延長或縮短之，參見英國專利法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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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專利；若在系爭專利公告之日起2年後，該請求不得為之，但 記為專利所有人

之人在授予專利時或接受移轉專利時明知其無資格取得專利者，不在此限 英國專

利法第72條第1 b款和第2 規定，法院或專利局局長得依專利所有人之請求，撤

銷無權授予專利之人所有之專利；若在系爭專利公告之日起2年後，該請求不得為

之 但 記為專利所有人之人在授予專利時或接受移轉專利時明知其無資格取得專

利者，不在此限 專利侵權和專利有效性得由相同法院，在相同訴訟程序 當被告

提出無效抗辯時 在分別但同時的訴訟程序 當被告提起專利無效反訴時 ，或

分別的無效訴訟程序中處理82
 

(二)法 國 

法國工業產權法未採異議制度但有採無效審判制度，惟冒充申請並非法國工業

產權法第L613-25條規定之無效事由之一，但歐盟專利申請案指定法國而取得法國

專利效力者，若有冒充申請之情事，屬於法國工業產權法第L614-12條規定而適用

歐盟專利公約第138條第1 第e款之無效事由 受害人得根據法國工業產權法第

L611-8條之規定，在專利公告後3年內 冒充申請人善意 或專利期間 滿之日起3

年內 冒充申請人惡意 ，以訴訟請求冒認專利權人移轉系爭專利權 法國無專利

無效訴訟之專屬法院 專利侵權和專利有效性得由相同法院，在相同訴訟程序 當

被告提出無效抗辯時 在分別但同時的訴訟程序 當被告提起專利無效反訴

時 ，或分別的無效訴訟程序中處理 實務上，超過9成的專利侵權民事案件中，

被告提起專利無效反訴83
 

(三)荷 蘭 

冒充申請違反荷蘭專利法第11條之規定，亦屬於荷蘭專利法第75條第1 e款規

定之專利撤銷事由；同法第75條第3 規定，只有權利人有權根據第26條第1 e款

規定提起無效訴訟 權利人也可根據荷蘭專利法第78條第1 和第7 之規定，於荷

                                                                                                                                                        

則R.20(2)-(4) R.108(1)  
82

 Katrin Cremers et al., Patent Litigation in Europe, September 2013, p. 18, available at 

http://ftp.zew.de/ pub/zew-docs/dp/dp13072.pdf (last visited June 12, 2015). 
83

 Cremers et al., id. 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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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專利授予之日 或歐洲專利授予通知公告之日 起5年內提起請求專利之所有權

的訴訟 但專利所有人在專利權授予時或受讓專利權時已知或應知其無權利者，不

在此限 專利侵權和專利有效性得由相同法院，在相同訴訟程序 當被告提出無效

抗辯時 在分別但同時的訴訟程序 當被告提起專利無效反訴時 ，或分別的無

效訴訟程序中處理84
 

(四)瑞 士 

瑞士聯邦發明專利法第26條第1 d款規定冒充申請是法院得確認專利無效之事

由之一；同法第28條規定，只有權利人有權根據第26條第1 d款規定提起訴訟 同

法第29條第1 後段規定，冒充申請已核准專利者，權利人得請求讓與專利權或者

對該專利權提起無效訴訟 專利侵權和專利有效性得由相同法院在相同訴訟程序

當被告提出無效抗辯時 中處理85
 

(五)義大利 

義大利工業產權法第118條第3 規定，如果權利人以外之人獲得專利授予或註

冊，該權利人取得判決可以自註冊之日起將該專利或註冊證書移轉至其名下，或就

以無權之人的名義取得之專利授予或註冊主張無效 同條第4 又規定，權利人未

利用同條第3 之規定者而自發明專利 新型專利核准公告之日起2年後，任何利害

關係人得提出無效主張 專利侵權和專利有效性得由相同法院在相同訴訟程序 當

被告提出無效抗辯時 中處理86 87
 

                                                        
84

 Cremers et al., id. at 27. 
85

 CMS, International Patent Litigation Guide, May 2013, p. 91, available at 

http://www.cmslegal.com/patentswithoutborders/patentlitigationwithoutborders/pages/default.aspx 

(last visited Sept. 22, 2013). 
86

 CMS, id. at 57. 
87

 See Matthew L. Cutler, International Patent Litigation Survey–A Surve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tent Litigation in 17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s, 2008, p. 43, available at http://blog.hdp.com/wp-

content/uploads/2009/08/60549706_1.PDF (last visited Sept. 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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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比利時 

冒充申請違反比利時專利法第8條之規定，所以屬於比利時專利法第49條第1

第4款規定之專利撤銷事由 專利侵權和專利有效性得由相同法院，在相同訴訟程

序 當被告提出無效抗辯時 在分別但同時的訴訟程序 當被告提起專利無效反

訴時 ，或分別的無效訴訟程序中處理88
 

(七)瑞 典 

瑞典專利法第52條第4 規定，以專利權授予非第1條規定的有資格取得專利之

人為由提起訴訟，僅能由主張有資格取得專利權之人提起 訴訟應在知悉專利權授

予及訴訟所依據之其他事實後1年內提出 若專利所有人在專利權授予時或受讓專

利權是係善意者，在專利權授予3年後不得再提起訴訟 專利侵權和專利有效性得

由相同法院，在相同訴訟程序 當被告提出無效抗辯時 在分別但同時的訴訟程

序 當被告提起專利無效反訴時 ，或分別的無效訴訟程序中處理89 90
 

(八)丹 麥 

冒充申請違反丹麥專利法第1條第1 之規定，所以屬於丹麥專利法第21條第2

第1款規定之異議事由，亦屬於同法第52條第4 規定之撤銷事由 丹麥專利法第

52條第4 規定，冒充申請撤銷訴訟只可由主張享有專利之人提起 此種訴訟應在

主張享有專利之人知悉授予專利和任何其他作為訴訟理由的情況後1年內提起 若

專利權人在被授予或被轉讓專利時為善意者，在授予專利逾3年後訴訟不得提起

丹麥專利法第53條規定，主張享有專利之人提起訴訟者，法院應將專利移轉至有權

享有者，其訴訟時效同第52條第4 丹麥專利法第61條規定，專利侵權民事訴訟

                                                        
88

 CMS, supra note 85, at 11. 
89

 參見瑞典專利法第61條之規定  
90

 參見Cutler, supra note 87, at 72: “The accused infringer would have to file a separate action for 

invalidation of the patent. However, the Stockholm District Court has exclusive jurisdiction to hear 

both patent infringement and patent invalidity cases. As a main rule, an infringement action and a 

corresponding invalidity action shall be handled in the same proceedings and decided in one and 

the same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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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被告得提出無效抗辯，若專利被撤銷，原告不得對被告主張權利  

(九)芬 蘭 

冒充申請違反芬蘭專利法第1條第1 之規定，所以屬於芬蘭專利法第25條第1

第1款規定之異議事由，亦屬於同法第52條第1 第1款規定之無效事由 芬蘭專

利法第52條第5 規定，冒充申請無效訴訟只可由主張享有專利之人提起 此種訴

訟應在主張享有專利之人知悉授予專利和任何其他作為訴訟理由的情況後1年內提

起 若專利權人在被授予或被轉讓專利時為善意者，在授予專利逾3年後訴訟不得

提起 芬蘭專利法第53條規定，主張享有專利之人提起訴訟者，法院應將專利移轉

至有權享有者，其訴訟時效同第52條第5 芬蘭專利法第61條第2 規定，專利侵

權民事訴訟之被告得提出無效抗辯，法院得停止訴訟程序，以待專利有效性作成裁

定  

(十)美 國 

根 據 1952 年 修 正 前 的 美 國 專 利 法 ， 未 被 正 確 註 明 發 明 人 ， 包 含 未 加 入

nonjoinder 和錯誤加入 misjoinder ，會因同法第102條(f)款和第111條的規定

而無效，但1952年修正美國專利法實施第256條關於發明人之更正的規定後，由於

未正確註明發明人而引起的專利無效風險因而大幅減少91 關於真正發明人對於冒

充申請案之權利以及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對於冒充專利案之抗辯，美國專利法

有以下規定： 

1.前AIA時期 

在美國發明法 America Invent Act, AIA 於2013年3月16日施行前，真正發明

人若要取回他人竊占而在先申請之專利申請案或後來核准之專利，須於該在先申請

案公開後1年內或在該在先申請案核准專利頒證後1年內，提出具有相同或實質相同

標的之請求 的另一在後申請案，方得向專利訴願暨牴觸委員會 Board of Patent 

Appeals and Interferences, BPAI 開啟牴觸程序 Interference Proceeding ；在牴觸

程序期間，USPTO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要決定，在諸專利

                                                        
91

 Janice M. Mueller著，陳超等譯，專利法，3版，2013年，166-1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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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或一專利申請人和一專利權人 間，誰是首先發明申請專利之發明者

USPTO在更正系爭專利或 予專利申請案以正確之發明人後即終止牴觸程序  

若真正發明人未 向USPTO提出專利申請案，則依據美國自19世紀以來的聯邦

訴訟實務，真正發明人無法請求法院移轉冒充專利至其名下92，但州法院傳統上卻

依其權限肯認得移轉冒充專利至真正發明人93
 

在 專 利 侵 權 民 事 訴 訟 中 ， 被 告 得 以 下 述 方 法 挑 戰 系 爭 專 利 之 發 明 人 資 格

inventorship ：(1)被告得以系爭專利 按：於2013年3月16日申請的專利 違反

美國專利法第102條(f)款 未列名正確發明人 為由提起專利無效抗辯 被告透過

discovery程序發現，例如列名發明人事實上未發明申請專利之發明，或未列名發明

人對申請專利之發明有 獻而應加入系爭專利之發明人 如此之證據可用於聲請根

據美國專利法第102條(f)款之簡易判決 summary judgment ，或因未能加入未列名

之發明人作為原告之一而駁回原告之訴，或因未能識別所有之發明而構成不正行

為，致使系爭專利無法行使 unenforceable
94 對之，原告即專利權人亦得提出衡

平法上的懈怠 latches 原則抗辯，主張未列名發明人怠於行使更正發明人之權

利 對此，為對抗原告提出懈怠原則抗辯，被告得主張原告違反潔淨之手 clean 

hands 原則，例如原告 有防止未列名發明人得知專利申請案之嚴重不正行為，而

該不正行為致使訴訟爭議延遲提出95
 

原告亦得提出衡平法上禁反言 equitable estoppel 原則抗辯，主張真正發明人

                                                        
92

 See Kennedy v. Hazelton, 128 U.S. 667, 672 (1888). Patents that are “not supported by the oath of 

the inventor, but applied for by one who is not the inventor, [are] unauthorized by law, and void.” 

Id. 但有相反見解，Becher v. Contoure Laboratories, Inc. 279 U.S. 388 (1929); Saco-Lowell 

Shops v. Reynolds, 121 F.2d 587 (4th Cir. 1944); Richardson v. Suzuki Motor Co., 868 F.2d 1226, 

1250 (Fed. Cir. 1989). 
93

 See Kevin M. Mason, Does a Patent Reassignment Remedy for Technology Misappropriation 

Leave the True Inventor Holding an empty Bag?, 66(4) ST. JOHN’S L. REV. Article 8 (1993), 

available at http://scholarship.law.stjohns.edu/lawreview/vol66/iss4/8 (last visited June 30, 2015). 
94

 參見THOMAS M. MORROW, CHALLENGING INVENTORSHIP IN PATENT LITIGATION, HIPLA FALL 

INSTITUTE GALVESTON 8 (2012). 
95

 參見Flora M. Amwayi, Elizabeth A. Laughton & Michael R. McGurk, Correcting Inventorship 

During Litigation: When, Why, How, p. 3. Available at http://www.finnegan.com/resources/articles/ 

articlesdetail.aspx?news=3d0d18ae-6313-4ee6-b6ce-69287d4e9014 (last visited June 3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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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此事實， 以誤導方式與專利權人聯繫此事；專利權人信賴真正發明人的行為

或不行為；若允許真正發明人主張與早先行為不一致的請求，專利權人會招致重大

損害96
 

2.後AIA時期 

根據美國新專利法第135條之規定，在冒名申請案提出後，未顯名之原始發明

人得提出具有與先申請案中已核准或已公開之請求 相同或實質相同的請求 且顯

名正確發明人之另一後申請案，於與先申請案中之請求 首次公開97後1年內，向專

利 審 判 暨 上 訴 委 員 會 Patent Trail and Appeal Board, PTAB 開 啟 溯 源 程 序

Derivation Proceeding ；在溯源程序期間，USPTO要決定，在諸專利申請人 或

一專利申請人和一專利權人 間，誰是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真正發明者 USPTO在更

正系爭專利或 予專利申請案以正確之發明人後即終止溯源程序  

在AIA於2013年3月16日施行後，因美國專利法第102條(f)款已 除，專利侵權

民事訴訟的被告 可改用美國專利法第101條以及第115條主張系爭專利之發明人資

格 inventorship 不適格98
  

(十一)日 本 

日本專利法第104條之3並未具體限定列舉專利權 在何種無效理由得為被告提

出之抗辯事由；日本最高裁判所也沒有具體案例對這類的無效理由進行類型化，使

得法院和學者對此有不同的理解 在2011年日本特許法修法前，有學者認為，只有

                                                        
96

 同前註  
97

 美國專利申請案的公開或指定美國之PCT專利申請案的公開 參見37 C.F.R. Section 42.403, 

Federal Register, Vol. 77, No. 176, Tuesday, September 11, 2012. 
98

 參見Dennis Crouch, “With 102(f) Eliminated, Is Inventorship Now Codified in 35 U.S.C. 101? 

Maybe, but not Restrictions on Patenting Obvious Variants of Derived Information,” October 4, 

2012, available at http://patentlyo.com/patent/2012/10/with-102f-eliminated-is-inventorship-now-

codified-in-35-usc-101.html (last visited June 9, 2015). 

Dennis Crouch, “The Removal of Section 102(f)’s Inventorship Requirement; the Narrowness of 

Derivation Proceedings; and the Rise of 101’s Invention Requirement,” October 5, 2012, available 

at http://patentlyo.com/patent/2012/10/crouch-101-invention-requirement.html (last visited June 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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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請求專利保護的範圍與公知技術同一 專利權明顯缺乏新穎時，被告才能進行當

然無效抗辯99，但另有法官和學者認為，原則上所有的無效理由，法院都可以審

理100 101
 

至於專利權無效審判非適格請求人，亦即涉及專利違反共有規定或為冒認申請

者之無效審判請求權人即具有獲得專利之權利之人以外之人，是否能夠於專利訴訟

中提出相同事由之無效抗辯，非無爭論 根據2011年修正前 即2003年版 日本特

許法第123條第2 之規定，在冒認專利申請 違反共有專利申請的情況下，只有利

害關係人才能提出專利權無效審判請求，已如前述 則現實上的問題是︰在專利權

侵權訴訟中，上述利害關係人以外的第三人是否能夠提出無效抗辯？對此問題，有

日本學者採否定見解102 但日本知識產權高等法院高部法官持肯定見解，認為從本

不應當由原告獲得的專利權及其權利行使的判例理論來看，不一定要使無效抗辯和

專利權無效審理程序完全一致，這樣一來，雖然從2011年修正前的日本特許法第

104條之3中 根據專利權無效審判 的語句來看，難以直接得出利害關係人以外的

人可以提出當然無效抗辯，但據此還是可以解釋出利害關係人以外的人也有主張的

可能性 在上述特定情況下，如果不允許利害關係人以外的第三人在專利權侵權訴

訟中提出當然無效抗辯，則冒認專利權人可以要求被告進行損害賠償，獲得本不應

當獲得的賠償金，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由於判例理論上的權利濫用說，使彈性的

判斷成為可能，因此這種情況下，與其讓被告主張該法第104條之3的抗辯，倒不如

讓其基於判例理論的權利濫用論來解決103 104
 

                                                        
99

 參見 村善之，智慧財產權法，2010年，5版，272頁  
100

 參見高部真規子，智慧財產權訴訟—— 後的課題 上 ，2007年，14-22頁  
101

 參見中山信弘，特許法，2010年，319頁  
102

 參見同前註，321頁  
103

 參見高部真規子，實務 說特許關系訴訟，2011年，184頁  
104

 有學者肯認高部法官的上述主張，認為依日本專利法第104條之3的規定： 專利權根據專利

權無效審判應當被認定為無效 雖然限定了在冒認專利申請等情況下提出無效審判的請求人

的適格性，但並沒有因此而限定可以提出當然無效抗辯的被告主體資格，因此雖然在專利權

無效審判程序中不能成為適格請求人，但由於專利權無效審判程序和專利權侵權訴訟程序屬

於兩種性質不同的程序，在專利侵權訴訟中則完全可以成為當然無效抗辯的適格主體 如此

理解的好處在於，可以使侵權訴訟中的當事人雙方實現訴訟地位平等，否則，基於專利權有

效性推定的原告將處於有利地位 參見李揚，日本專利權當然無效抗辯原則及其啟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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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2011年日本修正特許法，於第104條之3加入第3
105，使得侵害專利權

或專利專屬實施權訴訟之被告，即使非得對該發明專利請求專利無效審判者，亦得

依第1 規定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  

綜上所述，除比利時外，歐洲各國專利法皆明文規定，唯有真正權利人方得以

訴訟或行政爭訟程序撤銷或無效冒充專利案，是以唯有當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

亦為真正權利人時，方得以專利申請權歸屬為由提起專利無效抗辯 至於美國，由

於冒充申請案和專利案欠缺真正發明人之宣誓和簽名，除得分別由真正發明人向

USPTO申請更正冒充申請案之發明人106或向法院聲請更正之107以外，真正發明人只

能透過適時提出另一案專利申請之方式取得專利權108，而無法向法院請求移轉冒充

專利案之所有權 不過，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仍得以系爭專利之發明人資格違

反AIA以前之美國專利法第102條(f)款或AIA以後之美國專利法第101條和第115條，

基於美國專利法第282條之規定，對系爭專利主張涉及專利申請權歸屬之專利無效

                                                                                                                                                        

科學——西北政法學院學報，1期，2012年1月，172頁  
105

 日本特許法第104條之3之中文翻譯： 第104條之3  (1)在專利權或專用實施權的侵權訴訟

中，該專利應該依專利無效審判或該專利權的 續期間的延長 記應該依延長 記無效審判

被認定無效，專利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不能向對方行使權利 (2)如果認定前項規定的 擊

或防禦方法是以不當拖延審理的目的提出，則法院可以依申請或職權做出駁回的決定 (3)

第123條第2項但書的規定，對該 明專利得請求專利無效審判者以外的人，不妨礙其依第1

項規定提出 擊或防禦方法 參見智慧局提供之日本特許法中文翻譯本，https://www. 

tipo.gov.tw/ct.asp?xItem=544584&ctNode=7127&mp=1，最後瀏覽日：2015年9月4日  
106

 美國專利法第116條  
107

 美國專利法第256條 本條處理兩種 明人資格的錯誤： 錯誤加入 misjoinder 和 未

加入 nonjoinder 在前AIA時期，這兩種 明人資格的錯誤以不同方式處理：若為

未加入 錯誤， 明人應列名而未列名，且未列名的 明人部分有欺詐意圖 deceptive 

intent 者，此錯誤無法更正；此時專利權人負有舉證無欺詐意圖之責 雖然提起本條之訴

的原告需證明 可更正性 correctability ，但推定具有善意，除非具有說服力的證據顯

示其有欺詐意圖 在後AIA時期，專利權人不再需要證明未列名的 明人部分無欺詐意圖  

涉及列名 明人有欺詐意圖的案件 包括涉及 錯誤加入 的案件 亦會落入不正行為

inequitable conduct 的規範 法院若認專利權人之行為錯誤嚴重到屬於不正行為的程度

者，無論未列名 明人是否善意，系爭專利可被視為無執行力 unenforceable 參見

Amwayi, Laughton & McGurk, supra note 95, at 3. 
108

 美國專利法第135條 溯源程序 第291條 溯源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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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辯 較為特別的是，日本特許法第104條之3第3 則規定，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

被告，即使非得對系爭專利請求專利無效審判者，亦得依第1 規定提出攻擊或防

禦方法，其問題 如後述  

肆、我國實務上不當解釋專利侵權訴訟之被告亦屬於得

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舉發事由之舉發人的可能原因 

綜觀智慧局2003年修正專利法第67條之理由及其於現行專利審查基準之解釋，

我國2003年修正專利法第67條第2 規定之 利害關係人 的解釋 與日本平成13

年 2003年 修正之特許法第123條第2 之規定109同  

                                                        
109

 日本平成15年 2003年 修正之特許法第123條之中文譯文： 

專利無效審判 第123條 

(1)專利符合以下各款之一時，就專利無效得請求專利無效審判 在此情況下，事關兩個以

上的請求項者，得就每一個請求項提出請求： 

一 略  

二 其專利違反第25條 第29條 第29條之2 第32條 第38條或者第39條第1項到第4項

的規定而授予時 在該專利違反第38條規定的情況下，基於第74條第1項規定的請

求，具有該專利的專利權的移轉 記時除外  

三～五 略  

六 該專利對該 明無權取得專利者且未繼受權利者提出的專利申請而授予時  

七 略  

八 略  

(2)任何人均得提出專利無效審判請求 但以前項第2款 僅限專利違反第38條規定的情況

或前項第6款的理由請求專利無效審判時，只有利害關係人可以提出專利無效審判請求  

(3) 略  

(4) 略  

 在2003年日本專利法修訂，舉 審判制度被修改了，准後異議制度被廢止 關於新的舉 審

判制度，於2003年11月日本特許廳宣 一供實施此新制度的指南 此指南的某些點係關於在

一舉 審判中舉 人與專利權人所採取的舉 程序，現拮取精華且摘要如下 1.請求舉 審

判的期間：即使在專利權屆期 特許法第123條第1項第3項 後，仍可請求舉 審判，關於

此方面，之前的與新的舉 審判制度並無差別 2.舉 人：除了若舉 理由關於專利權之歸

屬是不符合共同 明申請 joint application 或申請經竊用來的專利申請案之情況下，只有

利害關係人能申請舉 審判 特許法第123條第2項 外，任何第三人得請求舉 審判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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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特許法歷來關於無效審判請求人之主體資格的規定 經數度修正 1921年

特許法規定，無效審判請求人限於利害關係人或審查官 第84條第2 然而

1959年特許法修正時將此 限制 除，將條文以無主詞之被動語態方式敘述 2003

年修正前之第123條第1 實務上，日本特許廳並未審查無效審判請求人之主體

資格 但日本東 高等法院認為，只有利害關係人可以請求無效審判110 根據2003

年修正特許法第123條第1 和第2 之規定，任何人可以請求無效審判，但專利違

反共有規定或為冒認申請者，只有利害關係人可以請求無效審判111 此乃因應異議

制度 涉及事 與公共利益有關，不包含專利違反共有規定或為冒認申請者，任何

人皆得請求112 之廢除，並以無效審判取而 之，鬆綁一般無效審判請求人之主體

資格而限制涉及專利違反共有規定或為冒認申請者之無效審判的請求人之主體資

格113
2011年修正後特許法規定，只有具有獲得專利之權利之人可以請求涉及專利

違反共有規定或為冒認申請者之無效審判 此 規定乃在避免專利由第三人請求無

效審判而被撤銷，並與同法第74條修正允許真正權利人請求冒認申請人移轉專利權

之規定達成一致114 亦即，不許任由第三人就冒認申請請求無效審判，以免對真正

                                                                                                                                                        

如，一真實的共同申請人 真實 明人 或製造或使用如同專利 明的相同設備或方法的一

當事人會被視為 利害關係人 參見2003年8號道法法訊(160)  
110

 中山信弘，特許法，2版，英文版，2012年，267頁  
111

 現行韓國專利法第133條第1項有類似的規定：專利註冊公告後3個月內，任何人得以任何法

定無效事由 第2款即無權取得專利者除外 ，利害關係人得基於本條項第2款之事由提起無

效審判 利害關係人乃法律上會受系爭專利挑戰之人，包含：使用相同 明 製造或販賣相

同設備或產品之人；使用相同 明方法 製造或販賣相同設備或產品之人，或依商業性質預

期會使用專利製程之人；於受無效審判之 明取得專利時在線在或將來受有不利益之人，預

計製造或販賣系爭產品之人，或因系爭專利而被韓國智慧財產局拒絕授予專利之人 專利被

授權人即非屬利害關係人 參見韓國智慧財產局，Understanding the Patent Ac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2007年，161 175頁，http://www.kipo.go.kr/upload/en/download/Understa 

 nding_the_Patent_Act_of_the_Republic_of_Korea.pdf，最後瀏覽日：2015年9月10日  
112

 中山信弘，工業所有權法 上 特許法，2版，增補版，英文版，2000年，Section 3, 

Subsection 1, Item 2  
113

 一般無效審判請求事涉特許廳作成之行政處分之不法性，與公益較為相關，不應限制其請求

主體資格；但涉及專利違反共有規定或為冒認申請者之無效審判與私權紛爭有關，較似民事

訴訟，應以民事訴訟之原則決定其請求主體資格 參見中山信弘，註110書，269頁  
114

 參見中山信弘，註110書，2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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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人得請求冒認申請人移轉專利權之權利形成障礙  

本文料想智慧局於2003年修正專利法第67條當時，應係參考日本平成15年

2003年 版之特許法第123條第2 之規定，將2001年專利法第71條和第72條關於

以專利權人為非專利申請權人為由提出舉發者限於 有專利申請權人 的規定放寬

至 利害關係人 115 惟智慧局此種放寬專利申請權歸屬之舉發主體適格之修正和

解釋，不免因舉發人的資格不限於真正專利申請權人116，造成系爭專利可能被真正

專利申請權人以外之人舉發而撤銷確定，因而不利於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依此條文申

請舉發，再依專利法關於專利申請權 活的規定，或依民法上之規定，取回其專利

申請權或專利權，已如前述，對於真正專利申請權人的權利保障並不周延  

伍、本文之建議 

參照前述歐美日各國專利法或相關法律之規定，除俄羅斯聯邦民法典外，並無

允許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或被授權人 質權人以外之第三人提起撤銷冒充專利案或確

認其無效者 我國專利法第71條第2 規定之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舉發人資

格稱為 利害關係人 ，實務上卻解釋為包含非專利申請權人，例如專利侵權訴訟

之被告，造成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舉發主體資格不當擴大，無法與專利法上

關於前述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之申請權 權之規定相互配合 本文建議，參考日本

2011年修正之特許法第123條第2 但書之規定，我國專利法第71條第2 之 利害

關係人 應修正為 有專利申請權人 117，回 如同2001年專利法第72條第1 之

規定；在專利法未修正前，或可修訂專利審查基準與專利法逐條釋義之相關規定和

解釋，將本條 之 利害關係人 限定為 有專利申請權人 ，以使法院和社會公

眾正確理解本條 之立法目的  

                                                        
115

 專利申請案未由全體共有人提出申請為舉 事由者亦首次規定於2003年修正專利法第67條，

並限於 利害關係人 始得為之  
116

 舉 人提起舉 的動機可能基於法律上的利害關係，例如前述案例一 二的專利侵權訴訟之

被告，或事實上的利害關係，例如前述案例三 四的商業上競爭者  
117

 日本特許法第123條第2項但書稱 有權獲得專利的權利者 世界大多數國家專利法亦有類

似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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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相較於前述歐美國家專利法之規定，有利於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取回權

利，我國專利法第35條規定，舉發成立確定後真正專利申請權人須於他人提出冒充

申請案公告後2年內回 申請權，而不論真正專利申請權人是否知悉該冒充申請案

之 在以及冒名申請人是否善意，一律課予真正專利申請權人監視該冒充申請案是

否核准之義務，亦應檢討修正  

至於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是否得根據智審法第16條第1
118前段之規定，

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之無效抗辯，依據大多數國家專利法之規定，唯有真正專利申

請權人為專利申請權歸屬之確認無效或撤銷訴訟之適格原告，所以非真正專利申請

權人之侵權被告 不得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之無效抗辯 但亦有少數國家如美國和

日本之專利法規定，非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之侵權被告亦得提出此抗辯 如前所述，

在美國前AIA時期，專利侵權民事訴訟的被告得以系爭專利 按：於2013年3月16日

申請的專利 違反美國專利法第102條(f)款 未列名正確發明人 為由提起專利無

效抗辯；在後AIA時期，因美國專利法第102條(f)款已 除，專利侵權民事訴訟的被

告 可 改 用 美 國 專 利 法 第 101 條 以 及 第 115 條 主 張 系 爭 專 利 之 發 明 人 資 格

inventorship 不適格 日本2011年修正後特許法第104條之3第3 規定，侵害專

利權或專利專屬實施權訴訟之被告，即使非得對該發明專利請求專利無效審判者，

亦得依第1 規定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  

依目前我國法院和智慧局對於專利法第71條第2 之 利害關係人 的寬泛解

釋，專利侵權民事訴訟被告，雖非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亦可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之

無效抗辯 法院若肯認者，雖可滿足被告對於正義之要求，但卻戕害真正專利申請

權人之權益 蓋該被告或其他第三人得藉此法院肯認無效抗辯成立之機，進而就系

                                                        
118

 本條項應係參考日本2004年特許法第104條之3而來 參見許金釵等九人，日本行政訴訟暨智

慧財產訴訟制度考察報告，2013年，209頁 日本2004年特許法第104條之3： 在有關侵害

專利權或專利實施權之訴訟中，如認該專利權應依專利無效審判程序判定為無效時，該專利

權人或專利實施權人對於對造，不得行使其權利  

關於前項所定之 擊或防禦方法，如認其係以不當遲延審理為目的而提出時，法院得依聲請

或職權，裁定駁回之 參見黃麟倫，日本智慧財產法院及行政訴訟新制考察報告，2005

年，附錄三：日本關於裁判所法一部修正之法律 平成十六年法律第一百二十號 ，102

頁  

日本特許法第104條之3則是參考美國法制而來 參見許金釵等九人，前揭報告，1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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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專利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之舉發申請案，促使智慧局認定其聲明成立而撤銷系爭

專利權 則除真正專利申請權人 因訴訟前知悉或訴訟後受告知119而參與前專利侵

權民事訴訟之程序，使法院確認其具有權利外，真正專利申請權人率皆不知該舉發

申請案之繫屬，以致無法知悉或及時參加後續行政爭訟程序，不利於其保護自 利

益120，殊為不妥  

本文以為，我國專利法第71條第2 之 利害關係人 若修正為 有專利申請

權人 ，或至少將本條 之 利害關係人 解釋成僅為 有專利申請權人 者，為

滿足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當事人，依照智審法第16條第1 前段之規定，提出專利

申請權歸屬之無效抗辯的可能，除被告已知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誰屬，並通知其參加

訴訟外，法院若基於被告之此無效抗辯理由，可得知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誰屬，應職

權通知真正專利申請權人121 準此，若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參加訴訟者，必能提供系

爭專利應歸其所有而非原告所有之 極證據，較之被告至多僅能提供原告不具系爭

專利權利人主體地位之消極證據，更有利於法院審理該無效抗辯是否成立，亦能藉

此確定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具有系爭專利權之權利 對之，設若智審法第16條仿照加

入日本2011年修正後特許法第104條之3第3 之規定，使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

告，即使無權對系爭專利提起專利申請權之舉發案，亦得依第1 規定提出攻擊或

防禦方法，雖可便於被告提出多樣抗辯理由，抵抗原告之侵權主張，但除被告直接

或間接自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處取得系爭專利應歸其所有而非原告所有之 極證據

外，法院 難有效審理此無效抗辯是否成立，亦無助於藉此決定真正專利申請權人

誰屬122
 

                                                        
119

 參見民事訴訟法第65條至第67條之1之規定  
120

 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若能於系爭專利被舉 成立確定前參加行政爭訟程序，即能依照專利法第

35條規定申請回復系爭專利之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或依民法上之規定，取回其權利  
121

 參見民事訴訟法第67條之1之規定  
122

 即使如實務上 生之案例，夫本為創作人卻提出專利申請案，於申請書中將妻 記為創作人

和申請人 此新型專利有漏列創作人夫及誤列非創作人妻之事實，但此非專利得撤銷之事

由；申請人和專利權人 記為妻，乃未能顯示其專利申請權之由來 此權利不明之瑕疵，於

專利申請階段，充其量僅影響申請日之取得 此乃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第1篇第2章之規定，舊

基準之規定於申請日之取得則無影響 ；於專利公告後，似屬於專利申請權爭議之舉 事

由 惟依本案例事實，系爭創作或有屬於職務上創作之可能，使得專利申請權歸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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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如同在傳統侵害實體物之所有權的訴訟中，原告舉證其為所有人，被告之行

為侵害其權利並造成損害，被告得抗辯原告非所有權人，該物所有權人乃另有其

人123；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其專利權者，必先舉證：(1)其為專利權人，以及(2)被告

有侵害其專利權之行為 就舉證事 (1)而言，原告通常附上專利證書以資說明 若

被告對於原告之舉證事 (1)有所質疑，必須提出系爭專利權人乃另有其人之反證，

此本不待智審法第16條之規定而得為法理上之當然解釋 尤其依智審法第16條之立

法理由： ……按智慧財產權原屬私權，其權利有效性之爭點，自屬私權之爭執，

由民事法院於民事訴訟程序中予以判斷，在理論上即無不當 民事法院審理專利

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的無效抗辯，其判斷方式無異於行政法院判斷專利舉發案之有

無理由；差別在於前者的判斷僅有個案效，而後者的判斷有對世效 實則，專利侵

權民事訴訟之被告依智審法第16條第1 抗辯原告非所執專利權之真正專利權人

者，於相對應的專利舉發事件124中，實務上智慧局多依賴民事法院之確定判決以決

定系爭專利權誰屬125 是以，此類冒充專利之歸屬爭議悉先由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向

民事法院請求確認或移轉 或精確應稱 返還 126 系爭專利申請權和 或 專利

                                                                                                                                                        

或者創作人夫亦有移轉專利申請權予公司負責人即妻之明示或默示意思表示 法院逕認妻與

夫之間並未就系爭專利申請權有任何協議或讓與之合意 故系爭專利申請權應歸屬於夫，妻

並非契約所約定之專利申請權人，亦非專利申請權之受讓人，稍嫌速斷 參見智慧財產法院

97年度民專上字第17號民事判決認為： 足見系爭專利申請當初，丁○○純因不便以自 名

義申請，即直接以上訴人為創作人而提出專利申請，上訴人與丁○○之間並未就系爭專利申

請權有任何協議或讓與之合意 故系爭專利申請權應歸屬於丁○○，上訴人並非契約所約定

之專利申請權人，亦非專利申請權之受讓人 因此，被上訴人以系爭專利有專利法第107條

第1項第3款所定情事，主張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之原因等語，於法有據 從而，系爭專利為丁

○○所創作，該專利申請權應屬於其所有，因此，上訴人並非系爭專利之專利申請權人，而

有專利法第107條第1項第3款之應撤銷原因，上訴人於本件民事訴訟中不得對於被上訴人主

張新型專利之權利  
123

 法院於前訴訟程序中形式審查原告訴之聲明，或許難以 現原告之權利欠缺，不會以當事人

不適格為由，裁定駁回本案  
124

 參見專利法第71條第1項第3款  
125

 參見註44  
126

 若智慧局依法院之確定判決變更系爭專利之專利申請權人和專利權人名義有溯及效力者，系

爭專利即為返還真正權利人；對之，若權利人名義變更無溯及效力者，系爭專利即為移轉真

正權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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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待判決確定後，持之提出於智慧局待決的專利舉發案，以為審查官判斷，或向

智慧局申請變更系爭專利權利人名義127 設若僅為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而非屬

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者，民事法院或於前訴訟程序中形式審查原告訴之聲明時，發現

原告之權利欠缺，而以當事人不適格為由，裁定駁回本案；或於實質審查原告在實

體法上之權利時，發現原告之權利欠缺，原告又無法 極證明系爭專利權之誰屬，

而以訴無理由，判決駁回本案 是以，僅為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而非屬真正專

利申請權人，卻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的舉發案者，必得另行起訴請求確認或移轉

或返還 系爭專利申請權和 或 專利權，以為智慧局審查該舉發案之依據；若

無真正申請權人參加訴訟，本民事確認或給付訴訟對於非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而言，

即無實益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若我國專利法第71條第2 為前述修正後，智審

法第16條不必參照日本2011年修正後特許法第104條之3第3 之規定為修正，只要

妥善運用民事訴訟法有關告知訴訟之規定，亦能有效處理被告提出的專利申請權歸

屬之無效抗辯  

陸、結 論 

我國2003年專利法修法後，將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舉發主體原規定為

有專利申請權人 修改成 利害關係人 ，智慧局於現行專利審查基準中，將專

利民事侵權訴訟之被告視為現行專利法第71條第2 規定之利害關係人，使得法院

肯認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被告亦屬利害關係人，而得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之無效抗

辯；若然成立，被告繼而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舉發案，因而有非真正專利申

請權人使系爭專利經舉發確定而被撤銷之可能 此造成提起專利申請權歸屬爭議之

舉發主體資格不當擴大，不利於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依專利法上關於申請權 權之規

定，取回系爭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殊為不妥 當務之計乃修正我國專利法第71條

第2 之 利害關係人 為 有專利申請權人 ，回 如同2001年專利法第72條第1

之規定；在專利法未修正前，或可修訂專利審查基準與專利法逐條釋義之相關規

定和解釋，將本條 之 利害關係人 限定為 有專利申請權人 ，以使法院和社

                                                        
127

 類推專利法第10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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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公眾正確理解本條 之立法目的 準此修正，若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之當事人，依

照智審法第16條第1 前段之規定，提出專利申請權歸屬之無效抗辯，可妥善運用

民事訴訟法有關告知訴訟之規定 亦即，若被告已知真正專利申請權人誰屬，應通

知其參加訴訟外，法院亦得應職權通知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使得真正專利申請權人

參加訴訟而提供系爭專利應歸其所有而非原告所有之 極證據，較之被告至多僅能

提供原告不具系爭專利權利人主體地位之消極證據，更有利於法院審理該無效抗辯

是否成立，亦能藉此確定真正專利申請權人具有系爭專利權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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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擬制喪失新穎性與先占 

之法理 
——以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專訴字 

第114號判決為中心 

顏吉承* 

壹、前 言 

專利法第23條規定實體審查要件 擬制喪失新穎性 ，申請專利之發明與申請

在先嗣後始公開或公告之發明或新型專利申請案所揭露之內容相同者，不得取得發

明專利 實體審查時，一般情況下，係就後申請案請求 中所載之發明與引證之先

申請案公開或公告之中文本比對，予以審查 當先申請案係以外文本取得申請日

時，外文本與中文譯本送交行政機關之期日不同，甚至二文本的內容有差異，就會

發生作為引證文件的先申請案是否適格及比對文本為何等問題  

對於前述問題，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專訴 第114號判決係以專利屬地主義

及核准對象為中文本為由，認定擬制喪失新穎性之比對基礎限於引證文件之中文譯

本，不包括外文本 北美智權報之專欄文章1贊同此觀點  

                                                        

DOI：10.3966/221845622015100023002 

收稿日：2015年7月15日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三組三科專利高級審查官兼科長
 

1
 邱英武，申請案外文本可作為判斷擬制喪失新穎性的引用文本嗎？，北美智權報，2015年5

月20日，網址：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Patent_Administrator/  

publish-65.htm，最後瀏覽日：2015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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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擬制喪失新穎性之比對基礎究竟是外文本或是中文譯本？本文先就擬制喪

失新穎性之立法目的及審查基準相關規定說明行政機關之觀點，再援引泰根塞專家

小組的研究報告2及日本特許法3 審查基準之規定，從比較法的觀點釐清問題的癥

結及先進國家之觀點，最後提出先占之法理作為思考問題 解決問題的指引，就教

於各界先進  

貳、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專訴字第114號判決簡介 

一、事實及爭點 

○○股份有限公司於87年9月11日取得 可用於 體電路晶圓之拋光墊 發明

專利權，證書 號為發明第97574號 舉發人劉○○先生於98年10月7日提起舉發；

智慧財產局於101年11月28日審定 舉發成立，應撤銷專利權 ；原告不服，提起

訴願，經經濟部於102年9月12日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提起行政訴訟，智慧

財產法院於103年8月11日以102年度行專訴 第114號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

參加人 即舉發人 嗣上訴最高行政法院  

系爭專利 經申請更正，更正後申請專利範圍計5 ，請求 2為附屬 ，其餘

為獨立 請求 1：一種用於 體電路晶圓之拋光墊，該墊具有一個部分係由不

具吸收或傳輸淤漿粒子的固有能力之固體均勻聚合體片材所組成，該聚合體片材可

為波長在190至3500nm範圍間之光所通過  

舉發證據7件，本文相關之主要證據2為85年4月25日申請 88年9月11日公告之

第85104954號 用於化學機械拋光操作之定位監測的方法及裝置 專利案  

                                                        
2
 歐洲專利局局長於2011年7月邀 丹麥 法國 德國 日本 英國 美國等專利局局長及代

表在德國泰根塞召開會議，討論各國專利法的調和狀況，並同意藉由技術及法律專家組成的

泰根塞專家小組 所提供的事實及收 的資訊，廣泛徵詢相關人士及利害關係人的意見，

繼續致力專利法調和 調和專利法的關鍵議題包括：先申請原則 寬限期 先使用者權利

先前技術範圍及新穎性 非顯而易見性的定義以及18個月公開等 泰根塞小組業於2012年10

月公 4項研究報告，包括優惠期 18個月公開制 牴觸申請案之處理及先使用者權利等  
3
 本文主題涉及專利法第25條第3項開放以外文本取得申請日之規定，此機制類似日本特許法

第36條之2，爰探討日本相關特許法及審查基準之規定，以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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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發案相關爭點甚多，本文涉及之爭點為：證據2是否可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

1擬制喪失新穎性，違反核准時之專利法第20條第1 第2款規定  

二、有關擬制喪失新穎性之判決內容 

對於證據2是否可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 1擬制喪失新穎性，違反核准時之專利

法第20條第1 第2款規定，法院判決： 按核准時專利法第20條第1 第2款所謂

申請在先並經核准專利者 ，基於我國專利法所採屬地主義之意旨，解釋上應指

在我國申請在先且嗣後在我公告者而言，因此擬制喪失新穎性之引證案應限於本國

申請案，先予敘明 再者，證據2申請時雖以外文本提出，依核准時中央標準局之

專利閱卷作業要點，於證據2中文本公告時亦屬於公開狀態，然而證據2既依核准時

專利法第23條規定補正中文本並經審查核准專利，所核准之對象乃為中文說明書及

圖式，而非外文說明書及圖式，故證據2之內容自應以公告之中文說明書及圖式所

載內容為主，無參酌原文說明書之餘地，況觀之證據2中文說明書第17頁第16至17

行及其前後文內容，並無明顯不明確或不通 處，參加人認應將證據2外文說明書

視為證據2揭露內容之一部分以補證據2不明確之處云云，自屬無據  

依前述判決，法院認為證明擬制喪失新穎性的證據必須是申請在先且公告在後

之本國申請案，即使舉發證據2係以外文本提出申請，且公告時該外文本亦屬於公

開狀態，但因核准專利之對象為中文本，公告之內容為中文本，而非外文本，故證

據2揭露之內容自應限於公告之中文本，無參酌外文說明書之餘地  

參、擬制喪失新穎性之立法目的及其意義 

一、擬制喪失新穎性之立法說明 

(一)歷年專利法 

我國有關擬制喪失新穎性之規定首見於83年施行之專利法第20條第1 第2款：

凡 可 供 產 業 上 利 用 之 發 明 ， 無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得 依 本 法 申 請 取 得 發 明 專

利：……二 有相同之發明或新型申請在先並經核准專利者 …… 其立法說明：

……酌採現行條文第15條之先申請主義將申請在先定入，以符合實務上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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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90年施行之專利法將前述擬制喪失新穎性之規定移列並修正為第20條之1：

申請專利之發明，與申請在先而在其申請後始公開或公告之發明或新型專利申請

案所附說明書或圖式載明之內容相同者，不得取得發明專利 但其申請人與申請在

先之發明或新型專利申請案之申請人相同者，不在此限 其立法說明： ……2.

本條規定先申請案之地位，係由現行條文第20條第1 第2款修正後移列 3.……，

為貫徹先申請主義之精神，乃擬制其屬新穎性審查範圍，明定後申請案不可申請取

得發明專利 4.……若前案之說明書 圖式及申請專利範圍均已揭載，則前後案已

成一案二申請，應依現行條文第27條所定一發明一申請 禁止重複授予專利 之基

本原則處理 5.另配合採行早期公開制度，將現行條文第20條第1 第2款中 經核

准專利者 之用 修正為 公開或公告  

93年施行之專利法將前述90年施行之專利法第20條之1移列第23條，但未變動

其內容，直至100年修正現行專利法時，始稍作文 修正  

(二)現行專利法 

現行專利法第23條： 申請專利之發明，與申請在先而在其申請後始公開或公

告之發明或新型專利申請案所附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載明之內容相同者，

不得取得發明專利 但其申請人與申請在先之發明或新型專利申請案之申請人相同

者，不在此限 其立法說明： 現行本法所稱之說明書包含 申請專利範圍 ，

惟參考……，申請專利範圍係獨立於說明書之外，爰予修正，俾符合國際趨勢  

二、專利法逐條釋義 

參酌前述立法說明，83年提及 先申請主義 ，90年提及 先申請案之地

位 先申請主義之精神 擬制其屬新穎性審查範圍 及 一發明一申請

禁止重複授予專利 擬制喪失新穎性之目的為何？其與先申請主義 先申請

案之地位 禁止重複授予專利或新穎性等有何關聯？如何理解擬制喪失新穎性？爰

列示智慧財產局所編印的專利法逐條釋義中相關之段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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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8年版之專利法逐條釋義 

93年專利法第23條之逐條釋義 智慧財產局於98年6月發 ： 申請專利之

發明 後申請案 ，其申請日或優先權日前，如有他人以相同之發明或新型申請在

先，如尚未公開或公告，無從為公眾所知悉，不能算是先前技術或現有技術，本不

應作為後申請案是否具有新穎性之判斷資料 惟先前技術係指涵蓋申請日之前所有

能為公眾得知之技術，為避免就同一發明或新型授予前後二不同之申請人，應有所

規範，其規範之方式分為二種，第一種機制是將後申請案與先申請案之申請專利範

圍進行比對，如果二者申請專利範圍相同，則後申請案應不予專利，此即專利法第

三十一條所定之先申請原則，是著眼於禁止重複授予專利權之觀點 第二種機制是

將先申請案擬制為後申請案之新穎性審查範圍，不只將先申請案之申請專利範圍與

後申請案進行比對，同時也將先申請案之說明書及圖式進行比對，如果後申請案之

申請專利範圍已見於先申請案之說明書及圖式，亦不准專利，是著眼於新穎性之觀

點，此即本條規定之意旨，由於後申請案在先申請案申請前並未公開或公告4，卻視

之為現有技術與後申請案比對，將發明或新型專利先申請案所附說明書或圖式載明

之內容以法律擬制 legal fiction 為先前技術，若後申請案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載之

發明與先申請案所附說明書 圖式或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載之內容相同時，則擬制喪

失新穎性  

(二)103年版之專利法逐條釋義 

現行專利法第23條之逐條釋義 智慧財產局於103年9月30日發 ，其內容與前

述98年版之專利法逐條釋義的內容大致相同 ： 先前技術係涵蓋申請前所有能為

公眾得知之資訊，申請在先而在後申請案申請後始公開或公告之發明或新型專利先

申請案原本並不構成先前技術的一部分，惟為避免將相同發明或新型先 後授予專

利，本法規範之方式分為二種機制：第一種是將後申請案中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先申

請案中申請專利之發明或新型進行比對，如果二者所請之技術手段相同，則後申請

案應不予專利，此即專利法第31條所定之先申請原則，係著眼於 禁止重複授予專

利權 之觀點；第二種是將後申請案中申請專利之發明與先申請案所附說明書 申

                                                        
4
 筆者按：正確內容似為 先申請案在後申請案申請前並未公開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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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專利範圍或圖式進行比對，如果後申請案所請之技術手段與先申請案載明之技術

內容相同者，則後申請案亦應不准專利，係著眼於 新穎性 之觀點，此即本條規

定之意旨  

三、專利審查基準 

(一)83年專利審查基準 

83年專利審查基準第1-2-12頁： ……當後申請案之發明，雖未記載於先申請

案之申請專利範圍中，但已揭露於先申請案之發明說明或圖式內時，基於先申請案

之發明在審定公告前，申請人尚得依專利法第44條第1 規定，將記載於發明說明

或圖式內，而未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中之發明，補充修正於申請專利範圍中，因此

在認定先申請案之發明是否為本條款所規定之 相同之發明 時，除應考量其申請

專利範圍外，凡在發明說明或圖式中有記載之發明，亦包涵在內  

83年專利審查基準第1-2-13頁： 由於 先申請並經核准專利之發明案或新型

案所記載之技術 ，應就該先申請案之說明書或圖式所記載之事 來認定 其認定

可參酌該先申請案申請當時之既有技術 如參酌該先申請案申請當時之既有技術而

可導出之事 ，亦可作為 先申請並經核准專利之發明案或新型案所記載之技術

之認定基礎  

(二)現行專利審查基準 

現行發明專利審查基準2-3-12頁： 先申請案之內容包含取得申請日之說明

書 申請專利範圍 圖式，以及其中明確記載之另一參考文件 明確放棄之事 及

明確記載之先前技術，但不包含優先權證明文件 明確指出作為擬制喪失新穎性

引證文件之文本係取得申請日之中文本或外文本  

程序審查及專利權管理審查基準第1-5-5頁： ……外文本之目的在確認取得申

請日之技術揭露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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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泰根塞專家小組報告 

泰根塞專家小組 牴觸申請之處理 的研究報告中有關本文主題的部分擇要列

示如下  

對於後申請案申請前有相同發明之先申請案尚未公開的情況，法規的主要目的

為禁止重複授予專利權 由於後申請案申請時，先申請案所揭露之申請標的尚未公

開而為公眾知悉，決定先申請案得為比對之基礎係基於政策考量，致其效果不同於

先前技術原本之定義5
 

於歐洲專利部分：在歐洲專利公約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EPC ，先申

請案之申請日早於後申請案之申請日或優先權日，嗣後依EPC第93條公開者，基於

新穎性審查之目的，EPC第54條第3 所規範之先申請案屬於現有技術6
EPC第54

條第3 具有雙重目的：一 確保專利權授予先申請之人，及二 防止重複專利

實務上，這種處理方式已能大幅促進發明創作，無須訴諸反自我牴觸 anti-self 

collision 之機制7
 

                                                        
5
 Tegernsee Experts Group, REPORT OF THE TEGERNSEE EXPERTS GROUP TREATMENT 

OF CONFLICTING APPLICATIONS, Munich, 24 September 2012, P. 4,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provisions governing the effect of co-pending prior applications which are later published is to 

prevent double patenting. However, how these provisions are formulated plays a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manner in which incremental innovative developments may be appropriated, and 

by whom. Because by definition, at the time of their filing, the subject-matter contained in these 

applications is not publicly available, arguably, the policy considerations relevant in determining 

the effect of these applications differs somewhat from that of the definition of the state of the art.” 
6
 Tegernsee Experts Group, REPORT OF THE TEGERNSEE EXPERTS GROUP TREATMENT 

OF CONFLICTING APPLICATIONS, Munich, 24 September 2012, P. 5, “Under the EPC, the 

content of European applications which are filed prior to the filing or priority date of the 

application at hand, and which are published by virtue of Art. 93 EPC on or after that date, are 

included pursuant to Art. 54(3) EPC in the state of the art for the purpose of examining novelty.” 
7
 Tegernsee Experts Group, REPORT OF THE TEGERNSEE EXPERTS GROUP TREATMENT 

OF CONFLICTING APPLICATIONS, Munich, 24 September 2012, P. 8, “Quite clearly, the 

purpose of Art. 54(3) EPC is twofold: (1) it ensures that patents are granted to the first applicant to 

file; and (2) it is intended to prevent ‘double patenting’. In practice, it also allows incremental 

improvements to inventions, which form a cornerstone of the innovation process, to be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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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美國部分：禁止重複授予專利權通常分為二種核駁：一 依35 U.S.C. § 101

規定，同一發明人只能擁有 一發明一專利 ，即所謂 相同發明 之重複專利，

也稱為 法定型 禁止重複授予專利權 二 依法院判決，對於利用申請中或已取

得專利權的先申請案再提出後申請案，而二者難以 別請求之範圍者，應防止其不

當延長專利權期限，即所謂 非法定型 禁止重複授予專利權8
 

於世界智慧財產權組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部

分：WIPO於2004年 擴大的新穎性概念 “Enlarged” Concept of Novelty 之研究

報告中指出：由於現有三種主要處理方案難以處理牴觸申請案之問題，且對於牴觸

申請究竟是單純新穎性目的或另包含進步性目的，美國及歐洲的使用者建議新創所

謂的 擴大的新穎性方式 Enlarged Novelty Approach ，作為折衷9，其目標是

給予最先申請人完整的發明利益，擴及均等及習知的置換，但其專利權範圍不得阻

礙第三人以相同發明結合其他獨立創新技術取得專利10
 

                                                                                                                                                        

without resorting to the mechanism of anti-self collision.” 
8
 Tegernsee Experts Group, REPORT OF THE TEGERNSEE EXPERTS GROUP TREATMENT 

OF CONFLICTING APPLICATIONS, Munich, 24 September 2012, P. 17, “The first is a statutory 

prohibition on the same inventive entity obtaining more than one patent containing claims of 

identical scope. 35 U.S.C. § 101 provides that an applicant is entitled to ‘a’ patent, which the courts 

have interpreted to mean ‘a single patent’ per claimed invention. The second is the judicially 

created doctrine of non-statutory double patenting. Under one aspect of this doctrine, claims in a 

later-filed pending application that are patentably indistinct from (i.e., are anticipated by or obvious 

in view of) the claims in a co-pending application by or patent granted to the same inventive entity 

will be refused.” 
9
 Tegernsee Experts Group, REPORT OF THE TEGERNSEE EXPERTS GROUP TREATMENT 

OF CONFLICTING APPLICATIONS, Munich, 24 September 2012, P. 25,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y of the issue of the treatment of conflicting applications and of the fact that there existed at 

least three major approaches in dealing with this matter, a proposal was made by US and European 

users to create a so-called ‘Enlarged Novelty Approach’, intended as a compromise between the 

relevance of conflicting applications for novelty purposes only and for both novelty and inventive 

step.” 
10

 Tegernsee Experts Group, REPORT OF THE TEGERNSEE EXPERTS GROUP TREATMENT 

OF CONFLICTING APPLICATIONS, Munich, 24 September 2012, P. 25, “The aim was to give 

full benefit of the invention to the applicant who is the first to file. It should have extended to 

equivalents and well-known substitutes, but the resulting scope of the patent should not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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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日本有關擴大先申請地位之規定及其立法目的 

對應我國專利法第23條所定之擬制喪失新穎性，係日本於昭和45年 1970年

修法時所新增之現行特許法第29條之2 後申請案之申請專利範圍已記載於公告或

公開之先申請案之說明書或圖式者，不論其是否已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原則上應

予以核駁，稱 先申請範圍 地位 的擴大 ，亦稱 擴大先申請地位  

一、立法目的 

日本學者認為特許法第29條之2的立法宗旨11： 

1.為符合專利體制：專利制度係授予發明人一定期間一定的專有權利，以回饋發明

人公開其發明 相對於先申請案，後申請案未公開 即揭露或 獻 任何新發

明，基於前述專利體制之基本原則，不宜授予後申請案專利權  

2.基於申請人的考量：對於說明書或圖式中已揭露之發明，申請人必須提出完整的

防禦申請，將其列入申請專利範圍取得專利，以防止他人取得自 已揭露但未列

入申請專利範圍之發明的專利權，反而影響自 的實施  

3.基於行政機關的考量：後申請案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載之發明為先申請案已揭露之

發明，雖然二案申請專利之發明原本不同，但可能因修正或分割，以致二案申請

專利之發明變成相同 若僅有先申請原則 禁止重複授予專利權 之規定，後申

請案之審查必須等先申請案審查確定，始得為之 若先申請案遲遲未申請實體審

查，或後續有冗長的行政救濟，後申請案之審查必須延宕多年  

除前述見解外，基於社會公益的考量，先申請人未將說明書或圖式中已記載的

發明列入申請專利範圍，除嗣後有分割或修正等情況外，應認為是申請人主動放

棄 供公眾利用的公有財產，不宜被後申請人納為私有，而損及公眾利益12
 

                                                                                                                                                        

precluded the obtaining of patents by third parties having combined the same invention with other 

independent ideas.” 
11

 中山信弘，工業所有權法，2版增補版，英文版，1993年，23頁  
12

 吉藤幸朔著，宋永林 魏啟學譯，專利法概論，1990年，202-2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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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許法相關規定 

(一)特許法第29條之2 

特許法第29條之2： 專利申請所涉及之發明，與在該專利申請前提出申請，

且在 該 專利 申請 後 ，依 第66條 第3 規 定 ，在 …… 專 利公 報上 發 表， 或已 公 開

的……其他專利申請案……所附的原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 圖式 若為第36

條之2第2 規定的外文本申請，則為同條第1 的外文本 中記載的發明……同一

者，……，該發明不得獲得專利 ……  

(二)特許法第184條之13 

專利合作條約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 國際申請案的情況，特許法第

184條之13：第29條之2規定的其他專利申請……在適用國際專利申請……時，同條

中的 ……原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 為 第184條之4第1 ……國際申請

日的國際申請案的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  

三、審查基準相關規定 

日本專利審查基準第VIII部8.1檢索到外文本的實務： 特許法第29條 第29條

之2或第39條之審查，檢索到外國語申請或其專利公報作為先前技術，……若懷疑

翻譯本與外文本記載內容有差異，應將調查範圍擴及外文本 及8.2特許法第29條

之2先申請案之檢索注意事 ： 以外文本申請或以PCT外文本申請，特許法第29條

之2或第184條之4……所定之先申請案作為先前技術的效果，係基於外文本或取得

國際申請日之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  

陸、擬制喪失新穎性與先占之法理 

對於擬制喪失新穎性之定位，我國專利法逐條釋義稱係著眼於禁止重複授予專

利權及新穎性二觀點；美國稱係非法定型禁止重複授予專利權；歐洲專利稱係基於

新穎性審查之目的，而將先申請案視為現有技術，並稱其具有確保專利權授予先申

請之人及防止重複專利雙重目的；日本稱該專利要件為 擴大先申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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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述分析，擬制喪失新穎性之目的主要是禁止重複授予專利權，但我國專利

法第31條所定之 先申請原則 就涵蓋禁止重複授予專利權之目的，已能處理不同

申請案請求相同發明的問題，何需擬制喪失新穎性？因此，智慧財產局編印的現行

專利法逐條釋義指出：擬制喪失新穎性係著眼於 禁止重複授予專利權 及 新穎

性 之觀點，雖然其主要目的是禁止重複授予專利權，但係以新穎性審查為手段

類 這樣的折衷方式，亦見於WIPO的研究報告，但該報告建議新創所謂的 擴大

的新穎性方式 相對於我國第31條禁止重複授予專利權之規定，不僅適用於同一

人亦適用於不同人，擬制喪失新穎性有反自我牴觸之規定，僅適用於不同人，以致

於與禁止重複授予專利權及新穎性概念格格不入， 可謂其立論基礎仍非周全  

對於前述之紛擾，如何理解擬制喪失新穎性？本文呼應WIPO所稱 給予最先

申請人完整的發明利益 ，嘗試提出先占之法理，作為解決問題的指引，據以思考

本文所設定之問題——擬制喪失新穎性之比對基礎究竟是外文本或是中文譯本？ 

一、先占之法理 

依我國民法第802條： 以所有之意思，占有無主之動產者，除法 另有規定

外，取得其所有權 所稱之先占 preemption，first possession ，是一種以所有

全然管理其物 的意思，先於他人占有無主的動產，而取得其所有權的事實行

為13
 

基於先占之法理，法律理應保護前所未見之發明，專利權只能授予取得先占地

位之發明，嗣後他人申請相同技術，無論該發明已申請專利或未申請專利，無論該

發明是專利權或不是專利權，政府無須將專利權授予未取得先占地位之相同技術

前述之法理可呼應前述日本特許法第29條之2的立法宗旨1.為符合專利體制  

雖然完成發明之先 後為考量誰取得先占地位之主要因素，但基於先占之法

理，尚須有取得所有權的事實行為 基於專利法第1條鼓勵 保護 利用發明，為

達成供社會大眾利用專利發明之目的，發明人不僅必須完成發明，且須經公開或經

申請而公開 包括早期公開及核准公告 該發明，始能阻卻他人取得專利，達成先

占之效果 若僅經公開而未申請專利，發明即進入公共領域，任何人皆不得納為私

                                                        
13

 顏吉承，先占之法理與專利要件，專利師，2014年4月，17期，106-1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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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供社會大眾利用該發明 前述之說明可呼應前述日本特許法第29條之2基於

社會公益的立法宗旨  

二、先占之法理於擬制喪失新穎性之運用 

申請人完成發明並申請專利，嗣後經早期公開或核准專利公告，該申請案說明

書及圖式中所揭露之發明即取得先占之地位；其中，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之發明，

嗣後取得之專利權歸於申請人，規定於專利法第31條；未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之發

明，嗣後經公開或公告，即進入公共領域，任何人皆不得納為私有，以供社會大眾

利用，規定於專利法第23條 換句話說，他人之後申請案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載之發

明與申請人已先占之技術相同者，無論是否有重複授予專利權之問題，應予以核

駁，始能確保EPC第54條第3 的雙重目的之一 確保專利權授予先申請之人 及

WIPO所稱 給予最先申請人完整的發明利益 ，否則申請人必須提出完整的防禦

申請以取得專利，從而防止他人取得專利後限制自 的實施 前述之說明可呼應前

述日本特許法第29條之2的立法宗旨2.基於申請人的考量  

如前述，先占地位之取得，首先必須完成發明；若要阻卻他人取得相同發明之

專利權，尚須公開該發明，以彰顯其已先占之事實 由於早期公開制度使然，除非

中途撤回申請，申請專利之行為已有嗣後公開之意思表示 就專利法第23條而言，

基於先申請主義，先占地位之取得，定於申請日 或優先權日 之先 後 另依現

行專利法第25條第3 ： 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及必要之圖式未於申請時提出中

文本，而以外文本提出，且於專利專責機關指定期間內補正中文本者，以外文本提

出之日為申請日 以外文本取得申請日之申請案，係經受理的正式申請案，進而

產生取得申請日之效果，因此，以外文本取得申請日者，其完成發明之時點，應推

定為該申請案之申請日 或優先權日14 姑且不論優先權日，擬制喪失新穎性之

審查，申請先 後之比較係以申請日為基準 因此，先 後申請案技術內容之比對

判斷，當以取得申請日之文本作為比對基礎，亦即以外文本取得申請日之先申請

                                                        
14

 有優先權日之申請案，無論是以中文本或外文本取得申請日，依事理，其完成 明之時點應

推定為優先權日 然而，基於專利屬地主義及禁止重複授予專利權，作為擬制喪失新穎性之

引證的先申請案，應以其取得申請日之文本作為比對基礎，不能以優先權證明文件作為比對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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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應以其外文本作為比對基礎 從比較法的觀點，以外文本作為比對基礎，適與

日本 先申請之地位 的相關規定不謀而合，亦符合EPC第54條第3 的雙重目的之

一 確保專利權授予先申請之人 及WIPO所稱 給予最先申請人完整的發明利

益  

此外，申請案係以外文本取得申請日者，其所揭露的最大範圍係由外文本所確

定，依我國專利法第44條第2 及第3 規定，嗣後補正中文本或誤譯訂正中文本，

不得超出取得申請日之外文本所揭露之範圍15 前述專利法規定與前述日本特許法

第29條之2的立法宗旨3.基於行政機關的考量，不無關係  

就本案而言，系爭專利核准時適用83年專利法第23條規定： 申請發明專

利……其說明書 圖式 宣誓書以外文本提出者，應於專利專責機關指定期間內補

正中文本；…… 雖然法條文 與現行專利法第25條並非完全相同，審查基準亦

無相關規定，但依當時的審查實務，行政機關已受理外文本，且申請人得以外文本

取得申請日，均與現行實務相同  

對於本案法院之判決： 核准之對象乃為中文說明書及圖式，而非外文說明書

及圖式，故證據2之內容自應以公告之中文說明書及圖式所載內容為主，無參酌原

文說明書之餘地 依現行專利法第23條，雖然作為引證文件之先申請案須有 公

開或公告 之事實，所稱之公開，指早期公開，然而，依立法目的解釋其內涵，應

包括向公眾 公開 ，亦即得經由抄錄 攝影 影印 複製或網際網路傳輸等方式

使公眾獲知其技術內容之意 因此，未處於秘密狀態之申請文件，包含外文本說明

書 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皆屬 公開 之內容，而不限於專利法施行細則第31

條16 第83條17中所定應公開或公告於專利公報之內容 況且，前述二細則內容並

                                                        
15

 專利法第44條： 第2項 依第25條第3項規定補正之中文本，不得超出申請時外文本所揭

露之範圍 第3項 前項之中文本，其誤譯之訂正，不得超出申請時外文本所揭露之範

圍  
16

 專利法施行細則第31條： 專利專責機關公開 明專利申請案時，應將下列事項公開

之：……六 明名稱 ……十 摘要 十一 最能代表該 明技術特徵之圖式及其符號說

明 ……  
17

 專利法施行細則第83條： 專利專責機關公告專利時，應將下列事項刊載專利公報：……

七 明 新型或設計名稱 ……十一 明專利或新型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及圖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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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納入說明書，而依專利法第23條規定，先申請案說明書中載明之內容亦適用，即

可得證第23條中所指 公開或公告 之內涵不限於以專利公報向公眾公開散 的中

文譯本，亦可得證取得申請日之外文本可以是審查擬制喪失新穎性之比對基礎，不

限於中文譯本  

對於前述判決以中文譯本作為審查擬制喪失新穎性之比對基礎，後述二種假設

情況可以凸顯其可能衍生不合理之結果，但若改以外文本作為比對基礎，其結果會

翻轉，適符合專利法制  

(1)申請人 於某年1月以外文本揭露A取得申請日；嗣於3月補正中文本揭露B，其

申請專利範圍亦記載B 申請人乙竊取 之發明於2月以中文本揭露A取得申請

日，其申請專利範圍亦記載A 若擬制喪失新穎性之審查係以先申請案之中文譯

本作為引證文件，則乙可以取得專利權，其結果 不合理  

(2)延續問題 (1)，申請人乙於某年2月以中文本揭露B 非問題(1)的A 取得申請

日，雖然乙揭露B為2月，實際上早於 揭露B的3月，但 所取得的法定申請日為

1月早於乙的2月，則乙無法取得專利權，其結果亦不合理  

柒、結 論 

審查申請案是否擬制喪失新穎性，必須以先申請後公開之本國申請案作為引證

文件，認定其公開或公告什麼內容的基礎究為外文本或中文譯本，從不同角度思考

會得到不同結果 專利法第23條： 申請專利之發明，與申請在先而在其申請後始

公開或公告之發明或新型專利申請案所附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載明之內容

相同者，…… 就其文 之表 意義而言，所指之 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或圖

式 為中文譯本 另依第23條之主要立法目的 禁止重複授予專利權 ，因只有

中文譯本會產生專利權利競合的問題， 應以中文譯本作為擬制喪失新穎性之審查

基礎 然而，申請人以外文本取得申請日，產生效果的文本為外文本，而非中文譯

本，且第23條係將先申請案擬制為先前技術，而以新穎性觀點予以審查，換句話

說，只要是先申請案所揭露之內容，皆得為審查基礎，不限於中文譯本 再從比較

法的觀點，日本特許法第29條之2明文規定作為引證文件之先申請案係以外文本取

得申請日者，應以外文本作為審查基礎；於PCT國際申請的情況，第184條之13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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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作為引證文件之先申請案係以外文本取得申請日者，應以外文本作為審查基

礎  

依我國專利法第1條所定專利法制之目的，可以推得先占之法理 依該法理，

只能將專利權授予先完成創作且經公開或申請而取得先占地位之發明，嗣後他人申

請相同技術，政府無須授予其專利權 先占之法理可以作為理解專利法中若干規定

之指引18，舉其相關者，當申請人以外文本揭露其發明並取得申請日，從而取得先

占之地位，嗣後變動該發明內容，不得超出其先占之範圍，故專利法規定補正之中

文本19 誤譯之訂正20及專利之誤譯之訂正21 不得超出申請時外文本所揭露之範

圍  

EPC第54條第3 的雙重目的之一為 確保專利權授予先申請之人 ；WIPO於

2004年 擴大的新穎性概念 之研究報告中指出美國及歐洲的使用者建議新創所謂

的 擴大的新穎性方式 ，其目標是給予最先申請人完整的發明利益 無論是EPC

的目的或WIPO的目標，二者皆可推得先占之法理 為符合擬制喪失新穎性之目

的，避免將先申請案中已揭露之技術再授予他人專利權，並考量中文譯本會有翻譯

誤差 補正之日與申請日會有時間落差等問題，作為擬制喪失新穎性之引證文件應

為先申請案之外文本，而非中文譯本，始符合專利法制及社會大眾之利益，亦不致

於使申請人或行政機關負擔過重 或謂以先申請案之外文本作為擬制喪失新穎性之

引證文件，審查人員必須通曉 專利以外文本申請實施辦法 所定之9種外文，反

而使行政機關負擔過重 筆者以為專利法制與行政經濟係屬不同 次的問題，不宜

混為一談；混淆擬制喪失新穎性之法理，反而會衍生更多更複雜的問題，例如前一

節所述不合理的結果 事實上，專利法定有防制機制，已將外文本與中文譯本內容

不一致的情形作為舉發事由22，故外文本與中文譯本內容通常會一致 因此，一般

審查或再審查的情況下，擬制喪失新穎性之審查以中文譯本作為引證文件即足；惟

                                                        
18

 顏吉承，註13文  
19

 專利法第44條第2項  
20

 專利法第44條第3項  
21

 專利法第67條第3項  
22

 專利法第71條第1項第1款： 明專利權有下列情事之一，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

：一 違反……第44條第2項……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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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審查人員懷疑外文本與中文譯本內容有差異時，得通知當事人提供正確的譯本，

進而擴及外文本作為比對基礎，尤其有文本差異之爭執時，例如舉發案，當然應以

外文本作為比對基礎 筆者以為這樣的設計足以減輕行政機關之負擔，不致於有前

述負擔過重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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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由 正當法律程序 視角初探

現行民事專利訴訟體制 

李懷農* 

壹、 訴訟權 與 正當法律程序 之概念 

一、基本權概述 

憲法係國家根本大法，我國憲法分為基本權與政府組 兩大部分，其中稱為基

本權者，為國家主權建立時，制憲者承諾 予人民的權利，此權利屬於憲法上之權

利，與一般法律上的權利相較大有不同  

法律上之權利，立法者享有極大的決定權，隨者立法政策之調整，立法者可以

予人民某 權利，例如博奕條款 予人民設置賭場合法賭博之權利，故此權利若

屬立法者 予人民，則立法亦有權力收回  

然而，立法者亦僅為憲法機關之一，因此屬於憲法位階之基本權並非立法者可

隨意限制，立法者若欲限制人民受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則需要符合比例原則之限

制  

因制憲者於制憲之時，無法預見日後社會之發展，故制憲者委由釋憲機關以解

釋憲法之方式，逐步建立其他基本權，避免立法者 行政機關或甚至是司法機關恣

意侵害人民重要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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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訴訟權 實務演進之概述 

我國憲法第16條規定︰ 人民有請願 訴願及訴訟之權 ，此憲法條文經過大

法官多次解釋，藉由訴訟權之保障，人民得向法院依法定程序提起救濟，落實 有

權利，必有救濟 之保護，以避免受憲法與法律保護之權利淪為具文  

(一) 釋憲者將訴訟制度之建構，賦予立法者極大權限 

訴訟權之行使需透過訴訟制度，而訴訟權之核心領域為何？訴訟制度是否有其

憲法上之必要程序？該等爭議在我國憲法實務上一直論戰不 ，觀大法官早期所作

成之釋 第393號解釋主文︰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訴訟權應予保障，至訴訟

救濟應 之審級 程序及相關要件，應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之性質，以法律為正當

合理之規定…… 可知，依照大法官之意旨，訴訟制度應行何種審級 程序 要

件，立法者有極大裁量權，因此極易因為立法者之怠惰，而造成人民權利無法獲得

救濟  

然而，釋 第393號解釋之不同意見卻指出︰ ……為貫徹人民訴訟權之保

護……對於再審之事由與程序所設之限制是否合理 正當而無礙於人民之 聽審請

求權 ，亦為違憲審查對象之一 1，可知當時少數不同意見已理解 聽審權 之重

要性  

隨時 演進，大法官亦 確立了許多具體訴訟程序，例如， 應本正當法律

程序之原則，對被付懲戒人予以充分之程序保障，例如採取直接審理 言詞辯論

對審及辯護制度，並予以被付懲戒人最後陳述之機會等 2 憲法第十六條規

定……包含聽審 公正程序 公開審判請求權及程序上之平等權等 3，讓憲法第16

條有了更充實之內涵  

惟就訴訟程序之建立，大法官既已授予立法者巨大的裁量權限，造成大法官訴

訟程序之改革裹足不前，使得 聽審權 僅受到徒具形式之保障，例如釋 第667

號解釋理由書︰ 人民之訴願及訴訟權為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此 程序性基本

                                                        
1
 司法院釋字第393號解釋，蘇俊雄大法官不同意見書  

2
 司法院釋字第396號解釋理由書  

3
 司法院釋字第482號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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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具體內容，包括訴訟救濟應 之審級 程序及相關要件，須由立法機關衡酌訴

訟案件之種類 性質 訴訟政策目的以及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制定合乎正當法

律程序之相關法律，始得實現 而相關程序規範是否正當，須視訴訟案件涉及之事

物領域 侵害基本權之強度與範圍 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 有無 程序及各 可

能程序之成本等因素，綜合判斷而為認定 ，雖然加入了 正當法律程序 之

眼，諸多抽象要件的演繹結果，仍未 訴訟權 或 聽審權 建立新的具體內

含  

因此，釋 第667號解釋之不同意見書表示︰ 所謂憲法正當法律程序於訴訟

權之保障……自應 給予當事人申辯及提出證據之機會 ，即本於上開人民 受通

知權 之保障，使人民有知悉訴訟上相關事 ，始有予以申辯及提出證據之機

會……立法者固然對訴訟權及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之具體內容有自由形成之空間，終

究不能恣意 毫無正當理由為不同規定，侵害人民之訴訟權 就寄 送達之規定而

言，本席實無法想像，其方式及生效於行政訴訟及民事訴訟之間，究有何得為不同

規定之正當理由…… 4，強調 受通知權 須受到保障，並批判多數意見所謂 合

乎正當法律程序 之 訴訟權 保障，並未考量到 受通知權 之重要性  

(二) 於歷來大法官解釋中，審級利益並不受訴訟權保障 

審級利益係指當事人可請求法院進行幾次審判，一般民 刑事訴訟可分別於地

方法院 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5進行三次審理，有三個審級；而行政訴訟則可於高等

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進行兩次審理，因此行政訴訟程序僅有兩個審級，此外最

高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僅審查其下級法院是否有適用法律之錯誤  

然而，訴訟制度究竟應設立幾個審級，各國各有不同考量，若能提供 有效

的救濟程序，究竟應建立幾個審級 乎並非是重點，大法官向來見解確有其依據  

釋 第639號解釋主文︰ 憲法第八條所定之法院，包括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

之法官 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六條第一 第一款就審判長 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所

為 押處分之規定，與憲法第八條並無牴觸 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六條第一 第一

款及第四百十八條使 押之被告僅得向原法院聲請撤銷或變更該處分，不得提起抗

                                                        
4
 司法院釋字第667號解釋，葉百修大法官不同意見書  

5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針對上訴三審另有金額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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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審級救濟，為立法機關基於訴訟迅速進行之考量所為合理之限制，未逾立法裁

量之範疇，與憲法第十六條 第二十三條尚無違背…… ，揭示縱屬於憲法保障度

較高的人身自由，亦只能向同一審級的法院聲請救濟，顯然大法官對於審級利益的

堅守一如往昔  

(三) 正當法律程序引入我國之必要性 

我國憲法實務對於 訴訟權 之發展，雖在破除特別權利關係時留下了非常精

彩的一頁，但對於訴訟權之保障是否應建立特殊之審級 程序 要件一事，仍給予

了立法者非常大的裁量空間，進而導致許多基本權在尋求訴訟救濟，因欠缺特殊對

應之審級 程序 要件，而無法有效保障基本權  

而為了落實憲法保障基本權之意旨，亦同時為了突破上開大法官對於訴訟權所

建立之屏障，早有論者主張︰ 個別基本權利皆含有程序保障的需求與功能，吾人

既得將性質相同之 程序保障 一般化為 程序基本權 ，就如同平等權 人性

嚴 一般人格權，其既內容含於各 具體基本權利中，亦可外顯為憲法原則，作為

個別基本權利保護範圍無法涵蓋時之補充依據，並支配所有公權力，包括行政 立

法 司法等 6，透過建構個別基本權所需之程序保障，以 正當法律程序 之方

式，落實憲法保障個別基本權之意旨，避免產生權利保護之死角  

三、 正當法律程序 實務演進之概述 

正當法律程序 原則的形成可溯源於英國大憲章，然後移植於美國 美國憲

法修正第5條規定︰ 非經 正當法定程序 不得剝奪任何人之生命 自由或財

產 7；我國屬於大陸法系，在未引進 正當法律程序 之前，司法實務操作往往將

實體規定 與 程序規定 截然二分，將限制人民權利之 實體規定 適用憲法

一般基本權之審查標準進行違憲審查，而限制人民權利之 程序規定 ，則適用

訴訟權 進行違憲審查  

然而，為了突破立法者對於 訴訟權 之裁量權，以落實憲法保障人權之意

                                                        
6
 李震山，多元 寬容與人權保障，2007年，264頁  

7
 司法院釋字第418號解釋，孫森焱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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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大法官透過司法權之解釋，將 正當法律程序 由憲法一般基本權引入我國法

律制度，更逐漸透過釋 解釋，建立起 正當法律程序 於我國之適用標準  

釋 第384號解釋主文︰ 憲法第八條第一 規定：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

障……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 拘禁 審問 處罰，得拒絕之 其所稱 依法定程

序 ，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家機

關所依據之程序，須以法律規定，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 ，透過憲法第8條第1 之

人身自由將 正當法律程序 引入我國法律制度  

釋 第582號解釋主文︰ 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

言，包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 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即屬該等權

利之一，且屬憲法第八條第一 規定 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 之正當

法律程序所保障之權利 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

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

依據 ，更透過結合憲法第16條與憲法第8條第1 ， 予了人民刑事訴訟程序中的

詰問權 ，開啟了刑事程序嶄新的篇章  

因此，透過大法官的 力，上開學者所謂 個別基本權利之程序保障功能 ，

已逐漸於我國憲法實務占有一席之地，彌補訴訟權發展力有未逮之處，除了上開所

提及之 人身自由 外，更已逐步發展到 財產權 等其他基本權之領域  

四、 正當法律程序 於我國 財產權 上之發展 

(一) 程序正義 為落實 實體正義 的唯一手段 

以程序正義追求實體正義，最著名之典故應屬所羅門王的故事，所羅門王遇到

一 實體事實 難以發現之難題，即兩女爭執為一嬰兒之生母時，而互不相讓，最

後所羅門王成功的利用 程序手段 ，發現誰為生母，此故事是否屬實雖已難以考

證，然而卻可告訴吾人，當實體真實不易尋覓之時，確保程序之正義，方能發現難

以尋覓的實體真實  

而當法律規定內容具有高度抽象性與不確定性，而於個案之解釋與適用上具有

高度爭議性，法律不僅應設置能正確實現立法意旨之適當組 ，以執行此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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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規定可有效保障人民財產權與 住自由之正當程序8，因此由 正當法律程序

之視角觀之，為了保護人民之財產權，當法律規定內容具有高度抽象性與不確定

性，因產生個案之解釋與適用上具有高度爭議性，可透過兩種有效的 正當法律程

序 避免高度抽象性與不確定性產生的爭議，其一是 設置能正確實現立法意旨之

適當組織 ，其二則是 規定有效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正當程序 ，兩者缺一不可  

因為縱使具有 適當之組 ，如仍欠缺 適當之程序 ，在法律規定具有高

度抽象性與不確定性的情形下，該組 仍可以恣意之方式決定法律之適用，進而使

得權利之保護，將流於國家的恣意，因此，落實 適當之程序 可避免國家以恣意

的方式，在未給予充分通知且在未 予受影響之人民被聽取意見機會的情形下，剝

奪其法律上保護的權利 故 程序上正當程序 之作用在確保相關的程序的公平性

與公正性 此在我國憲法上雖無直接之明文規定作為基礎，然此要求為現 法治國

家所應遵 之憲法上基本原則9
 

(二) 大法官明確揭示須確保人民具有 知悉相關資訊 及 適時陳述 

意見 之機會 

我國 正當法律程序 適用於 財產權 近年來最受矚目之案例應屬都更爭議

所引爆之釋 第709號解釋，該號解釋主文︰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制

定公 之都 更新條例第十條第一 有關主管機關核准都 更新事業概要之程序規

定，未設置適當組織以審議都 更新事業概要，且未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

及適時陳述意見之機會，與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不符……上開規定均有違憲法

保障人民財產權與 住自由之意旨 ，揭示 予人民 知悉相關資訊 與 事實陳

述意見 屬於國家限制 財產權 所需之 正當法律程序  

釋 第709號解釋雖係針對行政機關而作成，然而，基本權係憲法保障人民對

抗國家侵害之設，據以對抗之國家機關自不以行政機關為限，且職司審判之司法機

關所依 之法律程序，本質上自應較行政機關更為縝密，在審判程序中限制人民

財產權 自應 予人民 適當的組 ，以及 知悉相關資訊 與 事實陳述意

見 之程序，應屬毋 置疑  

                                                        
8
 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林錫堯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9
 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羅昌 大法官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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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於 聽審權 之具體內容，學說上早有詳盡之闡述 

學說認為︰ 聽審權 在德國基本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 及歐洲人權公約第

六條第一 皆有明文規定，而因我國大法官釋 第482號解釋理由書已宣示 訴訟

權 包含聽審的權利，因此 聽審權 於我國已具有憲法位階；而 聽審權 之保

障，可謂程序保障最重要的部分，其具體內容主要包含有 認識權 陳述

權 突襲性裁判禁止 法院之闡明 法院審酌義務 等10
 

認識權 又稱 受通知權 下稱 認識權 ，此權之保障雖在釋 第

667號解釋仍屬少數意見，但隨著時 之演進，釋 第709號解釋主文 確保利害關

係人知悉相關資訊之機會 等語， 已承認此程序屬於 正當法律程序 之一環，

為剝奪人民 財產權 時所必須遵守之程序  

認識權 之所以重要，因為在訴訟程序上，人民對於訴訟程序之進行，以及

相關重要的資訊必須要能夠知悉，以便能在 對法院時，能適當的行使 陳述

權 ，以影響法院做出決定，使得 法院審酌 義務不會流於形式，試想訴訟程序

恰 兩名網球選手正進行競賽以分勝負，若裁判將選手之眼以黑 遮住不讓選手看

見場內的比賽情形，只能夠靠雙耳聽聲辨位來決定比賽之進行，則選手勢必無法表

現出應有的實力，進而影響比賽之公正性  

陳述權 不僅指當事人於法院 前，能主動對於本案事實 法律見解提出自

的意見，更重要的是，法院對於採為判決基礎之事實 調查證據之結果 應使當

事人於裁判前有表示意見之機會11，後者之重要性在於當事人於訴訟行為中被正視

為一個訴訟主體，而非是訴訟上被支配的客體，以網球賽作比喻，能成為訴訟主體

好比是當事人可身為網球選手而進行參賽，相較之下，僅為訴訟上被支配的客體

時，當事人只是一顆網球；而釋 第709號解釋主文 確保利害關係人適時陳述意

見之機會 等語， 亦承認此程序為剝奪人民 財產權 時，所必須遵守之 正當

法律程序  

突襲性裁判 是指當事人依照訴訟程序進行之過程，不能合理地預測到法院

                                                        
10

 沈冠伶，訴訟權保障與民事訴訟——以大法官關於 訴訟權 之解釋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

法學論叢，2005年9月，34卷5期，214-232頁  
1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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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之內容或判斷過程，進而使當事人未能充分提出事實 證據或法律見解，造成

聽審權 之侵害12，因此 突襲性裁判禁止 係為落實憲法所保障之聽審權，法

院應具有之義務  

法院之闡明 係相對於當事人之 認識權 而衍生出之義務，透過法院闡述

法官事實上之判斷及法律上判斷為何，進以使得當事人可清楚認識到訴訟上之現

況，而揭開綁在當事人雙眼上之黑 ，法院之闡明義務可被視為公正審判之一環；

而 法院審酌義務 係相對於當事人之 陳述權 而衍生出之義務，如前所述，為

陳述權最重要的實質內含  

為落實 聽審權 之保障，以及憲法位階之 認識權 與 陳述權 ，法院自

應具有 突襲性裁判禁止 法院之闡明 審酌義務 等義務，方能謂落實

憲法上 正當法律程序  

貳、限制 專利權 行使之 正當法律程序  

一、專利訴訟之概述 

專利權 屬財產權之一，應受憲法第15條保護，但 專利權 與一般財產權

有極大差異，一般傳統財產權往往有其具體型態，以物權保護之標的為例，如房

屋 汽車，看得到摸的到，抑或像是債權，因為契約 侵權行為等關係所產生，其

產生之要件亦屬具體  

相較之下， 專利權 屬於法律所創設之智慧財產權，須對於人類整體知識有

一定程度之 獻，為鼓勵構思者不藏私而公開之行為，國家遂 予其一定期間獨占

之權利；然而，如何判定該等創作之內容夠資格受到國家的法律保護而成為 專利

權 ，遂成為一重要課題  

以 發明 專利為例，我國法規係透過 產業利用性 新穎性 進步

性 此三要件，判定該等創作是否屬於 專利權 而享有法律上諸多權利，而得對

侵害專利權之人，提起民事訴訟以主張權利  

然而，專利權既屬於法律所創設之權利，其創設之過程與其他權利自有所不

                                                        
1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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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創作人需要先向專利主管機關智慧財產局 下稱 智慧局 進行申請，經過

智慧局依法審查通過後13，專利權人取得專利證書，方能依法行使專利權；然而，

此權利係經智慧局審查後以行政處分之方式授予，因此行政機關做出處分時，所可

能發生之違法之問題，利害關係人自可依法向行政法院提起救濟  

我國原屬民事 行政二元之法院體制，因此專利權人獲證專利而向侵權人提起

民事訴訟後，侵權人若認該專利權不符合 產業利用性 新穎性 進步

性 之要件，而有專利無效之事由，須另行採取行政爭訟手段救濟，導致此專利侵

權訴訟須分屬民事 行政兩個法院，而產生嚴重的程序上延宕  

而於智慧財產法院成立後，不但同時職掌專利民事 行政爭訟，在民事訴訟的

過程中，當專利侵權人主張系爭專利有應撤銷之事實時，法院有權利就該等主張自

為判斷之權限，而不受其他民事 行政法規關於停止訴訟程序之規定14，使得專利

侵權之民事爭訟產生了型態上之改變，就審理速度上而言，得到了相當的進步  

二、認定 進步性 之法規 

進步性 屬於專利三要件之一，在專利爭訟的過程中屬於認定專利有效性最

常見之爭點  

現行 進步性 規定於專利法第22條第2 ︰ 發明雖無前 各款所列情事，

但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仍不

得取得發明專利 ，該 本文 發明雖無前 各款所列情事 係指發明通過在第22

條第1 新穎性 之認定後，可開始進行 進步性 之審查，而該 但書三個要

件即為認定進步性之實體規定，分別為 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 能輕易完成  

而為 細說明專利申請之審查流程，智慧局公 有專利審查基準，依據現行

即2013年版 專利審查基準 下稱 審查基準 第二篇第三章3.4.1 進步性之

判斷步驟 已揭示︰ 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具進步性，通常得依下列步驟進行判

斷：  

                                                        
13

 本文以下之 專利權 ，主要係指 明 專利  
14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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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確定申請專利之發明的範圍；  

‧步驟2： 確定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的內容； 

‧步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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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4： 確認申請專利之發明與相關先前技術之間的差異；  

‧步驟5： 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相關先前技術所揭露之

內容及申請時之通常知識，判斷是否能輕易完成申請專利之發明的

整體  

對於進步性之判定流程，審查基準做出更清楚之說明，而上開審查基準雖僅為

行政規則，然而其內容已經司法審判實務所肯認，因此自然足以作為判斷專利是否

具有 進步性 之審查依據，以彌補專利法規範未盡 細之處  

在未誤認 申請專利 與 先前技術 之技術內容的前提之下，應可 利完成

步驟1 步驟2 步驟4 ，而 步驟5 亦係依據 步驟3 以及 步驟

4 所作成，因此，上開五步驟最主要的關鍵點在於 步驟3 即確定申請專利之發

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  

而究竟何謂 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4

條第1 ︰ 本法第二十二條……所稱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指具有申

請時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之一般知識及普通技能之人 ，定有明文；又，現行專利

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三章3.2.1 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 該發明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係一虛擬之人，指具有申請時該發明所屬技術領

域之一般知識及普通技能之人，且能理解 利用申請時之先前技術 亦有明文  

然而，不論是專利法施行細則或是專利審查基準，對於 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之技術水準，所揭示的判斷標準，仍皆屬相當抽象的法律標

準；此標準之所以抽象難測，係源於判定智慧財產權之特性，要判定系爭創作是否

被認定為智慧財產，等於在建立一套評價智慧之標準，因此其判定流程之抽象係屬

於可預料之情事  

三、司法實務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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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認定方式 

為輔佐法官認定相關技術之技術內容，智慧財產法院依法配置有技術審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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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照智慧財產法院組 法第15條第4 ︰ 技術審查官承法官之命，辦理案件之

技術判斷 技術資料之蒐 分析及提供技術之意見，並依法參與訴訟程序 ，相

較智慧法院設立前之法院審理，現實智慧財產法院確實因技術審查官之引進，使得

法院擁有自 的技術參謀  

而在司法實務上，亦因配設技術審查官，使得法院能夠輕易的逕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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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一要件，而無所懷疑，

以近年最高法院之相關判決為例 ……系爭方法要件F與系爭第一請求 之差異，

為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顯能輕易完成…… 15 ……系爭專

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系爭專利說明書所載之內容以及申請時之通

常知識，並無法了解系爭專利之演算法技術究竟為何，並據以實施…… 16

……對熟習該 技術者而言，應用或組合上開引證之技術內容，而完成系爭專利

請求 一所請之發明並無困難，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之技術內容…… 17

……系爭第一請求 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 引證二 之先前

技術顯能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 18 ……系爭第一請求 與有關 刷

桿 部分之技術特徵，與 引證一 之文 記載雖有些微差異，然此差異為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直接無 異得知，應為 引證一 所揭露…… 19

……於MOSFET的與關係圖中線性 之說明，自為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可直接無 異得知之內容…… 20 ……惟依證據2即我國九二二一三八

六○號 網路通訊插座 專利揭露之技術特徵，可認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依該先前技術顯能輕易完成申請專利範圍第一 21……等，顯見司

法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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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一要

件，屬於司法者自行認定之事  

                                                        
15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21號民事判決  
16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152號民事判決  
17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111號民事判決  
18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78號民事判決  
19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717號民事判決  
20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423號民事判決  
21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952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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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行司法實務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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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認定，恐有違大法官所揭示

正當法律程序  

按 專利權 既已依法申請，而經智慧局依法核准，自屬於合法有效之權利，

而受我國法律如專利法乃至於憲法之保護，雖非不得予以限制，但專利權既屬於財

產權之一，因此限制 專利權 之行使，自應合乎憲法所揭示之 正當法律程

序 ，方能有效保障人民之 財產權 ，以落實憲法保障人權之意旨  

當法律規定內容具有高度抽象性與不確定性，而於個案之解釋與適用上具有高

度爭議性，法律不僅應設置能正確實現立法意旨之適當組 ，以執行此等職務，並

應規定可有效保障人民財產權與 住自由之正當程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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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認定 進步性 的之核心要件，且所謂通

常知識者，僅為一虛擬之人，其高度 抽象性 不確定 與 爭議性 自不待

言，因此， 專利權 是否會因欠缺 進步性 而被認定專利無效，完全繫於此要

件之認定上  

此外， 後見之明 往往在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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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出現，造成 專利權 遭到恣意侵害，舉例而言，孔明草船借

箭之故事若為真，事後在判定當時通常知識領域知人，是否能想出借箭一事時，難

免受到孔明已成功借箭之影響，而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認定當時一般的軍事參謀皆

能規劃此一計謀，恐將排除思考當時的軍事參謀可能會認為曹操有射出火箭而否決

草船借箭的可能性，而為了避免後見之明滲入 進步性 之判斷，吾人才須建構合

理之審查程序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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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 設置適當組 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及適時陳述意見之

機會 等等  

(一) 技術審查官 或 智慧財產法院之法官 並非 所屬技術領域中

具有通常知識者 ，不能逕依其主觀之認知來決定 所屬技術領域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 為何 

學理上認為︰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應掌握的中等或平均標

準之專業知識，在內含上應兼具專業能力與實務經驗，值得注意的是，判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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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虛擬之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以從事發明相關實務工作為必

要，甚而以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之業界研發工作者為主……專利審查官或技術法官非

具有通常知識者 ，值得注意的是，德國立法例認為，專利專責機關的專利審查

官 專利法院的技術法官或受理專利有效性終審之聯邦最高院法官，均非適格之所

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亦即其非進步性判斷之 具有通常知識者 22，

卻屬的論  

試想，申請專利之技術種類何其繁雜，各種技術領域之專研亦何其浩瀚，且判

定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 尚須回推到 申請時 之技術水

準並摒除現 之技術知識，而基於專利權於申請後有20年之期限23，因此可預見於

民事訴訟中所據以主張權利之 專利權 ，其 申請時 之時點從審判開始前至審

判前20年都有可能24，因此除了技術種類之繁雜外，尚有技術回推之困難性  

若主張智慧財產法院配置之技術審查員，皆能通曉 所有領域 二十年

內 之知識，而屬於 所有領域 之 通常知識者 ， 乎強人所難，縱然假設智

慧法院之法官亦英明神武，每人知曉數十領域20年來之知識，亦難涵蓋所有專利申

請領域，更遑論法官或技術審查官，甚少有技術領域之實務工作者擔任，因此逕以

技術審查官或法官之主觀之認知來決定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

準 為何，難免遭到 官大學問大 之譏，更輕視所有申請專利之技術領域知識  

(二) 技術審查官 或 法官 並非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 ，但是 技術審查官 具有一定技術背景，可以協助 法官

認定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 為何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既屬於一虛擬之人，具有高度抽象性與不

確定性，因此法律僅應設置能正確實現立法意旨之適當組 ，以確認 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 ，方符合憲法 正當法律程序 之意旨  

按智慧財產法院組 法第15條第4 明文︰ 技術審查官承法官之命，辦理案

                                                        
22

 謝銘洋 李素華，專利權訴訟中之進步性與均等論——德國觀點，台灣法學雜誌，2013年2

月，218期，87-126頁  
23

 專利法第52條第3項︰ 明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二十年屆滿  
24

 此處暫不考量智慧局審理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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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技術判斷 技術資料之蒐 分析及提供技術之意見，並依法參與訴訟程

序 ，揭示技術審查官縱使非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但是技術審查

官具有相當之技術背景，自足以進行技術資料之蒐 分析及提供技術之意見，作

為協助法官進行技術判斷，自屬能正確實現立法意旨之適當組  

(三) 就判定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 ，審查基準

與實務見解亦已建立一定之確認程序 

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一章1.3.1 可據以實現要件 揭示︰ 該發明所屬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係一虛擬之人，指具有申請時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之

一般知識及普通技能之人，且能理解 利用先前技術……一般知識，指該發明所屬

技術領域中已知的知識，包括 習知或普遍使用的資訊 以及 教科書或工具書內

所載之資訊 ，或從 經驗法則所瞭解的事項 普通技能，指 執行例行工作、

實驗的普通能力 申 請 時 之 一 般 知 識 及 普 通 技 能 ， 簡 稱 申請時之通常知

識 ，已指明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雖屬 一虛擬之人 ，而屬相

當抽象之事實，然而卻可透過客觀的事實加以確認  

另有實務見解揭示︰ ……依前揭大陸專利案，對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有置換可能及容易性，成立均等…… 25 此見解獨特之處在於揭示 專利

案 亦可認定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 ，而 予 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一詞更具體之生命，而不再僅是不確定的抽象概念  

(四) 然而，於認定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 之 

程序上，我國欠缺 有效 保障人民財產之正當程序 

如前所述，我國既建立有技術審查官制度，法院自可透過技術審查官做出技術

認定，故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16條第1 明文︰ 法院得命技術審查官就其執

行職務之成果，製作報告書 如案件之性質複雜而有必要時，得命分別作成中間報

告書及總結報告書 ，正是此一意旨，然而既然法院得到了一份的鑑定報告，當事

人為了訴訟上的攻防考量，更為了避免確保鑑定報告的正確性，自然會很想要知道

                                                        
25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843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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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究竟得到了什麼報告，但是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2 本文卻明文︰ 技術

審查官製作之報告書，不予公開 ，因為，技術審查官之報告書僅係供法官參考，

而屬諮詢性質，故不予公開  

然而，因技術審查官的技術報告不予公開，當事人自然不能知道所謂 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此一抽象標準的 具體內容 為？是否技術審查官有按

照 教科書 工具書 其他專利申請案 等等客觀之判定標準，正確建立

起 申請時之通常知識 ？甚至是檢視技術審查官之技術報告內容是否有錯誤之

處？故智慧局王局長 表示︰ ……技術審查官的意見是什麼大家看不到，大家會

覺得自 像盲劍客一樣，不知道該怎麼樣去強化攻擊防禦方法…… 26， 盲劍

客 一語，確實說出了現行專利民事訴訟當事人的心聲  

睿智的立法者亦早已思量到此點，因此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 下稱 審理

法 第8條第1 明文︰ 法院已知之特殊專業知識，應予當事人有辯論之機會，

始得採為裁判之基礎 ，其立法理由亦揭示︰ 一、按法院本身已具備與事件有關

之專業知識，或經技術審查官為意見陳述後，就事件有關之特殊專業知識，如未於

裁判前對當事人為適當揭露，使當事人有表示意見之機會，將對當事人造成突襲，

爰設第一項，明定法院本身所已知，與事件判斷有關之特殊專業知識，應予當事人

有辯論之機會，始得採為判決之基礎 ，說明立法者要求司法者在審判時，因為專

利案件本身會有特殊專業知識，要求法院須將該等知識，例如上開 習知或普遍使

用的資訊 教科書或工具書內所載之資訊 經驗法則所瞭解的事

執行例行工作 實驗的普通能力 其他專利案 等，揭露與當事人知識，使

其有發表意見的機會27
 

智慧財產法院亦表示︰ ……智慧財產訴訟業已採行專家諮詢，並引進技術審

查官制度，經上開專業人士於個案向法官為意見陳述後，法官就事件業已獲知何等

應適用之特殊專業知識，常為訴訟關係人所不知，如法官未於裁判前對當事人適當

揭露其專業知識上之認知及判斷，使當事人有表示意見之機會，將對當事人造成突

襲性裁判，有礙當事人聽審請求權及正當程序之保障 因此，審理法第8條第1 明

                                                        
26

 司法院智慧財產案件審理制度研究修正委員會，第2次會議紀錄，2010年，33頁  
27

 當事人可藉此避免法院 生技術認定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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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法院本身所已知，與事件判斷有關之特殊專業知識，應予當事人有辯論之機會，

始得採為裁判之基礎 28
 

此外，司法院亦於103年7月31日增訂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2 但書規定︰

但法院因技術審查官提供而獲知之特殊專業知識，應予當事人辯論之機會，始得

採為裁判之基礎 ，此規定意旨與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8條第1 自屬相同  

然而，司法實務對依法審判之理解往往與一般人有點不太一致，智慧財產案件

審理法第8條第1 早於智慧財產法院設立之時 即97年7月1日 早已頒 施行 然

而，審理法第8條第1 這看 課予法院義務 予人民權利的規定，在實務上落實

的機率相當低  

最高法院民事庭迄 29 多次對智慧法院違反 審理法第8條第1 表示見

解，整理歸類如下︰ 

1. 未說明為何智慧法院違反 審理法第8條第1 不屬於消極不適用法規30
 

2. 法院有 訴訟指 認定事實 之職權，因此不屬於消極不適用法規︰ 

‧ ……係對於原確定判決就訴訟指 進行 事實認定之職權行使予以指

摘…… 31
 

‧ ……法院認定專利意見與揭露特殊專業知識，本屬訴訟指 認定事實

及證據取捨等職權行使…… 32
 

‧ ……引證案之技術判斷，亦係原第二審本於專利法相關規定所為之闡釋

及法律上見解等情…… 33
 

‧ ……係對於原確定判決就訴訟進行 事實認定 證據取捨等職權行使予

以指摘…… 34
 

‧ ……有關法官之訴訟指 ，或有關法官本於法律確信對專利有效性之認

                                                        
28

 智慧法院網站－首頁－審判業務－智慧財產案件－民事案件－智慧財產民事訴訟－心證公

開，最後瀏覽日：2015年7月30日  
29

 本文判決檢索之日期為104年7月30日  
30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聲字第133號民事裁定  
31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35號民事判決  
32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3號民事判決  
33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聲字第725號民事裁定  
34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聲字第1446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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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35
 

‧ ……係就第二審取捨證據 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並非

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 …… 36
 

‧ ……有關調查證據之訴訟指 ，與抗告人之主張迥然有別…… 37
 

3. 法院應開示心證，以保障當事人之 聽審權  

‧ ……原審於審理中認本件 有均等論之適用，乃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

第八條規定為心證之開示…… 38
 

‧ ……原判決理由記載，就涉及專業知識判斷部分，原審並未說明其出處

或依據，則是否係以自 具備之專業知識，或經由技術審查官提供意見而

得之專業知識為裁判之基礎？如是，自應踐行上開程序，始合於法律規

定 39
 

‧ ……綜觀原審在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程序中，僅向當事人曉諭爭點及與

技術審查官分別向當事人發問，而就法院已知而擬採為裁判基礎之特殊專

業知識，並未加以適當揭露，並 當事人為辯論，即遽採為裁判之基礎，

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已難謂無重大瑕疵…… 40
 

‧ ……原審究係依何 專業知識 論斷 該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均認知

微控制器 亦可稱為 微電腦 ，竟未依上揭意旨適當揭露及 當事

人為辯論，並就兩造對該二 是否屬相同技術領域之爭執 予調查審認，

遽為不利上訴人之論斷，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已難謂合…… 41
 

‧ ……智慧財產法院審理是類訟爭事件就自 具備與事件有關之專業知

識，或經技術審查官為意見陳述所得之專業知識，倘認與專責機關之判斷

異，自應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八條……將所知與事件有關之特殊專

業知識對當事人適當揭露， 當事人有辯論之機會，或適時 適度表明其

                                                        
35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265號民事判決  
36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聲字第1399號民事裁定  
37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69號民事裁定  
38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8號民事判決  
39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254號民事判決  
40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013號民事判決  
41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804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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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見解及開示心證……原審就此未遑注及，遽認系爭專利第六 及第

十 技術特徵不具進步性，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已難謂合…… 42
 

‧ ……原審審判長或受命法官就此技術問題及其已知之特殊專業知識，既

未借助技術審查官之參與，亦未向當事人曉諭爭點或適度開示心證， 予

上訴人有辯論之機會，即逕將上開舉發案之理由，採為裁判之基礎，而認

定系爭專利有得撤銷之原因，不啻剝奪上訴人聽審之機會，造成事實認定

之突襲，有違上開條文平衡保護當事人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之立法宗旨，

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自有重大瑕疵…… 43
 

‧ 被上訴人……提出引證7，並抗辯引證7 引證7及引證5之結合可證明系

爭專利申請範圍第一 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原審就前開抗辯及可控制電

阻器之可變、振鈴產生區間等相關事項……另兩造為攻防，難謂有何不適

用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八條規定之違法…… 44
 

綜觀最高法院迄 所做出之判決 裁定，若智慧財產法院硬是違背審理法第8

條之規定，約只有50%的機率會被最高法院認為審理程序上有瑕疵，雖然從98年間

至100年間最高法院主流見解係認為智慧法院有遵 審理法第8條之義務，但從101

年之後，主流最高法院實務見解轉而否定當事人基於審理法第8條而享有聽審之權

利，反而認為基於法院 訴訟指 之權限，不需要讓當事人知道法院裁判之基礎

為何，此見解已經成為現 實務堅強且穩定之見解  

然而，縱使在最高法院肯定當事人基於審理法第8條有聽審權之年 ，智慧局

王局長亦表示︰ ……目前智慧法院的透明度和一般民事法院還是有點不太一

致…… 45，何況在實務見解轉趨否定當事人有聽審權之後，當事人在智慧法院審

理程序中，完全無法知悉法院據以審理系爭案件的技術基礎為何， 盲劍客 一詞

恐將更貼近現行當事人尤其是專利權人之地位  

                                                        
42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80號民事判決  
43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55號民事判決  
44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423號民事判決  
45

 同註26，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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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現行之專利民事案件審理程序，似違反憲法保障 財產權 之 

正當法律程序  

釋 第482號解釋理由書已揭示 訴訟權 包含 聽審權 ，釋 第709號解釋

主文更揭示︰ 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及適時陳述意見之機會 方屬於限制

財產權 之 正當法律程序  

而智慧財產法院職掌專利民事訴訟之審理，侵權人抗辯專利有無效事由時，智

慧法院依審理法第16條，可於該民事訴訟程序中自行認定專利之有效性 然而，智

慧法院若認定專利權有無效事由，而判定專利權人不得對他造主張權利，此認定

專利權 無效之程序，自然屬於對人民 財產權 之限制，因此依據大法官解釋

之意旨自應 確保利害關係人知悉相關資訊及適時陳述意見之機會  

而 進步性 屬於最常見判定 專利權 無效之事由，而認定 進步性 之流

程中，判定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 更是其中之重點之所

在，若法院以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皆能輕易完成 為由，

認定系爭專利不具 進步性 ，而判定專利權人不得對他造主張權利，法院自應將

其認定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 之來源依據告知專利權人，

使其有得知法院技術來源之機會；反之認定專利具有 進步性 之時亦應如此，以

落實人民受憲法 聽審權 保障之 認識權 ，而得在法院判決前適時陳述相關技

術意見，以便實踐人民受憲法 聽審權 保障之 陳述權 ，以免法院的技術認定

有疏漏或是錯誤之處，如此方符合憲法保障人民 財產權 之 正當法律程序  

惟現行多數最高法院見解認為，基於法院有 訴訟指 認定事實 之職

權，因此無須踐行告知當事人相關技術水準，如此便宜行事的考量，使得人民無法

得知法院是如何認定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技術水準 此一抽象要

件， 對司法者之恣意， 財產權 受憲法保護之 正當法律程序 完全被司法者

架空，進而使判決結果往往難以使當事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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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專利民事審理程序未落實憲法意旨，將造成提升 

我國競爭力嚴重阻礙 

一 行政院在101年11月29日核定 智財戰略綱領 ，期透過 六大戰略重點 ，

以協助產業發 價值，保護產業所創造之利基，達到提升產業競爭力之目的

其中戰略重點五 落實智財流通及保護體制 有七大實施要點，其中實施要點

(五)與實施要點(七)分別為 落實智財保護相關計畫方案 促進智財法制完

備與國際接軌 46，足證專利民事審理程序之重要性  

二 而放眼國際趨勢，中國最高人民法院亦於104年6月30日，發 認可和執行台

灣民事判決的規定 和 關於認可和執行台灣仲裁裁決的規定 ，直接承認我

國民事判決可於大陸進行執行，因此若於我國之智慧財產保護機制足以保障專

利權人之權利，自可透過中國法院承認我國民事判決之現狀，擴大我國知識財

產權的保障範圍，避免侵權人於台灣無財產，更進一步落實 智財戰略綱領

所訂定之戰略目標  

三 智慧局為進一步後植台灣產業競爭力，更亦擬有 運用臺灣專利，拓展競爭實

力 中 英 文 說 帖 各 1份 ， 其 中 為 了 鼓 勵 申 請 台 灣 專 利 亦 於 說 帖 中 載 有︰

……民事侵權訴訟專利權人的勝訴率，於103年已提升至25%，與英國的

22% 德國的26%及日本的20%相較，並無明顯過低的情形…… ，並以104年

5月11日智法 第10418600390號函，檢送上開說帖至專利師公會 律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等單位  

四 筆者係執業律師，對於行政院核定之 智財戰略綱領 不但深感認同，亦十分

樂見對岸能承認我國民事判決，然而，智慧局上開說帖中，關於我國專利權人

勝率的提升，卻有語焉不 之遺憾，智慧法院迄 已成立數年，其審判之程序

與品質，科技產業從業人員大多了然於胸，智慧局於說明103年度勝率提升一

事時， 宜進一步說明我國專利民事侵權訴訟是否有任何審理制度之改革？否

則僅驟然以結論 例如︰勝率 而論，難免有以偏概全之疑慮？智慧法院係於

97年7月1日成立，縱使在智慧法院成立後，專利申請之品質有大幅度之提升，

                                                        
46

 經濟部，智財戰略綱領戰略重點五 落實智財流通及保護體制行動計畫 修正備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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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於103年度判決之專利權仍可能大部分仍係於智慧法院成立之前即已獲證之

專利，若無法由制度 例如︰專利審判制度之改革 理解為何專利權民事訴

訟之專利權人勝率會提升，則民眾對於專利審理制度恐仍難免有充分之信賴，

而無法擺脫當事人仍身為 盲劍客 之疑慮  

五 而由民眾使用專利民事審判制度之角度觀之，由智慧財產法院成立迄 之 民

事一審專利侵權爭議事件收案數量表 如下表 分析，民眾對於法院的使用

亦有相當有趣的變化，基於智慧法院係於97年7月1日設立，且104年僅統計至6

月為止，因此假設97年度與104年度收案件數各為108件 即54件×2 與88件

即44件×2 ，可繪製出智慧法院設立後，民事一審專利侵權案件之收案量

變化折線圖 如下圖 ，可發現104年的收案量約只有最高峰99年的40%，且從

101年起 即最高法院實務見解轉趨否定當事人有聽審權之年份 ，我國民事

一審專利侵權收案量便穩定下滑，而至104年時法院的收案量甚至低於智慧法

院成立的年度，如此案件下降的幅度相當驚人，眾所皆知申請100件專利可能

會起訴的不到1件，起訴量的大幅下滑 表的訊號可能即是專利申請量百倍的

下滑，雖收案量下滑之可能原因相當多，然而，專利權人對於現行民事專利侵

權審判制度信賴度較低應屬原因之一，因此，對於法制度信賴度之低迷，將會

直接打擊各國產業在台灣申請專利的意願，亦將對我國產業發展與升級有相當

不利之影響  
 

 民事一審專利侵權爭議事件收案數量表 

期間 2008.7~12 2009.1~12 2010.1~12 2011.1~12 2012.1~12 2013.1~12 2014.1~12 2015.1~6

新收 

件數 
54 164 222 131 153 130 99 44 

註︰資料來源由智慧法院統計室提供，不計入確認專利權歸屬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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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申請人自承技藝作為 

先前技術之探討 

李伯昌*、**、吳珮雯*、明登、洪于舒*、林湧群*、江日舜*、高萃蔓*、***、 

林伯修* 

壹、前 言 

我國專利法第22條第1 規定： 可供產業上利用之發明，無下列情事之一，

得依本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一 申請前已見於刊物者 二 申請前已公開實施

者 三 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其中所列三款情事又統稱為 先前技術

這三款情事的共同特性在於，均需為 申請前 已發生的事實，換言之，即便有已

見於刊物 已公開實施，或已為公眾所知悉之事實，如果該事實並非在申請前所發

生，亦不構成專利法第22條所規定的先前技術 前述三款情事還有另一共同特性在

於，均需有 公開 之情事，如果雖已見於刊物，或 被特定人知悉或實施，但這

些事實並未對外公開，那麼該事實也非屬先前技術  

然而，在我國專利實務上，有一種常見的先前技術態樣在形式上卻不符合專利

法第22條第1 所列舉的三種情事，此先前技術態樣是申請人自行記載於說明書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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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技術欄位的技術，或載於他處且有自認為先前技術之意思表示，例如標記為 先

前技術 的圖式 下稱 申請人自承技藝 ，此類申請人自承技藝既係記載於一

專利申請案的說明書或圖式，除非係記載已有明確公開日／公告日之專利文獻或其

他情事，否則該先前技術所載內容本身之實際公開日必不早於該專利申請案的申請

日 例如，說明書先前技術欄位可能載有 以往在某A結構中，係將B元件設於C元

件上方 或類 之揭示，但其中所記載的技術究竟是否在申請前已對外公開，於說

明書中並未 細敘明，因此在無法證明該技術之實際公開日的情況下，能客觀證明

該技術已公開的日期，實際上就是該申請案的公開日或公告日，由於一申請案的公

開日及公告日均晚於其申請日，因此該先前技術欄位所載技術內容本身在形式上並

不符合專利法第22條第1 各款所列的情事  

但是，實務上卻不乏逕將系爭案先前技術欄位所載內容或類 揭露作為核駁進

步性之引證案之前例，亦即此類申請人自承技藝在形式上並未滿足專利法第22條第

1 各款所載之 申請前已公開 的要件，然無論智慧財產局或經濟部訴願委員會

等行政機關及智慧財產法院等司法機關，均普遍採認此類申請人自承技藝為先前技

術，其箇中源由 值得探討  

本文中討論了我國及五大專利局對此類申請人自承技藝是否構成先前技術之相

關法規範與判例，並將各國對申請人自承技藝之處理原則分類為 當然適格性

舉證適格性 自承公知適格性 與 例外不適格性 所謂 當然適格性

是指申請人自承技藝當然構成先前技術，得不經其他必要之證據調查，可直接作為

判斷新穎性 進步性之引證文件，且無法事後提出反證推翻 舉證適格性 則是

指申請人自承技藝是否構成先前技術，應經必要之調查程序，若經調查後確認該自

承技藝符合法規範就先前技術之其他法律要件，始得將申請人自承技藝視為先前技

術 自承公知適格性 是指，申請人不僅需有揭露背景技術之意思表示，還必須

進一步承認該背景技術已為公眾所知悉，始得將該背景技術採為先前技術，但若申

請書中並未指出該背景技術已屬公知，則仍不得逕採為先前技術 而所謂 例外不

適格性 則是指，申請人自承技藝原則上推定為先前技術，但例外允許申請人舉證

推翻該推定  



80  

專利師︱第二十三期︱2015年10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貳、我國法規實務現況 

我國專利法第22條第1 規範新穎性之三種先前技術態樣，惟並未使用 先前

技術 一詞，同條第2 則係關於進步性之規範，並正式使用 先前技術 一詞統

稱前 三款所載情事1 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7條第1 第3款首揭專利說明書之記載規

範： 申請發明專利者，其說明書應載明下列事 ：……三 先前技術：申請人所

知之先前技術，並得檢送該先前技術之相關資料 另專利審查基準2013年版第二

篇第三章第2.2.1 先前技術 一節記載： 先前技術應涵蓋申請前所有能為公眾得

知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之資訊，並不限於世界上任何地方 任何語言或任何形

式…… 申請前，指發明申請案申請日之前，不包含申請日；主張國際優先權或國

內優先權者，則指優先權日之前，不包含優先權日，並應注意申請專利之發明各別

主張之優先權日  

在以上規範中，可以歸納 申請前已公開 要件應為先前技術之成立要件 專

利法逐條釋義亦指出，先前技術不包含在申請日及申請日之後始公開或公告之技

術，亦不包含專利法第23條擬制喪失新穎性所規定申請在先而在申請後始公開或公

告之發明或新型專利申請案所載明之內容2
 

然而，並非所有先前技術均滿足此 申請前已公開 之要件 例如，專利審查

基準2013年版第二篇第三章第2.2.2 引證文件 一節記載： 刊物公開日 公開實

施之日或公眾知悉之日必須在發明申請案的申請日之前 惟證明公開實施或使公眾

知悉之行為的引證文件於申請日之後始公開，仍應認定其所揭露之技術係於公開實

施之日或公眾知悉之日構成先前技術的一部分；若申請人僅質疑該文件內容之真實

性，而未檢附任何客觀具體證據時，仍得引用該引證文件 即便如此，此類在申

請日後始公開的引證文件，如果並未指明該實施或知悉之事實是申請日前之公開行

為，則該申請日後始公開的文件仍然無法成為引證文件  

此類未滿足申請前已公開要件的先前技術還可能出現於申請專利範圍中 專利

法施行細則第20條規定： 獨立 之撰寫，以兩段式為之者，前言部分應記載申請

                                                        
1
 專利法第22條第2項： 明雖無前項各款所列情事，但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仍不能取得 明專利  
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法逐條釋義，2014年，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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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之標的名稱及與先前技術共有之必要技術特徵；特徵部分應以 其特徵在

於 其改良在於 或其他類 用語，敘明有別於先前技術之必要技術特徵 ，

專利審查基準2013年版第二篇第一章第1.2.3 先前技術 一節記載： 若獨立 以

兩段式撰寫者，則說明書中記載的先前技術應包含獨立 前言部分所載之技術特

徵  

有關此類兩段式前言部分是否得作為先前技術，我國司法實務 有討論，智慧

財產法院在98年度行專訴 第34號判決的見解是這樣的： 固然前言部分之技術特

徵，一般為申請人主觀上所設定之先前技術，然該等主觀上所設定之先前技術是否

即為客觀上或實質上之先前技術，則有賴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於解讀申

請專利範圍時，根據專利說明書所載之發明相關前案及背景等資料來確認 此

外，本判決還進一步指出： 因此若其界定之前言部分為實質上之習知技術者，即

屬無須舉證之例外情形 但若申請人主觀所界定的 前言部分 並非實質上之習知

技術，此時則非屬無須舉證之例外情形，故對申請專利範圍之審查仍應就整體之技

術特徵全 舉證 而在該判決所涉系爭專利中，其獨立 前言部分的部分技術特

徵並未記載於說明書的創作背景欄位3，因此法院最終認定申請專利範圍之前言部分

不應單純以其書寫格式，即視為已公開之習知技術，且系爭專利即使是吉普生式格

式 Jepson Type format 所撰寫之申請專利範圍，被告於審查時，仍應根據申請專

利範圍之整體特徵，配合專利說明書所對應之技術特徵進行審查4 易言之，本判決

對於此類兩段式前言部分形式之申請人自承技藝係採 舉證適格性 之見解，即審

查機關應調查前言部分是否為實質上之習知技術，才能決定是否得將該前言部分採

為先前技術 其中所謂 實質上之習知技術 應根據專利說明書所載之發明相關前

案及背景等資料來確認，若根據這些資料判斷該前言部分非為 實質上之習知技

術 ，則應就整體技術特徵全 舉證以判斷其可專利性5 然而，實務上另可能發生

的問題在於，如果單憑專利說明書所載之發明相關前案及背景，並無法客觀判斷前

言部分是否為 實質上之習知技術 的話，那麼又該如何處理呢？本判決對此並未

                                                        
3
 台灣新型專利公告第582544號，其前言部分之量測體與底部平塞具 槽等技術特徵並未載入

說明書創作背景欄位  
4
 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行專訴字第34號判決書參照  

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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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墨  

另外，還有一類未滿足申請前已公開要件的先前技術，雖專利法 專利法施行

細則及專利審查基準等法規範中均未為探討，實務上卻常被引用為引證文件 這類

先前技術屬於申請人自承技藝，即申請人自行記載於說明書先前技術欄位的技術，

或載於他處且有自認為先前技術之意思表示 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專更(一) 第

2號 103年度行專訴 第1號 103年度行專訴 第19號 102年度行專訴 第120

號 102年度行專訴 第90號及102年度行專訴 108號判決中，均引用申請人自承

技藝為引證文件，並以該引證文件作為判斷所請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之證據組合之

一，意即這些判決對於申請人自承技藝係採 當然適格性 見解  

然而，此處 有疑問之處在於，申請人自承技藝既係記載於專利申請案中，除

非係記載已有明確公開日／公告日之專利文獻或其他情事，否則該先前技術所載內

容本身之公開日必定不會早於該專利申請案的申請日，也就勢必無法滿足專利法第

22條第1 各款之 申請前已公開 要件，那麼是什麼樣的法源依據，使得此類申

請人自承技藝有成為先前技術引證文件的可能呢？ 

專利審查基準2013年版第五篇第一章第4.3.2 舉發證據之審查 一節所記載的

內容，或許能給出一些指引： 有關舉發證據之審查，除本法已有規定之事 應予

適用者外，其他例如舉證責任 證據能力 證據力 證據調查 證據採認原則等概

念，於民事訴訟法 行政訴訟法 行政程序法等皆有相關規定，其中有關爭點範圍

內就證據之職權調查等直接適用行政程序法規定，而舉證責任 證據資料 證據方

法 證據採證等，亦得於性質相容的情況下，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 行政訴訟法之

相關規定 因此，有關前揭申請人自承技藝之適用原則，可參考行政程序法中有

關證據調查之規定，兼可參考行政訴訟法及民事訴訟法有關 自認 之相關規定，

其中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 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

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 一律注意 ，行政訴訟法第134條明文： 前條訴

訟，當事人主張之事實，雖經他造自認，行政法院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 ，蓋

因行政訴訟採職權調查主義，當事人一造主張之事實，雖經他造自認，法院仍應調

查其他必要之證據，憑以判斷自認之真實性6；另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 明文：

                                                        
6
 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46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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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 受託法官

前自認者，無 舉證 換言之，民事訴訟法中的 自認 係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

不利於 之事實，於訴訟上承認其為真實，自認的效力即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

自認者，無 舉證，使當事人較能使法官採信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此處可以發現行政訴訟法與民事訴訟法對於 自認 之採認有不同之規定 於

行政訴訟領域中，即便當事人一造主張之事實已經他造自認，法院仍應調查其他必

要之證據，反觀在民事訴訟領域中，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後，即無 舉

證，法院亦不負有為必要證據調查之義務 而專利申請業務係申請人與行政機關之

間的往來，其性質上與行政程序法及行政訴訟法所規範之情事較為相容，自應基於

行政程序法之職權調查原則，優先類推適用行政訴訟法有關 自認 之規定，若承

審機關欲將申請人自承技藝採為引證文件，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34條之規定踐行必

要之證據調查，確認申請人自承技藝在申請前確有公開之事實，方可採為引證文

件，意即應偏向 舉證適格性 之見解 惟即便申請人於說明書中自承某特定技藝

為先前技術，行政機關於審查中並未引用該自承技藝為引證案時，由於此時該自承

技藝並不屬於判斷該申請案是否具備專利要件之爭點範圍，承審機關可不進行職權

調查  

在我國司法實務中，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行專訴 第1號判決中，系爭專利先

前技術欄位所載技術被引用為引證文件，原告抗辯指稱： 申請人或專利權人於系

爭專利中記載之先前技術，通常為其發明基礎之技術，而其極有可能為申請人或專

利權人在先之另一發明，而非為公開或為公眾所知悉之先前技術 故由前述審查基

準可知，如專利說明書內容所載之該先前技術並未處於公眾有可能接觸並能獲知該

技術之實質內容的狀態，且至申請人或專利權人向被告申請系爭專利時始揭露，則

仍非屬專利法所稱之 先前技術 ，自不應作為認定系爭專利是否具新穎性及進步

性之基礎 智慧財產法院對此予以反駁，其判決理由指出： 發明說明所載先前

技術，既與系爭專利屬同一領域，且係 在於系爭專利申請前，自可作為判斷系爭

專利是否具專利要件之證據，原告主張原處分以說明書所載先前技術作為舉發證據

於法不合等語，並不可採 在此一判決中，智慧財產法院的見解是可直接採用申

請人自承技藝作為先前技術之引證文件之 當然適格性 見解，且採用前不需踐行

證據調查程序確認該申請人自承技藝是否符合其他法規要件，特別是，並未調查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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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自承技藝是否符合 申請前已公開 之要件  

參、五大專利局法規實務現況 

一、美 國 

美國專利審查程序指南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 第2129

節係有關自認為先前技術 admission as prior art 的相關規定：若申請人在說明書

或審查歷程中指認他人技藝為 先前技術 時，無論該他人技藝是否符合專利法第

102條所列的要件7，均得作為審酌新穎性及非顯而易知性的引證文件8 例如，在

Nomiya案9中，申請人在專利申請書中繪示了兩個被註記為先前技術的圖式，該圖

式所繪示的技術為另一個發明人所為，但並未符合專利法第102條所列舉的任一

情事 對此，聯邦巡迴法院認為，既然申請案之圖1及圖2均已註記為先前技術，依

其 含意及說明書的相關說明，專利權人已承認該技術為判斷所請發明是否具有

非顯而易知性的先前技術10 基此，申請人若自承他人所為的技藝為先前技術，則

該自承技藝本身即可直接作為先前技術的引證文件，而無須額外舉證  

與之相對地，如果申請人所自承的技藝是由相同的發明人所作成，且該自承技

                                                        
7
 35 U.S.C. § 102 - Conditions for patentability; novelty 

(a) Novelty; Prior Art.— A person shall be entitled to a patent unless— 

(1)the claimed invention was patented, described in a printed publication, or in public use, on 

sale, or otherwis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before the effective filing date of the claimed 

invention; or 

(2)the claimed invention was described in a patent issued under section 151, or in an application 

for patent published or deemed published under section 122 (b), in which the patent or 

application, as the case may be, names another inventor and was effectively filed before the 

effective filing date of the claimed invention. 
8
 MPEP § 2129: A statement by an application in the specification or made during prosecution 

identiying the work of another as “prior art” is an admission which can be relied upon both 

anticipation and obviousness determination,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admited prior art would 

otherwise qualify as prior art under the statutory categories of 35 U.S.C. 102. 
9
 In re Nomiya, 509 F.2d 566, 184 USPQ 607 (CCPA 1975). 

10
 In re Nomiya, 509 F.2d 566, 571, 184 USPQ 607, 611 (CCPA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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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非為專利法第102條所列情事，那麼即便申請人將該自承技藝指認為 先前技

術 ，該自承技藝也不得作為引證文件11 在Ehrreich案12中，申請人雖將同一發明

人所為的技術載於兩段式前言部分，但申請人此舉是為了避免與其另一件審查中的

申請案構成一案兩請，因此聯邦巡迴法院認為該前言部分可例外不視為申請人對先

前技術的自承13
Reading & Bates v. Baker案引用了Ehrreich案的判決意旨，其兩段

式前言部分及說明書技術背景討論其本身所開發之技術，該前言部分亦不被視為先

前技術之自承14 在Riverwood v. Jones案中，申請人在其兩件後申請案，即美國第

5666789 號 申 請 案 下 稱 ’789案 及 美 國 第 5692361 號 申 請 案 下 稱 ’361

案 的資訊揭露表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IDS 載入了同一發明人的

美國第5241806號申請案 下稱 ’806案 ，且’806案在’789案及’361案申請時尚

未公開，因此IDS中所陳報的前案資料雖原可視為對先前技術的自承，但因是由相

同的發明人所完成且不符合專利法第102條各款所載情事，故例外不視為先前技術15
 

基於美國MPEP的規定及相關判例，可知美國專利實務係採 例外不適格性

見解，申請人自承技藝可以直接被推定為先前技術之引證文件，且審查機關於審查

時，無須負擔證據調查的義務，但允許申請人提出反證推翻審查機關的推定，若申

請人能證明或合理解釋其自承技藝是由相同發明人所為，則可例外排除不作為先前

技術的引證文件 如果審查人員欲將載有相同發明人所開發技術的文件作為引證文

件，必須要能證明該文件符合美國專利法第102條的適法要件，此時舉證責任歸屬

於審查機關  

二、歐 洲 

歐洲專利條約第54條明文： 一發明若非現有技術 state of the art 的一部

                                                        
11

 MPEP § 2129: However, even if labeled as “prior art,” the work of the same inventive entity may 

not be considered prior art against the claims unless it falls under one of the statutory categories. 
12

 In re Ehrreich, 590 F.2d 902, 200 USPQ 504 (CCPA 1979). 
13

 In re Ehrreich, 590 F.2d 902, 909-10, 200 USPQ 504, 510 (CCPA 1979). 
14

 Reading & Bates Construction Co. v. Baker Energy Resources Corp., 748 F.2d 645, 650, 223 

USPQ 1168, 1172 (Fed. Cir. 1984). 
15

 Riverwood Int’l Corp. v. R.A. Jones & Co., 324 F.3d 1346, 1354-55, 66 USPQ2d 1331, 1337-38 

(Fed Ci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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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則應認定為新技術 現有技術應包含歐洲專利申請日以前以書寫 口述 使

用 或以其他方式使公眾可知悉之任何事物 換言之，歐洲專利條約所規範的現

有技術，也需滿足申請前已公開此一要件  

另有關說明書之記載規範，歐洲專利條約第83條規定： 歐洲專利申請案必須

以充分 清楚且完整的方式揭露，使熟習此技藝者可據以實施 其中，發明說明

需指明背景技術，該背景技術係申請人所知之有利於瞭解本發明 作成歐洲檢索報

告 審查本歐洲專利申請案，以及較佳者，能引用反應這 技術的文件16 另一方

，請求 必須分成兩個部分，即前言部分及特徵部分 該前言部分必須指明發明

標的及其與先前技術共同之必要技術特徵，其組合形成先前技術的一部分17
 

有關審查委員是否能直接採用申請人自承技藝為引證文件，歐洲專利條約及其

他子法未有明文 不過，依其審查指南B部分的 前案檢索指南 觀之，其第三章

第3.13 技術背景 一節記載： 在特定場合中，可能需要將檢索標的進行延伸而

涵蓋發明的技術背景，這些場合包括：請求 1的前言部分，意即， 其特徵在

於 之前的陳述；申請書的背景說明中被指認為已知但並未標註出處的技術；以及

發明的普通技術背景 general technological background 由該節可以發現，其

前案檢索的範圍可延伸到在申請書背景說明中已被指認為已知但並未標註出處的技

術，易言之，歐洲專利檢索報告的檢索範圍會涵蓋到申請人自承技藝  

在審查指南B部分第四章第1.3 申請人引用或提供的文件 一節也記載： 如

果申請人引用的文件並未公開或檢索部門無法取得，且該文件被視為正確理解發明

所需的基礎文件，更且在缺少該文件內容就無法進行有意義的檢索的話，則檢索部

門應當根據第63條的規定請求發明人提交該文件或指明需被檢索的標的 該節內

容更進一步指出： 如果期限內沒有收到所要求的文件，且申請人無法說服檢索部

門該文件非檢索所必要，那麼檢索部門可以發出不完整檢索報告 incomplete search 

report ，或者適當的話，發出一份聲明來取 檢索報告 而這也就 表著，歐

洲專利的檢索部門在初步檢索後若無法確認申請人自承技藝的出處，他可以要求申

請人提交相關文件，且若申請人在期限內未繳交該文件，檢索部門並不會逕將申請

                                                        
16

 The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Rule 42(1)(b). 
17

 The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Rule 43(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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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承技藝採為引證文件，而會發出不完整檢索報告  

另一方 ，在歐洲專利審查指南F部分第二章第4.3 背景技術 一節另提到：

若申請人指出被列為先前技術之內容僅為 機構內部先前技藝 ，則此類先前技

術不可用於評估新穎性及進步性，然而，在該先前技術僅為 機構內部先前技藝

此一事實已充分表明的情況之下，允許將該先前技藝保留於說明書中  

由上述規定可知，撰寫於一歐洲專利申請案的發明背景一節的技術，其主要功

能為利於瞭解及審查所請發明，其中若有明確指明為 機構內部先前技藝 之內

容，不能作為評價可專利性核駁之證據，且在必要時，審查人員仍須一併針對背景

技藝進行檢索，無論該背景技藝是記載於兩段式獨立 的前言部分或說明書中未援

引文件的先前技術內容  

例如，在T 0654/92 1994年 一案中，專利權人在說明書的若干段落描述一個

先前提出的接收器 previously proposed receiver ，在聽證時始確定該接收器

並非歐洲專利條約第54(2)條所述的先前技術，而僅是專利權人內部開發的接收器，

且在優先權日前並未對外公開 上訴委員會並指出，實務上，將申請人已知但在優

先權日前未公開的技術作為審查的起點，是不符合歐洲專利條約規定的，此等技術

必須在進步性的審查中被加以忽略18 因此，上訴委員會並不認為申請案中所記載

的內部先前技術是正確的審查起點  

另外，在T 0413/08 2009年 一案中，專利權人在上訴理由中反悔其自認的先

前技術，並指出沒有任何客觀證據顯示該技術在申請日前屬於公知 上訴委員會認

可了專利權人的說法，並指出若申請人及時反悔其對先前技術的自認，或有其他理

由支持該技術確非先前技術，則該自承將不會被採為先前技術  

在另一件歐洲專利技術上訴委員會的案例中，系爭請求 4 5為純以方法界定

物 product-by-process 的物品請求 ，且申請人在說明書及審查歷程中承認所請

物品與先前技術製得的物品並無本質上的 別，因此原審查部門直接引用申請案中

的相關說明作為最接近的先前技術，但此舉遭到上訴委員會糾正，上訴委員會認為

該申請案本身並沒有明確指出載有相關內容的技術文件，自無法客觀判斷申請人自

                                                        
18

 判決原文：The practice of starting out from art which is know to the applicant but which was not 

public at the claimed priority date is accordingly inconsistent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PC. 

Any such art must be ignored in an assessment of inventive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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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技藝是否確為最接近的先前技術，且據此作成的進步性之判斷同樣也難謂客

觀19
 

由上述規定及上訴委員會的判決看來，歐洲專利審查實務並非採 當然適格

性 見解  

三、中 國 

中國有關先前技術的相關規定可見於專利法第22條第2款： 新穎性，是指該

發明或者實用新型不屬於現有技術…… 同條第3款規定： 創造性，是指與現有

技術相比，該發明具有突出的實質性特點和顯著的進步，該實用新型具有實質性特

點和進步 同條第5款進一步規定： 本法所稱現有技術，是指申請日以前在國

內外為公眾所知的技術 可見，在中國專利法中，據以審查一創作是否具有新穎

性及創造性的現有技術，同樣需要滿足申請日以前在國內外為公眾所知的要件，易

言之，需滿足 申請前已公開 之要件  

另一方 ，中國專利法實施細則第17條記載： 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申請的

說明書應當寫明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的名稱，該名稱應當與請求書中的名稱一致 說

明書應當包括下列內容：……(二)背景技術：寫明對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的理解 檢

索 審查有用的背景技術；有可能的，並引證反應這些背景技術的文件 ，由此可

知中國專利實務中，說明書內記載創作背景的欄位稱為 背景技術 ，與可據以判

斷是否具有新穎性及創造性的 現有技術 ，用語不同  

有關說明書之背景技術欄位，中國專利審查指南進一步記載： 發明或者實用

新型說明書應當寫明對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的理解 檢索 審查有用的背景技術，並

且盡可能引證反映這些背景技術的文件 尤其要引證包含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要

求書中的獨立要求前序部分技術特徵的現有技術文件，即引證與發明或者實用新型

專利申請最接近的現有技術文件 ……引證文件還應當滿足以下要件：(1)引證文件

應當是公開出版物，除紙件形式外，還包括電子出版物等形式 (2)所引證的非專利

文件和外國專利文件的公開日應當在本申請的申請日之前；所引證的中國專利文件

                                                        
19

 判決[1986] E.P.O.R.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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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開日不能晚於本申請的公開日20
 

此處，中國專利審查指南針對說明書中引證的文件給予了明確的標準：應當是

公開出版物 所引證的非專利文件和外國專利文件的公開日應在系爭案的申請日之

前 所引證的中國專利文件的公開日不能晚於系爭案的公開日 意即，對於非專利

或外國專利文件而言，均必須滿足申請前已公開的要件，而對於中國專利文件而

言，則應滿足系爭案公開日前已公開的要件 不過，綜合專利法 專利法實施細則

及專利審查指南觀之，尚無法確定專利法實施細則及專利審查指南所記載的 背景

技術 或 引證文件 就是專利法第22條所規範的 現有技術 的等義詞  

在中國第01254898.7號實用新型專利的無效宣告案中， 就申請人自承技藝是

否能作為現有技術進行探討 無效宣告請求人主張系爭專利權利要求1的前序部分

與對比文件3的結合能證明所請發明不具有創造性，意即無效宣告請求人係將申請

人自承技藝與其他現有技術結合，質疑系爭專利之創造性 對此，專利複審委員會

合議組則認為： 在專利法實施細則第22條中有下述規定 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的獨

立權利要求應當包括前序部分和特徵部分，按照下列規定撰寫：(一)前序部分：寫

明要求保護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技術方案的主題名稱和發明或者實用新型主題與最

接近的現有技術共有的必要技術特徵…… 上述規定係對專利申請人在申請專利時

獨立權利要求撰寫方式的要求，但是在宣告專利權無效的程式中，還應當另有確鑿

證據佐證專利權人寫入專利的獨立權利要求的前序部分的技術內容確為專利申請日

前的已有技術，而不能直接引入該前序部分中所述技術內容作為評判專利的新穎性

或創造性的已有技術 ，基此，專利複審委員會合議組並不接受無效宣告請求人將

系爭專利權利要求1的前序部分與對比文件3的證據結合方式，最終作成無效宣告請

求理由不成立，維持專利權有效  

該案無效宣告請求人對專利複審委員會的決定不服，向北 第一中級人民法

院起訴，一審法院判決維持專利複審委員會的審查決定 無效宣告請求人不服，繼

續向北 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二審法院仍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21
 

在類 的案例中，人民法院也認為： 相關法律法規並未規定背景技術應記載

                                                        
20

 中國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第2.2.3節 背景技術 參照  
21

 浙江省杭州 中級人民法院 2005 杭民三初字第255號民事判決書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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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須是申請日以前公開的現有技術 故在背景技術沒有給出引證文件的情況下，

不能確認背景技術部分記載的技術方案已經進入能夠為公眾獲得的狀態，也不能僅

僅 因 為 專 利 權 人 將 該 技 術 記 載 在 說 明 書 背 景 技 術 部 分 即 認 定 該 技 術 為 現 有 技

術 22
 

中國專利行政 司法實務雖可見到採 舉證適格性 見解之案例，但中國專利

法 專利法實施細則及專利審查指南中，仍未對申請人自承技藝是否可採為判斷新

穎性 進步性之引證文件有相關規範，因此申請人於中國提出專利申請時，仍應衡

酌是否要在說明書中揭示申請人已知但在申請前未對外公開之技藝  

四、韓 國 

韓國專利法第29條第1 規定具有產業利用性的發明除有下列情事外，應具備

可專利性： (1)在申請前，該發明於韓國或國外為公眾所知悉或公開使用；(2)在申

請前，該發明已記載於韓國或國外的出版物中，或已透過經總統 規定的電路線路

公開 ，該法規所列舉的事實即係可作為判斷可專利性的先前技術，這些事實同樣

皆須滿足申請前已公開之要件  

韓國專利審查基準就有關新穎性之審查有下列規定： 若申請人於說明書或意

見書中承認該先前技術於專利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審查官於判斷新穎性要件

時，可引用該先前技術23 就進步性亦有類 規範： 若申請人於說明書中承認

一先前技術於專利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則該先前技術於判斷進步性時可以被引

用24 由此可知，只要申請人承認一先前技術滿足申請前已公開之要件，在韓國

可不經證據調查，直接採為先前技術  

但是，韓國專利審查基準就申請專利範圍之兩段式撰寫格式則另規定： 前言

與特徵部分需整體解釋，不因撰寫形式而變更技術範疇 此外，不應僅因為技術內

容於前言部分揭露，便認定該揭露之內容已為公眾所知悉，原因在於，請求 中記

載之技術內容是否於專利申請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係屬事實問題，而不因其記載

                                                        
22

 張榮彥，機械領域專利申請文件的撰寫與審查，2006年，7-8頁  
23

 韓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三部第二章第4.4節 判斷新穎性時留意事項 參照 [2008허3582, 

2004후2031, 2000허4565] 
24

 韓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三部第三章第5.2節 引證文獻的選用 參照 [2004후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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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即可確認該事實25 易言之，在韓國審查實務中，兩段式請求 之前言部分

並不構成承認該前言部分在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之意思表示，因此前言部分不會

被直接視為先前技術  

基於韓國專利審查基準之相關例示及規定，申請人於說明書中承認已為公眾所

知悉的背景技術可以直接作為先前技術，但若申請人並未承認已有為公眾所知悉的

事實，則仍不會被採為先前技術 從而，韓國專利審查實務對於申請人自承技藝的

採用原則屬於 自承公知適格性 ，申請人除需揭示背景技術外，還需承認該背景

技術已有為公眾所知悉之情事 另一方 ，若申請人並未承認說明書所載背景技術

已有為公眾所知悉之情事，則除非有確鑿證據，否則不能直接採為先前技術  

五、日 本 

日本專利法第29條第1 係有關專利是否具有新穎性的規定，其記載： (1)做

出產業上可利用的發明之人，除以下列舉的發明之外，就其發明可享有專利：一

專利申請前已在日本國內外為公眾所知的發明 二 專利申請前已在日本國內外公

開實施的發明 三 專利申請前已在日本國內外出版的刊物上記載的發明，或公眾

通過網路可以利用的發明 條文所列舉的各款情事稱為先前技術，其實質涵蓋範

圍與我國相當  

日本專利審查基準第二部第二章第2.8 判斷進步性之注意事 一節明確規

範： 作為申請案申請前之先前技術而記載於申請案說明書中之技術，僅在申請人

於說明書中承認該先前技術係屬公知的情況，日本審查官始得將該先前技術採為構

成申請時之技術水準的引證案，並引用為判斷所請發明是否具有進步性之基礎

此處日本方 的規範與韓國相近，其對申請人自承技藝的採認標準均偏向 自承公

知適格性 ，亦即僅在申請人在說明書中承認一背景技術已屬公知時，該背景技術

始被採為先前技術，然若申請人並未承認背景技術構成公知，則日本審查官亦不會

直接將其採為先前技術，因為申請人可以抗辯說明書所記載的技術內容僅為公司內

部之習知技術，非屬公知之先前技術26
 

                                                        
25

 韓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三部第二章第4.1.2節 明包含特殊表現型式時的原則 參照

[2003허2096, 2002허1355, 2000허2453] 
2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台日審查官研習與交流計畫出國報告，2012年11月19日，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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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對我國專利審查實務之建議 

由於我國專利法第22條第1 各款所規範可作為先前技術之事實均需滿足申請

前已公開之要件，而專利法逐條釋義 2014年版 亦指出：先前技術不包含在申請

日及申請日之後始公開或公告之技術，亦不包含專利法第23條擬制喪失新穎性所規

定申請在先而在申請後始公開或公告之發明或新型專利申請案所載明之內容 另一

方 ，申請人自承技藝既係記載於一申請案的說明書等處，除非係已載有明確公開

日／公告日之專利文獻或其他情事，否則該先前技術內容本身之公開日必不早於該

申請案的申請日，則對於此類形式上並不符合法規範之先前技術要件的文件是否能

作為新穎性 進步性判斷之依據，即需有嚴謹且一致的適用依據  

在五大專利局的實務作法中，美國係採 例外不適格性 原則，中國部分案例

偏向 舉證適格性 原則，而韓國及日本則偏向 自承公知適格性 原則，但其中

並沒有任何國家或 域係採 當然適格性 原則 由於我國專利審查基準有關 舉

發證據之審查 規範有關爭點範圍內就證據之職權調查係直接適用行政程序法之規

定，另行政訴訟法第134條對於當事人自認又有如下規範： 當事人主張之事實，

雖經他造自認，行政法院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 ，由此處可見，我國實務 可

參考中國的實務案例，採用 舉證適格性 之見解  

至於，在所謂的 舉證適格性 中，應舉證至何種程度呢？智慧財產法院98年

度行專訴 第34號判決對此提供了一些指引，該判決指出，申請人主觀上所設定的

先前技術是否即為客觀上或實質上之先前技術，可根據專利說明書所載之發明相關

前案及背景等資料來確認27 筆者進一步建議，若在參酌說明書所載之相關前案及

背景後，仍無法確定申請人主觀設定的先前技術是否為客觀上的先前技術，此時應

更廣泛地進行證據調查，例如執行必要之前案檢索，判斷申請人自承技藝是否確有

申請前已公開之事實，若經調查後，確認申請前已公開之事實 在，則得採認申請

人自承技藝為新穎性 進步性爭點範圍內之先前技術  

另一方 ，若經廣泛的證據調查之後，發現申請人自承技藝僅見於其申請文件

                                                        
27

 判決原文：固然前言部分之技術特徵，一般為申請人主觀上所設定之先前技術，然該等主觀

上所設定之先前技術是否即為客觀上或實質上之先前技術，則有賴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於解讀申請專利範圍時，根據專利說明書所載之 明相關前案及背景等資料來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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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而未能找到其他載有該自承技藝的引證文件，筆者認為此時不宜將申請人自承

技藝逕採為先前技術，原因在於，若經廣泛的證據調查後，發現申請人主觀設定的

先前技術並未有在申請前已公開的情事，則該申請人很可能是首先將該自承技藝公

開之人，並因而促進了技術的流通，此時倘仍將申請人自承技藝採為先前技術，反

而有懲罰願意揭露技術的申請人之嫌  

此外，筆者亦建議可將有關申請人自承技藝採認標準的規定納入專利審查基準

或其他相關的法規範中，使申請人及本領域從業人員知所遵 ，審查的評斷標準也

能趨於一致  

伍、結 論 

專利法立法目的之一在於，鼓勵創作人揭露其已知之技術，倘創作人所揭示之

技術滿足新穎性 進步性等要件，則更進一步 予創作人專有排他權，以資交換  

因此，專利制度之宗旨既係為了鼓勵技術之揭露，那麼對於進一步在說明書先

前技術欄位等處公開習知技藝的創作人，姑且不論該技藝歸屬何人，專利專責機關

不宜在完全未踐行證據調查的情況下，在新穎性 進步性之爭點範圍內將申請人

自承技藝逕採為先前技術，蓋因此舉無異於懲罰願意揭示更多技術背景的創作人，

其後果可能導致，申請人於提出專利申請時 有投鼠忌器之疑慮，反不願於說明書

先前技術等欄位多作著墨，而寧可不揭示背景技術，最終反而阻礙了技術的流通  

因此，筆者建議我國就申請人自承技藝之採認標準應採 舉證適格性 原則，

即需經證據調查後，確認所自承的技藝確有在申請前已公開之情事，始得將申請人

自承技藝採為新穎性 進步性爭點範圍內之先前技術 相對地，倘經證據調查後，

仍無法證明該自承技藝已有公開之事實，或其公開時間晚於申請日，自不得將申請

人自承技藝採為新穎性 進步性爭點範圍內之先前技術 畢竟，申請人若未就其所

自承之技藝單獨申請為保護之標的，則當該專利公告後，該自承技藝自將因 獻

原則 而成為公共財，對公益亦無損害，如此即兼顧公益與私益之衡平，實現促進

產業界技術流通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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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美國Alice判決後電腦軟體 

之可專利性的美歐調和 

劉國讚*、徐偉甄** 

壹、前 言 

長年以來，關於電腦軟體發明的可專利性爭議， 中在專利適格標的與進步性

要 件 關 於 軟 體 發 明 是 否 具 有 專 利 標 的 適 格 性 的 議 題 ， 美 國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下稱 最高法院 於2014年作成Alice v. 

CLS判決後1，可說造成劃時 的影響，軟體發明在美國取得專利之大門被關去一大

半 本案是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 先以全院聯席聽證審理後，將電腦軟體發明專利案中申請專利範圍

之系統請求 也宣告無效，最高法院則維持CAFC決定 過去軟體發明的專利標的

適格性爭議只 中在方法請求 ，如 物之請求 包含系統請求 或媒體請求 ，

也 隨方法請求 一併被宣告無效  

關於Alice案判決2的探討與形成，已有文章 紹3，本文將以Alice案之後CA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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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lice Corp. v. CLS Bank Int’l, 134 S. Ct. 2347 (2014). 

2
 本文引用案例出現第二次時，僅引用第一位當事人稱呼該案，以節省篇幅  

3
 陳龍昇，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Alice v. CLS bank案探討電腦軟體專利適格性，萬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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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軟體專利有效性的案例為探討核心 Alice案將傳統上認為沒有爭議的物之請求

也認定屬抽象概念而不具標的適格性，此一見解是否就此塵埃落定，或是引發更

多爭議，CAFC是否就將其奉為圭臬審理後續案件，為本文探討之重點之一 本文

將選取Alice判決後的四件CAFC判決進行探討，並著重在實務 問題  

另外，最高法院的一見解造成美國對軟體發明的專利標的適格性趨嚴，則其與

原本對於軟體發明可專利性採取較為嚴格原則的歐洲專利局，是否漸趨調和一致，

為本文探討的另一重點  

貳、美國對軟體發明的專利標的適格性審查原則 

電腦軟體發明甚廣，包含控制特定硬體的控制型軟體 使用於通用電腦的作業

系統軟體或套裝軟體 遊戲軟體 企業辦公室自動化軟體 網路軟體，現 人手一

機的智慧型手機中也有許多軟體，而許多應用型軟體已可從雲端自由下載 軟體發

明在專利標的適格性的爭議是 中在通用電腦內運作之軟體，包含通用電腦或通用

的網路設備，控制型軟體並不包含在內  

專利標的適格性 簡稱專利適格性 標的適格性或適格性，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patent eligibility 係用於判斷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有資格獲得專利保護，我

國專利制度中是規定在專利法第21條的發明定義： 發明，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

思想之創作 專利標的適格性與新穎性 進步性或非顯而易見性及產業利用性等

同為實體審查之要件 專利標的適格性是首要審查要件，若無法通過，則即使有新

穎性或進步性的發明也無法獲准專利 在專利實務上軟體發明的新穎性較少出現問

題，問題 中在標的適格性與進步性，尤其是標的適格性在美國一直有較多的爭

議  

在美國，專利審查程序手冊 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 第

2106節即為 專利標的適格性 ，其規定用於判定所請求保護之發明之專利標的適

                                                                                                                                                        

2014年8月，196期，13-20頁；吳科慶 林育弘，由CLS v. Alice案看美國電腦軟體相關 明

審查基準之變革趨勢分析，智慧財產權月刊，2013年9月，177期，6-22頁；劉國讚 徐偉

甄，電腦軟體之專利標的適格性在美國的演變——從Bilski到Alice判決，專利師，2015年7

月，22期，100-1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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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性之兩步驟，步驟一：必須符合程序 process 機器 製品 manufacture 及

組 成 物 composition of matter 等 專 利 法 第 101 條 4 規 定 的 四 個 法 定 範 疇

categories 之一；以及步驟二：一定不能完全涉及自然法則 laws of nature

物 理 現 象 physical phenomena 或 抽 象 概 念 abstract ideas 等 司 法 確 認 的

judicially recognized 例外 違反上述兩步驟之一即不符合美國專利法第101條規

定之專利標的適格性 其中，步驟二所列的三種例外，是由最高法院判例所建立，

軟體發明的爭議 中在是否屬抽象概念而不具標的適格性  

Alice案所爭議的有四件專利，係關於特定但尚未知之事件之風險管理，其藉由

使用電腦系統作為第三方中 ，以達到減輕金融交易中之結算風險之目的 這些涉

訟專利的申請專利範圍有方法請求 媒體請求 及系統請求 等 CAFC認為系

爭方法請求 沒有 顯著多於 significantly more 抽象概念，且對於電腦執行係

隱含要求，此種廣泛的且非技術性的方法請求 酷 Bilski案5之方法請求 ，Bilski

案之方法請求 係說明防止風險之基本理念，而且，加入通用電腦功能以促進性能

並未提供實質性的限制因而不 足夠 以滿足專利法第101條6
 

關於媒體請求 ，CAFC認為所有請求 通常被單獨考慮，但各別的請求 只

是名義上描述 reciting 不同法定類別標的於美國專利法第101條下應給予類 之

實質處理，因為從實際效果看，該等請求 蓋相同發明，當一請求 係抽象方法

而相同專利家族之其他請求 以相同或類 用語請求保護相同抽象方法時，上述情

形特別明顯，如同本案，系爭媒體請求 未通過 fail 專利適格性測試是基於與方

法請求 相同之理由7
 

關於系統請求 ，系爭系統請求 類 描述第三方中 之抽象概念並加入 將

其應用 apply it 於電腦上，但仍基於與方法請求 及媒體請求 相同之理由而

                                                        
4
 美國專利法第101條規定： 任何人 明或 現任何新的 new 且有用的 useful 程序

機器 製品或物之組合或者其任何新的且有用的改良，於符合本法之條件及要求下，得取得

專利  
5
 Bilski v. Kappos, 130 S. Ct. 3218 (2010)，本案是Alice案之前有關軟體 明的最高法院判決，

過去已有許多文章 紹，於此不再贅述 Bilski案中CAFC使用 機器或轉換測試法 來判斷

軟體 明是否具標的適格性，但此一測試法在Alice案之後已逐漸失去作用  
6
 CLS Bank Int’l v. Alice Corp., 717 F.3d at 1287. 

7
 Id. at 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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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美國專利法第101條規定之專利適格標的8
  

最高法院於判斷美國專利法第101條專利標的適格性時係使用其於Mayo v. 

Prometheus案9建立之Mayo測試法，Mayo測試法有兩個步驟，第一步驟：判定系爭

請求 是否涉及專利不適格的標的，如果判定結果為 肯定 再進行第二步驟；第

二步驟：判定請求 之特徵 elements 單獨或 作為有序組合 as an ordered 

combination 考量是否使請求 之本質轉換成專利適格之應用，此第二步驟即尋找

發明概念 inventive concept
10 本件涉訟之方法請求 ，根據Mayo測試法，

其所涉及之中 結算 intermediated settlement 為抽象概念，非屬專利適格標的，

因而第一步驟判定結果為 肯定 ；接著進行第二步驟，系爭方法請求 只要求通

用電腦執行，並無法使抽象概念轉換成專利適格之發明11，因此系爭方法請求 不

具專利標的適格性  

關於媒體請求 及系統請求 ，系爭媒體請求 及系爭系統請求 並未對抽象

概念加入任何實質內容，仍非屬美國專利法第101條規定之專利適格標的，且Alice

案承認系爭媒體請求 與系爭方法請求 共 亡，系爭系統請求 之實質內容無異

於系爭方法請求 12
 

參、美國Alice案之後的CAFC案例 

本文將探討四件CAFC在Alice案之後的判決，包括：Digitech v. Electronics案13

Planet Bingo v. VKGS案14
buySAFE v. Google案15及Ultramercial v. Hulu — 更二審

2014 案16等四件案例 其中有些判決涉及專利標的適格性以外之爭點，並非本

                                                        
8
 Id. at 1291. 

9
 Mayo Collaborative Servs. v. Prometheus Labs., Inc., 132 S. Ct. 1289 (2012). 

10
 Alice Corp. v. CLS Bank Int’l, 134 S. Ct. at 2355. 

11
 Id. at 2357. 

12
 Id. at 2351. 

13
 Digitech Image Techs., LLC v. Electronics for Imaging, Inc., 758 F.3d 1344 (Fed. Cir. 2014). 

14
 Planet Bingo, LLC v. VKGS LLC, 576 Fed.Appx. 1005 (Fed. Cir. 2014). 

15
 buySAFE, Inc. v. Google, Inc., 765 F.3d 1350 (Fed. Cir. 2014). 

16
 Ultramercial, LLC v. Hulu, LLC, 772 F.3d 709 (Fed. Ci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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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重點，有些判決涉及多件專利及許多請求 ，本文僅就專利標的適格性之 表性

請求 紹之  

一、Digitech v. Electronics案 

Digitech Digitech Image Technologies 向美國加州中 聯邦地方法院提起侵權

訴訟，指控Electronics for Imaging, Inc.等32位競爭者侵害其美國專利第6,128,415號

下稱 415專利 ，地方法院准予被告提出之專利無效簡易判決 summary 

judgement 之聲請，地方法院除了認為設備描述檔請求 1-6 9 26-31不具標的

適格性，同時也認為方法請求 10-15不具標的適格性 Digitech向CAFC提出本件上

訴，CAFC維持地方法院之415專利系爭請求 無效之判決  

415 專 利 係 關 於 數 位 影 像 處 理 ， 藉 由 產 生 及 使 用 一 設 備 描 述 檔 device 

profile ，該設備描述檔用於描述一影像處理系統中之一設備之空間及顏色之屬

性，使得一處理後影像可更精確地被擷取 captured 轉換或呈現 rendered

涉訟的請求 有方法請求 及設備描述檔請求 圖1是415專利之FIG.1，顯示本件

發明之數位影像處理系統的方塊圖，裝置2可以是個數位相機，影像處理器4接收輸

入影像訊號16 空間特性資訊12 顏色特性資訊14，也從目標裝置接收輸出空間特

性資訊20 顏色特性資訊22，將處理後的影像資訊傳給輸出裝置6 這些硬體架構

都是通用的硬體，本件發明實質上是數位影像處理的軟體  

 

圖1  US6128415專利之FIG.1，顯示本件 明之數位影像處理系統的方塊圖 

涉訟 表的請求 為請求 1及請求 10，請求 1是設備描述檔請求 ，其內

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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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種設備描述檔，用於描述一數位影像再現系統中之一設備之屬性以擷

取 轉換或呈現一影像，該設備描述檔包括： 

第一資料，用於描述該影像之顏色資訊內容之一與設備有關之轉換至一與設備

無關之顏色空間；以及 

第二資料，用於描述該影像之空間資訊內容之一與設備有關之轉換於該與設備

無關之顏色空間  

請求 10為方法請求 ，其內容為： 

10.一種產生一設備描述檔之方法，該設備描述檔描述一數位影像再現系統中

之一設備之屬性以擷取 轉換或呈現一影像，該方法包括： 

透 過 使 用 測 得 之 色 刺 激 chromatic stimuli 及 設 備 反 應 特 性 功 能 device 

response characteristic functions 而產生第一資料，該第一資料用於描述該影像之顏

色資訊內容之一與設備有關之轉換至一與設備無關之顏色空間； 

透過使用空間刺激及設備反應特性功能而產生第二資料，該第二資料用於描述

該影像之空間資訊內容之一與設備有關之轉換於該與設備無關之顏色空間中；以及 

組合該第一資料及該第二資料至該設備描述檔  

地方法院所持理由是 設備描述檔 之請求 是數據資料的蒐 缺乏物理成分

或物理表現 manifestation ，因而設備描述檔只是一種資訊而未落入第101條之四

種範疇之一 CAFC亦認為415專利系爭方法請求 及系爭設備描述檔請求 皆不具

專利標的適格性，因而維持地方法院判決  

關於設備描述檔請求 ，CAFC認為系爭設備描述檔請求 1及26係無形的色彩

及空間資料之蒐 ，具體而言，依附於裝置的空間和色彩資訊的描述 系爭請求

並無此種資訊的有形實體 物理的記憶體或其他媒體 ，反之，其為無具體形態的

資訊，其未落入美國專利法第101條規定之四種專利適格範疇之一  

關於方法請求 ，CAFC先指出方法請求 屬程序並無爭議，其為第101條的適

格範疇，但其是否為自然法則 物理現象或抽象概念？關於此點之判斷，CAFC指

出要就請求 整體觀之  

Digitech主張系爭方法請求 具專利標的適格性，因其所述之產生設備描述檔

之程序係具體連結至一數位影像再現系統 然而，CAFC認為415專利系爭方法請求

用語並未明確連結一數位影像處理器，系爭方法請求 係請求組合兩組資料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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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描述檔之程序而非請求數位影像再現系統使用於影像之擷取 轉換或呈現 而

且，數位影像再現系統僅出現於請求 之前言，CAFC照 例認為若前言僅敘述發

明之目的或用途則不能限制請求 範圍，按照最高法院之Mayo測試法，CAFC認為

415專利系爭方法請求 所涉及之透過數學關係組 資訊之程序應屬純粹抽象概

念  

本件CAFC判決判斷415專利系爭方法請求 是否具專利標的適格性之方式，係

判斷系爭請求 是否落入自然法則 物理現象及抽象概念等三種專利適格標的例外

之一，並輔以機器或轉換測試法之機器分支，認為方法請求 並無連接至一機器

CAFC主要認為415專利系爭方法請求 所涉及之產生設備描述檔之方法屬純粹抽象

概念，至於415專利系爭設備描述檔請求 則是不符合美國專利法第101條規定之四

種專利適格範疇之一  

二、Planet Bingo v. VKGS案 

Planet Bingo Planet Bingo, LLC 向美國密西根州西 聯邦地方法院提起侵權

訴訟，指控VKGS VKGS, LLC 侵害其美國專利第6,398,646號 下稱 646專

利 及美國專利第6,656,045號 下稱 045專利 等兩 專利，地方法院准予

VKGS提出之專利無效簡易判決之聲請 Planet Bingo向CAFC提出本件上訴，CAFC

維持地方法院之646專利及045專利系爭請求 無效簡易判決  

646專利及045專利係關於自動賓果遊戲，藉由電腦儲 一玩家之特定之賓果號

碼並打印票，該票具有該玩家之特定之賓果號碼，提供該玩家可於賓果遊戲中以特

定之賓果號碼進行遊戲 045專利為646專利之連續案 所涉訟之請求 類型有方法

請求 及系統請求 ，但Planet Bingo沒有特別針對系統請求 有所主張，因此僅就

方法請求 進行說明  

圖2(a)(b)分別是646專利的FIG.1及FIG.8 (a)顯示本件發明之系統10的架構，可

以看出其硬體有中央處理單元 打印機 顯示器 輸入輸出裝置等，都是通用電腦

的硬體架構，本件發明實質上是軟體 (b)顯示VIP玩家使用賓果系統10購買賓果遊

戲之號碼的軟體流程圖，VIP玩家有特定的身分識別，電腦會設定控制碼，並給予

其賓果遊戲的點數，有別於一般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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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圖2 US6398646專利的FIG.1及FIG.8，(a)顯示本件 明之賓果系統10；(b)VIP玩家使用

賓果系統10以購買賓果遊戲之號碼 

涉訟 表的方法請求 為646專利請求 7，其內容為： 

7.一種用於玩賓果遊戲之方法，包括以下步驟： 

(1)提供用於管理一賓果遊戲之一系統，其包括：一電腦，帶有一中央處理單

元 一記憶體及連接至該中央處理單元之一打印機；連接至該電腦之該中央處理單

元及該記憶體之一輸入及輸出端；以及於該電腦中之一程式，其能夠： 

a.輸入由一玩家預先選擇之至少兩賓果號碼組 sets of Bingo numbers ，其用

於重複玩一段時間之賓果遊戲； 

b.儲 由該玩家預先選擇之該賓果號碼組為一群組 group 於該電腦之該記憶

體中； 

c.分配一玩家識別 player identifier 專有給該玩家，對於具有由該玩家預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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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之該賓果號碼組之該群組，該玩家識別被分配至用於複數賓果期 sessions of 

Bingo 之該群組； 

d.檢索 retrieval 該群組透過使用該玩家識別； 

e.由該玩家從該群組選擇至少一賓果號碼組，該賓果號碼組由該玩家預先選擇

並儲 於該電腦之該記憶體中，被選擇之賓果號碼組用於玩一特定賓果期之一選定

的賓果遊戲 selected game of Bingo ，被選擇於玩該選定的賓果遊戲之賓果號碼

組之數量小於該群組中之賓果號碼組之總數量； 

f.透過該電腦增加一控制號碼，對於由該玩家選擇於玩該選定的賓果遊戲之該

賓果號碼組； 

g.輸出一收據，其具有該控制號碼 被選擇於玩該選定的賓果遊戲之該賓果號

碼組 被選擇於玩該選定的賓果遊戲之該賓果號碼組之價格 該選定的賓果遊戲之

日期及任選一電腦識別號碼；以及 

h.輸出用於一中獎賓果號碼組之驗證，其透過由該賓果遊戲之一管理者輸入至

該電腦中之該控制號碼； 

(2)使用該賓果號碼組玩該賓果遊戲，其中該玩家表示一賓果以指示被選擇於玩

該選定的賓果遊戲之該賓果號碼組是該中獎賓果號碼組；以及 

(3)驗證該中獎賓果號碼組與該程式之該控制號碼  

CAFC首先指出其同意地方法院對於系爭方法請求 及系統請求 並無有意義

的 別之意見，系爭系統請求 只是引用方法請求 中相同的基本程序  

地方法院認為管理賓果遊戲 只包含可以由人使用筆及紙完成的人為步驟 ，

此種步驟可被早已 在的電腦完成，而且可被 人為地完成 done mentally  

Planet Bingo爭論在實際世界使用時，數百萬的預選賓果號碼可被請求 之電腦

程式管理，不可能由人為完成 然而，CAFC認為這是類 一種 組 人為活動

organizing human activity ，正類 Bilski案及Alice案中系爭請求 ，均屬純粹抽

象概念  

CAFC進一步指出，除了賓果遊戲的管理，系爭請求 也需要一個有中央處理

單元的電腦 一個記憶體 一個輸入和輸出端 一個印表機 一個螢幕，以及一執

行管理賓果遊戲的程式 這些選擇 儲 檢索兩組號碼 設定玩家識別及控制

碼，然後比較贏者賓果號碼與預選賓果號碼等 這些就是Alice案所說的，如果一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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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引用電腦只是單純指引其完成一個抽象概念於一電腦中，此種外加電腦並不會使

該專利符合標的適格性  

Planet Bingo 又 主 張 系 爭 請 求 非 屬 抽 象 概 念 因 其 請 求 保 護 核 算 程 式

accounting program 票 務 程 式 ticket program 以 及 驗 證 程 式

verification program 等三種複雜的程式碼 然而，CAFC認為系爭方法請求 僅

係請求保護用於儲 檢索以及驗證所選擇的賓果號碼組與中獎的賓果號碼組之一

般功能之程式，正如Alice案所述，藉由電腦完成每個程序步驟的功能只是傳統的

conventional  

本件CAFC判決判斷646專利及045專利系爭請求 是否具專利標的適格性之方

式，係直接判斷系爭請求 是否落入自然法則 物理現象及抽象概念等三種專利適

格標的例外之一，最後認定屬抽象概念  

三、buySAFE v. Google案 

buySAFE buySAFE, Inc. 向美國德拉瓦州聯邦地方法院提起侵權訴訟，指控

Google Google, Inc. 侵害其美國專利第7,644,019號 下稱 019專利 ，地方

法院准予Google提出之專利無效判決之聲請 buySAFE向CAFC提出本件上訴，

CAFC維持地方法院之019專利系爭請求 無效判決  

019專利係關於交易中提供 行保證 performance guaranty ，以防止詐欺交易

之產生 圖3是019專利之FIG.8，顯示本件發明之安全交易服務供應器之內部架構，

以及和其他實體 entities 的關係，安全交易服務供應者130可提供 約保證，其

連接至網路815 公眾資訊來源180 信用卡發卡商150 蒐 商870等，其實都是一

般的硬體架構，本件發明實質上就是安全交易服務供應者130內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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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US7644019專利之FIG.8，顯示本件 明之安全交易服務供應者之內部架構，以及

和其他實體的關係 

本案所涉訟之請求 類型有方法請求 及媒體請求 ，但buySAFE沒有特別針

對媒體請求 有所主張，因此僅就方法請求 進行說明 表方法請求 為019專

利請求 1，其內容為： 

1.一種方法，包括： 

接收，由至少一電腦應用程式執行於一安全交易服務提供者之一電腦，來自一

第一方之一請求用於獲得關於一線上商業交易之一交易 行保證服務於該線上商業

交易結束後； 

處理，由至少一電腦應用程式執行於該安全交易服務提供者之該電腦，承保

underwriting 該第一方之該請求以便提供該交易 行保證服務給該第一方； 

其中該安全交易服務提供者之該電腦通過一電腦網路提供該交易 行保證服

務，該交易 行保證服務結合一交易 行保證至涉及該第一方之該線上商業交易以

保證該第一方之 行於該線上商業交易結束後  

CAFC直接引用Alice案的原則來審理本案，認為019專利系爭方法請求 所涉及

之建立第三方保證交易之契約關係屬於廣為人知之概念，其附加使用電腦及網路之

一般性功能並無法使原本不具專利標的適格性之請求 轉換成具專利標的適格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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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 而且，請求 引進電腦也無法增加任何發明概念，該電腦的功能是通用

的，電腦在網路間接收及傳送訊息，並無更進一步的作用，實在不用爭論其發明性

inventive 另外，媒體請求 之專利標的適格性之判斷與方法請求 之專利標

的適格性之判斷並無 別，因而維持地方法院之019專利系爭方法請求 及系爭媒

體請求 無效判決  

本件CAFC判決判斷019專利系爭請求 是否具專利標的適格性之方式，係直接

判斷系爭請求 是否落入自然法則 物理現象及抽象概念等三種專利適格標的例外

之一，並未採用機器或轉換測試法 CAFC主要認為019專利系爭方法請求 所涉及

之建立第三方保證交易之契約關係之方法屬純粹抽象概念，至於系爭媒體請求 則

被認為其本質與系爭方法請求 並無不同且buySAFE無意見，故同樣被認定為抽象

概念  

四、Ultramercial v. Hulu (2014)案 

本案是由最高法院兩度發回更審的案件 Ultramercial Ultramercial, LLC and 

Ultramercial, Inc. 於2010年向美國加州中 地方法院提起侵權訴訟，指控Hulu

Hulu, LLC YouTube, LLC等侵害其美國專利第7,346,545號 下稱 545專

利 ，地方法院裁定駁回原告之訴 Ultramercial向CAFC提出上訴，CAFC審理時

認為545專利非明顯抽象故具專利標的適格性，於2011年判決推翻地方法院駁回訴

訟之裁定並發回更審 17
2012年，最高法院將CAFC該判決撤銷並發回CAFC更

審18
CAFC於2013年作出第一次更審判決，仍與第一次判決相同，亦即推翻地方法

院的判決19 本案最高法院於2014年6月再度將CAFC判決撤銷發回更審20，CAFC於

2014年作出本件更二審判決，維持原地方法院對545專利不具專利標的適格性之認

定  

545專利係關於透過電信網路分銷智慧財產權產品，其由贊助商 消費者支付

使用費，而消費者則以觀看廣告作為交換並免費且合法地獲得智慧財產權產品 圖

                                                        
17

 Ultramercial, LLC v. Hulu, LLC, 657 F.3d 1323 (2011). 
18

 WildTangent, Inc. v. Ultramercial, LLC, 132 S. Ct. 2431 (2012). 
19

 Ultramercial, Inc. v. Hulu, LLC, 722 F.3d 1335 (2013) . 
20

 WildTangent, Inc. v. Ultramerical, LLC, 134 S. Ct. 287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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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545專利之FIG.1，顯示本發明獲得及發送智慧財產產品的系統圖，本發明實質上

就是一種網路平台的軟體，平台上由促進者提供消費者 權利人 贊助商之使用及

連結 本發明之硬體架構都是通用的網路硬體，其創新之處是在建立的商業模式，

該商業模式在網路上運作自然是需要新的軟體才能達成  

 

圖4  US7346545專利之FIG.1，顯示本 明獲得及 送智慧財產產品的系統圖 

本案涉訟的 表請求 為545專利請求 1，其內容為： 

1.一種透過一促進者 facilitator 於網際網路上分銷產品之方法，該方法包

括以下步驟： 

—第一步驟，接收來自一內容提供者之媒體產品，該媒體產品受智慧財產權保

護且可供購買，各媒體產品由至少一文 資料 音樂資料及影片資料組成； 

—第二步驟，選擇與該媒體產品相關之一贊助商訊息，該贊助商訊息選自複數

贊助商訊息，該第二步驟包括 取一活動紀錄，以驗證該贊助商訊息先前被呈現之

總次數小於該贊助商訊息之贊助商簽約之交易 環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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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驟，提供該媒體產品於一網際網路網站上銷售； 

—第四步驟，限制一般公眾 取該媒體產品； 

—第五步驟，提供一消費者 取該媒體產品且無償給該消費者，以該消費者觀

看該贊助商訊息為前提下； 

一第六步驟，該消費者接收觀看該贊助商訊息之一請求，該消費者提交該請求

以回應被提供 取該媒體產品； 

—第七步驟，促進一贊助商訊息顯示給該消費者，以回應該消費者接收該請

求； 

—第八步驟，若該贊助商訊息不是一互動訊息，則於促進該贊助商訊息顯示之

步驟後允許該消費者 取該媒體產品； 

—第九步驟，若該贊助商訊息是一互動訊息，則呈現至少一詢問給該消費者，

並於接收該至少一詢問之一回應後允許該消費者 取該媒體產品； 

—第十步驟，記錄上述交易事件至該活動紀錄，該第十步驟包括更新該贊助商

訊息被呈現之總次數；以及 

—第十一步驟，從被顯示之該贊助商訊息之贊助商接收付款  

CAFC首度審理時引用最高法院於Bilski案之見解，最高法院指出機器或轉換測

試法僅是 用於判定若干請求保護之發明是否為美國專利法第101條規定之程序之

有用及重要線索 調查工具 ，而不是 用於決定發明是否為專利適格 程序 之

唯一測試法 21
CAFC認為545專利之標的，其廣告可用作一種貨幣形式之單純想

法係抽象的，正如Bilski案之系爭申請案所請求保護之避險之模糊 未應用概念被

判定係專利不適格的，但545專利不純粹請求廣告可用作貨幣之古老想法，545專利

進一步揭露此想法之實際應用，使得545專利並不非常明顯抽象至使其不具專利標

的適格性，因而推翻地方法院認定系爭專利無效之判決  

CAFC更二審時，則認為545專利系爭請求 係指導實踐者去執行抽象概念，其

不具專利標的適格性  

CAFC引用Alice案，指出專利法第101條的分析是兩步驟，先從一件發明是否落

入四種範疇之一開始，然後再判斷是否落入三種適格標的的例外 本案是第二階段

                                                        
21

 Bilski v. Kappos, 130 S. Ct. at 32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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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落入抽象概念的問題，關於此點，系爭方法請求 是許多步驟的組合而引用一

種抽象的概念，並無特別具體或有形的形式 接收有著作權的媒體、選擇贊助商

提供該媒體與關注該贊住商的交換 顯示該贊助商 允許消費者連接媒體 接受付

款等，全部都是描述抽象概念，並沒有具體或有形的應用  

接下來，CAFC引用Alice案指出，須審視請求 的限制條件是否包含一個發明

概念以轉換這個抽象概念成為適格標的，這需要在請求 增加一些特徵使得該請求

並不是只有靠撰寫來獨占該抽象概念 這些外加特徵必須多於 習知的 重複

的 傳統的活動 well-understood, routine, conventional activity 關於此點，

CAFC認為545專利系爭請求 所述之十一個步驟，不論是單獨地或依序組合地來檢

視，皆無法使請求 之本質轉換成專利適格標的，且該等步驟之 序僅為 傳統的

步驟，以高階廣義性的敘述 而不足以提供 發明概念 ，並無對於抽象概念增加

任何實用的有意義的事物 還有，該系統是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限制公眾的連接

也 表只有無意義的解答活動，這也不足以使該抽象概念變成具有標的適格性  

本件Ultramercial v. Hulu (2014)案判決推翻CAFC之前兩度於Ultramercial v. Hulu 

(2011)案及Ultramercial v. Hulu (2013)案判決545專利系爭請求 具專利標的適格

性，足見最高法院之Alice案對於專利標的適格性之判斷產生重大影響，可確定其判

斷標準趨向嚴格  

五、小 結 

最高法院Alice案判決之後，判斷軟體發明是否符合標的適格性時，方法請求

是最基礎的請求 這一點已很穩固，系統請求 及媒體請求 如果是在描述同一個

軟體，只是寫成不同範疇，則在方法請求 被認定不具適格性而無效時也會 著無

效，前述CAFC四件案例均可佐證  

方法請求 系統請求 媒體請求 均符合美國專利法第101條的四種專利

適格標的範疇之一，方法請求 屬程序，系統請求 屬機器，媒體請求 屬製品

申請人若創出一些太過空泛的請求 ，例如設備描述檔請求 資料結構檔請求

等，很容易就被認定為非屬第101條規定之四種範疇之一，Digitech案即可佐證  

方法請求 既屬四種適格標的範疇，其可專利性問題落在下一階段是否屬抽象

概念的問題 關於此一問題，長期以來爭議最多的 中在 人為動作程式化 的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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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是否屬抽象概念，人為動作程式化可能是用在個人電腦的軟體，也可能是用在網

路的軟體  

人為動作程式化 用於通用型個人電腦，是將人為動作以程式完成，再放進

通用型電腦型個人電腦執行，很容易被認定屬抽象概念而不具專利標的適格性，

Planet Bingo案即為典型的案例 本案系爭請求 記載非常 細的步驟，其實並不是

太抽象，但仍被認定屬抽象概念，這種賓果遊戲其實不用電腦也可以玩，原本就是

一種人為動作可以玩的遊戲，有了電腦後將人為動作程式化，或許因演算功能強

大，可以處理較為大量或較為複雜的賓果遊戲，但仍不脫人為動作的程式化 以此

案例為基礎也可以推知，例如時下熱門的桌遊是指人們聚在一起而在桌上玩的遊

戲，將此遊戲程式化後就可以在電腦前玩，這種程式即使是新的也很容易就會被認

定為抽象概念而不具標的適格性  

這也顯示美國在判斷軟體專利的標的適格性時所用的 抽象概念 一語，要用

發明活動的抽象概念來理解，而與 抽象 的普通意義不太相同 Planet Bingo案系

爭請求 記載很 細的步驟，其實不是太抽象，但仍被認定屬抽象概念  

人為動作的程式化在通用網路中執行，同樣很容易被認定屬抽象概念而不具專

利標的適格性，buySAFE案及Ultramercial案均為典型案例 Alice案中判斷是否屬抽

象概念的方法有兩步驟，第二步驟是尋找發明概念，須考量請求 特徵單獨或組合

能否使其本質轉換成專利適格的運用 buySAFE案CAFC認為系爭方法請求 所涉

及之建立第三方保證交易之契約關係屬於廣為人知之概念，其附加使用電腦及網路

之一般性功能並無法使原本不具專利標的適格性之請求 轉換成具專利標的適格

性  

Ultramercial案也是一種在通用網路執行的程式，其方法請求 記載高達十一個

步驟，如此 細的步驟應該不會太抽象，這也是CAFC兩度審理都認為其具有標的

適格性的原因之一 但更二審時，CAFC遵 最高法院Alice案的原則，認為545專利

系爭請求 係指導實踐者去執行抽象概念，其不具專利標的適格性 CAFC還提到

系爭請求 所載的抽象概念 其實就是人為動作 不可被獨占，這種步驟只是傳統

的步驟並沒有發明概念  

從Alice案之後CAFC所作四件具 表性的案例可以瞭解，人為動作的程式化不

論是個人電腦型或網路型，寫成方法請求 ，即使記載 細，也很容易被認定為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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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概念而不具專利標的適格性 至於在請求 前言記載是在電腦執行或在網際網路

使用，也不會對該抽象概念帶進發明概念，這也說明倚賴前言連結到機器，企圖藉

由 機器與轉換測試法 的機器分支滿足標的適格性的方式會失敗 當方法請求

被認定為不具標的適格性之後，描述同一程式的系統請求 與媒體請求 也會一併

無效  

肆、美國與歐洲之調和 

一、歐洲專利公約與審查基準 

歐洲專利公約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EPC 中與專利標的適格性有關的

是在第52條及第53條，EPC第52條規定： 

(1)歐洲專利被授予在所有技術領域中具有新穎性 進步性及產業利用性之任

何發明  

(2)以下特別不被視為第1 所指之發明： 

(a)發現 科學原理及數學方法； 

(b)美學創作； 

(c)計畫 執行心智活動 玩遊戲或經商之規則與方法以及電腦程式； 

(d)資訊揭示  

(3)第2 排除所述之標的或活動之可專利性，當歐洲專利申請案或歐洲專利僅

與該標的或活動本身有關  

EPC第53條規定： 

歐洲專利不授予關於： 

(a)會違反 公共秩序 或道德之商業利用發明；此種利用不因只被若干或所有

締約國之法律或規定禁止而被視為是如此違反； 

(b)動 植物品種或者生產動 植物之主要生物學方法；此規定不適用於微生物

學方法或其產物； 

(c)用於治療人類或動物身體之外科手術或治療方法以及實行於人類或動物身體

之診斷方法；此規定不適用於使用任何這些方法之產品，尤其是物質或組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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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第52條係規定專利標的適格性，其中第2 羅列不予專利之發明種類，c款

更明定電腦程式屬不予專利之發明，但第3 指出僅電腦程式 本身 才不予專

利，電腦程式本身係指程式列，程式列已受著作權保護 電腦軟體發明欲獲得專利

保護，必須以新穎且非顯而易見之方式來解決技術問題22
 

在審查實務上，在EPC第52條之規定下，歐洲專利局原本對於軟體發明之標的

採嚴格態度，但自1998年的IBM案23與2000年PBS案24之後，軟體發明的標的適格性

已大為放寬，轉變成在進步性要件把關，2003年的RICOH案25以及2004年的Hitachi

案26，都是以歐洲專利審查基準的進步性判斷原則來判斷軟體發明的進步性要件

以上關於歐洲專利局對於軟體發明之可專利性的重要案例，過去已有文章 紹27
 

目前，只有電腦程式本身才會被排除於EPC第52條規定之適格標的，電腦軟體

於歐洲專利的審查關卡是在進步性要件 進步性之判斷係採用 問題解決法 -

Pproblem-and-Solution Approach, PSA 歐 洲 專 利 局 審 查 基 準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G部分第七章第5節 問題解決法 指

出，為了以客觀及可預測方式判斷進步性，應適用所謂 問題解決法 問題解決

法 有 三 個 主 要 階 段 ： 階 段 一 ， 確 定 最 接 近 之 先 前 技 術 closest prior art, 

CPA ；階段二，建立待解決 客觀技術問題 objective technical problem ；階

段三，考量所請求保護之發明對於該領域技術人員 skilled person 是否從該最接

近之先前技術與該客觀技術問題出發係顯而易見的  

歐洲專利局審查基準就三個主要階段有進一步說明，摘錄如下： 

階段一：確定最接近之先前技術 

最接近之先前技術係指單一參考文獻，其揭露構成最有希望的出發點之特徵之

                                                        
22

 Patents for software? European law and practice, EPO, available at http://www.epo.org/news-

issues/issues/software.html (last visited May 18, 2015). 
23

 T935/97及T1173/97  
24

 T931/95  
25

 T172/03  
26

 T258/03  
27

 袁建中，綜觀全球軟體專利 展十年回顧，智慧財產季刊，2009年1月，68期，54-62頁；劉

國讚 周汝文，論電腦軟體關聯 明之可專利性——以歐洲專利局審查實務為中心，智慧財

產權月刊，2008年4月，112期，5-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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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以發展成該發明 選擇最接近之先前技術時，需要考慮的是，其與所請求保護

之發明應有類 之目的或效果或者至少屬於相同的或密 相關的技術領域 實務

上，最接近之先前技術與所請求保護之發明有對應之類 用途，且最接近之先前技

術要求最低程度的結構及功能修改以完成所請求保護之發明  

階段二：建立待解決客觀技術問題 

要以客觀方式確立待解決 技術問題 ，須先研究該申請案或該專利 該最接

近之先前技術以及所請求保護之發明與該最接近之先前技術之間於結構或功能等特

徵方 之差異，此差異亦稱為所請求保護之發明之 別特徵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接著再識別該 別特徵產生之技術效果，然後建立技術問題  

被視為無法對發明之技術性 technical character 有任何 獻之特徵，無論是

單獨或組合其他特徵，皆與判斷進步性無關 此種情況可能會發生在若特徵僅有助

於解決非技術問題 non-technical problem ，例如：被排除可專利性之問題  

同時包括有技術特徵及非技術特徵之請求 係合法的，且非技術特徵甚至可以

形成所請求保護之標的之主要部分 進步性之判斷可僅基於必須於請求 明確界定

之技術特徵，至於非技術特徵，其不影響用於解決技術問題之請求 之技術標的，

亦即非技術特徵 本身 未提供技術 獻給先前技術並因此被忽視於進步性之判

斷  

階段三：考量所請求保護之發明對於該領域技術人員是否從該最接近之先前技

術與該客觀技術問題出發係顯而易見的 

判斷該最接近之先前技術整體 as a whole 是否有任何教示會 would 而非

僅可能 could 促使該領域技術人員於 對該客觀技術問題時去修改或調整該最接

近之先前技術從而得到一些落入請求 範圍內之特徵，並因此完成該發明 上述即

採用所謂 可能會法則 could-would approach  

二、以歐洲專利局審查基準判斷美國涉訟專利案 

由於歐洲專利局在標的適格性採較寬的原則，因此以上這些在美國涉訟的請求

到了歐洲專利局，應該都能通過標的適格性之審查，但能否通過進步性審查？ 

進步性要件是相對要件，必須與先前技術比對判斷，在沒有先前技術文件之

前，尚難論斷進步性要件 然而，歐洲專利局判斷進步性採用的問題與解決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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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建立待解決客觀技術問題，然後再從請求 中找到某個特徵是對應解決該技術

問題的，再進入階段三進一步判斷 亦即，請求 中如果沒有任何一個特徵是技術

的，根本無法在階段二建立一個待解決的客觀技術問題；易言之，請求 中至少要

有一個特徵是技術的，才有可能通過歐洲專利局進步性要件審查  

如果將以上在美國涉訟而被宣告無效的請求 ，逐一檢視其請求 本文所載的

所有特徵，則會發現所有請求 的所有特徵幾乎都不是技術的特徵 亦即，這些請

求 所有的特徵都不是技術的，到了歐洲專利局，這些請求 都無法在進步性審查

時建立階段二的客觀技術問題，不用作先前技術調查即可預期這些請求 應該皆無

法通過歐洲專利局進步性要件之審查  

亦即，這些涉訟請求 在歐洲應該也都是無效，只是其無效理由是不具進步

性，而美國則是以不具專利標的適格性認定其無效  

三、歐洲與美國之調和 

歐洲專利制度對於電腦軟體之專利標的適格性之審查較為寬鬆，於審查進步性

時才予以較嚴格的把關，而美國專利制度對於電腦軟體係於審查專利標的適格性時

便予以較嚴格的把關 從此點來看，兩者關 的要件不同，其差異 大  

然而，從是否可取得專利的觀點，不論是適格性被核駁，或是進步性被核駁，

其結果都是不予專利，差別只在後者會多拿到一份官方的先前技術調查報告  

美國重在用是否屬抽象概念來判斷是否具標的適格性，而歐洲專利局重在用問

題與解決法判斷是否有進步性，這兩個判斷原則本身並無法比較 然而，將美國這

些被判斷為屬抽象概念的涉訟請求 ，以歐洲專利局的進步性原則來判斷，其結果

也都是無效 從專利有效性的結果來看，兩者有高度的調和  

美國在Alice案之後採取較嚴的原則，人為動作的程式化寫成方法請求 很容易

被認定屬抽象概念，請求 前言連結到機器並無法解救該請求 這種方法請求

的步驟不論多麼 細，其實就是一些人為動作，人為動作當然沒有技術性，這些完

全沒有技術特徵的人為動作，在歐洲早就無法通過進步性審查 美國最高法院在

Alice案所建立的原則，背後隱含有歐洲審查觀念的色彩  

在 判 斷 原 則 的 可 預 期 性 上 ， 美 國 的 抽 象 概 念 判 斷 法 本 身 也 抽 象 ， 從

Ultramercial案CAFC的更審就可以瞭解，原本較為具體的機器與轉換測試法在A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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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後也逐漸不再使用；而歐洲專利局的判斷法只要判斷請求 是否至少有一個技

術特徵就可初步判斷是否可能通過進步性審查 歐洲專利局的進步性判斷原則顯然

比較具體，其可預期性顯然較高  

伍、結 論 

美國在最高法院Alice案之後，藉由通用電腦硬體執行的軟體，無法藉由寫成系

統請求 可讀取記錄媒體請求 等物之請求 來通過標的適格性審查 此種軟體

的發明實質上是一個新的程式，其申請專利寫在申請專利範圍最基本的請求 就是

方法請求 ，將這個程式寫成方法請求 系統請求 可讀取記錄媒體請求 ，

只是為了主張權利方便而撰寫成方法請求 與物之請求 ，不論那一種請求 ，其

實質的發明就是這個程式  

方法請求 是否屬抽象概念，這個 抽象 兩 與一般人的理解意義有出入，

從案例來看，單純人為動作程式化的軟體不論是在通用個人電腦或通用網路執行，

均很容易被認定為屬抽象概念而不具專利標的適格性，其與請求 記載的步驟夠不

夠 細具體的關係不大  

人為動作的電腦化在歐洲專利局也無法取得專利，因為再多的步驟也找不到一

個步驟是技術的，既然沒有技術解答當然也沒有技術課題，不必引用先前技術就可

以判斷其無法通過問題與解決法的進步性要件審查 因而，從可專利性的結果來

看，美國與歐洲可說是走向高度的調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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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法律人員培育現況及 

跨國執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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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專利法為一個獨特的法律領域，以我國的專利法為例，專利法規範發明專利

新型專利與設計專利三種類型，而發明專利與新型專利涉及自然法則的技術創作，

因此有必要由擁有技術專業與法律知識的專利師處理專利事務 專利保護為歐洲人

的產物，專利權為一種智慧財產權，隨著科技進步與迅速發展，專利保護也愈來愈

重要 自1977年歐洲專利公約生效以來，歐洲專利已經與美國專利 日本專利成為

全球三個重要的專利保護  

由於歐洲專利為歐洲國家藉由歐洲專利公約給予專利申請人一個簡化的申請程

序，得以一次申請指定受多國的專利保護 歐盟單一 場的形成，保障單一 場內

的商品自由流通 人員自由遷徙與勞務自由流通，而全體會員國均為歐洲專利公約

的締約國，在歐盟統合日益深化與廣化下，因而也使歐盟專利孕育而生 本文首先

界定 歐洲專利 與 歐盟專利 ，接著分別論述歐洲專利師的養成教育，並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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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專利師為例，希冀國內對於歐洲專利師養成教育的認識  

貳、歐洲專利與歐盟專利之差異 

歐洲專利 與 歐盟專利 為兩個不同的概念，首先有釐清之必要  

一、歐洲專利 

歐洲專利公約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為1973年由西歐國家合作保護智

慧財產權 簡化發明專利申請流程與統一專利核發標準，而共同簽署歐洲專利公

約1，並創立歐洲專利組 European Patent Organization ，也就是歐洲專利公約

為歐洲地 有關發明專利申請核發的一個跨國協定，專利申請人可以向位於德國慕

尼黑的歐洲專利局 European Patent Office 提出申請，並指定進入歐洲專利公約

締約國，使獲准的歐洲專利亦得於被指定的歐洲國家受到專利保護2 歐洲專利局為

歐洲專利公約的機關，並非歐盟的機關  

歐洲專利公約的創始會員國為比利時 德國 法國 盧森堡 荷蘭 瑞士與英

國 至2010年止，已有38個締約國 目前歐洲專利公約的締約國為比利時 德國

法國 盧森堡 荷蘭 瑞士 英國 瑞典 義大利 奧地利 列支敦斯 希臘

西班牙 丹麥 摩納哥 葡萄牙 愛 蘭 芬蘭 賽浦路斯 土耳其 保加利亞

愛沙尼亞 斯洛 克 捷克 斯洛維尼亞 匈牙利 羅馬尼亞 波蘭 冰島 立陶

宛 拉脫維亞 馬 他 克羅埃西亞 挪威 馬其頓 聖馬利諾 阿 巴尼亞 塞

維亞，共38個國家；延伸國為波士尼亞與黑塞哥維那 也就是歐洲專利公約的締

約國，除歐盟的會員國 比利時 德國 法國 盧森堡 荷蘭 義大利 英國 希

臘 奧地利 西班牙 丹麥 葡萄牙 愛 蘭 瑞典 芬蘭 賽浦路斯 保加利

亞 愛沙尼亞 斯洛 克 捷克 斯洛維尼亞 匈牙利 羅馬尼亞 波蘭 立陶

宛 拉脫維亞 馬 他 克羅埃西亞 外，尚有其他歐洲國家，歐洲專利公約為一

                                                        
1
 歐洲專利公約於1977年生效  

2
 Mario Calderini/Giuseppe Scella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s Strategic Assets: The Case of 

European Patent Opposition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Università Commerciale Luigi 

Bocconi, 2004,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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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獨立的多邊國際公約，完全與歐盟無關  

歐洲專利是歐洲地 專利保護的一個重要制度，主要的內容如下： 

1.申請人可以用任何語言提出申請，在申請階段無需花費昂貴的翻譯費，只需

在後續必要時，提出歐洲專利公約三種官方語言 德文 英文與法文 其中一種翻

譯本即可；在提出歐洲專利申請時，所有歐洲專利公約的締約國自動成為專利保護

的指定國  

2.簡化歐洲專利申請案正式申請日的取得要件，即已在他國申請專利，同案向

歐洲專利局提出申請時，不需備齊所有文件，但須在其後指定期限內補齊  

3.專利權利人可以在歐洲專利局統一的上訴程序中，得限縮專利範圍以維護專

利權，使其效力及於所有締約國  

4.未於期限內變更專利申請時，申請人可以在繳費後變更  

5.強化專利權利人的權利，在上訴委員會 Boards of Appeals 程序違法時，專

利權人可以向擴大上訴委員會 Enlarged Boards of Appeals 提起上訴  

6.歐洲專利公約規定優先權原則 Principle of Priority
3可適用於世界貿易組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的會員國  

歐洲專利局的總部位於德國慕尼黑，並設有分局於荷蘭海牙 德國柏林 奧地

利維也納與比利時 魯塞 4，受理專利申請案與獨立行使專利審查程序，於審查後

授予專利證書，但歐洲專利局並不負責維護專利權或專利權撤銷等事務，而是由指

定專利保護國負責，也就是歐洲專利局僅負責歐洲專利之申請  

歐洲專利局在財政上具有獨立性，其經費來源為專利申請費用與各締約國專利

局就專利權人所繳交的年費所撥付部分 歐洲專利局授予的歐洲專利直接在指定的

受保護國發生效力，效力等同於指定受保護國國內的專利，且指定受保護國不得對

歐洲專利局所授予的歐洲專利提出異議 歐洲專利局在接受專利申請後，可獨自進

                                                        
3
 優先權原則源於保護工業財產權的巴黎公約，依據巴黎公約第4條規定，凡 明專利或新型

專利申請人在巴黎公約的任何締約國提出第一次申請時，可主張以第一次申請日 filing 

date 作為申請案的申請日，享有12個月的優先權，並以該優先權日作為判斷後申請案件之

申請要件，即新穎性與進步性的判斷要點  
4
 Richard Hacon/Jochen Panenberg, Concise European Patent Law, The Haag: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7,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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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審查，只是歐洲專利與各締約國專利並行，專利申請人可以自行決定選擇向各締

約國或歐洲專利局提出申請，只是向歐洲專利局提出申請時，可以指定受多國的專

利保護  

依據歐洲專利公約取得的歐洲專利，並不取 所有締約國的國內專利權，而成

為唯一的歐洲專利，歐洲專利僅 予專利權人等同於各國專利局所授予的專利效

力，各締約國仍保有其國內專利的核發權，而依據歐洲專利公約第2條與第66條規

定，各締約國的專利法不得牴觸歐洲專利公約之規定 也就是歐洲專利公約提供一

個申請便捷的管道，歐洲專利局在審查專利申請後，指定受多國專利保護的效果，

歐洲專利局核准專利申請時，是獲得專利申請書所指定的受保護國國內的專利權，

而受該國國內專利法的保護，且救濟程序也是依據該國國內專利法的規定，也就是

除各國專利法有其他規定外，歐洲專利局所授予之歐洲專利效力與指定受保護國的

專利有相同的效力5
 

專利申請人可直接向歐洲專利局提出申請歐洲專利，也可以透過歐洲專利公約

締 約 國 的 專 利 局 提 出 申 請 歐 洲 專 利 或 藉 由 專 利 合 作 條 約 6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的國際申請途徑提出申請歐洲專利，而達到一次申請專利指定多國保護之

目的  

歐洲專利公約第134條第5 規定，締約國機關得基於維護公共安全與秩序的法

律規定，在具體的個案，吊銷專利 理人的資格 德國依據歐洲專利公約核發的歐

洲專利，係屬於締約國主管機關的權限，但異議程序 Einspruchsverfahren 異議

抗告程序 Einspruchsbeschwerdeverfahren 與限制程序 Beschränkungsverfahren

仍應向歐洲專利局提起  

歐洲專利申請流程，主要有下列三個階段： 

                                                        
5
 歐洲專利公約第2條第2項與第66條第1項規定  

6
 專利合作條約為巴黎公約下的一個專門條約，由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WIPO 主導，以國

際合作的方式，單一的簡化程序，避免重複的申請 檢索與公告 依據專利合作條約之規

定，在任何一個專利合作條約成員國提出的專利申請，可以視為在指定的其他成員國同時提

出申請 由於台灣並非巴黎公約和專利合作條約的成員國，因此台灣不能直接以專利合作條

約的途徑獲得專利，但可以向歐洲專利局提出申請，取得歐洲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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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形式審查 

歐洲專利公約第58條規定，任何自然人或法人團體均可向歐洲專利局提出歐洲

專利的申請；提出申請後，歐洲專利局進行形式文件是否齊備之審查，例如有無合

法專利 理人之 理 申請是否符合歐洲專利公約的形式要件 是否依法繳費 發

明人之說明書是否正確等 在進行形式審查時，歐洲專利局並會依據申請案之專利

申請範圍 說明書，與圖示進行檢索 檢索報告送交申請人後，若申請人認為無法

獲得專利，仍可撤回申請 歐洲專利公約第93條第1 規定，申請歐洲專利應於申

請日或優先權日起18個月內，公開說明書 專利申請範圍，必要時應公開圖示與摘

要等資料  

(二) 實質審查 

專利申請人在檢索報告公開後6個月內，必須提出審查申請 實質審查是就專

利的新穎性 實用性 進步性進行審查，若不符合專利要件，申請人又未於一定期

限內提出答辯理由書時，視為撤回申請，而無法獲得專利 若申請完全符合歐洲專

利公約的規定時，應審定核發歐洲專利，在核准後，專利權人再向各指定受保護的

締約國專利局繳交必要的規費後領取專利證書，與繳交後續的年費  

(三) 異議程序 

在核准專利9個月內，任何人皆可對已經核准的專利，以其違反歐洲專利公約

為由，提出異議 此一異議程序目的，在於使任何第三人能補充與糾正已經授予的

歐洲專利，可針對新穎性 進步性 可專利性的欠缺 細說明書不完備 專利資

訊公開程度等，提出異議7
 

二、歐盟專利 

創新發明在取得專利權後，具有獨占排他性，實際上卻具有反競爭的效果

anticompetitive effect
8，未經專利權人同意與授權前，他人不得任意使用該研發

                                                        
7
 Mario Calderini/Giuseppe Scellato (2004), op.cit., p.7.  

8
 競爭是社會和經濟 展的原動力，也是促使企業致力於改良產品 提高服務品質和改善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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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也就是專利權一方 阻擋競爭者進入 場；另一方 在無其他可 的供給

或需求出現前，專利權人在特定 場上很容易形成獨占壟斷的地位  

歐盟自創建以來，即致力於自由貿易，消除在會員國間的貿易障礙，促進 場

開放，以期創造一個自由與公平的競爭環境 自由貿易與專利權 在著緊張關係，

但彼此間卻是相互互補，以鼓勵創新 保護智慧財產權人 促進消費者福祉，最終

目的為維護競爭9
 

單一 場是促進歐盟成功經濟統合的一個重要動力，主要藉由廢除會員國間有

形 無形的貿易障礙，逐步的實現自由的單一 場 由於歐盟早在1993年已經完成

單一 場，為一個無內部邊界的 域，並保障商品自由流通 人員自由遷徙 勞務

自由流通與資金自由流通，2009年12月里斯本條約生效施行後，根本的修改歐盟的

組 架構，歐盟統合邁向新的里程碑，歐盟為國際法的主體，享有國際上的法律人

格10，得參與國際事務 尤其是在商品自由流通下，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成為一個愈

來愈重要的議題，但各會員國有不同的專利制度，例如不同的專利保護期限 德國

18年，法國20年，英國16年 ，而造成在單一 場內的不正競爭11；若一發明專利

並非在全體歐盟會員國內受到專利保護，僅在部分會員國生效時，將造成專利保護

與非專利保護 而 隔 場，有可能造成商品自由流通的障礙  

因此，建立一個單一的歐盟專利與設立一個新的專利法院有其必要性，也對單

一 場的創新發展非常重要 2000年時，執委會 經提出歐洲共同體專利規則

Regulation on the Community Patent 草案，希望將共同體專利以 域性專利的方

式納入歐洲專利公約體系，使歐洲專利公約可與歐洲聯盟專利進行合作，但因語言

問題未達成共識，而宣告失敗 2007年時，執委會再度提出加強歐洲專利制度合作

文件 Enhancing the Patent System in Europe ，再次強調歐盟專利制度的改革  

                                                                                                                                                        

效率重要的誘因 反競爭效果是指個別企業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干預 場的正常運作，以降低

競爭 常見的反競爭行為有操縱價格 分配 場 銷售和限額生產 聯合抵制 不公平或差

別待遇的標準 濫用 場的優勢地位  
9
 MICHAEL NOVAK, THE FIRE OF INVENTION, THE FUEL OF INTEREST – ON INTELLECTUAL PROPERT 

1207 (1996). 
10

 歐洲聯盟條約第1條第3項規定  
11

 李素華，區域性專利制度整合之國際趨勢——歐洲專利及共同體專利制度，智慧財產權管理

季刊，2001年12月，31期，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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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的歐盟專利制度 European Unitary Patent 可以減輕企業對於創新技術的

費用，同時可以使訴訟更簡易與可預測 換言之，歐盟專利是在歐洲單一 場內有

統一效力的歐洲專利，歐盟專利可以在歐盟的24個官方語言12節省相當可觀的翻譯

費用，雖然歐盟希望實現專利的單一 場，但仍有許多問題要解決  

2009年時，執委會提案應建立一個統一的專利訴訟制度13，以便結合歐洲專利

訴訟協定與歐盟專利法院的運作，也就是統一的專利訴訟制度是歐盟與歐洲專利公

約締約國間的協議 歐盟部長理事會一致決議將加強歐洲專利制度的合作，並提出

歐盟專利制度規則草案，主要內容為：(一) 更新歐盟專利申請的費用；(二) 加強在歐

盟專利制度下會員國間的合作關係；(三) 建立一套歐盟專利單一的專利訴訟制度14
 

2011年3月時，歐洲法院公 鑑定 Gutachten ，認為創設專利法院不符合歐

洲聯盟條約，有可能影響歐盟法的一致性與歐盟法的一致解釋，主要是專利法院有

可能解釋歐盟法，但歐洲法院卻無法監督審查其解釋，當時的理事會輪值主席國匈

牙利強調，歐洲法院的鑑定對於會員國間加強合作並無影響15
2011年11月11日，

會員國達成協議設立專利法院第一審與上訴審，而不屬於歐盟的法院 2012年6月

29日的歐盟高峰會議決議專利法院第一審位於巴黎；分院位於倫敦與慕尼黑；倫敦

分院負責審理藥品與生物科技；慕尼黑分院負責審理機械製造；上訴法院則位於盧

森堡16
 

歐盟專利法院第一審法院有權管轄專利無效訴訟與專利侵害訴訟 在核發專利

後9個月內，提起異議 Einspruch 時，仍應向歐洲專利局提起 歐盟單一專利訴

                                                        
12

 這24個官方語言為德文 法文 荷蘭文 義大利文 英文 丹麥文 愛爾蘭文 希臘文 西

班牙文 葡萄牙文 瑞典文 芬蘭文 波蘭文 捷克文 斯洛伐克文 匈牙利文 愛沙尼亞

文 立陶宛文 拉脫維亞文 斯洛維尼亞文 馬爾他文 保加利亞文 羅馬尼亞文與克羅埃

西亞文  
13

 Patents: Commission sets out next steps for creation of unified patent litigation system,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IP/09/460&type=HTML&aged=0&langu 

 age=EN&guiLanguage=fr (last visited July 24, 2015). 
14

 EU Council agrees on next steps regarding the Community patent (EU patent), available at 

http://www.epo.org/topics/news/2009/20091208.html (last visited Aug. 2, 2015). 
15

 Pressemitteilung vom 08.03.2011. 
16

 http://www.heise.de/newsticker/meldung/Bericht-EU-Patentgericht-kommt-nach-Paris-1627828. 

 html (last visited July 1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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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制度有下列的優點17： 

1.增加專利訴訟的法律確定性； 

2.降低訴訟成本； 

3.促進中小企業利用專利訴訟制度的機會； 

4.促進歐盟技術創新 提升競爭力與創造歐盟境內的就業機會  

2012年12月時，歐洲議會通過歐洲專利包裹協議 Agreement on the European 

Unitary Patent Package
18，通稱為歐盟專利包裹法案，特別是未來應設立一個專業

的專利法院，一方 可以節省企業同時在會員國進行專利訴訟的費用，但由於專利

法院需要法律專業與技術背景的法官以處理專利事務，再加上歐盟有24個官方語

言，對於核發歐盟專利的語言翻譯是一大挑戰 當然歐盟統一的專利制度亦希望有

一個統一的年費，以促進歐洲的創新與提高競爭力，同時加強各會員國專利局的夥

伴合作關係，以便利用快速的專利核發程序與能使創新的商品及服務儘快的進入

場  

單一專利包裹 European Unitary Patent Package 共包括三個法規，即單一專

利規則19 創設單一專利保護的翻譯語言規則20與單一專利法院協議 此三規則為

加強會員國間合作的工具，已經於2013年1月1日生效；單一專利法院協議為一個國

際協定，僅得由歐盟會員國加入該協定，性質上並非聯盟法，需經由會員國批准才

能生效，除西班牙與義大利外21，適用於所有的會員國 2015年5月5日歐洲聯盟法

院駁回西班牙對於單一專利包裹 European Unitary Patent Package 的上訴，這是

一個指標判決  

                                                        
17

 Patent litigation reform to cut costs for SMEs, available at http://www.eurativ.com/en/ innovation/ 

patent-litigation-reform-cut-costs-smes/article-180628 (last visited Aug. 4, 2015). 
18

 MEMO/12/970, available at http://ec.europa.eu/internal_market/indprop/patent/index_en.htm (last 

visited July 11, 2015). 
19

 2012年第1257號規則，OJ 2012 L 361/1  
20

 2012年第1260號規則，OJ 2012 L 361/89  
21

 2011年時，西班牙與義大利分別向歐洲法院訴請 C-274/11與C-295/11 審查歐盟專利決議

的合法性，但2013年4月16日時歐洲法院駁回西班牙與義大利的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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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洲專利與歐盟專利之關係 

歐洲專利包括適用於歐盟28個會員國的歐盟專利與其他10個歐洲國家，歐盟專

利係適用於歐盟的專一專利 但不包括西班牙與義大利 ，核發歐盟專利仍是歐洲

專利局的權限，但是依據歐洲專利公約申請專利，只是一次指定為歐盟專利，而同

時在歐盟28個會員國享有專利保護 也就是在向歐洲專利局申請專利時，可以使核

發程序 中化，而一次指定受保護 域為歐盟，而取得所謂的 歐盟專利 ，至於

非歐盟會員國 例如瑞士 土耳其 挪威等 ，仍須一一指定專利受保護 對於專

利申請人在取得歐盟專利後，即取得在全歐盟境內單一的專利保護效力  

1977年生效的歐洲專利公約，主要目的在於設立歐洲專利局，建立一個統一的

專利申請制度，申請人無須一一向欲受專利保護的國家提出專利申請，而是藉由一

次申請指定多個締約國的專利保護，且與各締約國國內的專利有相同的效力 由於

歐洲國家國土緊密相鄰，一企業同時在許多國家銷售其產品，但若企業的專利在不

同的歐盟會員國內受到侵害時，專利權人必須在各國分別提起專利侵權訴訟，增加

了企業的訴訟負擔與費用，例如專利設計說明書的翻譯費用，而各會員國對於同一

案件可能有不同的判決結果，將引發更多的爭議22，不同的語言與司法審判制度，

造成專利侵權訴訟變得十分複雜，特別是對於中小企業是相當不利的 因此，歐盟

開始重視這些問題，而大力推動歐盟專利制度，也就是在歐盟建立一套共同的專利

申請程序 檢索 審查程序與一套司法審查制度，以便在歐盟會員國的專利侵權訴

訟可以由歐盟的專利法院審理，而在全歐盟發生法律效力與避免牴觸歐盟單一 場

的概念23
 

總而言之，1977年生效的歐洲專利公約雖然提供歐洲地 一套有效的專利審查

與專利授權制度，但僅是使發明人透過單一的歐洲專利局，利用單一程序申請專利

保護，但若一專利在不同的歐洲專利公約締約國受到侵害時，專利權人卻必須在各

締約國分別提起專利侵權訴訟，針對同一案件，卻可能因為不同的司法審判制度

                                                        
22

 劉國讚，歐洲專利及歐洲專利司法制度之調和化進展之研究，智慧財產權月刊，2007年11

月，107期，62-73頁  
23

 DSS case shows why EU leaders want one patent jurisdiction, but will patent owners?, available at 

http://www.iam-magazine.com/blog/Detail.aspx?g=434e54fa-6605-4c3e-b01c-f19519c0e312 (last 

visited Aug. 2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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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類型 風俗文化 生活習 等因素，而有不同的判決結果，卻是造成法律不確

定性的風險 歐洲專利公約並非歐盟的法律規定，真正專利權的保護仍須回歸受侵

害國家的法律救濟程序，無形間也使得歐盟單一 場的商品自由流通原則 臨嚴重

的挑戰，因此歐盟專利成為歐盟亟待規範的議題  

參、歐洲專利師養成教育 

歐洲專利法為一個特別的司法領域，但歐洲專利師的養成教育有別於傳統的法

學教育，要成為歐洲專利師首先必須完成大學教育，然後才繼續進修學習成為專利

師，而在大學必須是自然科學或工科學系畢業，特別是物理系 化學系或其他工科

學系畢業 專利師除了擁有個別法律領域 例如民法 刑法 民事訴訟法 刑事訴

訟法 的知識外，還必須熟悉法律依據與法律適用 在報名應考前，必須先在產業

界或專利事務所工作過，有處理專利事務的實際經驗，例如費用繳交 期限遵守

權利救濟等  

一、歐洲專利師資格考試24 

專利師 Patentanwalt 是一個同時具有技術專業與法律專業的職業 因此，歐

洲專利師的資格考試有一套相當嚴格的制度 歐洲專利師資格考試主要目的為確認

應考者擁有向歐洲專利局 理專利事務充分的專業知識 歐洲專利師資格的考試科

目為歐洲專利法 在專利領域國際合作的條約 巴黎公約 歐洲專利局抗告庭的裁

決 締約國關於歐洲專利申請與適用的法規 這些法規內容是以考試日期前一年12

月31日有效的法規為準 考試科目係以歐洲專利局的三種官方語言德文 英文與法

文進行，應考人亦得以歐洲專利公約締約國的其他官方語言作答 歐洲專利師資格

考試共有五個考試科目，必須全部及格，才能取得歐洲專利師資格 原則上這類考

試的應考者應完成自然科學或工程科系的大學文憑或有同等學歷，同時必須有3年

的歐洲專利實際工作經驗，最後通過歐洲專利師資格考試，這些科目僅為三個官方

語言，即德文 英文與法文 若應考者的母語非為這三個官方語言時，得選擇以其

                                                        
24

 https://www.epo.org/learning-events/eqe/about_de.html (last visited June 2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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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應考作答  

二、歐洲專利代理人的執業要件 

歐洲專利 理人 Europäischer Patentvertreter 為得 理當事人在歐洲專利局

進行專利程序者，即在歐洲專利局可以合法進行相關程序的 理人 歐洲專利 理

人為自由業者或受僱於產業專利部門的專業人員 自由業的專利 理人可以設立自

的專利事務所  

首先，專利 理人的工作為向專利局提出專利申請與在專利訴訟中 理其當事

人 作為獨立的顧問，專利 理人應維護其當事人的利益 專利 理人應以請求

權 描述與圖示製作及完成申請專利的說明書 Patentschrift ，並應就申請專利確

認技術狀況 Stand der Technik ，以及在整個專利申請程序中提供其當事人廣泛的

建議 此外，專利 理人必須注意遵守重要的期限規定 繳交費用，與當事人和外

國專利師的聯絡 在取得專利後，專利師亦得為其當事人工作，例如參與締結授權

契約 Lizenzvertrag 對於專利侵權的追訴等  

在歐洲專利局擔任專利 理人的要件為必須在歐洲專利局的表列 記，也就是

必須符合歐洲專利 理人的資格要件才能 記表列，即 

(一)必須為歐洲專利公約締約國的國民； 

(二)在一締約國內有事務所或工作地； 

(三)原則上通過歐洲專利師的資格考試  

三、專業的外語能力 

另外 現 的資訊技術對於專利師非常重要，特別是蒐 與處理資料，電子郵

件的運用也非常重要 通曉英語也成為專利師養成教育的核心，專業的語言課程亦

屬於歐洲專利師養成教育的一環，尤其是專業用語，歐洲專利公約共有三種官方語

言版本，即德語 英語與法語，同一概念含有三種語言的表達方式，原則上歐洲專

利局抗告庭的裁決亦以三種官方語言作成，而公告在其官方公報 因此熟悉專業用

語與擁有良好的語言能力，對於專業師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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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歐盟專利師的養成教育：以德國為例 

一、單一市場內統一的執業資格 

歐盟單一 場保障人員自由遷徙，自由遷徙涵蓋聯盟人民的就業權與職業權，

因此歐盟亦 極協調會員國的職業法規，特別是公 指 ，以致力於相互承認文

憑 考試及格證書與其他資格證明25
1988年12月時，歐盟公 第48號關於大學文

憑承認一般規則指 26，即所謂的大學文憑相互承認指 ，對於至少有3年職業培訓

畢業取得的文憑，即應承認在全體會員國內有相同的效力 此一指 適用於全體會

員國的國民欲在其他會員國從事以擁有大學文憑為資格的獨立自主的職業或受僱於

他人的職業27
 

除已經有特別規定外，1988年第48號指 係針對所有職業關於大學文憑相互承

認的一般規定，即一個大學文憑在一會員國至少必須有3年的職業教育結業，其他

會員國即應相互承認此一文憑28 若該職業在其本國不屬於應具備資格的職業時，

當事人必須持有已經執業2年的官方修業證明與準備從事此一職業至少3年的學業結

業證明29
 

整體而言，1988年第48號大學文憑相互承認指 係在歐洲單一 場內針對所有

應具備執業資格的職業，建立一般職業變動的基礎，而不問聯盟人民在哪一個會員

國取得執業資格 也就是全體會員國對於培訓修業與執業資格廣泛的達成一致的見

解，並在相互信賴的基礎上，考量培訓修業與執業資格的水準和監督30
 

二、德國專利師養成教育與執業資格 

德國轉換此一指 ，而在1990年6月6日通過核准專利師資格考試法31
Gesetz 

                                                        
25

 Michael Schweitzer/Waldemar Hummer, Europarecht, 4. Aufl., 1993, S. 293. 
26

 OJ 1988 L 19/16. 
27

 1988年第48號指 第1條與第2條規定  
28

 1988年第48號指 第3條第a款規定  
29

 1988年第48號指 第3條第b款規定  
30

 Gert. Nicolaysen, Europarecht II – Das Wirtschaftsrecht im Binnenmarkt, 1. Aufl., 1996, S. 153. 
31

 BGBl. 1990 I, S.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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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ber die Eignungsprüfung für die Zulassung zur Patentanwaltschaft ，並在2013年10月

10日修訂第5條規定32 依據第2條規定，此一資格考試為國家考試，即來自歐盟其

他會員國 歐洲經濟 協定締約國及瑞士具備專利師職業資格者，應向德國專利暨

商標局的專利師考試委員會提出資格考試的申請，通過考試後，才得在德國從事專

利 師 的 職業 德 國 在2009年8月 通 過 專 利 師職 業 法 程 序現 化 法 33
Gesetz zur 

Modernisierung von Verfahren im patentanwaltlichen Berufsrecht ，自2009年9月1日

起，由專利師公會 Patentanwaltskammer 負責專利師與專利師事務所的事務  

專利師主要是在智慧財產權領域，例如專利 新型 Gebrauchsmuster 設

計 商 標 受 僱 人 的 職 務 發 明 權 半 導 體 保 護 權 新 品 種 保 護 權

Sortenschutzrecht 與授權契約提供當事人建議與 理當事人進行訴訟，特別是在

德 國 專 利 暨 商 標 局 Deutsches Patent- und Markenamt ， 及 聯 邦 專 利 法 院 34

Bundespatentgericht 理當事人進行訴訟 專利師得為其當事人向普通法院針對

特定事務申請發表意見35，通常在普通法院應由律師與專利師共同出庭，主要是律

師通常欠缺技術的專業知識 在歐洲 級，必須在歐洲專利局 錄的專利 理人，

通常這些歐洲專利 理人同時也是歐洲專利公約締約國的專利師  

1933年時，專利師公會成立，為專利師的自治機關，在德國，專利師是一個典

型的公會職業，也就是專利師公會對於專利師的養成教育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

色 1966年時，德國公 專利師法 Patentanwaltsordnung 規範專利師的權利義務

與資格要件，以保障專利師作為獨立的司法機關36 德國專利師養成教育規定於專

利師法及專利師培訓暨考試法 Patentanwaltsausbildung- und prüfungsordnung 專

                                                        
32

 BGBl. 2013 I, S. 3799. 
33

 BGBl. 2009 I, S. 2827. 
34

 德國聯邦專利法院成立於1961年7月1日，隸屬於聯邦司法部，為一個專責處理專利暨商標案

件的專利法院，位於慕尼黑，至2014年12月31日止，共有112位法官，其中65位法官具有技

術與自然科學專業背景，47位為法律專業的法官 聯邦專利法院為宣告專利無效的第一審法

院，審理不服德國專利暨商標局決議與聯邦品種局 Bundessortenamt 異議委員會決議抗告

的第二審法院，至於侵害營業保護權的訴訟，則是由民事法庭審理  
35

 德國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項與專利法第4條第3項規定  
36

 Geschichte der Patentanwälte auf den Seiten der Patentanwaltskammer, available at 

http://www.patentanwalt. de/downloads/pa/PAK_G.pdf (last visited July 2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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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師養成教育的要件，首先必須完成自然學科 例如化學系 物理系 生物系 或

工科 例如電機系 機械系 建築系 材料工程系等 的大學畢業，而在開始專利

師培訓前，必須舉證有1年的技術職業工作經驗 也就是在德國，專利師必須先完

成自然科學或工科學系的大學畢業，然後在接受額外的法學教育，通過專利師的國

家考試取得專利師的資格，才得在德國專利暨商標局，及聯邦專利法院與在聯邦最

高 法 院 Bundesgerichtshof 就 營 業 權 利 保 護 案 件 的 專 利 無 效 上 訴

Patentnichtigkeitsberufungsverfahren 理第三人37
 

在德國有兩種方式可以成為專利師，即長期的專利師培訓與短期的專利師培

訓 長期的專利師培訓又分為： 

(一)專利師法第158條規定：通過得在歐洲專利局 錄為 理人的資格考試，應

有8年的專利師培訓教育；或 

(二)應有10年的專利師培訓教育  

短期的專利師培訓教育為期34個月，應在一位專利師或在產業界擔任專利實習

生 Patentassessor 進行26個月的學習，並在地方法院 Landgericht 為期2個月的

實習，在實習期間必須參與專利師公會每個月的專題課程與作報告，而這些專利師

應考者必須完成位於Hagen函授大學 Fern Universität 一般法律課程2年的函授學

習或通過第一次法律的國家考試，以期舉證擁有必要的法律知識；在 行此一要件

後，應完成在位於慕尼黑的德國專利暨商標局與聯邦專利法院8個月的培訓，培訓

結束後必須通過筆試與口試，以取得專利實習生 Patentassessor 的頭銜，專利實

習生是申請 錄於專利師名單的要件 也就是專利實習生必須 錄於德國專利暨商

標局的專利師名單，並完成宣誓與設立事務所後，才得以自由業的專利師身分執

業，並得以加入一個既 事務所 行設立事務所的要件  

依據德國專利師法第8條 專利師培訓暨考試法第34條與第36條規定，德國專

利師一般的考試包含兩個筆試與口試，考試的內容為專利法 新型專利法 受僱人

職務發明法 商標法 設計專利法 品種保護法 民法 商法 公司法 競爭法／ 

卡特 法 法院的訴訟法 歐盟法 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國際協議 外國的專利法

新型專利法與商標法，以及專利師法與專利師的職業規範  

                                                        
37

 德國專利法第113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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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來自其他歐盟會員國專利師的資格考試，則是依據核准專利師資格考試法

Gesetz über die Eignungsprüfung für die Zulassung zur Patentanwaltschaft 通過兩個

筆試與口試後，才得在德國 錄專利師，考試內容分為必考科目與選考科目，必考

科目有德國專利法 商標法 新型專利法 設計專利法，並包含相關的程序法 民

法 商法 民事訴訟法 專利師的職業規範，選考科目為競爭法／卡特 法或受僱

人職務發明法38 這些考試都是以德文進行，必須至少有一科筆試及格，才得參加

口試  

若未通過此一考試，可以重考39，並不像德國一般的考試，應考人只有兩次機

會 申請資格考試者，應繳交250歐元的考試費用40 依據核准專利師資格考試法第

11條規定，為決定核准專利師而需要出示母國或來源國的下列證明時，並得出示

1988年第48號指 第6條規定的應考人行為可信賴與健 證明： 

1.無重大職業不當 犯罪行為或其他對申請專利師資格重大疑義的證明或證

書； 

2.申請人無破產情形的證明或證書； 

3.身體或精神健 的證明； 

4.無犯罪證明，即所謂的良民證  

在歐洲單一 場內保障人員自由遷徙與勞務自由流通，因此 錄德國專利師

後 ， 並 得 向 位 於 西 班 牙 Alicante 單 一 場 調 和 局 Harmonisierungsamt für den 

Binnenmarkt 與 位 於 日 內 瓦 的 世 界 智 慧 財 產 局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錄為專利 理人 取得德國專利師者並無權在歐洲專利局進

行專利 理的業務，由於歐洲專利局並非歐盟的機關，在歐洲專利局執業的歐洲專

利 理人必須符合歐洲專利公約的要件，歐洲專利局有自 的培訓與執業資格規

定，通常德國專利師亦同時會取得歐洲專利師的資格  

                                                        
38

 核准專利師資格考試法第5條與第6條  
39

 核准專利師資格考試法第8條  
40

 核准專利師資格考試法第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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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 語 

專利法為一個獨特的法律領域，發明專利與新型專利涉及自然法則的技術創

作，因此有必要由擁有技術專業與法律知識的專利師處理專利事務 隨著科技進步

與迅速發展，專利保護也愈來愈重要，專利侵權訴訟已經是一個重要的訴訟類型，

而專利侵權訴訟往往也是高科技產業的國際訴訟 也由於專利事件不僅僅只是法律

爭訟，而同時涉及技術 的新穎性 實用性與進步性的判斷，因此德國與歐洲專

利師的養成教育一直要求必須先完成自然科學的大學學歷，然後再接受一般的法學

教育  

在歐盟單一 場的架構下，要真正實現人員自由遷徙，就必須有一個適用於全

體會員國的培訓年限與執業資格，因此早在1980年 期，歐盟即公 大學文憑相

互承認指 ，德國轉換指 公 核准專利師資格考試法，因而促成各行各業在歐盟

境內統一的執業資格，專利師資格即為一個明顯的例子  

雖然 歐盟專利 尚未完全成型，但自1977年以來 歐洲專利 已經是歐洲國

家的結合專利，可同時受指定的多國專利保護，是一個重要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制

度，歐洲專利局與德國專利暨商標局均位於德國南部的慕尼黑，歐洲專利師與德國

專利師有類 的養成教育，都是必須先有自然科學的大學文憑，接著再接受一般的

法學教育培訓，因而可以游刃有餘的跨國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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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民專訴字第2號民事判決 

裁判要旨 

 

 

專利法  

裁判日期 104年7月6日 

裁判要旨  

本件原告陳○○為本案系爭散熱器相關設備之39 專利 下稱系爭授權專利

之專利權人 原告富○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富○公司 為原告陳○○之專

利被授權人之一，並由原告陳○○持續研發散熱器相關專利 被告公司 原告等三

方於99年3月22日簽署系爭授權合約，約定由原告陳○○ 富○公司共同協助移轉

系爭專利之相關技術，提供移轉系爭專利所需文件；被告公司則需依據合約約定，

定期提供使用系爭專利產品之銷售報表及財務報表，並分別給付技術移轉費及專利

權利金予原告陳○○ 富○公司 惟被告自101年5月起即違約未給付權利金，且於

101年6月間發函主張原告違反授權契約及有第三人利用系爭專利等事由，進而拒絕

提交銷售報表並 行給付權利金等義務 原告遂起訴主張：原告已於102年10月31

日終止三方之專利授權契約，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之權利金至少為美金655,567.48

元，故原告陳○○得請求給付半數權利金即美金327,783.74元 原告富○公司另加

計5%營業稅，得求給付數額共美金344,172.93元 本件被告後又反訴主張：反訴被

告 即原告 違約將合約之標的收權予第三人，故反訴被告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26

條第2 之規定負賠償損害之責，另應刊 道歉啟事及賠償商譽損失及支付 墊律

師費用  

本案法院得心證理由： 

一 原告並無違約授權他人系爭授權專利之違約情事，被告暫停交付報表及行使同

時 行抗辯權並無理由 

依系爭契約授權，被告有繼續給付原告權利金之義務，被告須提出具體證據，

以證明影響其商業利益，而原告不處理，始能停止支付權利金 雖被告主張原告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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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系爭授權合約第9條將系爭授權專利予第三人，惟並未提出具體證明，無

法證明原告陳○○有授權他人之違約情事，被告謂其違約自非有據 又，原告陳○

○既未有違約授權第三人之行為，則無可歸責於其事由之 在，被告暫停交付報表

及行使同時 行抗辯權並無理由 故於本訴部分，法院判決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富

○公司美金78,792元及利息 原告陳○○美金75,040元及利息  

二 原告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54條至第256條 再準用民法第258條，終止系爭授權

契約 

系爭授權合約關於合約終止事由，並無原告得因被告未支付權利金而得終止契

約之明文 惟按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 第1904號判決意旨：繼續性供給契約倘於中

途發生當事人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時，民法雖無明文得為終止契約之規定，但為使

過去之給付保持效力，避免法律關係趨於複雜，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54條至第256條

之規定，許其終止將來之契約關係，依同法第263條準用第258條規定，向他方當事

人以意思表示為之 又本案合於民法第254條 第263條準用第258條之規定，原告

已終止兩造之系爭授權合約合法，依系爭授權合約第14條第4 約定，被告即須放

棄所有合約標的授權及製造權  

三 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給付損害賠償及律師費無理由 

若侵權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僅止於 條件關係 或 事實上因果關係 ，

而不具 相當性 者，仍難謂該行為有 責任成立之相當因果關係 ，故反訴原告

即被告 所稱之營業額減少，均歸因於反訴被告 即原告 ，與條件關係不符，

反訴原告主張之損失與反訴被告無關，請求賠償無理由 又反訴被告為保障所擁有

之專利權權利致函予被授權使用系爭授權專利之相關廠商，不符公平交易法第19條

之不公平競爭行為，而本案反訴原告與訴外人訴訟之律師費是否為可歸責於反訴被

告之原因並不明確，且反訴原告支付之律師費與該起訴狀內容是否相關，亦不明

確，故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賠償所支付律師費用亦非有據  

最終本案法院判決：本訴部分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富○公司美金78,792元及利

息 原告陳○○美金75,040元及利息，反訴部分反訴及假執行均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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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民專訴字第71號民事判決  

 

 

專利法  

裁判日期 104年6月3日 

裁判要旨  

原告經營雷射雕刻印刷用橡膠版材 橡膠滾筒 雷射滾筒等之製造加工買賣及

前開各 進出口貿易業務，原告自97年起僱用被告為原告內部 未經 載之總經

理，綜理原告之內部產品研發 生產以及業務推廣等工作 原告起訴主張中華民國

新型專利第M378835號 具高含墨量及高轉印率之轉印輪具 專利 下稱系爭專

利 系爭專利為被告於任職原告期間內，利用原告之核心研發資料 設備及資源，

於職務上藉承辦專利申請作業之便，擅自以創作人及申請人之身分申請該專利 惟

該專利原應屬於原告公司所有之創作，且證人劉○○為系爭專利之主要創作人，係

為 職務上發明 ，此外，系爭專利之申請 維權費用均由原告支付，故依專利法

第7條第1 規定，系爭專利之申請權 專利權應屬原告所有，原告公司亦無默示約

定以被告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之情形 故原告請求確認系爭專利申請權與專利權

為原告所有，並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專利專利權  

本案法院得心證理由： 

一 原告提供之資料與系爭專利技術內容間 在可 稽之相關性證據，且技術內容

近  

被告專利技術內容與申請前技術資訊經整體技術特徵比對，若在構造 效果

目的及技術內容，整體觀之可認屬於同一創作，即難認申請專利之人為創作人 比

較結果為兩者技術內容應認定相近 ，具有相關連性之技術內容 故難認申請專利

之被告為系爭專利之創作人  

二 本件無專利法第7條 職務發明 規定之適用 

本件系爭專利係於99年4月1日核准公告，應適用專利法93年7月1日施行之專利

法規定，本件雙方所爭執之關職務發明部分，依修正前專利法規定 依法律文義及

實務見解，專利法之受 人應指僱傭關係下之受 人而言，所謂 受 人於職務上

之發明 ，係指受 人與 用人間基於僱傭契約權利與義務之約定，從事參與或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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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用人產品開發 生產而言 被告任職董事與總經理，非屬於僱傭關係，縱如原

告主張是僱傭關係，然因兩造間約定之勞務內容，非約定被告從事於參與完成系爭

專利之工作，被告亦非為原告公司專門從事研究發展人員，故申請系爭專利，並非

行其工作契約上義務，自非所謂職務上之發明，與專利法第7條第2 規定意旨不

符  

三 被告並非系爭專利之創作人 

被告就系爭專利之發想與創作過程並未提出證據證明，被告申請系爭之專利技

術內容源自原告，而原告提出之資料在構造 效果 目的及技術內容與系爭專利之

技術內容比較，整體觀之可認為同一創作，是難認被告為系爭專利之創作人  

四 原告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移轉系爭專利權 記 

參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 第930號判決參照，專利權為無體財產權，如受益人

無法律上原因，即擅將他人可申請專利權之創作，以自 名義申請並取得專利權，

據為 有，致他受有本應屬於其所有之財產權之損失，受益人即成立不當得利，他

人得本諸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受益人返還該財產權 本件無從瞭解被

告取得系爭專利之正當權源，原告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移轉系爭專利權

記  

本案最終判決結果：確認系爭專利申請權 專利權均為原告所有 被告應移轉

系爭專利之專利權 記予原告  

 

相關法條：修正前專利法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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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民商訴字第43號判決  

 

 

商標法  

裁判日期 104年8月12日 

裁判要旨  

原告日商山○公司 下稱日商公司 為國內及國際間著名企業，專門從事機車

之研發 製造及銷售業務，並使用 山葉 YAMAHA 及 音叉圖 為其商

標，分別取得中華民國註冊第00973929 00130252 00025197號等 山葉 商標

下 稱 系 爭 山 葉 商 標 註 冊 第 00973928 00130279 00020538 00041725

00012212號等 YAMAHA 商 標 ， 以 及 註 冊 第 01106362 00841834號 等 音 叉

圖 商標 以下合稱系爭商標 之商標權，指定使用於汽機車及其零組件上，為台

灣機車業界及一般消費者間無人不知之著名商標 被告於99年1月1日加入成為原告

台灣山○公司 下稱台灣公司 之通路商，嗣於101年6月1日解約退出山葉通路體

系，自退出通路體系時起，被告即無權再對外使用原告之系爭商標及企業標識從事

機車及零組件販售 維修等營業活動 詎料，被告未經原告授權或同意，擅自將原

告日商公司所擁有之著名商標 山葉 文 以及原告台灣公司為消費大眾所普遍認

知之 山葉 公司名稱，註冊 記為其 山葉發動機企業社 商號名稱之一部分，

並同樣從事機車販售 維修等營業活動，此已造成消費者誤認該商號為原告所屬之

YAMAHA公司體系或與原告間有資本或技術合作等關係，而就與該商號間之消費

糾紛逕向原告台灣公司提出客訴要求解決，實際上已造成消費者混淆誤認 原告遂

起訴請求被告不得使用相同或近 於 山葉 之文 作為其商號名稱之特取部分，

並應向基隆 政府辦理商號名稱變更 記；不得將如附表所示之商標使用於與原告

日商公司相同或類 之服務 名片 看板 網頁 廣告 招牌或其他任何表徵之行

為上，並請求損害賠償  

本案法院得心證理由： 

一 被告與原告台灣公司間之系爭合約已終止，故被告於合約終止後不得再以系爭

山葉商標作為系爭商號之特取部分 

系爭山葉商標係分別註冊 均指定使用於汽機車及其零組件等商品，迄 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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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期間內，且已為著名商標，而 山葉 亦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公

司名稱 被告與原告台灣山葉公司間之系爭合約已終止，被告於上開合約終止後，

即不得再以系爭山葉商標作為系爭商號之特取部分，惟被告迄 並未變更系爭商號

之 記，且系爭商號迄 亦未經基隆 政府撤銷 記  

二 系爭商標為著名商標，被告已構成視為侵害商標權及違反公平法 

系爭山葉商標為著名商標，且 山葉 亦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公

司名稱或表徵，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即以之為系爭商號之特取部分，且同樣從事機車

暨零組件販售 維修等營業活動，確實已造成消費者誤認系爭商號為原告所屬之

YAMAHA公司體系或與原告間有資本或技術合作等關係 故無論係依修正前商標

法第62條第2款或現行商標法第70條第2款 就原告日商公司而言 ，及依修正前公

平法第20條第1 第2款或現行公平法第22條第1 第2款 就原告台灣公司而言 之

規定，被告均已構成視為侵害商標權及違反公平法之情事，且該侵害狀態現尚

在，依現行商標法第69條第1 及公平法第29條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不得使用相

同或近 於 山葉 之文 作為其商號名稱之特取部分，並應向基隆 政府辦理商

號名稱變更 記，即屬有據  

本案最終判決結果：被告不得使用相同或近 於 山葉 之文 作為其商號名

稱之特取部分，並應向基隆 政府辦理商號名稱變更 記；被告不得將如附表所示

之商標使用於與原告日商公司相同或類 之服務 名片 看板 網頁 廣告 招牌

或其他任何表徵之行為上；被告應給付原告各新臺幣15萬元及利息  

 

相關法條：修正前商標法第61條第1項前段 現行商標法第69條第1項 第3項及

修正前公平法第31條 現行公平法第2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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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委員會 

 

日  期 內  容 

6月18日 
上午九時智慧財產培訓學院 TIPA 假銘傳大學，舉辦 智慧財產培

訓學院審題會議意見 ，蔣大中理事長應邀 表本會出席  

6月24日 中午十二時十五分於公會會議室召開在職進修委員會2015年度第二次會議

6月26日 

上午九時二十分原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舉辦 IPO擴大讀書會 第四場

次併入智慧財產法院演講辦理，講題為： 專利案件審理之通常知識者

技術水準界定與進步性判斷 ，由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李素華副教授擔任

主講人，本會由洪武雄常務理事 廖鉦達常務理事 祁明輝理事 鍾文岳

理事 宿希成常務監事 廖文慈監事 程凱芸主委 林哲誠副主委

盧建川委員 張哲倫副秘書長等10名報名參加  

7月13日 

本會依據第二 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臨時動議決議，發函感謝李貴敏

立法委員於立法院內大力推動 專利師法 部分條文修正案，以 利於

本會期完成修法  

7月13日 

本會依據第二 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臨時動議決議，發函建請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於電子公文送達的專利審查意見通知函中一併檢附引證前

案的電子檔案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已於104.7.28函 說明  

7月13日 

依據第二 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臨時動議決議，將本會於104.6.15

致函考選部表達對於專利師考試改革之本會具體建議檢送亞洲專利 理

人協會台灣總會參考，期待共同為推動專利師考試改革事宜表達專利

理業界之心聲 亞洲專利 理人協會台灣總會已於104.8.24函 說明  

會務動態與紀要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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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7月15日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電子報創刊號發行  

7月17日 

下午二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舉辦 IPO擴大讀書會 第五場次，講題

為： 申請專利範圍解釋於德國法庭之理論與實務 ，由德國KUHNEN 

& WACKER事務所Detlef von Ahsen先生擔任主講人，本會由洪武雄常

務理事 廖和信理事 閻啟泰理事 盧建川委員 謝祖松委員 林景郁

秘書長 張哲倫副秘書長 涂綺玲副秘書長 蔡亦強專利師 蘇建太專

利師 林佳芳專利師 翁雅欣專利師 吳珮雯專利師 陳政大專利師

李珩專利師 羅文妙專利師等16名報名參加  

7月20日 
上午十時司法院假智慧財產法院舉辦 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事件電子訴訟

線上起訴 系統啟動儀式 ，蔣大中理事長應邀 表本會出席  

7月23日 

下午四時於公會辦公室接待河北省知識產權局參訪團，本會由蔣大中

理事長 兩岸事務委員會林發立主委 林景郁秘書長暨兩岸事務委員會

副主委 陳莞青委員 表出席  

7月24日 專利師季刊第二十二期出刊  

7月29日 
本會依會計師建議申請營業設立 記，經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大安分局核

定後於104.8.5 函准予辦理  

7月31日 

下午二時於研訓中心1108會議室接待日本知的財產協會 JIPA 參訪

團，並就台灣智財相關議題與本會交換意見，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

林宗宏理事暨發明實務委員會委員 宿希成常務監事暨設計專利實務委

員會主委 何秋遠監事暨商標實務委員會委員 商標實務委員會賴安國

委員 表出席  

8月11日 中午十二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編輯委員會第二 第十一次會議  

8月12日 

下午六時三十分於工總九樓第一會議室，舉辦在職進修系列講座第二場

次，講題為： 近年來專利實務案例檢討 ，由智慧財產法院陳忠行庭

長擔任主講人  

8月15日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電子報第002期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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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8月21日 

上午九時二十分智慧財產法院舉辦 專利法制爭議問題及攀附他人商譽

及高度抄襲等不正競爭行為規範 研討會，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王美花

局長擔任主講人，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 吳冠賜副理事長 洪武雄常務

理事 秦建譜監事 周良吉監事 張哲倫副秘書長等報名參加  

8月26日 

下午二時三十分考選部召開 研商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專

利師考試制度相關事宜 第二次會議，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與涂綺玲副

秘書長 表出席  

8月27日 

上午九時三十分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主辦 claim interpretation及PTAB概

述 演講，由美國專利商標局 USPTO 專利律師Mr. Christian Hannon

擔任主講人，本會由林景郁秘書長與張哲倫副秘書長 表出席  

8月27日 

下午二時司法院主辦，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與本會共同協辦 均等論

及其限制國際研討會 ，本會由閻啟泰理事 秦建譜監事 何秋遠監

事 張哲倫副秘書長 吳宏亮副主委 陳群顯委員 林宗緯委員 彭國洋

委員等 表出席  

8月28日 

8月29日 

於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院及本會共同主辦 2015專利法制研討會——申請專利範圍解釋

及進步性之國際比較 ，本次活動兩天共計380人次與會  

8月31日 

上午九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主辦 claim interpretation及inventive step

演講，由歐洲專利局 EPO 技術上訴委員會副主席Dr. Daniele Semino

擔任主講人，本會由林景郁秘書長與張哲倫副秘書長 表出席  

9月1日 下午五時四十五分於公會會議室召開在職進修委員會2015年度第三次會議

9月1日 

下午六時三十分於研訓中心1103會議室，舉辦在職進修系列講座第三場

次，講題為： 專利法制最新動態 ，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林清結主任

擔任主講人  

9月3日 

由本會蔣大中理事長率林景郁秘書長 涂綺玲副秘書長拜會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專利一組廖承威組長 法務室林清結主任 專利一組吳欣伶科

長，雙方於會議中商討 專利師 專利 理人在職進修辦法草案 相關

執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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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9月9日 

下午六時三十分於研訓中心1103會議室，舉辦商標實務系列講座第二場

次，講題為： 海關執行智慧財產權邊境管制實務 ，由財政部關務署

黃國平副組長擔任主講人  

9月15日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電子報第003期發行  

9月17日 

下午二時於研訓中心1103會議室，舉辦在職進修系列講座第四場次，講

題為： 歐洲單一專利制度與歐洲專利申請注意事 ，由德國慕尼黑

劉專利商標事務所劉幸忠律師擔任主講人  

9月18日 

上午九時二十分智慧財產法院舉辦 專利請求 多 制與舉發案逐 審

查 研討會，由最高行政法院劉 中法官擔任主講人，本會由祁明輝理

事 秦建譜監事 周良吉監事等報名參加  

9月23日 下午六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設計專利實務委員會2015年度第二次會議 

9月23日 

下午六時三十分於研訓中心1103會議室，舉辦設計專利實務系列講座第

二場次，講題為： 從美日加入海牙協定中探討我國設計專利之未來發

展方向 ，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魏鴻麟科長擔任主講人  

9月22日 

9月23日 

全國工業總會與智慧財產局 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 廣東省知識產權局

及中華全國專利 理人協會於廣州 廣東大廈國際會議廳 合辦 2015

第八 兩岸專利論壇 ，本會由林宗宏理事 兩岸事務委員會林發立主

委 陳莞青委員 表出席  

9月25日 
中午十二時假工總十二樓第二會議室，召開第二 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  

 



 

 

專利師 撰稿體例 

壹、正文 

一 文中段落號碼標寫格式 序為：壹 一 (一) 1. (1) A. a. 

二 遇有數 時，以阿拉伯數 表示，例如：刑法第121條 民法第100條 86年台

上 第123號 釋 第100號  

三 日期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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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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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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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以5,000 至20,000 為宜 不含註解 ，引註總 數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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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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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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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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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673631號函  

7.法院判決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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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明作者 論文或專書題目 論文

出處 如：期刊名 卷期數 頁碼或邊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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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師 徵稿簡則 

一 本刊各專欄均歡迎投稿及提供資料 來稿請以中文撰稿，由左而右橫式打 ，

篇幅請 過長，專業論著每篇以5,000至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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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A4紙張由左至

右 打，以word軟體製作 體為標楷體14級 ，並需提供3至5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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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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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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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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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彙 成冊及刊載於電子媒體；並得授權第三人使用或

授權予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 授權用戶下載 列印 瀏覽

等行為，並得為符合各資料庫之需求，為格式之修改  

五 投稿者欲撤回投稿時，若已完成編排作業者，需賠償本會損失，並經編輯委員

會同意後始得撤回  

六 來稿發表後由本刊贈送當期1本；本刊稿酬為12,000 內1 1.2元，超過12,000

部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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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依：(一)來稿先後 序；

及(二)審稿作業流程等因素而刊 於當期或下期 專利師 季刊  

八 本刊恕不接受翻譯著作  

九 聯絡資訊： 

1.洽詢：公會秘書李苑綺小姐 02-2701-1990 分機：11 

2.傳真：02-2701-0799   E-mail：mail@twpaa.org.tw 



 

 

專利師 審稿辦法 

一 為建立本刊審稿制度，促進本刊文稿品質，特定本辦法  

二 本刊採用雙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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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後刊 修改後再送審 或

不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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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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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