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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師》季刊第22期共有5篇專題研究，範圍涵蓋我國及美國的專利審查
及專利法制等議題，茲簡述如下： 

葉雪美高級專利審查官之「淺談美國加入海牙協定後設計專利制度與法規

之變動」一文介紹，在美國為加入海牙協定而修定的專利法條約實施法案（PLT
實施法案）的國際設計申請規定、其他相關法律之修定以及向美國申請國際設

計時有關實體審查的應注意事項。由於上述設計專利制度改變，申請人使用海

牙體系提出國際設計申請時，更應注意相關的法律規定，該文對於國內企業與

設計從業人員未來申請設計專利之策略與布局，尤其是向美國提出申請時，極

具參考價值。 

楊智傑教授之「美國與台灣專利侵權態樣與判決比較研究」一文介紹美國

專利法之侵權態樣，並說明共同侵權在美國專利法中適用的侷限，另以2011年
美國最高法院的Global-tech v. SEB案以及2014年的Akamai案，釐清引誘侵權與
共同侵權的要件，更搜索所有台灣智慧財產法院判決適用侵權要件的情況，討

論我國智慧財產法院在適用民法第185條第1項及第2項時所採取的態度及論理是
否適當，該文實為專利權利救濟之專業討論，值得實務界多加關注。 

何啟弘專利師之「論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之判斷」一文指出，美國最高法

院於Nautilus v. Biosig Insturments案確立了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標準，係指明確
與否的判斷決定於熟習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人士對於申請專利範圍所界定的範圍

的理解是否可達合理確信的程度，並比較我國智慧財產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之

專利訴訟判決案例，對我國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之明確性判斷提出建議，該文確

有獨到觀點。 

謝祖松教授之「專利周邊限定主義及中心限定主義之辯與辨」一文介紹，

中心限定主義及周邊限定主義之緣起，接著檢視存在於美國專利法制中的中心

限定主義機制，並討論周邊限定主義之缺點，再討論我國對周邊限定主義及中

心限定主義之辨，分析學者與實務之「折衷主義」見解，亦指出國內通說不足

之處，該文針對申請專利範圍解釋甚具研究價值。 



 

 

劉國讚教授之「電腦軟體之專利標的適格性在美國的演變」一文探討，從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Bilski v. Kappos案以後之美國法院判決關於電腦軟體之專利
標的適格性，進而分析美國判斷電腦軟體之專利標的適格性之演變，特別是觀

察判斷原則的適用，亦即機器或轉換測試法之判斷、以及抽象概念判斷之相關

問題，最後指出軟體專利的大門似乎較以前為窄，將人為動作電腦化的軟體未

來很難獲准專利，該文係美國軟體專利申請實務之珍貴參考文獻。 

本期專利師季刊廣納產官學三方意見，篇篇精彩，希望讀者與我們共同從

中精進學習，也期待大家將工作或研究中所得之卓見投稿，使《專利師》季刊

內容更加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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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淺談美國加入海牙協定後設計

專利制度與法規之變動 
葉雪美* 

壹、前 言 

目前美國的企業想要在多個國家得到工業設計的保護，必須在想取得設計權的

每一個國家地區分別提出申請。然而，世界智慧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海牙體系的工業設計國際註冊制度提供了一個可提高

效率、節約成本且能在全球經濟體系保護他們的創新設計的保護方案，一個國際註

冊申請中可包含高達100件的設計，同時可在超過62個成員國／地區取得設計保護

的效力。2015年2月13日，美國向WIPO遞交批准加入海牙協定之同意書，完成加入

海牙體系的最後步驟，該協議將在2015年5月13日生效。當海牙協定在美國生效

時，對美國的申請人而言，無論是在瑞士日內瓦的WIPO，或是在美國專利商標局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提交設計專利之國際註冊申

請，就能取得歐盟境內與日內瓦法案（即1999年7月2日簽署的海牙日內瓦法案，

Geneva Act of the Hague Agreement, Geneva Act）的其他成員國的設計保護。日本與

美國在同一時間成為海牙體系的成員國，未來幾年，海牙體系有望能顯著的增長，

                                                        
DOI：10.3966/221845622015070022001 
收稿日：2015年3月21日 
*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一組專利高級審查官。 



2  

專利師︱第二十二期︱2015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不久的將來，加拿大、中國和俄羅斯也有機會成為海牙體系的成員國1。 

海牙體系的國際申請雖可簡化申請的程序，但是每一成員國取得設計保護的實

體要件並不相同，例如：亞美尼亞（ Armenia ）、丹麥（ Denmark ）、德國

（Germany）、斯洛維尼亞（Slovenia）、克羅埃西亞（Croatia）只審查設計定義

（definition of a design）與新穎性（novelty），而愛沙尼亞（Estonia）、吉爾吉斯

（Kyrgyzstan）、羅馬尼亞（Romania）、新加坡（Singapore）、阿拉伯敘利亞共和

國（Syrian Arab Republic）、韓國（Republic of Korea）則需審查單一性要件，有些

成員國的新穎性要件是絕對新穎性，有些成員國則是地域性新穎性。另外，韓國特

別註明，屬於羅卡諾工業設計國際分類第32類產品的設計不能取得韓國國內法律的

保護，韓國智慧財產局（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KIPO）將拒絕給予保

護。還有各個成員國的公告制度也不相同，延緩公告的期限也不一樣，克羅埃西亞

（ Croatia ） ， 愛 沙 尼 亞 ， 非 洲 智 慧 產 權 組 織 （ Af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OAPI），斯洛維尼亞和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的延緩公告期限從申請日

或在要求優先權日起不得超過12個月。丹麥，芬蘭（Finland）和挪威（Norway）的

延緩公告期限從申請日或在要求優先權日起不得超過 6個月。然而，匈牙利

（Hungary），冰島（ Iceland），摩納哥（Monaco），波蘭，新加坡和烏克蘭

（Ukraine）的國內法則是不允許延緩公告的。 

USPTO將在近期內公布專利法條約與相關施行細則的最終條文（ Final 

Rules），以便該局可進行受理設計專利國際註冊的申請程序，以及依據海牙協定指

定美國的國際設計申請案的實體審查。本文介紹在美國為加入海牙協定而修定的專

利法條約實施法案（Patent Law Treaties Implement Act，下稱「PLT實施法案」）的

國際設計申請規定、其他相關法律之修定以及國際設計申請指定美國時有關實體審

查中應注意的事項，以供國內企業與設計師將來在設計專利的申請策略與布局、或

有機會在美國提出國際設計申請（註冊）時作為參考之用。 

                                                        
1 參見“United States Deposits Instrument of Ratification to Geneva Act of the Hague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of Industrial Designs”, U.S. innovators will soon have 
more options for pursuing multijurisdictional protection for new industrial designs February 1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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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利法實施法案有關國際設計申請之規定 

2012年12月18日，美國國會頒布編號Public Law 112-211的新的PLT實施法案

（專利法條約實施法案，Patent Law Treaties Implementation Act of 2012）2，在美國

專利法（35 U.S.C.，下稱「專利法」）中增加第五篇「關於工業設計國際註冊的海

牙協定（Hague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of Industrial 

Designs），增訂第38章「國際設計申請」（International Design Applications）的條

文，並修訂與設計專利相關的部分條文。以下簡單介紹第38章中與國際設計申請有

關的第381條至第390條條文內容與相關規定。 

一、國際設計申請的名詞定義 

專利法第381條的定義（Definitions）是在解釋第38章節所使用的一些名詞3，例

如：條約（treaty）是指1999年7月2日在瑞士日內瓦修訂的與工業設計國際註冊有關

的海牙協定的日內瓦法案。施行細則（regulations）在可供利用的情況下，是指條

約下共通的施行細則。在不可供利用時，則是在本章中由USPTO局長建立的施行細

則的規定。指定（designation）的定義是一種請求，一個國際註冊在條約中的成員

國中產生保護效力的請求。國際局（International Bureau）是指依條約及條例的規

定，公認為協調機構之國際間相關政府機構。有效註冊日（effective registration 

date）是依據條約經由國際局決定的國際註冊日期。國際設計申請（ international 

design application）意指國際註冊的申請；國際註冊（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依據

條約申請的工業設計國際註冊。 

                                                        
2 參見Patent Law Treaties Implementation Act of 2012, Pub. L. 112-211 (enacted on December 18, 

2012). 網址http://www.uspto.gov/patents/init_events/pct/PLAW_112publ211.pdf，最後瀏覽日：

2015年2月21日。 
3 參見 Patent Law Treaties Implementation Act of 2012, TITLE I — HAGUE AGREEMENT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OF INDUSTRIAL DESIGNS, PART V —
THE HAGUE AGREEMENT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OF 
INDUSTRIAL DESIGNS, CHAPTER 38 — INTERNATIONAL DESIGN APPLICATIONS, 35 
U.S.C. § 381. Defin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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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設計申請提交之相關規定 

關於國際設計申請之提交，專利法第382條(a)款規定：凡是美國國民，或在美

國境內有住居所（domicile）、經常居所（habitual residence）或真實有效的工商業

營業所的自然人或法人（natural persons or legal entities），填寫申請書表與規定的

費用，可以向USPTO提交國際設計申請。(b)款規定的必要作為，USPTO應當履行

條約所規定的職責有關的所有行為，包括：收取國際費用、傳輸費用並將國際設計

申請與國際費用移轉到國際局4。雖然，我國未能簽署加入海牙協定，如果我國的國

民在美國境內有住居所或是我國廠商在美國境內有真實有效的工商業營業所，則可

在美國提出國際設計申請，藉此一管道取得美國及海牙協定其他成員國的設計保

護。 

第382條(c)款規定，專利法第16章是關於設計專利之規定，除本章節另有規定

外，國際設計申請將適用第16章之規定。第382條(d)款是關於「向外國提交的申請

案」之規定，一個工業設計的國際申請是在下列的國家提出申請：(一)除美國以外

的國家；(二)國際局；或(三)政府之間的組織，應被視為構成專利法第17章所規定的

「向外國提出的專利申請」。由(c)款可得知除另有規定外，國際設計申請適用第16

章設計專利之規定。然而，專利法第171條後段規定：「除另有規定外，本法有關

發明專利的條款適用於設計專利」。又專利法第184條規定：「關於在美國所完成

之發明，經向美國提出專利申請後的六個月內，除非取得USPTO局長的授權許可證

書，任何人不得在外國自行提出申請或使人或授權他人申請發明專利，或註冊新型

或工業設計」。因此，申請人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在美國境內完成的發明或設計，

除非取得境外申請的許可，否則都必須先在美國提出申請且在6個月後才能像外國

提出專利申請。 

第383條規定國際設計申請應備具的文件內容有：1.依據條約的國際註冊請求； 

2.成員國的指定名單；3.申請人的姓名、地址與所屬成員國；4.註冊設計的複製件

（reproductions）；5.指定構成設計的產品或應用該設計的產品；6.繳納規定的費用；

7.施行細則中其他特定項目（any other particulars prescribed in the Regulations）5。

                                                        
4 參照35 U.S.C. § 382. Filing international design applications。 
5 參照35 U.S.C. § 383. International design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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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前述7項是國際申請文件必須包含之內容，至於優先權及展覽優惠期之

主張、設計特徵的簡要說明、設計的請求範圍（claim）、申請人的宣誓書以及延緩

公告之請求，都可在國際申請提交之後再提出。不過，因為美國國內法沒有延緩公

告的制度，指定美國的國際申請就不能請求延緩公告。 

三、國際設計之申請日與註冊日與國際設計申請之效力 

第384條是申請日之規定，(a)款的一般原則，除了(b)款的重審規定外，國際設

計申請在美國的申請日就是有效註冊日。儘管如此，任何國際設計申請指定美國，

除非符合第16章的設計專利要件，才可被視為是第16章所規定的設計申請。(b)款規

定，申請人可請求局長重審在美國的國際設計申請的申請日。局長可以決定指定美

國的國際設計申請的申請日並不是有效註冊日，而是其他的日期。局長可制定依據

本法審查申請日的程序，包括：支付額外費用，這種審查可能會導致國際申請在美

國的申請日並不是有效註冊日6。 

第385條是國際設計申請之效力的規定7，一個國際設計申請指定美國，應從專

利法第384條規定所決定的申請日起，享有與向USPTO依據第16章規定提出的專利

申請案有相同的效力。 

四、國際設計申請之優先權規定 

第386條是關於優先權及取得先申請案申請日利益的規定，(a)款是關於國內申

請案之規定：依第119條(a)款至(d)款及第172條所規定之情形及要件，一件國內申請

案可享有優先權，而該優先權係由先申請之國際設計申請案指定至少一個美國以外

的其他國家而取得。(b)款是國外先申請案的規定：依第119條(a)款至(d)款及第172

條及條約與條例之情形及要件，指定美國之國際設計申請案享有優先權，且該優先

權係由外國之先申請案，符合第351條(c)款之定亦且／或指定至少一個美國以外的

其他國家之國際設計申請案所取得。 

                                                        
6 參照35 U.S.C. § 384. Filing date。  
7 參照Geneva Act, Art. 14(1); Patent Law Treaties Implementation Act of 2012, 35 U.S.C. § 385.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design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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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6條(c)款是國內先申請案利益：依第120條之規定情形與要件，指定美國之

國際設計申請案應享有國內先申請案，或符合第351條(c)款之定義且指定美國之國

際先申請案，或指定美國之先申請日利益，而國內申請案則應享有指定美國之國際

先申請案之先申請日利益。若任何取得先申請日利益之申請專利範圍係基於第351

條(c)款鎖定一之國際申請案，且／或指定美國，但卻非源自於美國之國際先申請

案，則局長得要求其補送該申請案之認證複本（certified copy）至局，若該申請案

係以他國語言申請，則應附上英譯本到局8。 

五、國際設計申請之行政救濟與撤回之規定 

第387條是關於規定時限的救濟9，申請人未能在國際申請案所規定的期限內向

美國提出申請所需要之行為時，得向局長提出非故意延遲之理由以及第41條(a)(7)所

指定的費用，應由局長決定是否免責。 

第388條是國際設計申請撤回（withdrawn）或放棄（abandoned）之規定10。依

據第384條及第387條之規定，如果一個指定美國的國際設計申請被撤回、放棄或取

消或視為撤回或放棄，無論是一般性或僅止於美國，依條約或條例所規定的情況，

在撤回、放棄或取消之日起該對美國之指定即屬無效，並應視為自始無效。除非於

撤回、放棄或取消之前，國內申請案或指定美國之國際設計申請已根據本章第386

條(c)款之規定，主張先申請日利益，或已指定美國之國際設計申請案，或根據第

365條(c)款之規定，主張先申請日利益。然而依據第386條(a)款及(b)款或第365條(a)

款或(b)款之規定，該撤回、放棄、取消或放棄的國際設計申請案可作為優先權基礎

案，如果是指定美國以外的國家。 

六、國際設計申請之審查與公告 

第389條是關於國際設計申請審查之規定11，(a)款的一般原則規定，局長可依國

                                                        
8 參照35 U.S.C. § 386. Right of priority; See also Geneva Act, Art. 6(1)(a)-(2)(Priority under Paris 

Convention must be recognized by the Contracting Party)。 
9 參照35 U.S.C. § 387. Relief from prescribed time limits。 
10 參照35 U.S.C. § 388. Withdrawn or abandoned international design application。 
11 參照35 U.S.C. § 389. Exam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design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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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設計申請指定美國的請求，審查該國際申請12。(b)款是第16章規定的適用，除非

條約與條例另有規定外，對於指定美國之國際設計申請的實質與程序的問題，應依

據第16章之規定適用所有的法律13。(c)款規定，局長可明定國際設計申請指定美國

的申請費用，以及其他任何程序、服務或與相關的處理費用，亦可提供這些費用可

以延後支付之規定，包括延後支付費用所產生的其他附加費用。(d)款是核准專利的

規定14，局長可依本法之規定，對一指定美國之國際設計申請核准專利，該專利應

享有依第16章規定申請核准之專利的同等效力。由本條文可得知，指定美國之國際

設計申請案也是要經過USPTO的實體審查，包括：設計標的是否適格、圖式能否充

分且清楚揭露、單一性、新穎性、非顯而易知性等專利要件之審查，要符合前述要

件之規定，才能在美國取得設計保護。 

第390條是關於國際設計申請案公告的規定15，依據條約指定美國的國際設計申

請案所為之公告（如圖1所示）被視為是依據專利法第122條(b)款規定所為之公告。

因此，指定美國之國際設計申請案經審查後核准專利，USPTO也不會在美國的專利

公報上再次公告。 

以下簡單介紹圖1中國際公報公告中的相關資料與代碼說明16：第一行是公報的

                                                        
12 參照Geneva Act, Article 12 and 35 U.S.C. § 389(a)。 
13 參照35 U.S.C. § 389 (b); See 35 U.S.C. §§ 171(a)-(c), 173 which incorporates the provisions of 

patent law of title 35 for design patents。 
14 參照35 U.S.C. § 389 (d): a patent may issue from an international design application designat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itle 35. 35 U.S.C. § 151 governs issuance 
of a patent which requires a written notice of allowance and payment of a fee within three 
months。 

15 參照35 U.S.C. § 390. Pub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design application。 
16 國際公報公告中的相關資料與代碼說明如下： (11)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number. (15)Date 

of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21)Application number (WIPO reference). (22)Filing date. 
(73)Name and address of the holder(s). (86)Contracting Party of which the holder is a national. 
(87)Contracting Party in the territory of which the holder has a domicile. (88)Contracting Party in 
the territory of which the holder has an industrial or commercial establishment. (85)Contracting 
Party to the 1999 Act in the territory of which the holder has a habitual residence. (89)“Applicant’s 
Contracting Party”; where there are several holders, the order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listed 
corresponds to the order of the holders given under (73). (74)Name and address of the 
representative. (72)Name and address of the creator of design(s), preceded by the respectiv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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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期數以及公報發行日期，(11)國際註冊案號，(15)註冊日，(22)申請日，(73)

所有權人的姓名與地址，(86)所有權人的成員國，(87)所有權人住居所所在的成員

國，(88)所有權人工商業營業所所在的成員國，(85)所有權人住居所示依據1999年法

案簽屬的成員國，(89)申請人所屬的成員國，(74)代表人的姓名與地址，(28)註冊設

計所包含的設計數量，(51)羅卡諾國際分類，(54)設計的指定產品，(57)設計特徵的

敘述或不主張保護的部分之記載，(81)指定成員國，(30)先權主張，(23)國際展覽的

優惠期主張，(46)延緩公告之到期日。  

 

 

 

                                                                                                                                                        
number(s) where the creator(s) is(are) identified only for some of the designs. (28)Number of 
designs included in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51)Class and subclass of the Locarno 
Classification. (54)Indication of product(s), preceded by the corresponding design number(s). 
(55)Legend(s) to indicate a specific view of the product, preceded by the corresponding design 
number and reproduction numbers. (57)Descrip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 design(s), or 
matter for which protection is not sought. (81)Designated Contracting Parties: Contracting Parties 
designated under the 1934 Act; Contracting Parties designated under the 1960 Act; Contracting 
Parties designated under the 1999 Act. (30)Data relating to priority claim under the Paris 
Convention: date of the earlier filing and, where available, number of that filing, followed by the 
two-letter code identifying the authority with which it was made, all preceded by the numbers of 
the designs concerned where the claim does not relate to all designs. (23)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name and place of the exhibition, and date on which the designs were first exhibited there, all 
preceded by the numbers of the designs concerned where the declaration does not relate to all 
designs. (46)Date of expiration of def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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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海牙國際註冊中延緩公告的案例17 

                                                        
17 圖1的內容源自WIPO國際局的國際工業設計公報，2014年10月31日公告的DM/078 221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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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設計專利制度之變動與相關法規之修訂 

新的PLT實施法案與美國現行設計專利制度的差異包括：(1)有效申請日之要

件；(2)設計專利的專利權期間由14年延長為15年；(3)已公開的國際設計申請案可視

為「申請在先、公開在後」的先前技術；(4)國際設計申請案在WIPO國際局公告之

日到USPTO核准之日間可享有臨時保護。以下介紹設計專利相關法條之修訂與適用

之相關法律規定。 

一、設計專利之申請日 

新的PLT實施法案在專利法第171條增設(c)款關於申請日之規定，設計專利之申

請日是提交依專利法第112條所規定之說明書及所規定之圖式的日期18。申請人欲取

得申請日，提交的說明書一定要有書面的說明（written description）、且可據以實

現並符合明確性的要件，施行細則第1.153條規定19設計專利的說明書中必須載明：

設計名稱（ title）、圖式說明（description）及請求項（claim, 或稱申請專利範

圍）、宣誓書或聲明書。除了圖式說明以外的其他的文字說明敘述，通常是不必要

的，圖式說明可簡要說明各個視圖所代表的意涵，例如：前視圖、仰視圖、立體

圖。 

施行細則第1.152條是有關設計專利圖式之規定20，設計申請案須附有依施行細

則第1.84條所要求之代表圖面21，且必須要有足夠的視圖能充分且完整的揭露請求

之設計。圖式中物品的表面應以適當的陰影來處理，以便清楚且明確地揭示該設計

的立體外觀所有的表面輪廓、表面處理與設計特徵（如圖2左側所示）。又依據專

利法第112條(a)款及(b)款的規定22，圖式中缺乏適當的表面陰影揭示可能會使得申

                                                                                                                                                        
際註冊只有1個汽車設計，總共揭露14張圖式。 

18 參照Patent Law Treaties Implementation Act of 2012, 35 U.S.C. § 171(c) FILING DATE. — The 
filing date of an application for patent for design shall be the date on which the specification as 
prescribed by section 112 and any required drawings are filed。 

19 參照37 CFR § 1.153. Title, description and claim, oath or declaration。 
20 參照37 CFR § 1.152. Design Drawings。 
21 參照37 CFR § 1.84. Standards for drawings。 
22 參照35 U.S.C. § 112. Specification。 



淺談美國加入海牙協定後設計專利制度與法規之變動 11 

專利師︱第二十二期︱2015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請的設計不符合明確性之規定，而無法取得申請日（如果是在2012年9月16日前提

出申請者，則依專利法第112條第1及第2段規定）。 

 
USPTO的陰影線圖式範例 OHIM 001799834-0005註冊設計 

 

  

圖2 有陰影線與沒有陰影線的圖式之比對 

另外，申請人須依施行細則第1.63條之規定提出宣誓書或聲明書，美國發明人

的宣誓書或聲明書要件的最近變化，允許受讓人作為申請人，且可延遲提交直到申

請案獲准，以可重複使用先前的聲明，如果無法取得某一發明人之聲明，則可提供

一個替代的聲明。現在聲明會被登錄在美國專利商標局中發明人的轉讓紀錄中。 

對於國際設計申請而言，設計圖式是取得申請日之必要文件，而說明書並非必

要文件。如果申請人要透過國際設計申請指定美國，除了圖式之外，應該要準備符

合美國專利法第112條與施行細則第1.153條的說明書。否則，可能會因為缺乏說明

書而導致國際申請有在美國的申請日並不是有效註冊日。 

二、設計專利之期限 

專利法第173條設計專利之專利期限，將計專利應授予自核准之日起14年的專

利期限，修訂為15年23。亦即2015年5月13日及之後，在美國提出的設計專利申請案

                                                        
23 參照35 U.S.C. §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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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專利期限是自核准之日起15年。 

申請人要注意的是，國際設計申請指定美國的保護期限也是15年，依據海牙日

內瓦法案第17條之規定24，國際設計申請的保護期限是從國際註冊日（the date of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起算，第一次的保護期限是5年，可延展兩次，每一次

的期限是5年。 

三、擴大先前技藝範圍 

美國發明法案（Leahy-Smith America Invents Act, AIA）修訂美國專利法，將美

國的專利制度由「先發明」原則轉換到「先申請」（First-Inventor-to-File, FITF）原

則。專利申請案至少有一個申請專利範圍的有效申請日是在2013年3月16日或之後

提出的，將根據FITF規定進行審查。毫無疑問，國際設計申請案將根據這一新的法

案進行審查。可專利性的要件包括新穎性和顯而易見的條件的規定將有所改變。

AIA改寫專利法第102條文，使得申請在先而後公告之美國專利申請案可作為先前技

藝，只要該申請案在美國最早有效的申請日，外國或國際申請日早於後申請案。 

專利法第102條 (a)款規定先前技藝的內容，第102條 (a)(1)定義的先前技藝包

括：所請發明有效申請日之前，該所請發明已見於刊物、公開始用或販賣，或以其

他方式為公眾可知悉者。這一種先前技藝並未限定公開者之身分、公開的形式與地

區。 

專利法第102條(a)(2)所定義的是「申請在先、公開在後」之先前技藝，在所請

發明有效申請日之前，其他發明人已有效申請，隨後依第151條規定核准專利，或

是依第122條(b)款之規定公開或視為公告者。這一類的先前技藝相當於我國專利制

                                                        
24 參照Geneva Act, Article 17, Article 17 Initial Term and Renewal of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and Duration of Protection (1) [Initial Term of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shall be effected for an initial term of five years counted from the date of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2) [Renewal of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may be renewed for additional terms of five yea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escribed 
procedure and subject to the payment of the prescribed fees. (3) [Duration of Protection in 
Designated Contracting Parties] (a) Provid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is renewed, and 
subject to subparagraph (b), the duration of protection shall, in each of the designated Contracting 
Parties, be 15 years counted from the date of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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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擬制喪失新穎性中的以法律擬制（legal fiction）作為先前技藝，不過，這一種

先前技藝只限於在我國提出的先申請案，在他國的先申請案或是國際申請的先申請

案而後公告者，我國在審查時都不會被視為先前技藝。 

專利法第102條(d)款是關於專利公開的專利申請案可作為有效的先前技藝之規

定，在判斷專利或專利申請對於所請發明是否構成第102條(a)(2)規定中所稱之先前

技藝，該專利或申請案應認為於下列時間點已有效申請：(1)若不適用(2)之規定，則

是該專利或專利申請的實際申請日；(2)若該專利或專利申請是依專利法第119條、

第365條(a)款、第365條(b)款、第386條(a)款或第386條(b)款主張一件或一件以上的

先申請的優先權，或是依專利法第120條、第121條、第365條(c)款或第386條(c)款主

張先申請日利益，則是包含所請發明之實質內容的優先權基礎案之最早申請日。這

次修法在第102條(d)(2)中增訂國際設計申請中相關的法律條文第386條(a)款、第386

條(b)款及第386條(c)款，新法生效後，指定美國的國際設計申請已在國際公布欄公

告將被視為是依據專利法第122條(b)款規定的公告，如此，國際設計申請會被視為

是已在美國公告的先前技藝，這改變了美國專利法的規定。 

四、臨時權利 

發明專利申請案自申請日或優先權日後18個月予以公開，在公開之後到真正核

准專利的期間，對於任何人未經其同意而在美國境內使用、販賣邀約或販賣所請求

保護之專利，或進口該專利到美國，專利法第154條(d)款規定專利申請人可享有臨

時權利25，可取得合理的權利金。不過，根據臨時權利收取合理權利金是有時效性

                                                        
25 參照35 U.S.C. § 154(d) PROVISIONAL RIGHTS. — (1) IN GENERAL, In addition to other 

rights provided by this section, a patent shall include the right to obtain a reasonable royalty from 
any person who, during the period beginning on the date of public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for such 
patent under section 122(b), or in the case of an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filed under the treaty 
defined in section 351(a) designating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Article 21(2)(a) of such treaty, the 
date of public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and ending on the date the patent is issued — (A)(i) makes, 
uses, offers for sale, or sell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vention as claimed in the published patent 
application or imports such an invention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r (ii)if the invention as claimed in 
the published patent application is a process, uses, offers for sale, or sells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products made by that process as claimed in the published 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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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利權人必須在專利核准後6年內行使或提起訴訟。第154條規定依據專利合作

條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條約）提出的國際申請指定美國的發明申請

案亦可享有臨時權利的保護。目前，因為美國的設計專利在核准之前不會公告，設

計專利不能享有臨時權利。 

新的PLT實施法案對於指定美國的國際設計申請提供臨時權利，在專利法第154

條(d)款中增加「或依據第381條(a)(1)規定所定義的條約提出的國際設計申請並依據

該條約第5條規定指定美國」之規定26，亦即從國際公布欄公告該國際申請之日起到

真正核准專利之日止，申請人可享有臨時權利，得用以對抗使用其設計的侵權者，

不用管申請案的實際核准通知。不過，臨時權利的前提要件是，申請案在之後在美

國獲准專利，且這最終核准的設計專利必須實質近似於國際公布欄所公告的國際註

冊設計27。 

專利法第154條(d)款可適用於已在國際註冊公報公告的設計專利申請案，專利

法第154條(d)款說明臨時權利並未排除其他權利，因此，專利法第289條規定的權利

保持不變，規定設計專利權人能要求以侵權人銷售侵權物品的「總利益」（ total 

profit）作為損害賠償，那是一種只能適用於設計專利侵權的損害賠償方式。 

肆、國際設計申請在美國的實體審查 

海牙協定降低申請設計專利保護的複雜性，因為所有的成員國都接受統一的格

式，單一語言的國際申請，可以在WIPO或指定的辦公室辦理，所有費用都在支付

在一個地方單一貨幣，以及多個相關的設計可以被包括在一個單一的國際申請。但

是，關於國際申請指定美國的申請文件與實體審查，依美國國內法律所規定的保護

要件基本上不受影響。例如：指定美國的申請文件需要包括說明書、圖式，以及發

                                                                                                                                                        
application; and。 

26 參照35 U.S.C. § 154(d)(1)(B)。 
27 參 照  35 U.S.C. § 154(d)(2) RIGHT BASED ON SUBSTANTIALLY IDENTICAL 

INVENTIONS. — The right under paragraph (1) to obtain a reasonable royalty shall not be 
available under this subsection unless the invention as claimed in the patent is substantially 
identical to the invention as claimed in the published patent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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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者宣誓書或聲明書。一件國際設計申請案最多可包含100件設計，違反單一性規

定。儘管海牙體系可簡化申請程序和支付費用，但在每一指定成員國的審查過程

中，申請人還是需要聘請當地律師辦理與協助關於審查的事務。以下分別就美國國

內法律所規定的實體審查事項予以詳細說明。 

一、專利說明書及圖式之要件 

新的PLT實施法案在專利法第384條(a)款規定，國際設計申請在美國的申請日就

是有效的註冊日。儘管如此，任何指定美國的國際設計申請要符合第16章有關設計

專利的規定，才可被視為是第16章的設計申請。法案專利法第171條(c)款規定，申

請人欲取得有效申請日，必須提交依專利法第112條28所規定之說明書及所規定之圖

式。 

專利法第112條規定設計專利的說明書，一定要有書面的說明、至少包括一個

請求項，說明書要符合可據以實施（enablement）以及明確性的要件，專利法第113

條並規定要有必要的圖式（required drawings）。施行細則第1.153條規定29設計專利

的說明書中必須載明：設計名稱、圖式說明及請求項（或稱申請專利範圍）、宣誓

書或聲明書。其中設計名稱必須指定特定的物品，圖式說明可包含：(一)各個視圖

所代表的意涵之說明；(二)圖式中以點線、斷線揭露之部分，或是半透明填色的部

                                                        
28 參照35 U.S.C. § 112(a) IN GENERAL. — The specification shall contain a written description of 

the invention, and of the manner and process of making and using it, in such full, clear, concise, 
and exact terms as to enable any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 to which it pertains, or with which it is 
most nearly connected, to make and use the same, and shall set forth the best mode contemplated 
by the inventor or joint inventor of carrying out the invention. (b)CONCLUSION. — The 
specification shall conclude with one or more claims particularly pointing out and distinctly 
claiming the subject matter which the inventor or a joint inventor regards as the invention。 

29 參照37 CFR 1.153 Title, description and claim, oath or declaration (for applications filed on or 
after September 16, 2012). (a) The title of the design must designate the particular article. No 
description, other than a reference to the drawing, is ordinarily required. The claim shall be in 
formal terms to the ornamental design for the article (specifying name) as shown, or as shown and 
described. More than one claim is neither required nor permitted. (b) The inventor’s oath or 
declaration must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 1.63, or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 
1.64 for a substitute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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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並不構成請求設計之一部分；(三)圖式中緊鄰陰影區的點線或是不規則鏈線是邊

界線，並不構成主張設計之一部分；(四)獨特之設計特徵（characteristic features）

的描述，通常是申請人認為該獨特之設計特徵可克服先前技藝的新穎性以及顯而易

知性的核駁理由，才得於圖式說明中聲明之。 

如果國際設計申請並沒有向WIPO或是USPTO提交宣誓書或聲明書，在專利核

准之前必須提交發明人的宣誓書，否則專利申請案可能遭受放棄的風險。因此，如

果沒有適當的美國本地專利律師或是熟悉美國專利申請實務的專利代理人的支持與

協助，這個問題顯示出國際設計申請的其他風險。 

設計申請案須附有代表圖之外，必須要有足夠的視圖，方能充分且完整的揭露

請求之設計。雖為圖式中的表面陰影（surface shading）不是必要的，但在特定的狀

況下，物品的表面必須以適當的陰影來處理，才能清楚地揭示請求設計的立體方面

所有的表面輪廓、設計特徵與表面構成的主要部分，例如：飾邊（beading）、溝槽

（grooves）及肋條（ribs）（如圖3右側所示），斜線陰影是用來表示透明的、半透

明的和高度拋光或反射面（如圖3左側所示），例如：反射鏡。另外，在區分物品

實線揭露的區域與不主張的開放區域的情況下，陰影線是必要的，而且表面陰影不

得用於以虛線揭露之不主張部分，以避免混淆該設計請求保護的範圍。 

 
美國D706144設計專利 美國D666503設計專利 

 

 

圖3 美國設計專利的使用陰影線的圖式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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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專利法第112條(a)款及(b)款的規定，圖式中缺乏適當的表面陰影揭示可能

導致申請的設計因無法實施或不夠明確而予以核駁（在2012年9月16日前提出申請

者，則依專利法第112條第1及第2段規定）。如果在原始申請文件圖式中的表面形

狀是不明顯的，申請後再添加表面陰影可能會被視為導入新事物（new matter）。

由於在國際設計申請中，WIPO並沒有實體審查，申請人必須注意指定國有關設計

圖式品質的規定，以免被USPTO以無法充分揭露或是導入新事項之理由而核駁，例

如：圖4所示之DM/084 351汽車輪圈設計的國際註冊指定韓國，然而圖式中僅揭露

汽車輪圈的兩張視圖，被KIPO以無法充分揭露汽車輪圈的外觀的理由，拒絕給予保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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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round(s) for refusal 
 · The reproductions do not sufficiently disclose the appearance of the design as the back 

of vehicle wheel rim is not represented, as indicated below. 

 

圖4 DM/084 351國際設計申請被韓國KIPO核駁 

2015年4月2日公布的USPTO公布「實現關於加入工業設計海牙協定的最終規

則」（ Final Rule on Changes to Implement the Hague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of Industrial Designs ）30中，修訂了施行細則第1.84(a)(2)之

規定中刪除了「必須提出聲明及繳交施行細則第1.17(h)的費用」之規定，國際設計

申請可接受彩色的圖式或照片。 

二、單一性之規定 

美國的設計專利有「一設計一申請」的限制，設計專利必須只能包含單一的設

計，不過，設計申請案可包含屬於同一發明概念下的多個實施例。然而，如果在設

計所附的圖式中揭露超過一個以上的專利性可區分的設計，USPTO會發出設計單一

性（a unity of design）的限制要件，申請人必須選擇或保留其中一個設計，除非申

請人可成功反駁限制要件31。否則，那些沒有被選擇或保留在原申請案中的設計必

                                                        
30 參見“Changes To Implement the Hague Agreement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of 

Industrial Designs; Final Rule (April 2015)”。網址http://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 
 documents/80-fr-17918.pdf，最後瀏覽日：2015年5月20日。 
31 參照MPEP § 1504.05; See also In re Rubinfield, 270 F.2d 391, 395 (CCPA 1959) (discussing that 

a design application can disclose more than one embodiment of th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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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要提出分割申請。 

一個國際設計申請最多可包含100個設計，這些設計不必是同一產品（如圖5所

示），只要這些設計都歸屬於羅卡諾國際工業設計分類（Locarno Agreement 

Establishing an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for Industrial Designs）的同一大分類（a 

single class）即可，日內瓦法案規定成員國必須通知WIPO，該國法律有設計單一性

的限制要件32。申請人可在單一的國際設計申請案中包含多個設計並指定美國，在

美國初步審查時，由於這些多設計違反單一性之規定，USPTO會迫使申請人就國際

設計申請中選擇一個設計或一個子集（group）的設計（如圖6所示），而其他沒被

選擇的設計則需提出分割申請，申請人仍需要支付一些額外費用作為其他設計分割

申請的費用。 

 

（續接次頁） 

                                                        
32 參照Geneva Act, Article 13(1) (provisions for special requirement concerning unity of design by 

contracting parties)。 



20  

專利師︱第二十二期︱2015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圖5 WIPOㄧ案不同產品的多設計的國際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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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WIPOㄧ案多設計的國際申請 

日內瓦法案的其他成員國的申請人亦可藉由國際註冊申請指定美國審查和接收

來自USPTO的審查意見書，不過，在申請案進行實質審查時，申請人可能需要聘請

美國當地的律師，由該律師對USPTO寄發的審查意見書做相關的回應。 

三、不正行為（Duty of Candor） 

WIPO對於國際設計申請並不進行實體審查。美國的實體審查會要求在專利的

準備以及USPTO處理的申請過程檔案中，每一申請人要有公正與誠信的義務（a 

duty of candor and good faith），對於專利相關的資訊要誠實的披露。如果沒有盡到



22  

專利師︱第二十二期︱2015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誠實披露相關資訊的義務，這些不正行為在司法程序中可能會致使專利不可執行

（unenforceable）。一般而言，向USPTO提供相關資訊最常見的程序，是在特定時

限內（通常若是在有效申請日起3個月內或第一次核駁通知發下之前，就無須繳納

規費）藉由資訊揭露義務（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IDS）聲明方式提交，

那些相關資訊是提供給審查人員參考的。不過，在指定美國的國際設計申請要如何

提交相關資訊聲明，我們期待USPTO會發布新的規則。 

四、實體審查的時程與法律效果 

海牙體系下的國際設計申請，在美國國內的實體審查程序保持不變，除了還要

符合第171條所規定之設計標的之外，還要符合第112條的充分揭露及據以實施要

件、第102條的新穎性與第103條的非顯而易知性要件，才能取得美國設計專利的保

護。當USPTO還沒有發布有關國際設計申請的任何新規則，依據日內瓦法案和新的

PLT法律，國際設計申請案指定美國，應被視為是美國國內正規的設計申請，將與

美國國內正規的設計專利申請具有相同的保護效力，所有關於實質審查與程序的問

題，應依美國國內法律規定予以決定。在日內瓦法案規定「是否給予保護的情形」

應包括從USPTO傳送給WIPO的審查意見通知，例如：設計單一性的限制、揭露不

足或不明確、新穎性或非顯而易知性的核駁以及核准的通知。 

有些情況下，關於國際設計申請指定美國的設計專利是否可以核准專利，並不

是USPTO經由實體審查可做決定的，例如：在審查時程上的問題。日內瓦法案規

定，如果國際設計申請的部分或全部之設計標的不符合成員國法律可給予保護的條

件，任何指定的成員國可以拒絕給予保護。但是，依據日內瓦法案第14條(2)(a)的規

定，如果在成員國所聲明的最後期限之前，成員國尚未將拒絕通知傳達到WIPO，

國際註冊應當具有依據指定成員國法律的對於工業設計保護的同等效力。這一規定

似乎意味著，在拒絕通知的最後期限內，如果美國專利商標局沒有發出審查意見通

知（最有可能從國際設計申請公告後的12個月內），國際設計申請就會自動授予設

計專利。 

另外，美國國內的專利申請案在申請之後可提出各種不同的延續案申請，例

如：CA案（Continuing Application，延續申請）、CIP案（Continuation-in-part 

Application，部分延續申請）、REC案（Requests for Continued Examination，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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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審查）或CPA（Continued Prosecution Application，延續審理申請）案，不過，

最終規則中規定，國際設計申請不能提出CPA之請求。 

五、加速審查與公告制度 

在美國提交正規的設計專利申請的一個主要好處，是可以享有加速審查程序的

利益。加速審查程序是提供給所有的設計專利申請人，前提要件是申請案應具有適

當的圖式，已進行初步審查的檢索、呈送資訊揭露聲明並繳交特定的費用33。2015

年4月2日公布的最終規則中，修訂了施行細則第1.155之規定，如果該指定美國之國

際設計申請已依據海牙協定第10條(3)之規定在海牙公布欄公告，則可享有加速審查

之利益。 

國際局進行國際設計申請的形式審查之後，就會公告國際申請，WIPO規定的

公 告 期 限 是 在 國 際 設 計 註 冊 後 6 個 月 後 ， 這 是 一 般 的 制 式 公 告 （ Default 

publication ） ， 但 申 請 人 可 以 要 求 將 公 告 時 程 延 後 的 延 緩 公 告 （ Deferred 

publication），也可以請求將公告時程提早的即時公告（Immediate publication）。

不過，美國的設計專利不適用早期公開制度，美國國內法也沒有延緩公告制度，因

此，國際設計申請指定美國，申請人不可以請求延緩公告，如果申請人請求延緩公

告，國際局會通知申請人，對延緩公告的請求與所指定的美國的國內法不相容。從

通知之日起1個月內，如果申請人不撤銷後對於該成員國的指定，延緩公告的請求

將會被忽略。 

原則上，美國的設計專利申請在核准之後就會公告，國際設計申請在國際布告

欄的公告被視為是依據專利法第122條(b)款規定的公告。因此，國際設計申請指定

                                                        
33 參照37 CFR § 1.155 Expedited examination of design applications. (a) The applicant may request 

that the Office expedite the examination of a design application. To qualify for expedited 
examination: (1) The application must include drawings in compliance with § 1.84; (2) The 
applicant must have conducted a pre-examination search; and (3) The applicant must file a request 
for expedited examination including: (i) The fee set forth in § 1.17(k); and (ii) A statement that a 
pre-examination search was conducted. The statement must also indicate the field of search and 
include a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in compliance with § 1.98. (b) The Office will not 
examine an application that is not in condition for examination (e.g., missing basic filing fee) even 
if the applicant files a request for expedited examination under this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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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實體審查的期間為自有效註冊日起12個月至18個月，經審查後核准專利，

USPTO也不會在美國的專利公報上再次公告。 

六、適用新的核准後復審程序 

日內瓦法案規定，指定國必須提供申請人一個可對工業設計申請的無效提出防

禦的機會。根據FITF體系，在專利核准後9個月內，核准後復審程序（Post-Grant 

Review, PGR）允許專利審理及上訴委員會取代原有的專利復審委員會（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 PTAB）重新審查專利無效的任何理由，可以是基於新穎性、非顯

而易見性、說明書（除了最佳實施例）等，第三人可以基於公開使用、銷售活動或

其他公開揭露，以及說明書無法支持的證據挑戰專利的無效性34。PGR僅適用於，

優先權日在2013年3月16日申請或之後的核准案。因此，從國際設計專利申請取得

設計專利的申請案，確實也會受到第三人提起PGR程序的挑戰。 

伍、結 語 

全球大多數國家的專利制度的目的大致相同，例如：美國的專利制度的目的是

促進產業進步和創新科技，我國則是促進產業發展。許多國家或區域具有類似於美

國的管轄區特定專利原則，但每一個設計保護系統還是有各種細微差別與規定。在

海牙體系中，各國當地實體審查程序保持不變，取得保護的法律標準不受影響。對

於每一成員國而言，海牙體系簡化國際申請的程序並不是一體適用的作法，日內瓦

法案的施行細則規定，設計專利的國際申請檢附一組六張的圖式即可適用於所有的

指定國。然而，許多成員國的國內法對於設計的圖式有一些嚴格的規定與限制，例

如：除了充分揭露之外，韓國特別要求成組物品設計必須要提供一張包含成組物品

的視圖以及各個相對應之構成物品的視圖。另外，關於延緩公告的規定，日內瓦法

案允許延緩公告的期限最長可到30個月，申請人為了設計或是商業策略的理由指定

歐盟並請求延緩公告，如果該國際設計申請案也指定了美國，可是美國專利法並沒

有延緩公告的制度與規定，其他成員國，例如：新加坡的國內法也沒有延緩公告的

                                                        
34 參照35 U.S.C. § 282(b)(2) or (3) for any grounds to challenge the validity of pa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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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可能會導致該延緩公告之請求不被受理。因此，申請人必須要考慮是否改變

申請策略，是以多設計的國際申請再指定想要請求保護的成員國，或是要分別向指

定的目標國（美國或其他國家）直接提出申請才能獲得所需的國民待遇。 

由美國專利法第38章國際設計申請相關的法律規定可得知，申請人可透過海牙

體系提出國際設計申請指定美國取得設計專利之保護，不過，在美國國內的實體審

查程序保持不變，取得設計專利的法律標準亦不受影響。申請人在國際設計申請選

擇指定美國時，應注意美國對於申請文件、說明書及圖式的特別規定，圖式中有陰

影線或沒有陰影線揭露之設計標的是否能充分揭露，是否可據以實施，這些因素可

能會影響有效申請日的認定。還有，如果是多設計的國際申請案則會被USPTO要求

分割申請。另外要考慮的是時程問題，因為WIPO規定的公告期限是在國際設計註

冊後6個月後，美國實體審查的期間為自公告日起12個月。因此，申請人在海牙體

系的國際註冊申請所提交設計圖式的品質，包括：陰影線、外觀輪廓和圖式的設計

特徵，都需要特別注意。 

2015年4月2日，USPTO公布的最終規則中並未強制規定國際設計申請指定美國

的實體審查過程中需指定美國當地律師。不過，由前面的分析可得知，儘管海牙體

系可簡化設計專利的申請程序和費用的支付，在每一指定成員國的審查過程中，由

於各個成員國的國內法規定都不盡相同，有些情況下，申請人可能還是需要聘請當

地律師辦理與協助關於審查的事務，例如：指定美國的國際設計申請並沒有向

WIPO或是USPTO提交宣誓書或聲明書，在專利核准之前必須要提交發明人的宣誓

書，關於圖式之修正、實體審查的問題與答覆，還有分割申請的處理等，這些事務

如果沒有適當的美國本地專利律師或是熟知美國專利申請實務的專利代理人的支持

與協助，國際設計申請則可能遭受放棄或被核駁等的風險。未來幾年，對美國企

業、發明人及專利律師而言，新法的實施像是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申請人要使用海

牙體系提出國際設計申請時，應該仔細瀏覽相關的法律規定，才能獲得所想要的設

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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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台灣專利侵權態樣 
與判決比較研究 

楊智傑* 

壹、前 言 

美國專利法第271條中，對專利侵權的態樣，除了直接侵權外，還包括了輔助

侵權、引誘侵權、海外之輔助侵權與引誘侵權之規定。不過，美國專利法第271條

雖然規定了各種間接侵權態樣，卻沒有規定共同侵權。導致過去實務上認為，若出

現共同侵權，只好適用直接侵權的規定。但因為沒有明文的共同侵權規定，故在適

用直接侵權規定時，受限於「單一實體規則」。 

相對於美國，我國專利法中，只存在直接侵權規定，但學說與實務均承認，專

利侵害為民法侵權行為之特別法，仍可回歸適用民法第185條第1項的共同侵權，以

及第2項的幫助侵權與造意侵權。雖然學說與實務均承認可適用民法第185條，但現

實法院判決態度，似乎傾向於儘量不適用民法第185條。 

本文希望詳細探討美國的專利侵害類型，並分析其要件。藉由美國專利侵權類

型的研究，可幫助我們釐清美國共同侵權的要件，以及間接侵權與直接侵權的關連

性。也適足以讓我們反省，我國智慧財產法院在適用民法第185條第1項及第2項

時，採取的迴避態度，論理是否正確。 

                                                        
DOI：10.3966/221845622015070022002 
收稿日：2015年3月25日 
* 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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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本文第貳部分，先介紹美國專利法之侵權態樣，並說明共同侵權在美國專

利法中適用的侷限，其中，也會以2011年最高法院的與Global-tech v. SEB案，以及

2014年Akamai案，釐清引誘侵權與共同侵權的要件。第參部分，將回到台灣，研究

台灣專利之共同侵權與間接侵權之適用問題。該部分將搜索所有台灣智慧財產法院

判決適用的情況，作出評析與討論。最後第肆部分則為結論。 

貳、美國專利侵權態樣與要件 

一、侵權態樣 

美國的專利侵權態樣中，依據美國專利法第271條規定，可分直接侵害（direct 

infringement）與間接侵害（indirect infringement）。間接侵害又分「引誘侵害」、

「輔助侵害」及「國外之引誘侵權與輔助侵權」等三種專利侵害類型。間接侵害之

成立前題，必須有直接侵害存在。 

(一)直接侵權（direct infringement） 

美國專利法35 U.S.C § 271 (a)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任何人未經授權，在

專利有效期間內，在美國境內製造、使用、提供販賣或販賣任何受專利保護之發

明，或進口任何受專利保護之發明到美國境內，乃侵害該專利1。」 

(二)引誘侵權（induces infringement） 

美國專利法35 U.S.C § 271 (b)規定：「任何人積極地引起對專利之侵權，都應

負侵權責任2。」 

                                                        
1 35 U.S.C § 271(a)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is title, whoever without authority makes, 

uses, offers to sell, or sells any patented invention,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y patented invention during the term of the patent therefor, infringes the patent.”). 

2 35 U.S.C § 271(b) (“Whoever actively induces infringement of a patent shall be liable as an 
inf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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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助侵權（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美國專利法35 U.S.C § 271 (c)規定：「任何人在美國境內提供銷售或銷售，或

由外國進口一專利機器、製造物、結合物、組合物之重要部分，或實施方法專利權

所使用之材料或裝置，且上述物品構成該發明的實質部分，且明知該物乃特別製作

或改造以用來侵害該項專利權，當上述情形並非作為非實質侵權用途之主要用品或

商業上物品時，應負幫助侵權者之責任3。」 

(四)國外之引誘侵權與輔助侵權 

1. 國外之引誘侵權 

美國專利法第271條(f)(1)規定：「任何人未經許可，提供、或使人提供，該美

國專利的全部或部分的元件，而積極地引誘該些元件在美國境外組裝，其組裝完成

之物若在美國境內可以產生專利侵權的效果時，則應被視為侵權4。」 

2. 國外之輔助侵權 

美國專利法第271條(f)(2)規定：「任何人未經許可，提供、或使人提供美國專

利產品之任何元件，特別是當這些元件係為了該發明而特別製造或適用，並且不會

在一般的商業上有其他的不侵權行為的用途，而且明知且希望這些元件在美國境外

組合成一產品，而產品如在美國境內是會產生侵權效果，則應被視為侵權5。」 

                                                        
3 35 U.S.C § 271(c) (“Whoever offers to sell or sell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onent of a patented machine, manufacture, combination or composition, or a 
material or apparatus for use in practicing a patented process, constituting a material part of the 
invention, knowing the same to be especially made or especially adapted for use in an infringement 
of such patent, and not a staple article or commodity of commerce suitable for 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 shall be liable as a contributory infringer.”). 

4 35 U.S.C § 271(f)(1) ( “Whoever without authority supplies or causes to be supplied in o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ll or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the components of a patented invention, where such 
components are uncombined in whole or in part, in such manner as to actively induce the 
combination of such components outsid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 manner that would infringe the 
patent if such combination occurre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be liable as an infringer.”). 

5 35 U.S.C § 271(f)(2) ( “Whoever without authority supplies or causes to be supplied in or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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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外侵權 

美國專利法第271條(b)所規定的引誘侵權，不但可以規範到美國國內廠商，其

也間接地規範到在美國海外從事間接侵權的代工廠商。因此，其實質上，將專利權

保護的範圍，擴張到了海外。 

同樣地，美國專利法第271條(f)規定的「海外之引誘侵權與輔助侵權」，實質

上是針對美國國內製造商出口到海外的產品，在國內只製造零件，在國外才組裝，

將之納入侵權範圍，某程度也是將專利權保護範圍擴張到了美國境外。 

二、共同侵權（joint infringement） 

(一)無共同侵權規定 

美國專利法雖然規定了間接侵權中的引誘侵權與輔助侵權，卻沒有規定共同侵

權（joint infringement）這種類型。美國法院過去認為，共同侵權的類型，可以適用

第271條(a)的直接侵權的規定。但畢竟第271條(a)中並沒有寫到共同侵權這個字眼，

其規定乃是「任何人……」，因此，美國法院要將共同侵權行為適用到第271條

(a)，有其嚴格的限制。 

表1 美國侵權態樣與法條依據 

侵權態樣 法條依據 

直接侵權 美國專利法271(a) 
共同侵權 美國專利法271(a) 
引誘侵權 美國專利法271(b) 
輔助侵權 美國專利法271(c) 

 

                                                                                                                                                        
United States any component of a patented invention that is especially made or especially adapted 
for use in the invention and not a staple article or commodity of commerce suitable for 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 where such component is uncombined in whole or in part, knowing that such 
component is so made or adapted and intending that such component will be combined outsid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 manner that would infringe the patent if such combination occurre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be liable as an inf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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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一實體規則 

早期美國法院將共同侵權適用在第271條(a)時，對二個共同侵權人間存在的關

係，乃要求較寬鬆的關係，例如採取「參加和合併行為」（ participation and 

combined action）或「某些連結」（some connection）標準。亦即，二個共同侵權

人，只要是共同完成一個完整的侵害行為，兩者間只要有輕微的關係，就可適用第

271條(a)6。 

然而，2007年時，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BMC Resources v. Paymentech, L.P

案7中，改變此標準，採取更嚴格的「單一實體規則」（single-entity rule）。該案

中，原告BMC的專利是處理不需要Pin卡的借貸交易（pin-less debit transactions）的

方法專利，其需要多方的參與。被告Paymentech與其他參與者共同完成了方法專利

的步驟。在該案中，法院認為，要構成第271條(a)之直接侵權，需由單一實體完成

所有的方法專利。而當被告參與直接侵權或鼓勵他人直接侵權，在適用間接侵權

時，仍要求必須在所有被控告的參與者中，由某一實體完成了所有的直接侵權8。 

該判決也對說明，二個以上的實體共同完成一個侵權行為時，必須這些行為都

可歸咎於其中一個單一實體，才可適用第271條(a)規定認定其構成侵權。法院指

出，必須其中一個參與者，控制或指示（control or direction）其他人完成其他的專

利之方法步驟。換句話說，若透過契約方式委託第三方完成某些方法專利的步驟，

第三方的行為仍可歸咎給主要參與者，而符合單一實體規則。亦即，具有契約關係

或本人／代理人的關係時，仍可構成單一實體規則9。 

但採取此種較嚴格的標準，會使很多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具有密切關連時，

不容易被認定構成侵權。尤其在方法專利中，潛在侵權人，只需要執行前面大部分

的方法步驟，然後交由下游廠商或消費者完成最後一個步驟。此時，此一「實施該

方法專利」的侵權行為，乃由主要侵權人與下游廠商或消費者共同完成，但因為主

要侵權人與下游廠商或消費者間，並沒有指示或控制關係，所以雙方都不會被認為

                                                        
6 Michael Liu Su,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Choosing between § 271(a) and (b) for Divided 

Infringement in Akamai, 28 BERKELEY TECH. L.J. 609, 617 (2013).  
7 BMC Resources v. Paymentech, L.P., 498 F.3d 1373, 1379-81 (Fed. Cir. 2007). 
8 Id. at 1379. 
9 Id. at 13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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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直接侵權。 

2008年聯邦上訴法院作出另一判決Muniauction, Inc. v. Thomson Corp.案10。該

案涉及的是一個使用電腦系統投注金融工具的方法專利，被告執行了該方法專利的

某些步驟，被告並讓其客戶進入其系統，指示其客戶使用該電腦系統，完成了剩下

的步驟。聯邦上訴法院在該案中堅持，直接侵權需要由單一當事人（ single 

party），完成方法專利的所有步驟11。但若是由多數當事人完成，則需由單一的被

告，執行控制或指示（control or direction）整個過程，使所有被執行的步驟都歸諸

於控制的當事人12。該案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無庸負直接侵權責任，因為其並沒有

控制或指示其客戶執行剩餘的步驟13。 

(三)2014年Akamai案 

美國2014年最高法院判決的的Akamai Techs., Inc. v. Limelight Networks, Inc.

案14，如同前述的Muniauction, Inc. v. Thomson Corp.案類似，涉及電腦軟體方法專

利，被告自己只完成了方法專利的前面幾個步驟，而後面的步驟卻指示客戶完成。

這種情況下，被告與其客戶，是否構成共同侵權？還是被告可以獨立構成引誘侵

權？ 

Akamai案曾經上訴到聯邦上訴法院全院聯席審理（en banc）判決，其乃是由二

個案子所組成。第一個案子是Akamai Technologies控告Limelight Networks，另一個

案子則是McKesson Technologies控告Epic Systems。原本這二個案子在上訴巡迴法院

的分庭判決中，都對共同侵權行為，採用過去較嚴格的標準，而認定被告不構成共

同侵權行為。但全院審理判決認為，為避免第271條(a)的嚴格要件，也許可以改採

用第271條(b)的引誘侵權的規定，且放寬引誘侵權的條件15。 

                                                        
10 Muniauction, Inc. v. Thomson Corp., 532 F.3d 1318 (2008). 
11 Id. at 1329. 
12 Id. 
13 Id. at 1330. 
14 Limelight Networks, Inc.v. Akamai Techs., Inc., 134 S. Ct. 2111 (2014). 關於最高法院對此判決

之詳細介紹，可參考陳秉訓，美國專利法直接侵權與引誘侵權之調和或演化，專利師季刊， 
2014年10月，19期，1-33頁。 

15 Akamai Techs., Inc. v. Limelight Networks, Inc., 692 F.3d 1301, 1306 (Fed. Cir. 2012). 關於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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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訴到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由Alito大法官作出全體一致判決。其判決結

果，又推翻了前述巡迴上訴法院全院判決意見。 

最高法院認為，巡迴上訴法院誤解了方法專利的概念。方法專利就是代表一系

列的步驟，而在最高法院的判例中，只有所有步驟都被執行，才會構成侵害方法專

利16。最高法院原則上同意原本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在Muniauction案的見解，亦即若

方法專利的步驟不是由同一被告完成，必須剩下的步驟是由被告指示或控制下完

成，而可歸諸於該單一被告。但若是沒有任何一個被告可負直接侵權責任，則不會

有人要負第271條(b)的引誘侵權責任17。 

最高法院指出，如果引誘侵權不需要有直接侵權的存在，那會出現一種可能

性。例如，被告付錢請一個人執行了方法專利中的某個步驟，但沒有其他人完成後

續的步驟。根據巡迴上訴法院的論理，這種情況下，該被告還是要負起引誘他人行

為的責任，即使根本沒有構成直接侵權18。 

對照美國專利法第271條(f)(1)的寫法，也可證明此點。美國專利法第271條(f)(1)

規定：「任何人未經許可，提供、或使人提供，該美國專利的全部或部分的元件，

而積極地引誘該些元件在美國境外組裝，其組裝完成之物若在美國境內可以產生專

利侵權的效果時，則應被視為侵權。」最高法院認為，從這一條的寫法看得出來，

美國國會若想針對引誘他人提供部分元件，而仍可構成引誘侵權時，會將「提供部

分元件」寫入引誘侵權的構成要件。但既然第271條(b)寫的是：「任何人積極地引

起對專利之侵權，都應負侵權責任。」條文中未明確寫下「提供部分元件或步

驟」，則其必須要引起全部的侵權步驟，亦即引起的是直接侵權，才會構成第271

條(b)之引誘侵權19。 

Akamai認為，如果按照最高法院的解釋，那麼可能出現漏洞，亦即，被告對於

方法專利，刻意只完成部分步驟，並透過一個被告並沒有指示或控制的人完成剩餘

                                                                                                                                                        
法院對此判決詳細介紹，可參考陳秉訓，論美國專利法引誘侵權之直接侵權要件：Akamai 
Techs., Inc. v. Limelight Networks, Inc., 692 F.3d 1301 (Fed. Cir. 2012)之評析，專利師季刊， 
2014年4月，17期，70-105頁。 

16 Aro Mfg. Co. v. Convertible Top Replacement Co., 365 U.S. 336, 344 (1961). 
17 Limelight v. Akamai, 134 S. Ct. at 2117.  
18 Id. at 2117-18. 
19 Id. at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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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最高法院肯認這確實可能發生，但實際上，關鍵在於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Muniauction案中對第271條(a)的解釋問題，而不是第271條(b)的問題。亦即，若想

避免這種問題的產生，正確之道，也許不應該把第271條(a)的直接侵權解釋的如此

嚴格，而不是將第271條(b)的解釋放寬，認為不需要有直接侵權的存在20。 

既然根本的解決之道，應該是好好解釋第271條(a)，但是最高法院卻拒絕解釋

第271條(a)的問題。因為其堅持，當初核發疑審令受理此案時，只是要解決「引誘

侵權是否必須有直接侵權存在」為前提，而不是要解決「第271條(a)的直接侵權認

定」問題21。 

不過，最高法院最後的這一段話，或許暗示了，其實上訴巡迴法院在共同侵權

的認定上，不一定要堅持單一實體規則，亦即不一定要堅持被告對其他人有指示或

直接控制關係。 

三、引誘侵權之適用與主觀要件 

(一)公司與負責人關係 

由於前述說明可知，美國專利法中並沒有明文的共同侵權規定，所以，若有其

他類型條文可以適用，則優先適用其他條文。例如，當一家公司發生侵權時，其公

司負責人或總經理，要負擔何種責任？在美國，法院認為，公司CEO構成對公司本

身的引誘侵權。 

例如，聯邦上訴法院2005年的Fuji Photo Film Co. v. Jazz Photo Corp.案22，就是

這種類型。Fuji公司生產一種一次使用的相機（台灣稱為拍立得），而被告Jazz公司

將其拍後的機殼回收，填裝底片後，重新出售。故Fuji公司控告Jazz公司，構成直接

侵權。而Fuji也同時控告Jazz公司的執行長與顧問Jack Benun，認為其只是Jazz公司

侵權，構成引誘侵權。 

該案關於Jack Benun的引誘侵權部分，Jazz公司上訴到聯邦上訴巡迴法院時，提

                                                        
20 Id. at 2120. 
21 Id. at 2120. 
22 Fuji Photo Film Co. v. Jazz Photo Corp., 394 F.3d 1368 (Fed. Ci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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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質疑，認為Benun先生並不具備引誘侵權中的「意圖」（intent）要件23。不過，

到底引誘侵權中的意圖要件要到什麼程度，並不明確。但一般而言，法院均會要求

具有一定程度的引誘侵權的意圖。而意圖的證明，可透過間接證據加以證明24。 

該案中，Benun先生主張，他不相信填充拍立德相機會侵害Fuji的專利，但證據

顯示，他知道Fuji的侵權主張。事實上，證據顯示，Benun先生二度希望獲得Fuji的

授權。因而，上訴法院認為，這類的間接證據，可以證明其具有引誘的意圖。而

且 ， 在 Benun 先 生 領 導 下 ， 在 美 國 國 際 貿 易 委 員 會 （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之前已經認定該填裝行為構成侵權後，Jazz公司仍持續販售重新填裝

的拍立得相機25。 

法院認為，Benun身為Jazz公司的執行長（Chief Executive Officer）和顧問，控

制了Jazz公司。且Benun先生選擇國外的填充業者，以及其領導Jazz公司的整體行

為，導致Jazz公司構成直接侵權。而陪審團又從相關證據中認定Benun確實具有意

圖，因此，上訴法院尊重陪審團與地區法院之判決26。 

從此案可知，在美國，某一公司的行為構成侵權時，其領導人可能會構成引誘

侵權。而所謂的引誘侵權，引誘人除了有引誘行為外，需具備一定的意圖

（intent）。 

(二)明知之要件 

比較美國專利法271條(b)之引誘侵權規定和271條(c)輔助侵權規定，有二個重要

差別。 

第一個差別，引誘侵權並沒有限定在美國境內（within the United States）；但

輔助侵權則明文限定在美國境內為輔助行為。 

第二個差別，輔助侵權要求行為人「明知」（knowing）所提供或進口之物

品，乃作為侵權之用。但引誘侵權卻只規定積極地引起侵權（actively induces 

infringement），即構成引誘侵權。但並沒有規定引誘人是否「明知」其引誘的行

                                                        
23 Id. at 1377. 
24 Id. 
25 Id. at 1378. 
2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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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將構成侵權。 

雖然引誘侵權沒有像輔助侵權，規定明知要件，但過去美國法院皆認為，引誘

侵權者，也必須明知自己的行為會引誘他人侵權。但是，所謂的明知，要明知哪些

事項？是要明知自己的行為會導致他人製造或銷售產品，還是必須明知該專利之存

在？對於此一明知的內涵，由於法條並不明確，故引發了2011年美國聯邦最高法之

Global-Tech v. SEB案27。 

1.Global-Tech v. SEB案 

本案的專利權人SEB S.A.公司，是一家法國家電的製造商。在1980年代，其研

發出一種不燙手（cool-touch）的油炸鍋。SEB在1991年申請取得美國專利，專利字

號為4,995,312號專利。其並開始在美國生產銷售該款產品，且獲得極大成功28。  

1997年，SEB的競爭對手Sunbeam公司，要求Pentalpha公司代工類似的油炸

鍋。Pentalpha是一家香港的製造商，並且是美國Global-Tech公司百分百持股的子公

司。為了達成Sunbeam公司的訂單，Pentalpha公司在香港購買了SEB油炸鍋，並且

開始仿製29。 

Pentalpha公司在香港購買的這款SEB油炸鍋，因為屬於海外銷售，故在產品上

並沒有標示美國專利字號。Pentalpha公司仿製了SEB的油炸鍋後，請了一位律師進

行專利分析，但Pentalpha沒有告訴律師，此設計乃直接仿製SEB公司的產品。因

此，該律師並沒有發現SEB公司的美國專利，故在1997年8月，其提出分析意見，認

為Pentalpha的油炸鍋，並沒有侵害任何人的專利30。 

1997年8月起，Pentalpha公司開始銷售該款油炸鍋給Sunbeam公司，Sunbeam公

司則開始在美國境內販售該款產品。由於售價較便宜，該產品開始影響到SEB公司

在美國市場的銷售。1998年3月，SEB在美國控告Sunbeam公司，主張該產品侵害了

                                                        
27 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v. SEB S.A., 131 S. Ct. 2060 (2011). 關於此案的中文詳細介紹，

可參考陳秉訓，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Global-Tech Appliances, Inc. v. SEB S. A.案看引誘侵權

的未來——補充王碩汶先生文章的觀察，專利師季刊，2012年4月，9期，17-41頁。 
28 Global-Tech v. SEB S.A., 131 S. Ct. at 2063-64. 
29 Id. at 2064. 
30 Id. at 2064. 



36  

專利師︱第二十二期︱2015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SEB的專利。4月，Sunbeam公司告知香港的Pentalpha公司，其產品被控侵權。結

果，Pentalpha轉而將該產品，銷售給Fingerhut公司和Montgomery Ward公司。這兩

家公司進而將此產品在美國境內銷售31。 

SEB公司與Sunbeam公司和解後，進而又在美國法院控告Pentalpha公司（包括

母公司Global-Tech公司），主張其有二種侵權行為：(1)其因為銷售或提供銷售油炸

鍋，違反了專利法第 271條 (a)的直接侵權。 (2)其積極地引誘 Sunbeam公司、

Fingerhut公司和Montgomery Ward公司，讓他們銷售或提供銷售該侵權產品，故構

成第271條(b)的引誘侵權32。 

2.上訴法院刻意忽略一已知風險 

Pentalpha公司主張，並沒有足夠證據，可證明其違反第 271條 (b)，因為

Pentalpha公司在1998年4月得知Sunbeam被控告之前，並未「真正知道」（actually 

know）SEB公司的專利存在。但地區法院駁回Pentalpha的主張。Pentalpha上訴到聯

邦巡迴上訴法院，上訴法院支持地區法院的判決33。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指出，第271條(b)的引誘侵權，必須有二個要件34： 

(1)原告證明，侵權人明知（knew）或可得而知（should have known）其行為將

引起真正侵權。 

(2)原告證明，侵權人明知（knew）該專利之存在。 

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認為，雖然沒有明確證據，證明Pentalpha公司在1998年4月

以前明知該專利之存在；但卻有適當證據可證明，Pentalpha公司刻意地忽略

（deliberately disregard）一個已知的風險（known risk），就是「SEB擁有受保護專

利」的風險35。上訴法院認為，這種忽略，跟「真正知情」（actual knowledge）並

無不同，也屬於一種「真正知情」的形式36。 

                                                        
31 Id. at 2064. 
32 Id. at 2064. 
33 SEB S.A. v. Montgomery Ward & Co., 594 F.3d 1360 (2010). 
34 Id. at 1376. 
35 Id. at 1377. 
3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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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高法院：蓄意視而不見 

Pentalpha公司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引誘侵權的要件中，必須侵權人明知

該專利的存在，而不可以用「刻意忽略一已知侵權之風險」標準取代。 

聯邦最高法院以8比1票，維持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判決。由Samuel A. Alito大法

官撰寫多數意見。最高法院最後認為，引誘侵權一樣必須具備明知要件，且必須明

知專利之存在。那麼回到本案爭點，Pentalpha公司主張，要構成引誘侵權，對「該

專利存在」的明知，必須是真正知情（actual knowledge），而非上訴法院採取的

「刻意忽略該專利存在的已知風險」（deliberate indifference to a known risk that a 

patent exists）。最高法院認為，上訴法院採取的標準並不恰當，而應採取刑法中普

遍採用的「蓄意視而不見」（willful blindness）標準37。 

最高法院認為，「蓄意視而不見」（willful blindness）原則，需具備二個要

件38：  

(1) 被告主觀上相信，有高度可能性，該事實存在（ the defendant must 

subjectively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high probability that a fact exists）。 

(2)被告採取刻意行為，避免得知該事實（ the defendant must take deliberate 

actions to avoid learning of that fact）。 

原本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採取的「刻意忽略該專利存在的已知風險」，與最高法

院採取的「蓄意視而不見」之標準，有二個不同之處。(1)上訴法院只要求「已知風

險」（known risk），而非「高度可能性」。(2)上訴法院的標準，並沒有要求被告

採取積極行為，去避免得知該行為是否構成侵權。但最高法院的標準，要求被告應

採取刻意行為，以避免得知該事實39。 

最後回到本案，最高法院認為，本案的證據足以支持，被告Pentalpha公司，確

實構成「蓄意視而不見」，亦即避免得知該專利之存在，所以仍算是「明知該專利

之存在」。就第一要件，Pentalpha曾經做過市場調查，知道SEB油炸鍋的銷售量在

成長，可以推測其必然存在比較特殊的技術。這也使得Pentalpha公司決定仿製SEB

                                                        
37 Global-Tech v. SEB S.A., 131 S. Ct. at 2068. 
38 Id. at 2070. 
39 Id. at 2071. 



38  

專利師︱第二十二期︱2015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之產品。而且，Pentalpha公司刻意購買了在香港銷售的SEB油炸鍋，其應該知道在

海外銷售之產品上，不會標示美國專利字號。此外，Pentalpha公司找律師進行專利

分析時，刻意不告知其產品乃仿製自SEB油炸鍋的資訊。以上種種，均足以讓陪審

團認定：A.被告Pentalpha公司主觀上相信有高度可能性SEB油炸鍋有專利保護。

B.Pentalpha採取刻意步驟避免得知該事實。因此，可以認定，其蓄意地視而不見，

其產品會侵權的事實40。 

參、台灣侵權態樣與判決研究 

一、專利法之侵權態樣 

相較於台灣專利法，台灣專利法第96條第1項、第2項所講的「侵害其專利

權」，只有直接侵權之規定。其規定：「發明專利權人對於侵害其專利權者，得請

求除去之。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發明專利權人對於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

專利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 

台灣專利法並沒有共同侵權與間接侵權之規定。但一般學說認為，專利侵為違

民法侵權行為之特別法，縱使專利法本身沒有規定，亦可回歸適用民法第185條第1

項的共同侵權，以及民法第185條第2項的幫助侵權與造意侵權。第185條第1項規

定：「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

害人者，亦同。」第2項規定：「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 

表2 台灣侵權態樣與法條依據 

侵權態樣 法條依據 

直接侵權 專利法第96條第1項 
共同侵權 民法第185條第1項 
幫助侵權 民法第185條第2項 
造意侵權 民法第185條第2項 

 

                                                        
40 Id. at 20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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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同侵權 

觀察我國法院判決可以發現，法院通常願意承認在專利侵權中可以適用民法第

185條第1項的共同侵權責任。學說上，我國民法共同侵權行為的要件，包含了中等

寬鬆的「共同加害行為」，以及更為寬鬆的「共同危險行為」。「共同加害行

為」，不需要共同參與者間有意思聯絡，但需要各參與者的行為均為所生損害之共

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另外，「共同危險行為」甚至允許，多數加害人中

其實只有一個加害人的行為是造成損害的原因，但由於多數加害人同時作出共同危

險行為，故要求其一起負責41。 

實際上，智慧財產法院所承認的民法第185條第1項共同侵權行為人，最常使用

的類型，乃是認為侵權人為公司負責人或其使用人，與其所屬公司乃共同侵權行為

人42。基本上「公司」與「公司董事」間為共同侵權人，只是想將「公司」或「董

事」拉進損害賠償連帶賠償範圍內，而並非真的是「二家公司」的共同侵權。其不

一定要使用民法第185條第1項，也可使用民法第28條：「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

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若以

法院所承認的這種公司與負責人的共同侵權來看，其實承認的範圍很保守。 

至於是否可承認其他寬鬆的共同侵權行為，包括「共同加害行為」與「共同危

險行為」？我國智慧財產法院在處理共同侵權行為的議題時，最常引用的一則最高

法院判決，為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593號民事判決：「查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

第一項所謂之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係指各行為人均曾實施加害行為，且

各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而發生同一事故者而言，是以各加害人之加害行為均須為不

法，且均須有故意或過失，並與事故所生損害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始足當

之；……」43。 

進而，在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上字第20號判決指出：「我國專利法制中尚

無有關『間接侵權責任』（對第三人之直接侵權行為負間接侵權責任）之概念，亦

即經評價其主觀意圖及行為態樣，如未直接參與或介入第三人侵害專利權之活動，

                                                        
41 王澤鑑，民法概要（四版），2012年增訂4版，219-220頁。 
42 相關判決包括：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140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專訴字

第81號判決。 
43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593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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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僅以其與第三人之侵權行為有所關連，而令該人負侵權責任44。」智慧財產法

院在101年度民專上字第22號判決中，也提出類似的話45。雖然法院乃在討論間接侵

權行為時論及，不得僅以「行為有所關連」，就構成間接侵權行為；但實際上，法

院已明確地否定「行為有所關連」此種理論，因而，採此種認定，法院應該也不會

承認「行為關連共同」的「共同加害行為」。 

進而，倘若連中等寬鬆的「共同加害行為」都不承認，那麼對更寬鬆的「共同

危險行為」應該也不會承認。 

(二)幫助侵權與造意侵權 

民法第185條第2項規定：「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最高法院92

年度台上字第1593號民事判決指出：「第二項所稱之幫助人，係指幫助他人使其容

易遂行侵權行為之人，其主觀上須有故意或過失，客觀上對於結果須有相當因果關

係，始須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46」進而，不少智慧財產法院判決均引述同一段

話：「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5條定有明文。又本條所稱

『造意』、『幫助』，相當於刑法上之『教唆』、『幫助』概念，是以『造意』，

係指教唆他人使生侵權行為決意，並進而為侵權行為。而『幫助』，則指予行為人

助力，使之易於為侵權行為，其助力包含物質及精神上幫助。主侵權行為人須為侵

權行為，且客觀上造意、幫助行為均須對侵權結果之發生有相當因果關係，造意

人、幫助人始負共同侵權責任（最高法院92年度臺上字第1593號民事判決，及王澤

鑑，侵權行為法第1冊，第39頁參照）47。」 

甚至，在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易字第1號判決中出現進一步的限制：

「且『造意』、『幫助』均須出於故意（最高法院92年度臺上字第1593號民事判

決，及王澤鑑，「侵權行為法」，第456至458頁參照）。準此，我國對『造意』、

『幫助』之侵權責任係採從屬說，並非獨立說，並以故意為必要，不將之『過失

                                                        
44 智慧財產法院97年民專上字第20號判決。 
45 智慧財產法院在101年度民專上字第22號判決。 
46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593號民事判決。 
47 該段話最早的出處，也是較早的智慧財產法院97年民專上字第20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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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48」。也就是說，智慧財產法院認為，所謂的幫助侵權或造意侵權，必須具有

幫助故意或造意故意，不承認過失的幫助行為或過失的造意行為。 

二、沒有直接侵權就沒有引誘侵權 

雖然如上所說，我國學說與實務均承認，專利法雖然沒有規範幫助侵權與引誘

侵權，但可援引民法第185條第2項，承認幫助侵權與造意侵權責任。但實際上，觀

察智慧財產法院相關判決可知，我國法院其實並不太願意適用民法第185條第2項的

幫助侵權與造意侵權責任。以下本文蒐集整理智慧財產法院成立以來，有關幫助侵

權與造意侵權的案例。從這些案例可以看出，法院均會找到某些理由，否定被告構

成幫助侵權與造意侵權。 

其中一項法院最常使用的理由是，間接侵權的前提必須有直接侵權的存在，但

是，在具體案例中，專利權人控告幫助侵權者，但不能證明直接侵權者需負責任，

或不能證明有直接侵權人的存在。 

(一)直接侵權人欠缺故意、過失 

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上字第20號判決就是採用這個理由最早的一個案子。

該案中，日商武田藥廠擁有一藥品專利，乃混合X成分與Y成分之組合藥品。但X成

分與Y成分均無專利。台灣一學名藥廠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生產X成分之

學名藥，在銷售藥品所附之仿單中，說明將此藥搭配Y成分一起使用，將有更好之

效果。武田藥廠認為，此藥品仿單中之說明，乃教導醫生與病人合併使用X成分和

Y成分，則醫生和病人將直接侵害武田藥廠之專利。而中國化學製藥公司在藥品仿

單中的說明，將構成「引誘侵權」，或構成我國民法第185條之「造意侵權」。 

本案中，病患是聽從醫生指示，才會合併使用二種藥品。那麼，醫生的指示行

為，是否構成引誘侵權或幫助侵權？在舊專利法第58條：「混合二種以上醫藥品而

製造之醫藥品或方法，其專利權效力不及於醫師之處方或依處方調劑之醫藥品。」

很明確地將「醫師的處方」行為，排除在專利權的效力範圍之外，所以，縱使醫師

有指示病患侵權之嫌，但並不受專利權效力所及。但是，在新修正的專利法第61

                                                        
48 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易字第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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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混合二種以上醫藥品而製造之醫藥品或方法，其發明專利權效力不及於依醫

師處方箋調劑之行為及所調劑之醫藥品。」將原本的「醫生的處方」行為刪除。那

麼，醫師指示病患用藥行為，是否仍可能構成引誘侵權？ 

本案中，醫生或許是看了中國化學製藥公司的藥品仿單，才知道可以混合X成

分藥與Y成分藥，並進而開出處方箋，囑咐病患使用。因此，病患的使用行為，若

構成直接侵權行為，那麼，中國化學製藥公司的藥品仿單，是否構成造意侵權或幫

助侵權？ 

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上字第20號判決認為，本案中的病患（主行為人）

「顯然未具侵害上訴人第135500號專利權之故意或過失，而不構成侵權行為，被上

訴人自無何『教唆他人使生侵權行為決意，並進而為侵權行為』之造意行為可

言 49」。其主要認為，間接侵權的前提，必須有直接侵權存在。而本案中的直接侵

權人（病患），並不具備故意和過失，亦即是在無過失的前提下，使用了該藥物，

所以不負直接侵權責任。由於醫師與病人不負直接侵權責任，被告亦不負造意侵權

責任。 

另外，法院還指出，其實被告的仿單，與病人合併組合用藥，並沒有因果關

係：「醫師開立處方簽時，依病患之實際狀況，本於其專業知識之判斷，要求病患

同時使用上開成分之組合物，難認係因被上訴人於其學名藥仿單中教示合併療法所

致，亦即客觀上，被上訴人於仿單上之教示及建議，對於第135500號專利所定組合

物之生成，並無相當因果關係，故被上訴人無庸負共同侵權責任50。」 

上述判決中，法院認為，既然沒有直接侵權責任，那麼縱使學名藥廠的仿單有

「造意」，也無庸負造意侵權責任。但是，此論點有一問題，就是倘若侵權行為真

的發生，縱使行為人因無故意、過失，而不用負賠償責任，但仍然要負擔「侵害排

除」責任。換句話說，病人的行為確實構成直接侵權，只是因為無故意過失，所以

不負直接侵權之「賠償責任」。因此，本案並非沒有直接侵權，但法院卻認為沒有

直接侵權，就不須探討間接侵權，可看出法官迴避使用間接侵權責任的傾向。 

                                                        
49 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上字第20號判決。 
5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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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法證明直接侵權人的存在 

上述介紹的美國Akamai案，涉及的是電腦軟體方法專利，交由消費者完成後續

步驟。經本文蒐集，發現台灣智慧財產法院有一類似判決，為智慧財產法院民事判

決100年度民專訴字第69號。該判決涉及的並非方法專利，而是電腦軟體之物品專

利（裝置），因此，被告所生產的電腦軟體本身，並不會直接侵權，而需要由消費

者購買軟體後，回去安裝於電腦中，才會形成一「裝置」（物品）。因此，本案原

告主張，生產電腦軟體的公司，與購買電腦軟體並安裝於電腦中的消費者，構成共

同侵權。 

但智慧財產法院指出：「如前所述，系爭產品為單純之電腦軟體，並未落入系

爭631及770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內，當其安裝於電腦後，該安裝有系爭產品之電腦

裝置始落入系爭631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內。被告既僅製造、販賣系爭產品，自無

侵害系爭631專利之行為。至於特定或不特定之消費者購買系爭產品後，或確將系

爭產品安裝至電腦內使用，而將系爭產品與電腦裝置加以組合，惟消費者顯然未具

侵害原告系爭專利專利權之故意或過失，而不構成侵權行為，被告自無從與消費者

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亦無『教唆他人使生侵權行為決意，並進而為侵權行為』之造

意行為，或『予行為人助力，使之易於為侵權行為』之幫助行為可言。從而，原告

主張被告有民法第185條之共同侵權行為云云，尚非可採51。」因此，本判決採取的

理由，與前述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上字第20號判決理由類似，亦即直接侵權者

因欠缺故意或過失，所以不負直接侵權責任，那麼也就沒有共同侵權、間接侵權的

問題。 

本案上訴二審後，智慧財產法院在101年度民專上字第22號判決維持原判，但

理由稍有不同，其認為：「當其安裝於電腦後，該安裝有系爭產品之電腦裝置始落

入系爭631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之文義範圍內，已如前述。被上訴人既僅製造、販賣

系爭產品，自無侵害系爭631專利之行為，而上訴人就特定或不特定之消費者購買

系爭產品後，確有將系爭產品安裝至電腦內使用，而將系爭產品與電腦裝置加以組

合之行為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其空言主張自非可採，是無法證明有直接侵權行為人

之行為或其行為致生損害結果之發生，故被上訴人自無從與消費者成立共同侵權行

                                                        
51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訴字第69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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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亦無從證明被上訴人有『教唆他人使生侵權行為決意，並進而為侵權行為』之

造意行為，或『予行為人助力，使之易於為侵權行為』之幫助行為可言。從而，上

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民法第185條之共同侵權行為云云，並非可採52。」 

本案二審採取的理由，與一審不同，不是因為消費者欠缺故意或過失，而是原

告無法證明有消費者構成直接侵權，由於無法證明直接侵權的存在，故也無法主張

造意侵權或幫助侵權。但實際上，此理由非常牽強，因為只要有客戶購買其產品，

客戶就一定會安裝於電腦中，而構成直接侵權。法院用此理由，認為原告未舉證證

明有直接侵權存在，本文認為，也是法官在迴避使用間接侵權的一種理由。 

三、欠缺幫助故意與教唆故意 

前述介紹幫助侵權的概念時，曾引用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易字第1號判

決的一段見解，其指出：「且『造意』、『幫助』均須出於故意（最高法院92年度

臺上字第1593號民事判決，及王澤鑑，「侵權行為法」，第456至458頁參照）。準

此，我國對『造意』、『幫助』之侵權責任係採從屬說，並非獨立說，並以故意為

必要，不將之『過失化』53。」因此，幫助侵權與造意侵權，是否一定要具備幫助

故意或造意故意？抑或過失之幫助或過失之造意，亦可構成間接侵權？54以下介紹

的二個案例，有不同的見解。 

(一)欠缺幫助故意 

我國曾出現類似前述美國Akamai案中，被告在新型專利中，完成了前面部分元

件，而後透過說明書或規格書，指示購買客戶，完成後續的產品使用。相關判決，

包括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易字第1號判決與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

59號判決。 

在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易字第1號判決中，法院僅討論幫助侵權的問

題，並沒有討論引誘侵權或共同侵權的問題。而就幫助侵權部分，法院主要理由認

                                                        
52 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字第22號判決。 
53 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易字第1號判決。 
54 關於幫助侵權與造意侵權是否一定要故意，王澤鑑認為應限於故意，但也提及，實務上確實

承認過失之幫助侵權與造意侵權。參見王澤鑑，侵權行為法，2010年，456-4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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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被告欠缺幫助故意，故不構成幫助侵權。 

該案涉及製造廠商指示下游消費者完成後續產品使用，而構成直接侵權的問

題。該案中，被告（被上訴人）「於交付系爭產品（其本體與袋體呈分離狀）予光

裕公司時，同時交與出廠證明單，依其上『碎石排水袋構造圖』左方圖式以箭頭標

示可將『石頭』置於該袋體內，且以細鏈線表示可將PE管（上有網孔）導引進入袋

體（含黏扣帶、夾網膠布、萬能網，且有設穿孔）之中，而使PE管可與排水袋袋體

相結合；至『碎石排水袋構造圖』右方圖式則以剖視圖表示PE管與袋體相結合後，

PE管由夾網膠布之穿孔穿出，PE管網孔面位於袋體內之結合狀態。是以系爭產品之

使用者得據此將袋體內填設有碎石（即編號1A、1F要件），且本體與袋體結合為一

體（即編號1E要件），而可對應表現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編號1A、1E、1F

之要件。」 

法院認為，被告所提供的圖式說明，乃是政府機關招標規範中即有的說明。

「是被上訴人辯稱係參照政府公共工程之同年2月16日公開招標公告及設計圖說而

繪製出廠證明單之圖式，並於同年3月11日交貨等語，堪以採信。」進而，法院認

為：「……被上訴人主觀上並不知悉其所製造、販賣之系爭產品係實施系爭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主要核心技術內容（essential element），日後如將本體與袋體

結合為一體，並於袋體內填設有碎石，即可完全落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難認有何『給予侵權行為人助力，使之易於為侵權行為』之幫助故意可言。故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具侵害系爭專利權之故意及過失云云，委無可取55。」 

本案智慧財產法院否定構成幫助侵權的理由，在於被告（被上訴人）欠缺幫助

故意，亦即認為，被告雖有幫助行為，但對於所提供的圖式說明，並非在明知可能

後續步驟將構成直接侵權而仍故意提供，欠缺幫助故意。究竟間接侵權的幫助行

為，是否一定要有幫助故意？還是有過失而構成幫助行為亦要處罰？在下述判決

中，卻出現不同的見解。 

(二)過失之教唆 

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59號判決，與前述判決類似的情況，被告以規

                                                        
55 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易字第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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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書指示下游客戶完成產品組裝使用。但法院判決結果卻截然不同，其不援引幫助

侵權，而是援引造意侵權。且認為造意侵權並不一定要有教唆故意，過失教唆也應

負責。 

該案中，系爭專利有8個要件，而系爭侵權產品只滿足前7個要件，被告將系爭

產品賣給客戶後，並按照被告公司網頁所提供的詳細規格書操作，客戶將會完成第

8個要件。由於被告所販售產品構成前7個要件，並提供詳細規格書教導客戶安裝，

但客戶完成第8個要件後，客戶的使用行為會構成侵權。 

智慧財產法院認為，被告自己應該在自己公司內部做過產品測試，故在公司內

部一定完成了第8個要件：「……顯然被告天鈺公司或其所合併之宣鈦公司曾經做

成符合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全要件技術特徵且文義相符之產品，否則如何

能於公司網頁上提供包括最大額定值（Absolute Maximum Ratins）、建議使用條件

（Recommended Operating Condition）、電子特性（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等如

此詳細之規格書之記載。況FR9706及FP6340之規格書尚附有實施波形圖（Typical 

Performance Curves），故原告主張被告天鈺公司與其合併前之宣鈦公司至少曾經做

過所謂測試版，非不可採信。56」 

另外，法院認為，購買被告產品而完成最後一個要件者，因為使用了整個產

品，所以購買者會構成「使用」系爭專利：「……民法第185條第2項造意或幫助犯

之成立，必以有直接侵權行為人之存在為前提。查被告縱有販賣或就TA2154、

FR9758、FR9706、FP6340產品為販賣之要約，並不構成對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第1項之侵害，惟以規格書所載日期及原告可於國內公開市場取得FR9706、FP6340

產品之情形可知，該等產品已於市場流通，則配合規格書一併使用，市場上顯然必

有侵害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直接侵權人之存在……57」法院在本案中「推

定」，一定有某個消費者買完產品回家使用後，就會構成直接侵權。此一認定，與

前述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字第22號判決理由剛好相反。101年度民專上字

第22號，認為原告無法證明真的有直接侵權者（消費者）的存在。但是在本案

中，法院卻認為縱使原告沒有起訴任何一個消費者，但一定有某個消費者已經構

                                                        
56 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訴字第59號判決。 
5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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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直接侵權。 

進而，在本案中，被告是屬於造意侵權？還是幫助侵權？智慧財產法院似乎認

為屬於造意侵權。智慧財產法院指出，造意侵權人，不以故意為必要，過失的造意

行為，也屬於造意侵權：「……民法第185條第2項所規定造意人，乃教唆為侵權行

為之造意，其與刑法不同者，不以故意為必要，亦得有過失之教唆，倘若欠缺注意

而過失之造意教唆第三人，該第三人亦因欠缺注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則造

意人之過失附合於行為人之過失，侵害他人之權利，造意人視為共同行為人，即應

與實施侵權行為之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90號判決

意旨參照）。……被告天鈺公司所營事業更包括研究、開發、生產、製造、銷售積

體電路等，亦有其公司登記表在卷可按，而原告本即係此領域之知名廠商，擁有多

項相關專利，故以被告天鈺公司及其合併前之宣鈦公司之營業規模及組織，絕對有

預見或避免因侵害原告專利致損害發生之能力及注意義務，卻仍未注意而侵害並使

上開產品及規格書流通於市場上，致生自己或他人直接侵害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第1項之行為，顯屬專利法第84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及民法第

185條第2項所規定之造意、幫助共同侵權行為，且應認其有未盡注意義務之過失，

及亦屬可得而知他人有專利權之情形。58」 

此案後來上訴，智慧財產法院因為系爭專利欠缺新穎性及進步性，而廢棄原判

決59。因而，其在判決理由中，並沒有對一審法院所為的造意侵權的意見，發表看

法。雖然一審判決被廢棄，但是其所提出的，造意侵權並不一定要是故意之教唆，

而可以是過失之教唆。但這與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易字第1號判決中所強調

的，幫助侵權一定要是幫助故意，兩者似乎有所矛盾。因此仍然看得出來，智財法

院也會以欠缺幫助故意或教唆故意，而不願意適用民法第185條第2項間接侵權之規

定。 

若比較前述美國Global-tech案可知，美國的輔助侵權與引誘侵權，必須限於故

意，不包括過失，但是所謂的故意，包括「蓄意視而不見」。而蓄意視而不見的概

念，筆者認為，相當於我國的未必故意，亦即刑法第13條第2項「行為人對於構成

                                                        
58 同前註。 
59 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字第3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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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因此，我國智

慧財產法院在「專利的幫助侵權與造意侵權的適用上認為必須限於故意」，雖與過

去最高法院認為「一般侵權行為的幫助與造意不限於故意」的見解不同，但某程度

與美國法院的見解相同。 

肆、結 論 

總體來看，若認為民法第185條可補充專利法，我國專利法下亦可承認共同侵

權、幫助侵權、造意侵權。但實際上，從本文所研究之智慧財產法院判決可知，智

慧財產法院對共同侵權、間接侵權的使用得非常保守，通常不願意適用民法第185

條第1項及第2項。 

實務上，雖然智慧財產法院肯定共同侵權的適用，但大多只處理公司與其負責

人的連帶賠償責任。至於一般學說上所謂的行為關連共同的「共同加害行為」，以

及更寬鬆的「共同危險行為」，智慧財產法院均不承認。至於間接侵權部分，智慧

財產法院會使用幾個理由拒絕適用，一是沒有人要負直接侵權侵權或無法證明直接

侵權責任的存在；二是欠缺幫助故意，而拒絕適用間接侵權責任。 

相對照來看，美國雖然有間接侵權之規定，卻沒有共同侵權規定。所以，在公

司與其負責人間，美國法院乃認為負責人需負引誘侵權責任，而與台灣要負共同侵

權責任不同。另外，美國在方法專利的共同侵權行為，必須要藉助其他條文，目前

主要就是適用美國專利法第271條(a)的直接侵權規定，而聯邦上訴巡迴法院適用該

條時受限於「單一實體規則」。美國最高法院在2014年的Akamai案仍堅持，要構成

引誘侵權，一定要有直接侵權的存在。但似乎認為，其實適用271條(a)處理共同侵

權時，並不一定要堅持單一實體規定，或限制一定要有指示或控制關係存在。 

兩相比較可知，我國智慧財產法院，不論是共同侵權（包括共同加害行為與共

同危險行為），或是間接侵權（幫助侵權或造意侵權），在態度上，都傾向拒絕適

用。就間接侵權方面，智慧財產法院部分判決認為，幫助侵權與造意侵權應該限於

故意，此與過去最高法院認為一般侵權行為的幫助侵權與造意侵權可包括過失，見

解有所不同。不過，智慧財產法院此見解，卻與美國法院對輔助侵權與引誘侵權需

具有明知要件，立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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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智慧財產法院傾向並不適用民法第185條之共同侵權與間接侵權。

這對台灣的被告廠商來說，也許是一件好事。但對專利權人來說，未必有利。智慧

財產法院為何在適用共同侵權與間接侵權時態度保守？也許出於個案情節中的衡平

考量。另外，筆者猜想，台灣工廠大多為代工、零件製造商，智慧財產法院限制使

用共同侵權與間接侵權，某程度或許是想避免對台灣代工廠商造成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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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論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 
之判斷 

  何啟弘* 

壹、前 言 

我國專利侵害之鑑定流程分為兩階段：一、解釋申請專利範圍；及二、比對解

釋後之申請專利範圍與待鑑定對象（物或方法）1。同樣地，經美國最高法院予以肯

定的專利侵害分析亦為兩步驟：一、解釋專利各請求項的意義和範圍；及二、判斷

被訴裝置是否落入經解釋後各請求項的範圍2。因此，在專利侵害鑑定或分析上，首

要工作就是要解釋申請專利範圍各請求項。 

另一方面，我國現行專利審查基準中記載：「進行審查時，係依以下步驟進

行：(1)理解發明內容：閱讀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以理解並確認申請專利

之發明的內容。(2)進行檢索：除全部請求項均屬『無須或無法進行檢索』之情形

外，亦即如有任何一項仍得檢索時，應進行檢索。……(3)終止檢索：經檢索後發現

                                                        
DOI：10.3966/221845622015070022003 
收稿日：2015年4月20日 
* 

專利師，威爾立國際智權公司資深顧問。本文為筆者於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的部分研究成果整理。
 

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依1996年元月公告施行之「專利侵害鑑定基準」修正之「專利侵害鑑定

要點」，並經司法院於2004年11月2日以秘台廳民一字第0930024793號函送所屬各法院法官

供鑑定時之參考，頁1。 
2 See Markman v. Westview Instruments, Inc., 517 U.S. 370, 374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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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請求項不符新穎性、進步性等要件之先前技術，或認為後續能發現更接近之先前

技術的可能性極微時，得停止該請求項之檢索，並進行次一請求項之檢索。……完

成檢索後，應就所檢索到的先前技術與得進行比對之請求項進行新穎性、進步性等

要件之認定，並撰寫審查意見及檢索報告」3。又，申請專利之發明，指記載於申請

專利範圍中請求保護之申請標的（subject matter）4。易言之，在進行檢索以求進入

新穎性及進步性比對之前的審查，首要工作為理解並確認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中請

求保護之申請標的。 

因此，無論是專利侵害之鑑定、分析或是專利審查的進行，第一步都是對申請

專利範圍進行「解釋」或者「理解」。拙見以為「理解」（comprehend）應指就申

請專利範圍所載內容進行技術涵義的認識至有一定程度瞭解的過程，而所謂的「解

釋」（interpret）或「建構」（construe）應指依照所理解的內容賦予申請專利範圍

所載發明特定技術涵義的過程，因而「理解」申請專利範圍所載發明內容應先於

「解釋」（interpret）或「建構」（construe）申請專利範圍。據此，專利審查上的

「理解並確認申請專利範圍所載發明內容」與專利侵害上的「解釋申請專利範圍」

本質上均涵蓋「理解申請專利範圍所載發明內容」。然而，當申請專利範圍所載發

明內容無法被理解（not to be comprehended）進而無法被解釋（not to be construed）

時，是否還能接著進行專利侵害鑑定或專利審查的下個步驟？ 

2010年，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曾在Enzo Biochem, Inc. v. Applera Corp.案中引

用Honeywell Int’l, Inc. v. Int’l Trade Comm’n案判決見解5，指出「如果申請專利範圍

是不明確的，那麼申請專利範圍無法被解釋。而當可供辨識的申請專利範圍解釋無

法被提供時，新穎性審查將無法開始」6。換言之，當申請專利範圍無法被解釋時，

就無從判斷是否具可專利性以及是否侵權。而當申請專利範圍因不明確而無法被理

解時，申請專利範圍的解釋將無法進行。因此，在進行「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

                                                        
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基準，2013年，第2篇第7章，頁2-7-1至2-7-2。 
4 同前註，第2篇第1章，頁2-1-1。 
5 Honeywell Int’l, Inc. v. Int’l Trade Comm’n, 341 F.3d 1332, 1342 (Fed. Cir. 2003). 
6 Enzo Biochem, Inc. v. Applera Corp., 599 F.3d 1325, 1332 (Fed. Cir. 2003) (“If a claim is 

indefinite, the claim, by definition, cannot be construed. Without a discernable claim construction, 
an anticipation analysis cannot be performed”). 



52  

專利師︱第二十二期︱2015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前，應先判斷「申請專利範圍是否明確」。 

「申請專利範圍是否明確」的判斷規定於我國現行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而我

國專利審查基準規定了「請求項記載原則」，且列舉一些不符合明確性要件的態

樣7。儘管如此，我國智慧財產局在專利案件審查上以及智慧財產法院在專利訴訟案

件裁判上，對於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要件的判斷仍常見分岐，無法確實掌握明確性

要件的規範本質及判斷方式。 

美國最高法院於2014年6月2日於Nautilus, Inc. v. Biosig Insturments, Inc.案（下

稱「Nautilus案」），確立了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的判斷標準，強調申請專利範圍

之明確與否並非從法院解釋申請專利範圍的過程中對於申請專利範圍請求項是否

「可供解釋」（ amenable to construction）或「沒有無法解決的含糊」（ not 

insolubly ambiguous）的檢視來判斷，而是決定於熟習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人士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對於申請專利範圍所界定的範圍的理解是否可達「合理

確定」（reasonable certainty）的程度8。 

本文嘗試從美國最高法院於Nautilus案中對於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的判斷

標準確立見解出發，觀照我國智慧財產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之專利訴訟判決案例，

對我國在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的明確性判斷上提供建議。 

貳、美國專利實務於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要件判斷上的

發展 

美國專利法上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要件的規定最早制定於1870年9，2011年9月

16日，美國專利法改革法案（Leahy-Smith America Invents Act, AIA）制定通過，並

於2012年9月16日生效，成為目前專利法（下稱「新法」）。1952年以來，專利法

（下稱「舊法」）上將此一要件規定在第112條第2段落：「專利說明書應以一個或

                                                        
7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3書，第2篇第1章，頁2-1-18至2-1-30。 
8 Nautilus, Inc. v. Biosig Instruments, Inc., 134 S. Ct. 2120 (2014). 
9 發明人或發現人應具體地指出且清楚地請求自己所請求的發明或發現的零件、改良或組合

（he shall particularly point out and distinctly claim the part, improvement, or combination which 
he claims as his invention or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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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請求項總結，該請求項能夠具體地指出且清楚地請求申請人所認為是其發明

的發明標的」10。在2012年9月16日之前乃至1952年的專利申請案適用舊法第112條

第2段落規定，在2012年9月16日當日或之後的專利申請案適用新法第112條第(b)段

落規定。新法第112條第(b)段落規定：「專利說明書應以一個或多個請求項總結，

該請求項能夠具體地指出且清楚地請求發明人或共同發明人所認為是其發明的發明

標的」11。 

一、美國專利訴訟上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要件的判斷標準 

(一)美國最高法院及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Nautilus案前的判斷標準 

1916年，最高法院於Minerals Separation, Limited, et al. v. James M. Hyde案指

出，專利法上對於申請專利範圍請求項（claims，下稱「請求項」）發明標的明確

與否所要求的確定程度（certainty）是合理的程度（reasonable），只要請求項中文

字記載（terms of the claims）已經將所對應的多數物質種類以及處理方式的範圍界

定出來，則儘管仍留有部分的物質種類或處理方式給熟習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人士

去找出，也已算清楚充分明確而能引導所屬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者從事成功的發明

應用，符合專利法的規定12。1938年，最高法院於General Electric Co. v. Wabash 

Appliance Co. et al.案指出，專利法上對於請求項明確性的要求在於同時捍衛專利權

人及其他非專利權人的權利，避免權利範圍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讓專利權人

享有不合理的優勢以及避免其他非專利權人因該不確定性而處於不合理的劣勢13。

1942年，最高法院於United Carbon Co. et al. v. Binney & Smith Co.案指出，專利法上

「具體指出及清楚請求」（particularity and distinctness）要件所要求的是：請求保

護的發明能夠清楚地與既有技術區別，且能夠清楚地劃分出將來的實施行為中何者

                                                        
10 原文為 “The specification shall conclude with one or more claims particularly pointing out and 

distinctly claiming the subject matter which the applicant regards as his invention.” 
11 原文為 “The specification shall conclude with one or more claims particularly pointing out and 

distinctly claiming the subject matter which the inventor or a joint inventor regards as the 
invention.” 

12 Minerals Separation, Limited, et al. v. James M. Hyde, 242 U.S. 261, 271 (1916). 
13 General Elec. Co. v. Wabash Appliance Corp. et al., 304 U.S. 364, 369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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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排除在外的，亦即請求項必須能夠被合理的區分出（resonably clearcut）而讓法

院能夠判斷發明的真實性及新穎性是否具備14。 

1981年，美國聯邦第三巡迴上訴法院於Rengo Co. Ltd. v. Molins Machine Co., 

Inc.案強調：「書面說明要件（description）及可據以實施要件（enablement）是針

對專利說明書（specification）所為之規定，而明確性要件（definiteness）是針對請

求項所為之規定。明確性要件指的是『請求項的文字記載必須清楚提出申請人所尋

求專利權之排他範圍』。此一明確性要件本質上所要求的是請求項文字記載的精確

度，而非發明揭露或書面說明的足夠性。因此，當說明書無法與請求項標的相呼應

時，就算說明書對於發明之描述未盡充分或無法使所屬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者據以

實施，該請求項仍可能符合第112條的明確性要件規定。……明確性要件的規範目

的是要界定出所請發明的保護界線，以告知他人在跨越那條界線所從事的實驗或發

明行為將有侵權風險」15。由此可見，在規範目的上，請求項之明確性要件不同於

說明書之書面說明要件。 

2001年8月，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S3 Inc. v. Nvidia Co.案指出，請求項的目的並

非是為了解釋技術或說明技術如何實現，而是表明獲准專利的法律界限。在尚未借

助於專利說明書的說明進行理解時，請求項之文字記載可能會有難以理解的情況，

但僅僅如此並不必然構成不明確16。此外，請求項是否因為不明確而無效，取決於

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者是否能夠借助於專利說明書的說明而辨別出請求項所界定

的範圍17。 

2001年9月，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Exxon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Co. v. United 

States案，根據1942年最高法院於United Carbon Co. et al. v. Binney & Smith案所確立

的「請求項不會僅僅因為解釋上具有困難性而被視為不明確」見解指出，「當請求

項可供解釋時（amenable to construction），儘管解釋工作可能有難度，請求項不會

被視為不明確。然而，當請求項文字記載具有無法解決的含糊性（ insolubly 

                                                        
14 United Carbon Co. et al. v. Binney & Smith Co., 317 U.S. 228, 236 (1942). 
15 Rengo Co. Ltd. v. Molins Machine Co., Inc., 657 F.2d 535, 551 (3d Cir. 1981). 
16 S3 Inc. v. Nvidia Co., 259 F.3d 1364, 1369 (Fed. Cir. 2001). 
17 Id. at 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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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iguous），且無法正確適用限縮解釋時，請求項將被認定為不明確」18。2005年

8月，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Datamize, LLC. v. Plumtree Software, Inc.案引用相同的判

斷標準指出，請求項只有在無法供解釋（not amenable to construction）或具有無法

解決的含糊性（be insolubly ambiguous）時會構成不明確，而請求項的文字記載

（claim terms）明確與否決定於這些文字記載是否被賦予有合理意義（reasonable 

meaning）。此外，請求項的範圍界定不能僅憑任一可實施該發明之特定個人之未

受限的主觀意見而為決定，必須提供客觀標準讓公眾藉以決定所請發明的範圍19。 

2008年1月，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Halliburton Energy Services, Inc. v. M-I LLC案

指出，當請求項的限制條件是以純功能用語（purely functional terms）來界定時，

判斷該限制條件是否足夠明確，高度依賴於專利說明書的揭露內容及熟習所屬技術

領域人士的通常知識20。 

2010年3月，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Enzo Biochem, Inc. v. Applera Corp. et al.案指

出，請求項是否因不符合舊法第112條第2段落規定而無效的判斷屬於法律問題，而

主張專利因請求項不明確而無效的一方必須提出清楚且具說服力程度（clear and 

convincing）的證據。決定請求項是否不明確，須判斷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是否

能夠理解所請發明，並可採用解釋申請專利範圍的一般原則（general principles of 

claim construction）來進行判斷。易言之，請求項之文字記載、專利說明書之內容

及申請檔案歷史等內部證據必須列入考慮。同時，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指出，當請求

項涉及程度性用語（word of degree）時，法院必須判斷專利說明書是否提供了藉以

衡量該程度的標準（some standard for measuring that degree）21。 

(二)美國最高法院於Nautilus案的判斷標準 

綜上所述，美國專利實務上對於申請專利範圍之明確性要件的判斷標準，在

2001年以前主要是遵循最高法院於1916年至1942年所建立的標準，即要求請求項文

字記載必須清楚到足以讓熟習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人士對於所界定範圍的理解達到合

                                                        
18 Exxon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Company v. United States, 265 F.3d 1371, 1375 (Fed. Cir. 2001). 
19 Datamize, LLC. v. Plumtree Software, Inc., 417 F.3d 1342, 1347 (Fed. Cir. 2005). 
20 Halliburton Energy Services, Inc. v. M-I LLC, 514 F.3d 1244, 1255-56 (Fed. Cir. 2008). 
21 Supra not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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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確定程度（reasonable certainty）或者能夠合理的區分出（resonable clearcut）。

然而，自2001年的Exxon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Co. v. United States案起，聯邦巡

迴上訴法院基於最高法院60年來所建立的上述標準，進一步闡釋為請求項明確與否

端視請求項是否「可供解釋」（amenable to construction）以及解釋後的請求項是否

「沒有無法解決的含糊」（not insolubly ambiguous）。對此，2014年6月最高法院

於Nautilus案中推翻了此番見解，認為此種判斷標準欠缺了舊法第112條第2段落所

要求的精確度（precision），造成下級法院在法規適用上的困惑，並要求聯邦巡迴

上訴法院對於受爭議的請求項是否符合明確性要件能以合適的標準再次考慮，而於

判決中廢棄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的判決並發回重審。 

最高法院重申舊法第112條負有在專利權人與公眾之間維持審慎平衡（delicate 

balance）的責任，並指出舊法第112條第2段落要求「一件專利的請求項，必須讓熟

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基於說明書以及申請歷史之記載，理解該專利所請發明的範圍

到達合理確定的程度（reasonable certainty）」22。此一明確性要件必須斟酌語言上

的固有限制（ inherent limitation of language），儘管不要求「絕對精準度」

（absolute precision），仍要求「清楚」（clarity）。些許少量的不確定性是為了保

有對創新的適當鼓勵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最高法院表示其所採取的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要件判斷標準一如既往，亦即

「專利法上對於請求項發明標的明確與否所要求的確定程度就是合理的程度」。最

高法院引用Carnegie Steel Co. v. Cambria Iron Co.案的判決見解指出：「任何專利說

明書中的敘述，只要是用熟習所屬技術領域的語言表示，且足以告知熟習所屬技術

人士所請專利發明之明確特性，並警示他人所請求的專屬排他對象為何，那麼該敘

述就足以明確」23。此外，明確性要件的探究必須依循著專利申請當時熟習所屬技

術領域人士的理解來進行，而非事後以法院觀點所認為的結果24，並指出聯邦巡迴

                                                        
22 Supra note 8, at 2129 (“to require that a patent’s claims, viewed in light of the specification and 

prosecution history, inform those skilled in the art about the scope of the invention with reasonable 
certainty”). 

23 Carnegie Steel Co. v. Cambria Iron Co., 185 U.S. 403, 437 (1902). 
24 Supra note 8, at 2130 (“the definiteness inquiry trains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a skilled artisan at 

the time of the patent application, not that of a court viewing matters post h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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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法院對於申請專利範圍請求項之明確性的精確度要求，如果可以容許其相較於

「具有無法解決的含糊」的門檻只是稍微來得高一些，將削弱明確性要件的公示功

能（public-notice function）並讓阻礙創新之不確定區域（zone of uncertainty）繼續

發展25。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指出，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對「具有無法解決的含糊」

此用語的完整解釋「如果對於申請專利範圍的文字記載經合理努力解釋後的定義，

仍無法提供足夠的具體性及清楚性來告知熟習所項技術領域人士申請專利範圍的界

線，那麼申請專利範圍即具有無法解決的含糊，並因不明確而無效」26，反而更能

遵循美國專利法第112條規定。 

(三)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及聯邦地院於Nautilus案後的明確性判斷 

在Nautilus案後，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及聯邦地院對於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的判

斷，值得觀察。2014年8月25日，美國中加州聯邦地院西分院於Diamond Coating 

Technologies, LLC. v. Hyundai Motor America, et al.案基於Nautilus案判斷標準，提出

下列判斷步驟：一、解釋請求項，當請求項無法被解釋時，視為不明確。二、確認

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在閱讀說明書及申請檔案歷史後，對於該請求項之正確範圍

（correct scope of the claim）之理解是否已達合理確定（reasonable certainty）程

度。舉例而言，當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發現一個請求項之文字記載中的用語經解

釋後，存在多個看起來可被接受但實質上卻相異（multiple equally plausible but 

materially dissimilar）的涵義時，儘管各個涵義不具有無法解決的含糊性（insolubly 

ambiguous），該請求項仍會被認為未滿足合理確定要求。需注意的是，在此步驟

中，即使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對於請求項之文字記載中的用語可以作出正確解

釋，仍須進一步判斷該解釋是否具有含糊性（ambiguous）致使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

士對於所請發明之範圍的理解無法達到合理確定的程度，如是該用語即不明確27。 

                                                        
25 Supra note 8, at 2130. 
26 Supra note 8, at 2130 (“If reasonable efforts at claim construction result in a definition that does not 

provide sufficient particularity and clarity to inform skilled artisans of the bounds of the claim, the 
claim is insolubly ambiguous and invalid for indefiniteness”). 

27 Diamond Coating Technologies, LLC. v. Hyundai Motor America, et al., Case No. 8:13-cv-0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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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針對Nautilus案後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及聯邦地院的若干專利訴訟案例進行

整理，歸納出明確性的判斷要點。 

1. 請求項之文字記載未見於說明書中，非屬不明確問題 

2014年6月20日，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Augme Technologies, Inc. et al. v. Yahoo! 

Inc.案指出，系爭公告第US 7,640,320號專利之說明書未揭露請求項7之限制條件

「 unique identifier 」並不構成不明確問題，而屬於書面說明要件（ written 

description）或可據以實施要件（enablement）之欠缺28。同樣地，2014年11月3日，

德州東區聯邦法院於Harcol Research, LLC. v. Europea Sports Products, Inc.案對系爭

公告第US 5,817,364號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解釋作出裁決（claim construction order）

指出，請求項1中的文字記載「providing an energy source」並未構成不明確，且強

調：說明書並未支持請求項文字記載的問題屬於書面說明要件或據以實施要件欠缺

的問題，非屬明確性要件欠缺問題29。 

2. 請求項之文字記載必須給予足夠的客觀指引，讓熟習所屬技術領域 
人士理解何者在界定範圍內，何者在界定範圍外，方屬明確 

2014年8月6日，北加州聯邦地院在Prolifiq Software Inc. v. Veeva System Inc.案

對系爭公告第US 7,634,556號及第US 8,296,378號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解釋作出裁決

指出，請求項之文字記載如無法提供一個藉以決定所請發明範圍的客觀標準，而是

依靠實施該發明之人不受限的主觀意見，那麼該請求項之文字記載就無法讓熟習所

屬技術領域人士在發明範圍的認知上達到合理確定的程度30。尤其，地院特別指

出，為了能夠讓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判斷請求項的範圍界線，除了要讓熟習所屬

技術領域人士得知何者是在界定範圍之內，還必須讓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得知何

                                                                                                                                                        
MRP (DFM), 2014 WL 5698445, at *4 (C.D.Cal. Aug. 25, 2014). 

28 Augme Technologies, Inc. et al. v. Yahoo! Inc., 755 F.3d 1326, 1337 (Fed. Cir. 2014). 
29 Harcol Research, LLC. v. Europea Sports Products, Case No. 2:13-cv-228-JRG-RSP, 2014 WL 

5603653, at *8 (E.D.Tex. Nov. 3, 2014). 
30 Prolifiq Software Inc. v. Veeva System Inc., Case No. 3:13-cv-03644, 2014 WL 3870016, at *5 

(N.D.Cal. Aug. 6,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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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在界定範圍之外31。 

2014年9月10日，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在Interval Licensing LLC. v. AOL, Inc. et al.

案判決中肯認華盛頓州西區聯邦地院的見解指出，由於系爭公告第US 6,034,652號

及第US 6,788,314號專利之請求項文字記載中用語「in an unobtrusive manner that 

does not distract a user」具高度主觀性（highly subjective），且字面上給予熟習所屬

技術領域人士的技術涵義指引太少，因而構成不明確。易言之，請求項文字記載對

於「內容影像是藉由何種方式顯示給使用者觀看」（the manner in which content 

images are to be displayed）並未給予客觀的指引（objective indication）32。此外，基

於專利說明書及申請檔案歷史，該用語與專利說明書內所載實施例之間的關係太不

確定（too uncertain）33。因而，讓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向他人請益請求項所界定

的範圍時，可能會得到無法預期的答案，而這樣的含糊情況將落入最高法院於

Nautilus案曾告誡之阻礙創新發展的「不確定區」（zone of uncertainty）34。 

2014年12月5日，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DDR Holdings, LLC v. Hotels.com, L.P., et 

al.案指出，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的判斷屬於法律問題，須由上訴法院重新審理（de 

novo）35，對於請求項文字記載中「帶有主觀涵義用語」（subjective terms）而言，

並非說明書中記載了若干例子就可謂符合明確性要件。系爭公告第US 7,818,399號

專利請求項文字記載中用語「visually perceptible elements」或「look and feel」並非

屬於「帶有主觀涵義用語」，其在系爭專利申請當時所屬技術領域中已建立了「充

分客觀涵義」（sufficiently objective meaning），而系爭專利說明書中的說明及記載

實施例也都能與這樣的涵義相符合。因而，對於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而言，可理

解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達合理確定程度，並未構成不明確36。 

同樣地，2015年1月23日，德拉瓦州聯邦地院於Intellectual Ventures I, LLC, et 

                                                        
31 Id. at *6. 
32 Interval Licensing LLC. v. AOL, Inc. and Apple, Inc. and Google, Inc. and Yahoo! Inc., 766 F.3d 

1364, 1371 (Fed. Cir. 2014). 
33 Id. at 1373. 
34 Id. at 1374. 
35 DDR Holdings, LLC v. Hotels.com, L.P., et al., 2014 WL 6845152, at *13 (C.A. Fed. (Tex.) Dec. 

5, 2014). 
36 Id. 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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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v. Canon Inc. et al.案表示，系爭公告第US 7,315,406號專利之說明書對於請求項

文字記載中用語「scan control signal」及「timing control signals」並未提供足夠的技

術涵義指引，無法合理確定地告知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所界定的發明範圍，因而

構成不明確37。系爭公告第US 7,315,406號專利之技術係關於掃描器（scanner）之電

路，其電路架構示意圖請參見圖1。 

 
圖1 

3. 請求項文字記載之字面通常解釋或說明書內容已提供足夠的技術涵義

指引者，不會構成不明確 

2014年6月25日，德州聯邦地院於Thomas Swan & Co. Ltd. v. Finisar Corp., et al.

案之馬克曼審理庭（Markman hearing）指出，依據最高法院於Nautilus案所建立的

明確性判斷標準，系爭公告第US 8,335,033號、第US 8,089,683號、第US 7,664,395

號及第 US 7,145,710號專利請求項之爭議用語（ disputed terms）「全像圖」

（hologram），依其字面通常解釋可得到「全像圖（hologram）是用來控制空間燈

                                                        
37 Intellectual Ventures I, LLC, et al. v. Canon Inc. et al., Case No. 13-473-SLR, 2015 WL 307868, at 

*1 (D.Del. Jan. 2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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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調變器（Spatial Light Modulator, SLM）的入射光」這樣的指示，而讓熟習所屬技

術領域人士對於發明範圍的理解達到合理確定的程度，因而不構成不明確38。 

2014年9月9日，北加州聯邦地院聖荷西分院於Apple, Inc. v.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et al.案表示，系爭公告第US 8,046,721號專利之請求項8文字記載中用語

「解鎖」（unlock）並未如被告所言構成不明確，其理由是從專利說明書的描述可

以區別「解鎖狀態」（unlocked state）及「上鎖狀態」（locked state）的不同，而

一名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亦證實其可以毫無困難地理解請求項8中「上鎖狀態」

（locked state）及「解鎖狀態」（unlocked state）的不同，而請求項8文字記載本身

的字面通常解釋（plain and ordinary meaning）亦是清楚的。尤其，被告方的專家在

向陪審團解釋系爭專利技術與先前技術之差異時，也能夠解釋裝置在何時會解鎖

（unlock）39。系爭公告第US 8,046,721號專利之技術是關於手持電子裝置之使用者

介面的觸控解鎖操作，其解鎖過程示意圖如圖2所示。 

 

 
圖2 

                                                        
38 Thomas Swan & Co. Ltd. v. Finisar Corp., et al., Civil Action No. 2:13-cv-00178-JRG, 2014 WL 

2885296, at *10-12 (E.D.Tex. June 25, 2014). 
39 Apple, Inc. v.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et al., Case No:12-cv-00630-LHK, 2014 WL 

4467837, at *11 (N.D.Cal. Sep. 9,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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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求項文字記載之技術涵義無從得知者，構成不明確 

2014年7月9日，路易斯安那中區聯邦地院於Kyle Broussard, et al. v. Go-Devil 

Manufacturing Co.案表示，系爭專利請求項中用語「short-tail」無法由說明書中得到

其最大長度限制的指示，導致會涵蓋傳統的「long-tail」，無法讓熟習所屬技術領

域人士對於發明範圍的理解達到合理確定的程度，因而系爭專利被判定構成不明確

而無效40。 

2014年7月14日，紐澤西州聯邦地院於In re TR LABS PATENT LITIGATION

案，對被告聲請系爭公告第US 7,260,059號專利因請求項文字記載「increases and 

optimizes demand served」不明確而無效的即席判決（ Summary Judgement of 

Invalidity）作出准予裁決（granted order）表示，原告所賴以聲稱申請專利範圍屬明

確的十二個說明書段落，並無法讓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理解所謂的「optimize 

demand served」是藉由哪種方式來達成，因而構成不明確41。 

2014年11月3日，德州東區聯邦法院於Harcol Research, LLC. v. Europea Sports 

Products, Inc.案，對系爭公告第US 5,817,364號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解釋作出裁決表

示，請求項7中的文字記載「large and rapid energy supply」，無法讓熟習所屬技術

領域人士從字面通常解釋或說明書內容得知能量供應的大小（how much that energy 

supply should be）或者造成快速能量供應的機制（what makes it a rapid supply of 

energy），從而無法理解請求項7界定範圍至合理確定的程度，構成不明確42。 

2014年11月19日，南加州聯邦地院於Samy Abdou v. Alphatec Spine, Inc.案，對

被告所提系爭專利因構成不明確而無效的即席判決聲請作出准予裁決表示，系爭公

告第US 7,951,153號專利之請求項1、6、8、12及21中的文字記載用語「defined 

anatomical position 」 、 「 defined anatomical relationship 」 及 「 defined spatial 

relationship」，以及系爭公告第US 8,172,855號專利之請求項6及28中的文字記載用

語「attaches on to a first surface」及「in proximity to the first vertebral bone」構成不

                                                        
40 Kyle Broussard, et al. v. Go-Devil Manufacturing Co., Case No.3:08-cv-00124-BAJ, 29 F. Supp. 

3d 753, at *804 (M.D.La. July 9, 2014). 
41 In re TR LABS PATENT LITIGATION, Civil Action No. 09-3883-PGS-DEA, 2014 WL 3500596, 

at *6 (D.N.J. July 14, 2014). 
42 Supra note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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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其理由是：申請專利範圍或說明書中並未有任何說明可以指引熟習所屬技術

領域人士，有關精確瞄準手術位置的方式，而「in proximity」的鄰近程度為何亦無

法被合理確定地理解43。系爭公告第US 7,951,153號專利之技術是關於脊骨矯正裝置

的植入，該裝置的示意圖如圖3所示。 

 
圖3 

5. 專家證言（expert testimony）有助於辨識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所能

理解的發明範圍是否已達合理確定程度 

2014年7月9日，紐澤西州聯邦地院在Mycone Dental Supply Co., Inc. v. Creative 

Nail Design, Inc.案之審理過程中同意被告的意見表示，專家證言有助於辨識熟習所

屬技術領域人士所能理解的發明範圍是否已達合理確定程度44。值得注意的是，

2014年9月15日，俄亥俄州南部聯邦地院西分院於The Procter & Gamble Company v. 

                                                        
43 Samy Abdou v. Alphatec Spine, Inc., case no. 12-cv-1804 BEN (RBB), 2014 WL 6611422, at *8 

(S.D.Cal. Nov. 19, 2014). 
44 Mycone Dental Supply Co., Inc. v. Creative Nail Design, Inc., Civil Action No. 11-4380 

(JBS/KMW), 2014 WL 3362364, at *3 (D.N.J. July 9,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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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Technologies, Inc., et al.案，對被告所提系爭公告第US 5,891,453號、第US 

5,894,017號、第US 7,122,199號專利因不明確而無效之即席判決聲請作出否決裁決

時指出，專利審查人員被認為是具有解釋引用文獻之專門知識且可以藉著所從事的

工作熟知所屬技術領域。專利審查人員對於所請專利發明的審查應對及理解，可以

進一步證明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可理解請求項中用語「 substantially/almost 

unnoticeable when worn」，而讓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理解該發明範圍達合理確定

的程度（a degree of reasonable certainty）45。 

6. 請 求 項 因 不 明 確 而 無 效 的 舉 證 須 達 清 楚 且 具 說 服 力 （ clear and 
convincing）的程度，否則仍被視為明確 

2014年7月23日，賓夕法尼亞州西區聯邦地院於In re Maxim Integrated Products, 

Inc.案，對被告向法院提出重新考慮系爭公告第US 6,237,095號專利請求項文字記載

「verification signal」是否確無不明確情事的聲請作出否決裁決（denied order）表

示，最高法院於Nautilus案中對於申請專利範圍是否明確的判斷，主要闡明的是申

請專利範圍的公示作用46; 本案中，被告必須負「清楚且具說服力」（clear and 

convincing）程度的舉證責任來證明，請求項中被質疑構成不明確的文字記載具有

無法解決的模糊性且無法被賦予任何合理的意義47。因此，當參照專利之內部證據

後顯示，原告所提系爭專利請求項文字記載「verification signal」對於熟習所屬技術

領域人士於發明範圍之理解上如非無法合理確定時，倘被告無法提出「清楚且具說

服力」的反證讓任何合理的人（reasonable persons）相信該文字記載係屬不明確

時，法院為了維持專利的有效性，將作出該文字記載係屬明確的判斷48。這裡所謂

                                                        
45 The Procter & Gamble Company. v. Team Technologies, Inc., et al., Case No: 1:12-cv-552, 2014 

WL 4626011, at *5 (S.D.Ohio Sep. 15, 2014). 
46 In re Maxim Integrated Products, Inc., Master Docket Misc. Case No. 12-244, 2014 WL 3696137, 

at *3 (W.D.Pa. July 23, 2014). (“The Court expressed primary concern with the public-notice 
function of a patent’s claim”). 

47 Id. at *5. (“the burden is on the Ops to prove, by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that the term is 
insolubly ambiguous and incapable of being given any reasonable meaning.”) 

48 Id. at *9. (“When evidence is such that reasonable persons can disagree, this court is constrained to 
issue a construction that preserves the validity of the cl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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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人」是一法律上虛擬之人，一般意指在社會上的行為舉止，所表現出的注

意能力、技藝能力及判斷能力已達普通水準之人49。2014年8月6日，中加州聯邦地

院西分院於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v. Huges Communications Inc., et.案

指出，當請求項文字記載本身的字面意義（plain meaning）夠清楚時，被告提出該

文字記載係屬不明確的證據必須具說服力50。 

7. 請求項文字記載之涵義過廣，不構成不明確 

2014年8月6日，中加州聯邦地院西分院於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v. Huges Communications Inc., et.案指出，儘管系爭公告第US 8,284,833號專利請求

項文字記載「combine」於專利說明書中並未出現或未有清楚的定義而且涵義很

廣，然而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對於該用語之廣度的掌握可以達合理確定的程度，

仍屬明確。因而，當一個請求項文字記載的用語涵蓋了廣泛的技術涵義時，只要熟

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經過努力後能夠辨識該用語的外圍界線，該用語本身並不構成

不明確51。同樣地，2015年1月21日，德州東區聯邦地院馬歇爾分院於Freeny, et al. 

Murphy USA Inc.案，對系爭公告第US 6,076,071號及第US 6,513,016號專利之申請專

利範圍解釋作出裁決表示，儘管很多結構都能滿足請求項文字記載中的「 store 

system computer constructed to communicate」此一限制條件，但這並不意味著不明

確必然成立。基於請求項中其他限制條件對於該限制條件之含意所提供的指引

（guidance），已能讓該限制條件的含意被清楚地理解，因而無須進一步解釋該限

制條件52。法院最後裁定該限制條件之解釋以其字面本身解釋即已足夠。 

8. 請求項同時記載不同發明類別時，不一定不明確 

2014年9月30日，德拉瓦州聯邦地院於Bayer Pharma AG, et al. v. Watson 

                                                        
49 The Free Dictionary By Farlex, available at http://legal-dictionary.thefreedictionary.com/ 

Reasonable+Person (last visited June 22, 2015). 
50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v. Hughes communications Inc., Case No. 2:13-cv-07245-

MRP-JEM, 2014 WL 3866129, at *12 (C.D.Cal. Aug. 6, 2014). 
51 Id. at *16. 
52 Freeny, et al. v. Murphy USA Inc., Case No. 2:13-cv-791-RSP, 2015 WL 294102, at *16 (E.D.Tex. 

Jan. 2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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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ries, Inc.案表示，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曾指出當單一請求項記載兩個不同法定

發明類別時，例如產品及產品的使用方法，並無法讓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得知該

發明範圍，應基於舊法第112條第2段落之規定而為無效53。然而，後來有法院認為

這樣的判斷標準適用的前提必須是，請求項之文字記載指向使用者的動作（user 

actions）而非系統能力（system capacities）54。因此，系爭公告第US 8,071,577號專

利請求項1及2之文字記載用語「phase」及「daily」，由於其並未指向使用者動作，

且相較於清楚記載有方法步驟的請求項3而言，其間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因而熟

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並不會認為請求項1及2之文字記載包含了方法步驟而造成不

明確55。據此，聯邦地院駁回被告提出之系爭專利因不明確而無效的請求。 

9. 請求項文字記載用語未有前置基礎時，必須在非限縮解釋前提下進行

明確性判斷 

2014年 11月 20日，德州東區聯邦地院泰勒分院於Adaptix, Inc. v.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et al.案指出，請求項文字記載中的用語未載明前置基礎

（antecedent basis）並不必然構成不明確，並引用先前判決說明前置基礎可以藉隱

性的方式表達（presented by implication）56。然而，基於最高法院於Nautilus案所闡

明者，聯邦地院也指出判斷請求項是否構成不明確必須在未對請求項進行限縮解釋

（narrowing construction）的情況下進行。因此，系爭公告第US 6,947,748號專利之

請求項 8及系爭公告第US 7,454,212號專利之請求項 9、 10之文字記載「 each 

cluster」，如未對其進行限縮解釋時，其自身涵義將構成不明確57。 

10.請求項之文字記載以功能手段語言撰寫者之判斷 

2014年6月20日，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Augme Technologies, Inc. et al. v. Yahoo! 

                                                        
53 Bayer Pharma AG, et al., Watson Laboratories, Inc., Civil Action No. 12-1726-LPS-CJB, 2014 WL 

4954617, at *8 (D.Del. Sep. 30, 2014). 
54 Id. at *6. 
55 Id. 
56 Adapix, Inc. v.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et al., Case No. 6:13-cv-00438, 2014 WL 6609560, 

at *8-9 (E.D.Tex. Nov. 20, 2014). 
57 Id. 



論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之判斷 67 

專利師︱第二十二期︱2015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Inc.案，肯認聯邦地院的判決表示，系爭公告第US 6,594,691號專利之請求項19及20

中以功能手段語言撰寫之限制條件「means for assembling, at said server system, said 

second computer readable code module」並不明確，理由是說明書中並未揭露有對應

該「assembling」功能的結構或演算法58。2014年6月24日，美國專利上訴暨衝突委

員會（Board of Patent Appeals and Interferences）於Ex Parte Edward K.Y. Jung and 

Clarence T. Tegreene案表示，系爭公開第US 20,060,064,402號專利之說明書中對於

請求項 19-36、 40-42、 46-48、 52-54及 58-60之功能手段語言條件「 means for 

searching」並未揭露對應的演算法，因而構成不明確59。 

二、「合理確定」程度及「所屬技術領域通常知識」水準說明 

在Nautilus案中，美國最高法院指出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要件所要求的是，

「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對於請求項所界定範圍之理解須達「合理確定」

（reasonable certainty）或者「合理清楚界定」（reasonable clear-cut）的程度。因

此，「合理確定」程度的度量以及「所屬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水準的決定無疑是

最重要的。 

「合理確定」（reasonable certainty）一詞，源於19世紀後半世紀美國侵權行為

法（Torts）上所發展出的「合理確定原則」（the reasonable-certainty rule），是關

於建立損害發生的舉證標準（standard of proof）。當損害指的是原告未來可能會面

臨的疾病或身體不適，而所謂的舉證特別是指透過醫療專家證言所提出者時，常以

「醫療上的合理確定」（medical reasonable certainty）一詞出現60。一般而言，此一

原則主要是用於表示舉證的充分性程度，並依待證事實為「因果關係（causation）

存在」抑或「未來損害（future damages）可能發生」而適用61，而合理確定的程度

可藉由所指涉待證事實的舉證充分性程度反映出。於美國侵權行為法訴訟案例中，

                                                        
58 Supra note 28. 
59 Ex Parte Edward K. Y. Jung and Clarence T. Tegreene, Appel No. 2011-005408, 2014 WL 

2885584, at *3 (Bd. Pat. App. & Interf. June 24, 2014). 
60 See Jeff L. Lewin, The Genesis and Evolution of Legal Uncertainty About “Reasonable Medical 

Certainty”, 57 MD. L. REV. 380, 408 (1998). 
61 Id. at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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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涉待證事實的舉證充分性程度，有謂相當於通常訴訟程序舉證標準中客觀說服

責任（burden of persuasion）的「具優勢性」（preponderance）的證明程度、有謂相

當於「清楚且具說服力」（clear and convincing）的證明程度、亦有謂相當於「超越

合理懷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證明程度62。當證據「具優勢性」時，其

相較於另一方當事人所提證據會被事實調查者（fact finder）認為較具說服力，而以

其所支撐的事實而為認定，其證明程度為「待證事實很有可能會發生」（more-

likely-than-not），即待證事實為真的可能性（likelihood）大於50%；當證據為「清

楚且具說服力」時，其相較於另一方當事人所提證據，能夠清楚、直接且具說服力

地讓任何合理的（reasonable）事實調查者豪不遲疑地相信待證事實為真，其證明程

度為「待證事實非常可能會發生」（much-more-likely-than-not），即待證事實為真

的可能性大於70%；而「超越合理懷疑」是指，當所有的證據經過充分且公正的考

量後，能夠讓事實調查者心理上產生一種持久具說服力且無合理懷疑的確定，其證

明程度為「待證事實真實確定」（virtual-certainty），即待證事實為真的可能性大

於80%63。因此，「合理確定」的程度依所指涉待證事實的舉證充分性程度的不

同，具有50%以上乃至於80%以上的程度區別。此外，有律師提出「合理確定」

（reasonable certainty）的程度度量應基於個別專業領域所採用的標準來進行64，亦

有學者提出「合理確定」（reasonable certainty）的確定程度是介於「優勢證據」之

證明程度及「超越合理懷疑證據」之證明程度之間65。 

考量明確性要件為了發揮權利範圍的公示功能而要求權利範圍界定須有一定的

精確度，拙見以為「合理確定」（reasonable certainty）的確定程度應高於「具優勢

性」的證明程度，最低應維持相當於「專利說明書等內部證據讓熟習所屬技術領域

                                                        
62 See KEVIN M. CLERMONT, PRINCIPLES OF CIVIL PROCEDURE 479 (3d ed. 2012). 
63 See Keyin M. Clermont, Procedure’s Magical Number Three: Psychological Bases for Standards 

of Decision, 72 CORNELL L. REV. 1115, 1120 (1987). 
64 See Mark D. Worthen, Psy.D., The Curious Story of ‘A Reasonable Degree of Professional 

Certainty’ (May 18, 2011) , IN THE NEWS: FORENSIC PSYCHOLOGY, CRIMINOLOGY, AND 
PSYCHOLOGY-LAW, available at http://forensicpsychologist.blogspot.com/2011/05/curious-story-
of-reasonable-degree-of.html (last visited Apr. 18, 2015). 

65 蔣瑞琴，美國專利侵權訴訟之證據與舉證責任，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6年，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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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理解請求項所界定範圍」此一待證事實能夠被確定的可能性在60%以上水準的

證明程度，而基於各個專業領域之專業度不同，依照個別專業領域所採用的標準來

進行「合理確定」（reasonable certainty）的程度度量，亦屬妥適。換言之，「合理

確定」（reasonable certainty）的確定程度的度量應將「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的

通常知識水準併入考量。 

依據美國專利審查程序指南（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之

記載，所謂的「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是一虛擬人士，其對於發明提出當時的相

關技術係已知曉66。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並非以所具證書的多寡來決定，而是取

決於對相關技術所運用的科學及工程原理是否具有理解能力67。 

值得注意的是，解析所屬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水準對於專利非顯而易見要件的

審查（obviousness inquiry），維持審查的客觀性實屬重要68。在判斷發明提出當時所屬

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水準時，可考慮下面幾個因素：(1)所屬技術領域遭遇到的問題類

型；(2)現有技術中針對這些問題所採的解決手段；(3)所屬技術領域中創新發展的快速

程度；(4)發明技術的複雜程度；以及(5)所屬技術領域中從業人員的教育水準69。 

拙見以為，在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要件的審查上，解析所屬技術領域之通

常知識水準亦可發揮維持審查客觀性的功能，以下判決亦有相同表示。2014年11月

11日，美國北加州聯邦地院聖荷西分院於Takeda Pharmaceutical Co., Ltd., et al. v. 

Mylan Inc. et al.案對於系爭公告第US 6,939,971號、第US 7,339,064號及第US 

8,173,158號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解釋作出裁決（claim construction order）時表示，

請求項明確與否，必須從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的觀點來檢視，因而必須先決定發

明申請專利當時所屬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水準（the level of ordinary skill in the 

                                                        
66 See USPTO, MPEP 2141.03 Level of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 [R-08.2012] (9th ed. 2014), 

USPTO.GOV, available at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2141.html#d0e209300 
(last visited Mar. 15, 2015). 

67 Ex parte Hiyamizu, 10 USPQ2d 1393, 1394 (Bd. Pat. App. & Inter. 1988). 
68 Ryko Mfg. Co. v. Nu-Star, Inc., 950 F.2d 714, 718, 21 USPQ2d 1053, 1057 (Fed. Cir. 1991). 
69 In re GPAC, 57 F.3d 1573, 1579, 35 USPQ2d 1116, 1121 (Fed. Cir. 1995); See also Custom 

Accessories, Inc. v. Jeffrey-Allan Indus., Inc., 807 F.2d 955, 962, 1 USPQ2d 1196, 1201 (Fed. Cir. 
1986 ); Environmental Designs, Ltd. V. Union Oil Co., 713 F.2d 693, 696, 218 USPQ 865, 868 
(Fed. Cir.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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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vant art）70，並引用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Daiichi Sankyo Co. v. Apotex, Inc.案之

判決見解指出，判斷所屬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水準的要素包含：(1)發明人的教育水

準；(2)所屬技術領域遭遇到的問題類型；(3)現有技術中針對這些問題所採的解決手

段；(4)所屬技術領域中創新發展的快速程度；(5)發明技術的複雜程度；以及(6)所

屬技術領域中從業人員的教育水準71。 

參、我國智慧財產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於專利爭訟案件

的判斷 

本文進一步針對我國智慧財產法院於專利民事爭訟案件中，對於申請專利範圍

明確性所採取的判斷方式，進行歸納整理。採樣的方式是進入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

系統進行智慧財產法院之民事類案件檢索72，分別以「專利&明確&無效」及「範圍

明確＋範圍不明確＋請求項不明確＋請求項明確」作為全文檢索語詞，並篩選出裁

判書中敘及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判斷者共50筆，其中以1993年版專利法第22條第4

項73或2003年修正版專利法第26條第3項74，明確性要件判斷而為爭點者共27筆，而

未將明確性要件判斷列為爭點，但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進行了判斷者有23筆。分

析結果共可歸納出「申請專利範圍中的文字記載是否明確，應先就字面文義進行判

斷」（共3筆）、「申請專利範圍本身的文字記載有不明確或疑義時之判斷」（共

36筆）、「申請專利範圍中的文字記載採手段功能用語時之判斷」（共4筆）、

「申請專利範圍於同一請求項界定方法及物的發明時之判斷」（共3筆）及「申請

專利範圍之用語表達方式之技術意義不明確或欠缺必要技術特徵，致所屬技術領域

                                                        
70 Takeda Pharmaceutical Co., Ltd., et al. v. Mylan Inc. et al., case no: 13-cv-04001-LHK, 2014 WL 

5862134, at *5 (N.D.Cal. Nov. 11, 2014). 
71 Daiichi Sankyo Co. v. Apotex, Inc., 501 F.3d 1254, 1256 (Fed. Cir. 2007). 
72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網址：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最後瀏覽日：2014年

11月15日。 
73 1993年12月28日全文修正版第22條第4項：「前項申請專利範圍，應具體指明申請專利之標

的、技術內容及特點。」 
74 2003年1月3日全文修正版第26條第3項：「申請專利範圍應明確記載申請專利之發明，各請

求項應以簡潔方式記載，且必須為發明說明及圖式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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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時之判斷」（共4筆）五種態樣，

其中以「申請專利範圍本身文字記載有不明確或疑義時之判斷」的態樣占最多數，

約有七成二，說明如下： 

一、 申請專利範圍中的文字記載是否明確，應先就字面文義 
進行判斷 

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專上字第41號民事判決指出：「原核准公告之申請專利

範圍載明：『……有關接塊、連接部及溝槽之相對位置及連結關係，其文義並無不

明確之處，自應以申請專利範圍之文義為準，無須參酌說明書及圖式』」75。依此

判決，申請專利範圍中的文字、用語是否明確，應先就字面文義進行判斷，如屬明

確，並不需要參酌說明書及圖式。類似見解亦見於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訴字

第88號及102年度民專上字第49號民事判決。 

二、申請專利範圍本身的文字記載有不明確或疑義時之判斷 

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訴字第6號民事判決指出：「對於申請專利範圍中的

文字、用語有不明瞭或疑義的時候，參考說明書及圖式以瞭解其真義乃是最主要的

解決方式」以及「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固得審酌發明說明及圖式，惟該審酌發

明說明及圖式之目的係為輔助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不明確，尚不能藉以增加或減少

申請專利範圍所載的限定條件」。此判決亦指出：「系爭專利說明書中對於『突

設』係『凸出於平面』或『突破合成樹脂層』並無定義，由圖式亦無法辨證，惟由

說明書該光擴散板之製法敘述，係將混有珠狀物狀之樹脂塗在基材板片上，之後予

以固化成型觀之，應同時包括『凸出於平面』及『突破合成樹脂層』兩種可能情

形，而且就巨觀而言，該擴散板於人的肉眼視之實為一薄平面，但其表面微觀下，

仍具有起伏凹凸之形狀，故其可有一平均高度之假設平面。因此將『突設』解釋為

只要高於該『平面』，但是否有突破合成樹脂層則非所限，應為該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參酌系爭專利說明書後所能接受之合理解釋」76。 

                                                        
75 系爭專利為新型公告第361568號，專利權已於2008年5月10日因權期屆滿而消滅。 
76 系爭專利為發明公告第203125號，專利權已於2012年7月24日因權期屆滿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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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判決認為當申請專利範圍中的文字、用語有不明瞭或疑義時，應當參考說明

書及圖式以瞭解其真義的方式來判斷其明確性，而藉以判斷明確性的說明書及圖式

相關內容不得作為解釋申請專利範圍的限定條件。同時，在判斷上應以該技術領域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的角度來看，並以能獲致可接受之合理解釋為最低要求。 

另一方面，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6號判決指出：「……倘說

明書並無明確之定義，則須依通常習慣總括之意義予以解釋」。99年度民專訴字第

149號指出：「對於申請專利範圍之用語，倘專利權人在發明說明中另創新用語

（如科技術語）或就既有用語賦予新的意義，而該新用語或另賦予之意義其文義明

確時，即應以該新用語或另賦予之新意義之文義解釋申請專利範圍，僅當專利權人

在說明書中沒有對該用語賦予不同含義時，始就申請專利範圍中之用語按『通常和

習慣含義』進行解釋」。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28號判決採用相同於最

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031號判決見解，指出：「無法經由專利說明書，瞭解

申請專利範圍，則無法滿足明確性要件。至於熟習技術之人或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其等解讀之程度，必須已盡合理之努力，仍無法明瞭專利範圍，始可

認定該申請專利範圍因不明確而無效，以保護專利權人之發明或創作之貢獻，不致

因說明書撰寫方式不理想，而導致專利應撤銷。 

因此，前述所謂「該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系爭專利說明書後所能接

受之合理解釋」應涵蓋「參酌專利權人在發明說明書另創新語或就既有用語賦予新

的意義」及「參酌依通常習慣總括之意義」所得到者。此外，「獲致可接受之合理

解釋」之過程必須盡合理之努力，倘盡合理之努力後仍認定申請專利範圍不明確，

始可認定申請專利範圍因此無效。 

以上類似見解亦見於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專訴字第83號、98年度民專訴字第

122號、98年度民專上字第57號、99年度民專訴字第13號、99年度民專訴字第16

號、99年度民專訴字第59號、99年度民專訴字第128號、99年度民專上字第5號、99

年度民專上字第50號、99年度民專上字第52號、100年度民專訴字第93號、100年度

民專上字第5號、100年度民專上字第14號、100年度民專上字第21號、100年度民專

上易字第19號、100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11號、101年度民專訴字第27號、101年度

民專訴字第118號、101年度民專訴字第139號、101年度民專訴字第155號、101年度

民專上字第28號、101年度民專上字第31號、102年度民專訴字第2號、102年度民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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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字第11號、102年度民專訴字第51號、102年度民專訴字第68號、102民專訴字第

77號、102年度民專訴字第95號、102年度民專訴字第111號、102年度民專上字第31

號、102年度民專上易字第2號及102年度民專上易字第6號之民事判決。 

三、申請專利範圍中的文字記載採「手段功能」用語時之判斷 

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訴字第18號民事判決指出：「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

載之『多芯結構』並非通常知識中之一般用語，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實無法明瞭其意義，且因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中僅記載多芯結構『包含有一多

數可互操作之芯結構設置於該至少一器室之內』之結構特徵及『供用於促進該凝結

液朝向該蒸發區流動』之特定功能，並未記載足以達成該特定功能之完整結構或材

料特徵，故『多芯結構……』這項技術特徵應適用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8條第8項之

解釋方法」及「經解釋後之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包含說明書中所述對應申請專利範

圍第1項中所載之功能的技術特徵『……，從蒸發區不斷延伸至凝結區，該蒸發區

之毛細結構具有一高毛細吸力因子，該毛細吸力因子會隨著與該蒸發區之距離的增

加而減少，……』，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申請時的通常知

識，能想像一具體物，故請求項1已記載必要技術特徵，且並無不明確」77。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5號民事判決指出：「『手段功能』用

語之申請專利範圍，仍必須藉結合發明說明之方式特定出一或複數個具體物品或物

質，再由該特定之物及其均等範圍界定出申請專利範圍。如結合發明說明仍無法特

定出一具體物品或物質，則該申請專利範圍即無法滿足申請專利範圍必須明確與為

發明說明所支持之要求」。 

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更(二)字第5號民事判決指出：「系爭專利請求項6 

違反修正前專利法第71條第3款而有申請專利範圍不明確」及「系爭專利請求項6 

『設定廣告模式之功能手段或裝置』、『設定廣告類別之功能手段或裝置』、『產

生媒合資訊之功能手段或裝置』及『知會廣告媒合系統之功能手段或裝置』等利用

手段功能用語方式表示之技術特徵，不論在結構、材料或動作等說明內容，均無法

於系爭專利說明書及圖式等內容中，找到相對應於請求項6所載各項功能之相關結

                                                        
77 系爭專利為發明公告第I293361號，專利權因舉發成立而於2012年2月17日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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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材料或動作等文字記載描述內容，且系爭專利請求項6『媒合廣告主與訂閱

者』功能，本就非屬其申請時之習知電腦軟體功能。準此，系爭專利說明書或圖

式，顯未載明實施請求項6『設定廣告模式之功能手段或裝置』、『設定廣告類別

之功能手段或裝置』、『產生媒合資訊之功能手段或裝置』及『知會廣告媒合系統

之功能手段或裝置』等技術特徵之必要事項，而使其實施為不可能或困難者，故系

爭專利請求項6違反其核准時所適用之修正前專利法第71條第3款規定78。」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訴字第64號民事判決指出：「系爭第I260354號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記載之『鬆開輔助手段』經參酌專利明書所敘述對應之結

構、材料後，其技術特徵如附件一所示，亦無不明確之情事」。 

綜合以上判決見解，當申請專利範圍中的文字採「手段功能」用語時，對於申

請專利範圍文字用語是否明確之判斷，仍從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的角度

觀之，參酌申請時的通常知識或結合說明書中對應之結構、材料或動作等文字記載

描述內容特定出一或複數個具體物品或物質，再由該特定之物及其均等範圍界定出

申請專利範圍。如無法特定出一具體物品或物質，則該申請專利範圍即屬不明確。 

四、申請專利範圍於同一請求項界定方法及物的發明時之判斷 

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專訴字第68號民事判決指出：「本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

範圍於同一項請求項均載明其發明標的包括『製造過程』之方法發明『及其產品』

的物的發明二項標的，固有不符上開審查基準，致所界定發明標的不明確之情形。

但依系爭專利核准審定時之專利法規定，其可作為舉發專利之事由列明於83年1月

21日修正公布之專利法第71條，依該條規定，上開系爭發明標的或範疇不明確並非

得據為舉發事由。因此，被告抗辯系爭專利係專利審查基準所稱之『發明範疇不明

確』之例，依專利法第67條第1 項第1 款以及同法第26條規定，在本件應認定系爭

專利無效部分，非為可採」79。 

依此判決，當申請專利範圍同一請求項記載了方法發明及物的發明二項標的

時，雖會構成發明標的不明確而違反審查基準之規定，但卻不會被認為違反專利法

                                                        
78 系爭專利為發明公告第479184號，專利權因未依限繳費而於2014年3月11日消滅。 
79 系爭專利為發明公告第251388號，專利權已於2012年9月22日因權期屆滿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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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條「申請專利範圍應明確記載申請專利之發明」規定。 

此外，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訴字第113號民事判決指出：「倘無法判斷請

求項之範疇為物或方法，將無法判斷專利權究為專利法第56條第1項之物品專利，

抑是專利法第56條第2項之方法專利，而無法解釋申請專利範圍，致無法判斷被控

侵權物品或方法有無落入申請專利範圍」。至於本件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2究屬物品

專利抑或方法專利，法院認為依請求項本身的文字記載，同時具有物之界定關係及

方法之界定關係，構成不明確80。經上訴後，法院於102年度民專上字第35號民事判

決進一步指出，請求項1之標的已載明其所請係為方法，自應載明各步驟之動作或

該步驟之功能，以及各步驟間之順序關係等關於方法之具體界定，然僅部分技術特

徵為步驟之動作，其餘技術特徵為物之請求項之界定，顯未能明確記載其所請方法

請求項之整體內容，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從申請專利範圍之記

載，縱參酌申請時之通常知識，仍無法明確瞭解其意義。 

依此二判決，當申請專利範圍一請求項同時載有物之界定關係及方法之界定關

係時，會被認為違反專利法第26條「申請專利範圍應明確記載申請專利之發明」規

定。 

五、 申請專利範圍之用語表達方式之技術意義不明確或欠缺必
要技術特徵，致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瞭解

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時之判斷 

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專訴字第67號民事判決指出：「本請求項所載『以“非

固接方式”……不限以“插入滑動軸接”方式……』，其意義包含眾多結構，並非所有

結構均能為新型說明所支持，且其中『……，端視殼體內部導氣承座與懸浮式滑套

之接氣底座間之空間『大小』而變，如空間『夠大』亦可採用“可撓性空壓或流體

管線”以導入流體者。』因系爭專利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並未界定大、小之區分

標準，是以所載『端視……空間大小而變』之意義將界定出不同之申請專利範圍，

所載『如空間夠大亦可』之意義相對標準或程度不明。故本請求項之技術意義並不

明確，且未記載於新型說明中所載之實施方式，故有86年5月7日修正公布之專利法

                                                        
80 系爭專利為發明公告第I311713號，專利權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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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條第3款『說明書或圖式，不載明實施必要之事項』的事由」81。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專訴字第88號民事判決指出：「請求項具有擇一形式

之記載時，擇一形式中選項之間是否未具備類似的性質而構成不明確，可由該些選

項是否為所屬技術領域通常知識者所習知且具相同用途而為判斷。據此，法院認為

系爭專利請求項關於粒料的各個選項之記載並未構成不明確82。」 

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專上字第45號判決指出：「在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第1項並無記載必要之技術特徵『副板』前提下，致無法使熟習該項技術者能瞭解

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並因此認為違反91年1月1日施行之專利法第105條準用第

22條第3項83，然而並未因此認定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構成不明確84。系爭

專利創作之立體組合圖如圖4所示。 

 

 
圖4 

                                                        
81 系爭專利為新型公告第471377號，專利權已於2012年9月28日因權期屆滿而消滅。 
82 系爭專利為發明公告第I330171號，專利權仍有效。 
83 說明書，除應載明申請專利範圍外，並應載明有關之先前技術、發明之目的、技術內容、特

點及功效，使熟習該項技術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 
84 系爭專利為新型公告第507704號，專利權已於2013年7月20日因權期屆滿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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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字第42號判決，指出：「所謂必要技術特徵不一

致者，係指依發明說明之記載或隱含之內容，並參酌申請時之通常知識，認定獨立

項未敘明實施之必要技術特徵，而違反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8條第2項之規定，即獨

立項未敘明實施之必要技術特徵，將導致申請專利範圍不明確（參照專利審查基準

第二篇第一章第3.4.1.2.2節）」。 

依據以上判決，當申請專利範圍之用語表達方式的技術意義不明確，且說明書

中亦無相關說明時，會被認定不明確。又，申請專利範圍獨立項欠缺實施之必要技

術特徵時，亦會導致申請專利範圍不明確。 

肆、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要件的判斷要點整理 

我國現行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有關申請專利範圍共包含了五個不同要件

規定：「應界定申請專利之發明」、「得包括一項以上之請求項」、「各請求項應

以明確方式記載」、「各請求項應以簡潔之方式記載」及「各請求項必須為說明書

所支持」。依據立法理由，「各請求項應以明確方式記載」此要件規定係基於下列

考量：一、使公眾得自由使用現有技術。二、對專利權人提供明確有效之保護範

圍，以使公眾知所遵循，以免構成侵權。明顯地，此要件與「各請求項必須為說明

書所支持」兩者具有截然不同的規範目的，「是否明確」與「是否為說明書所支

持」在判斷上不應相提並論。前述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Augme Technologies, 

Inc. et al. v. Yahoo! Inc.案見解可為參考。 

基於前述立法理由，我國「各請求項應以明確方式記載」的規範目的與美國最

高法院於Nautilus案所闡明者並無不同，均為「申請專利範圍的文字記載必須清楚

提出申請人所尋求專利權之排他範圍」本質，亦與近來美國北加州聯邦地院在

Prolifiq Software Inc. v. Veeva System Inc.案所指出的判斷精神相符。 

因此，於專利訴訟中，申請專利範圍各請求項明確性的判斷，可借鏡美國最高

法院於Nautilus案所確立之判斷標準以及中加州聯邦地院西分院於Diamond Coating 

Technologies, LLC. v. Hyundai Motor America, et al.案之指引，依下列步驟進行：

一、解釋請求項，如請求項無法被解釋時，視為不明確。二、確認熟習所屬技術領

域人士在閱讀說明書及申請檔案歷史後，對於該請求項之正確範圍之理解是否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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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確定程度，亦即考量下列因素及參考專家證言判定是否具有60%以上的確定可

能性：(一)發明人的教育水準；(二)所屬技術領域遭遇到的問題類型；(三)現有技術

中針對這些問題所採的解決手段；(四)所屬技術領域中創新發展的快速程度；(五)發

明技術的複雜程度；以及(六)所屬技術領域中從業人員的教育水準。                               

另一方面，觀察我國智慧財產法院於專利民事爭訟案件的判決結果，多數認為

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要件的判斷應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85的角度進行

檢視，並以「參酌依通常習慣總括之意義」或「參酌專利權人在發明說明書另創新

語或就既有用語賦予新的意義」所能獲致可接受之合理解釋為依據。此判斷方式可

謂接近Nautilus案所採取的判斷標準。然而，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031

號判決，所謂「獲致可接受之合理解釋」之過程必須盡合理之努力，倘盡合理之努

力後仍認定申請專利範圍不明確，始可認定申請專利範圍因此無效。此與Nautilus

案所強調的「合理確定」卻有不同。 

拙見以為「達可獲致合理解釋的地步」易有「將解釋合理化」之嫌，且參照美

國中加州聯邦地院西分院於Diamond Coating Technologies, LLC. v. Hyundai Motor 

America, et al.案的見解，合理解釋後仍需判斷是否具有含糊性而無法讓所屬技術領

域之通常知識者合理確認出申請專利的範圍。故而，採「合理確定標準」似乎較為

妥適。此外，「盡合理努力」應指參酌專利說明書及申請檔案歷史等所有內部證據

所做努力，如未盡所有內部證據的參酌，便是未盡合理努力。再者，在專利訴訟中

指控專利因申請專利範圍不明確而無效者，須提出清楚且具說服力（clear and 

convincing）的證據證明「熟習所屬技術人士盡合理努力後仍無法具體及清楚地理

解申請專利範圍之界限達合理確定的程度」，方足以認定專利無效，否則專利的有

效性將被維持。 

另一方面，我國智慧財產法院於專利民事訴訟判決認為申請專利範圍未敘明必

要技術特徵，將導致申請專利範圍不明確。然而，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行專訴第

25號判決卻認為申請專利範圍未記載必要技術特徵，不必然構成不明確，並獲最高

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202號判決肯認。拙見以為，欠缺必要技術特徵與技術意義

                                                        
85 依據現行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1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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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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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確不同，不必然導致所屬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者無法理解而構成不明確，只要

能讓所屬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者理解申請專利範圍時，仍屬明確；欠缺必要技術特

徵的問題應以「無法據以實施」及「無法獲說明書支持」來規範較為妥適。 

此外，在「申請專利範圍中的文字記載採手段功能用語」之明確性判斷上，我

國智慧財產法院所採方式相同於美國實務上的判斷方式。然而，我國最高行政法院

102年度判字第355號判決指出：「……並非以手段功能用語之方式撰寫時，若未敘

述該功能之結構、材料或動作及其均等範圍等，即謂不符專利法有關明確及揭露要

件之規定，而仍應視該記載對所屬技術領域中之通常知識者是否符合明確或可達充

分揭露要件」。對此，有研究指出：「最高行政法院認定以手段功能語言撰寫之專

利不必於說明書中敘明對應之結構、材料或動作之見解，係基植於其將本不需要於

說明書描寫對應之結構、材料之一般請求項撰寫方式判斷為手段功能用語。最高行

政法院未辨明兩者即下是否為手段功能用語對於請求項範圍無影響之結論。如之後

法院之判決又未辨明，將可能造成手段功能專利作先前技術與侵權比對時標準模

糊，且可能使以手段功能用語撰寫之專利更容易符合請求項明確性要件，而使落入

其請求項範圍之產品大增，動搖專利的公示權利範圍效果，造成如美國專利叢林之

危險」，並表示依手段功能用語表示請求項之技術特徵時，應於說明書中撰寫對應

該功能之結構、材料或動作方為妥當86。本文贊同此見解。 

伍、結 語 

無論是專利侵害之鑑定、分析或是專利審查的進行，第一步都是對申請專利範

圍進行「解釋」或者「理解」。在進行「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前，應先判斷「申

請專利範圍是否明確」。 

我國現行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共包含了五個不同要件，其中「申請專利

範圍各請求項應以明確方式記載」此要件與其他要件規範目的不同，但與美國最高

法院於Nautilus案所闡明者相符。在「申請專利範圍是否明確」與「申請專利範圍

                                                        
86 郭榮光、江浣翠，功能用語請求項之明確性——台灣判決案例研究與立法建議，收錄於台灣

專利法制與判決實證，2015年，2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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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說明書所支持」之判斷上，應分別看待。依照最近美國中加州聯邦地院西分

院於Diamond Coating Technologies, LLC. v. Hyundai Motor America, et al.案之指引，

專利訴訟中判斷申請專利範圍是否明確可依下列步驟進行：一、解釋請求項，如請

求項無法被解釋時，視為不明確。二、確認熟習所屬技術領域人士在閱讀說明書及

申請檔案歷史後，對於該請求項之正確範圍之理解是否已達合理確定程度。其中，

「合理確定」（reasonable certainty）的確定程度是介於「優勢證據」之證明程度及

「超越合理懷疑證據」之證明程度之間，其度量應將「所屬技術領域」的通常知識

水準併入考量，而考量下列因素：(一)發明人的教育水準；(二)所屬技術領域遭遇到

的問題類型；(三)現有技術中針對這些問題所採的解決手段；(四)所屬技術領域中創

新發展的快速程度；(五)發明技術的複雜程度；以及(六)所屬技術領域中從業人員的

教育水準。此外，專家證言有助於辨識申請專利範圍於所屬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者

所能理解的範圍是否已達合理確定程度。 

觀照我國智慧財產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對於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之判斷，以最高

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1031號判決見解為代表，然「盡合理努力」應指參酌專利

說明書及申請檔案歷史等所有內部證據所做努力，與美國最高法院於Nautilus案所

強調的「合理確定」仍有不同。「盡合理努力」所強調的是主觀上的努力，「合理

確定」所強調的是客觀上的指引。主客觀均考量下，以「熟習所屬技術人士盡合理

努力後仍無法具體及清楚地理解申請專利範圍之界限達合理確定的程度」訂定標準

較為妥適。 

因此，既然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1項已對「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作出界定，本文建議修改現行專利法第26條第2項為「申請專利範圍……必須

為說明書所支持，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理解該發明的範圍

達合理確定之程度」更符規範意旨。本文亦認為，只要明確性的判斷是基於合理確

定的標準來進行，那麼於專利訴訟中以解釋請求項的方式來進行明確性的判斷並非

得完全捨棄，畢竟解釋申請專利範圍必定涉及申請專利範圍的理解，而當法院審認

申請專利範圍不明確時，應依法認定有得撤銷之事由，不宜續行申請專利範圍之解

釋，亦不應續行可專利性之審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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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專利周邊限定主義及 
中心限定主義之辯與辨 
——兼論折衷主義 

謝祖松* 

壹、前 言 

假設甲公司告乙公司侵害其專利權，指稱被控產品已落入其專利權範圍，乙公

司辯稱該產品不為原告專利權範圍所涵蓋，此為典型之不侵權抗辯。是以，本案所

爭執者為甲公司專利權之範圍，須被控產品確實已為甲公司之專利權範圍所涵蓋，

始構成侵權，故應探究專利權範圍如何判斷？ 

依我國專利法第58條第4項規定：「發明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解釋申請專利

範圍時，並得審酌發明說明書及圖式」。故依該條文前段文義，發明之專利權範圍

應即「申請專利範圍」。換言之，必須證明被控物落入其申請專利範圍內，才構成

侵權。但再檢視該條後段之「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得審酌發明說明書及圖式」

文義，對於何時得審酌？以及審酌後是否在解釋上得變更專利權範圍？迭有爭議。 

專利權範圍之法理先後概有兩說：即先前之「中心限定主義」及後續發展出之

「周邊限定主義」，且由該兩說即可反映專利法制之沿革。按近代之專利法建立於

英國，因係初創，且當時工業較單純故創作亦不複雜，因此專利審查工作不似今日

                                                        
DOI：10.3966/221845622015070022004 
收稿日：2015年5月10日 
*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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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謹。簡言之，當時專利制度僅要求發明人提出一中心技術概念即授予專利，但範

圍為何在所不問，故曰中心限定主義。其後工業發展日益複雜，競爭益復激烈，專

利審查趨嚴，產生「申請專利範圍」以為界定，已不可能再容許中心限定主義存

在，時勢所趨之下，故而有周邊限定主義之出現。近年之Festo Corp. v. Shoketsu 

Kinzoku Kogyo Kabushiki Co.案，更確認周邊限定主義之適用1。 

由在先之「中心限定主義」演進至現今之「周邊限定主義」，乃真實發生之歷

史，似應無爭議，然因美國學界有認為其現今之周邊限定主義中，仍存有中心限定

主義之機制，且有主張中心限定主義之優點應予重視，並認為周邊限定主義之缺點

應予修正者，故有其辯。另在我國，對於前述條文之申請專利範圍解釋，認為既非

周邊限定主義，亦非中心限定主義，而有「折衷主義」之產生，且成通說，另對於

如前述之審酌時機及審酌後效果等議題，與國際主流見解有間，有待釐清，應予明

辨。 

本文於第壹章前言後，第貳章鋪陳沿革，介紹中心限定主義之緣起，及周邊限

定主義之出現。繼之，第參章討論美國對周邊限定主義及中心限定主義之辯，檢視

美國專利法制中仍存在之中心限定主義機制，並討論周邊限定主義之缺點。第肆章

討論我國對周邊限定主義及中心限定主義之辨，探討學者與實務之「折衷主義」見

解，並提相關迷思及明辨之分析。第伍章為結論。 

貳、沿 革 

一、中心限定主義之緣起 

美國最早之專利法制定於1790年，該法僅規定申請人以「中心限定主義」方

式，鬆散地「敘述」（describe）發明內容，以區別先前技術，但未要求明確交代該

發明之範圍，故申請人得以抽象的「特徵」（characteristic）或具體的「實例」

（exemplar）方式表達2，換言之，其得以「技術特徵」、「實施例」，或負面敘述

                                                        
1 Festo Corp. v. Shoketsu Kinzoku Kogyo Kabushiki Co., 535 U.S. 722 (2002). 
2 Dan L. Burk & Mark A. Lemley, Fence Posts or Sign Post? Rethinking Patent Claim Construction, 

157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 REV. 1743, 1774 (2009). （另，著作權亦以類似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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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非屬之先前技術3。 

1793年制定之美國專利法僅要求凡未牴觸「中心限定主義」之申請案，均得註

冊專利，其有效性（新穎性、實用性及充分揭露要求）僅在後續有發生訴訟時才接

受檢驗4。但此種未審查即註冊專利之草率行事，導致無法於日後確定判斷有效性及

侵權是否成立。因而在1822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Evan v. Eaton案表示，中心限

定主義無法使公眾區別所使用之物品究竟是否為專利保護之發明5。 

1836年制定之美國專利法，則進一步要求申請人應「特別指定」（particularly 

specify and point out）構成該發明之新穎特徵（novel feature），即其中心技術特

徵，但未要求應提出有系統之申請專利範圍（claim），故通常申請人僅提出一個請

求項，選擇性列出若干元件，但未說明其間之關聯性，後加註「實質構成及運作如

文字所示」（constructed and adapted to operate substantially as set forth）等文字。雖

然有法院曾欲以此簡單之請求項來定義系爭專利之範圍，但主要仍依中心限定主義

概念決定之6。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後續於1853年之Winans v. Denmead案中判決，專利權範圍不

限定於申請專利範圍之文字，也及於其說明之內容及相關法理原則。此判決使侵權

判斷進入依申請專利範圍及說明之內容來進行個案分析的模式，但也仍顯示當時該

院對中心限定主義之支持7。 

二、周邊限定主義之出現 

但嗣後潮流有所轉變，不僅相關法院表達需要更明確的申請專利範圍以確定專

利範圍，且美國專利商標局也於1869年要求申請人應於申請專利範圍明確寫入與先

                                                                                                                                                        
例」呈現，故美國著作權法之屬性亦屬中心限定主義）。 

3 J. Jonas Anderson & Peter S. Menell, Informal Deference: A Historical, Empirical, and Normative 
Analysis of Patent Claim Construction, 108 Nw. U.L. 1, 8-9 (2013).  

4 Jeanne C. Fromer, Claim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76 U. CHI. L. REV. 719, 732 (2009). 
5 Evan v. Eaton, 20 U.S. (7 Wheat) 356, 434 (1822). 
6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 at 1769. 
7 Winans v. Denmead, 56 U.S. (15 How) 330 (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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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技術相區別之新穎內容，此規定導致申請人開始將發明元件寫入申請專利範圍

中8。 

直至1870年，美國專利法始規定申請案須「特別指定及明確主張於申請專利範

圍」（particularly point out and distinctly claim），此時申請案始要求應提出申請專

利範圍。原先制定申請專利範圍之目的在使申請案之內容「明確」以增進核准後之

有效性，嗣後法院於專利訴訟進而用以判斷是否侵權9。因申請人得以自行主張其權

利範圍，申請專利範圍中之請求項數目也開始增多，經此轉變，申請專利範圍之內

容逐漸充實10。 

1996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Markman v. Westview Instruments, Inc.案11，判決申

請專利範圍之解釋屬法律問題，應由法官處理12。專利案件因其標的存有技術之本

質，加以其技術內容經過申請專利範圍之主張，故於專利案件中須經申請專利範圍

之解釋（claim construction），方能進行專利權範圍界定。基於此無體財產之特殊

性，美國專利訴訟定有「馬克曼聽證會」（Markman hearing）以茲處理。在專利權

利範圍之解釋合理建構後，始完成初步專利權範圍界定，繼之將進行與被控物或方

法之內容的比對，方得做出侵權與否之結論。目前，在專利侵權案中舉行馬克曼聽

證會已成為慣例，且通常在審判前舉行13。 

值得注意者，1950年之Graver Tank & Manufacturing Co. v. Linde Air Products 

Co.案確立了「均等論」（doctrine of equivalents），其目的在防止侵權人藉微小之

改變規避「全要件原則」之規範14。然本文將接續說明自該案之出現後，轉型至周

邊限定主義之美國專利法制中添加了中心限定主義機制。 

                                                        
8 Fromer, supra note 4, at 731. 
9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 at 1769. 
10 Fromer, supra note 4, at 734. 
11 Markman v. Westview Instruments, Inc., 517 U.S. 370 (1996). 
12 但決定是否侵權（含基於均等論）乃事實問題，由陪審團負責裁判。Paul N. Higbee, Jr., The 

Jury’s Role in Patent Cases: Markman v. Westview Instruments, Inc., 3 J. INTELL. PROP. L. 407, 
407 (1996). 

13 許士宦等，民事訴訟法之研討(十六)，2009年，頁145。 
14 Graver Tank & Manufacturing Co. v. Linde Air Products Co., 339 U.S. 605 (1950). 



專利周邊限定主義及中心限定主義之辯與辨 85 

專利師︱第二十二期︱2015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參、美國對周邊限定主義及中心限定主義之辯 

一、仍存在之中心限定主義機制 

(一)均等論 

因為「均等論」得以擴大申請專利範圍，如同將原先界定專利權之圍牆向外延

伸，此種延伸造成專利權界限之不明確，與中心限定主義之界限不明確情形類似，

而現今之美國專利法制中因有均等論存在，故謂其為仍存在之中心限定主義機

制15。 

均等論如何將界定專利權之圍牆向外延伸，則視相關案例法之判決而定。在前

述Graver Tank案及Markman案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就均等論做出兩件重要判決，

一是1997年之Warner-Jenkinson Co. v. Hilton Davis Chemical Co.案16；另一是2002年

之Festo案，有此等案件可見均等論雖被認為屬中心限定主義機制，但其屬周邊限定

主義例外，故受有相當限制。 

在Warner-Jenkinson Co. v. Hilton Davis Chemical Co.案中，法認為均等論是否成

立應判斷請求項之「每一」（each and every）元件，有別於僅對請求項「整體視

之」（as a whole）17。另，專利權人有義務將任何「可預見」（foreseeable）之技

術皆寫入申請專利範圍內，以「告知」公眾，也使專利權人受到「保護」18。 

同於1997年判決之Sage Prods. Inc. v. Devon Indus., Inc.案19，該案中系爭專利之

申請專利範圍寫入「鋁片」（sheet of aluminum），另於說明中述及其「可預見」

尚有其他材料可用做基板（substrate），例如不銹鋼（stainless steel）等，但卻未寫

入申請專利範圍中。法官認為必須寫入申請專利範圍，並非僅於說明述及，但不得

                                                        
15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 at 1771. 
16 Warner-Jenkinson Co. v. Hilton Davis Chemical Co., 520 U.S. 17 (1997). 
17 Martin J. Adelman, Patent Claim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Central, Peripheral, or Mongrel?, 1(2) 

IP THEORY, Article 2, at 77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repository.law.indiana.edu/  
 ipt/vol1/iss2/2. (last visited May 11, 2015). 
18 Id. at 81. 
19 Sage Prods. Inc. v. Devon Indus., Inc., 126 F.3d 1420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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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再行主張（ recapture），故不構成均等 20。 2002年之 Johnson & Johnson 

Associates Inc. v. R.E. Service Co.案21，法官重申此「可預見性」22。 

2002年之Festo案，是繼Warner-Jenkinson案後，不但有關均等論，甚至被指為

美國90年代最重要之商務判決。實則，本案更精準地說，其法理應是「申請歷史禁

反言」（prosecution history estoppel）。該法理是限制均等論的機制，所以即使均等

論為中心限定主義的機制，其仍受申請歷史禁反言之檢驗。且本案提升檢驗標準，

認為若修正理由與均等論僅有「些微關係」（tangential），尚不構成均等23。  

另有兩案與「申請歷史禁反言」有關，一是Felix v. American Honda Motor Co., 

Inc.案24，原告以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獨立項）訴被告侵權，第6項乃經由數次修正

而成，其中包括合併第7項（附屬項）。原告主張第7項之修正屬「些微關係」，不

受禁反言限制，故第6項亦不受禁反言限制。但法官認為第7項修正不屬「些微關

係」，有「申請歷史禁反言」之適用；且認為只要請求項中同一元件修正後，其他

請求項中相同元件均受禁反言限制，也因為受禁反言限制，因而有「拋棄推定」

（presumption of surrender）之適用，故不構成均等25。 

再者，美國聯邦巡迴區上訴法院Rader院長主張「貢獻原則」（dedication 

doctrine），並認為該原則不應僅侷限適用在說明書已「述及」但未寫入申請專利範

圍之內容。若說明書中「可預見」而未寫入申請專利範圍之內容，即屬「未寫入申

請專利範圍中，應拋棄（貢獻給公眾）」（what is not claimed is disclaimed）26。 

另，在Depuy Spine, Inc. v. Medtronic Sofamor Danek, Inc.案中27，該案系爭專利

包括「球狀」（ spherically-shaped）之螺絲槽，被控物是「圓錐狀」（ conical-

                                                        
20 Adelman, supra note 17, at 78. 
21 Johnson & Johnson Associates Inc. v. R.E. Service Co., 285 F.3d 1046 (Fed. Cir. 2002). 
22 Adelman, supra note 17, at 77. 
23 Festo Corp. v. Shoketsu Kinzoku Kogyo Kabushiki Co., at 740-41. 
24 Felix v. American Honda Motor Co., Inc., 562 F.3d 1167 (Fed. Cir. 2009). 
25 Id. at 1182 (citing Honeywell Int’l, Inc. v. Hamilton Sundstrand Corp., 370 F.3d 1131, 1134 (“The 

rewriting of dependent claims into independent form coupled with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original 
independent claims creates a presumption of prosecution history estoppel”)). 

26 See Johnson & Johnston Associates Inc. v. R.E. Service Co., 285 F.3d 1046 (Fed. Cir. 2002). 
27 Depuy Spine, Inc. v. Medtronic Sofamor Danek, Inc., 567 F.3d 1314 (Fed. Ci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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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ed ）之螺絲槽28。原告申請人為規避先前技術，未將「圓錐狀」寫入申請專利

範圍中，但有將「球狀」寫入申請專利範圍中，被告辯稱先前技術應阻卻均等論之

適用。法官以「假設性申請專利範圍」（hypothetical claim）29，將圓錐狀螺絲槽以

球狀螺絲槽替代，認為將致系爭專利不具非顯而易知性，始判決均等論成立30。 

如前述，建構「均等論」之目的在防止侵權人藉微小之改變規避「全要件原

則」之規範，故是基於專利侵權分析時申請專利範圍之解釋的需求，而建立之權利

範圍界定法理原則。實則，均等論在中心限定主義與周邊限定主義之專利法制中均

有之，只是適用方式不同31。此外，「均等論」存在之同時，另有「申請歷史禁反

言」、「貢獻原則」、「拋棄推定」、「些微關係」等限制機制亦存在，此亦證明

周邊限定主義乃原則規範，若要例外適用均等論，尚須受該等機制之限制。 

故均等論雖與中心限定主義之特徵類似，但不應解釋成美國專利法制目前實質

上仍是採中心限定主義，故不動搖其是採「周邊限定主義」之事實，亦不應扭曲成

採「折衷主義」。 

(二)申請專利範圍及說明之特定表示方式 

學者認為若干申請專利範圍及說明之特定表示方式，屬於中心限定主義之機

制，其包括手段功能用語、附屬項、最佳實施例、馬庫西請求項等，茲分述如後。 

                                                        
28 Id. (“the patent at issue includes pedicle screw（椎足骨螺絲）for spinal surgeries having a screw 

head that is surrounded by the spherically-shaped portion of the receiver member: Vertex® model, 
which contains a receiver member having an inner hollow space that is conical in shape”) 

29 See Wilson Sporting Goods v. David Geoffrey & Associates, 904 F.2d 677 (1990).（假設性申請

專利範圍分析法（hypothetical patent claim）執行步驟：一、修改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

中與系爭對象均等的技術特徵，使之在字義上涵蓋系爭對象，此修正後的申請專利範圍即稱

之為「假設性申請專利範圍」；二、以被告提出作為阻卻均等侵權的先前技術為引證資料，

檢視該「假設性申請專利範圍」是否仍符合可專利要件之新穎性、進步性規定，若：(a)其
仍具有新穎性與進步性時，應判斷均等範圍得擴及涵蓋系爭對象，系爭對象構成均等侵害；

(b)其不具有新穎性或進步性時，則應判斷均等範圍不得擴及涵蓋系爭對象，系爭對象不構

成均等侵害。 
30 PAUL M. RIVARD & ALLEN GARDNER, PATENT OBVIOUSNESS IN THE WAKE OF KSR 

INTERNATIONAL CO. V. TELEFLEX INC.,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2012). 
31 Fromer, supra note 4, at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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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周邊限定主義要求發明以申請專利範圍之請求權利，而中心限定主義以

「實例」（exemplar）呈現32。而手段功能用語（means-plus-function）33其所述及

之「實施例」（embodiment）亦符合中心限定主義之「實例」特性，故被認為應屬

中心限定主義34。再者，其「限於說明書所揭露之內容及其均等範圍」（only to 

those disclosed in the specification, plus equivalents thereof）35，學者認為有均等論之

適用，當然，手段功能用語之均等物與均等論之間存有差異，即前者範圍較小36。 

附屬項乃請求項之衍生版37，按早期之申請專利範圍之請求項各自獨立，不得

連結至另一請求項38。但於1917年，美國專利商標局核准使用附屬項（dependent 

claim）39。雖然，附屬項出現之時間晚於中心限定主義之時期，但附屬項在本質上

屬於中心限定主義之機制，因為其乃依獨立項之基本範本所衍生出之「實例」，此

即中心限定主義之特點。邏輯上，附屬項是不必存在的，因為獨立項其實已包括附

屬項，故其存在乃疊床架屋。例如，若獨立項為「電腦圖形系統」，附屬項為「二

維電腦圖形系統」，而前者包含後者，若後者不存在，前者仍然具有「二維電腦

圖形系統」。但在功能上，其有限縮獨立項之效果。例如，當獨立項「電腦圖形

系統」被核駁或刪除後，該發明之範圍將被限縮為附屬項之「二維電腦圖形系

統」40。 

                                                        
32 Id. at 1774.  
33 35 U.S.C. § 112, ¶ 6, the first half (“An element of a claim for a combination may be expressed as a 

means or step for performing a specified function without the recital of structure, material, or acts 
in support thereof. ”). 

34 See Charles W. Adams, The Doctrine of Equivalents: Becoming a Derelict on the Waters of Patent 
Law, 84 NEB. L. REV. 1113, 1121 (2006). 

35 35 U.S.C. § 112, ¶ 6, the second half (“Such claim shall be construed to cover the corresponding 
structure, material or acts described in the specification and equivalents thereof.”) 

36 Fromer, supra note 4, at 739 (citing Hewlett-Packard Co. v. Mustek Systems, Inc., 340 F.3d 1314, 
1321 (Fed. Cir. 2003)).  

37 Id. 
38 See In re Sexton, 1873 C.D. 66, 69, 70. 
39 See Ex parte Brown, 1917 C.D. 22, 22. 
40 另，獨立項與附屬項關係，可以007電影中男主角出示名字方式類比：「我是龐德，詹姆士

龐德」（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其中「龐德」（姓）為獨立項，「詹姆士龐德」

（名及姓）為附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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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實施例（best mode requirement）41屬於美國說明書之要求之一，亦符合中

心限定主義之「實例」特性，故被認為應屬中心限定主義。但在我國規定方式有所

不同。依我國《審查基準》規定，說明書應記載一個以上之發明「實施方式」

（embodiments），必要時得以實施例（examples）說明。若申請專利範圍涵蓋的範

圍過廣，僅記載單一實施例並不符合可據以實現要件時，應記載一個以上不同之實

施例，以支持申請專利範圍所涵蓋的範圍42。 

再者，馬庫西請求項（Markush claim）具有多數選擇項目（alternative）之擇一

形式記載之請求項，例如，選擇自A、B及C之群組（ selected from the group 

consisting of A, B and C），其典型用於化合物請求項。所以，得被認知為自特定群

組中選擇出「實例」的類型，故亦被認為應屬中心限定主義。其選擇項目間只要存

在有特定物理或化學關係，即得以此種請求項撰寫，其功能在選擇項目間若因差異

性顯著，若以一般請求項撰寫恐無法滿足單一性要求時，適合使用此種請求項43。 

本文認為，上述申請專利範圍及說明之特定表示方式，其存在乃為因應申請時

特定之狀況或需求所產生，如同前述之均等論與申請歷史禁反言等，其與中心限定

主義之特徵類似，但不應解釋成目前美國專利法制仍採中心限定主義，故不動搖其

採「周邊限定主義」之事實，亦不應扭曲成採「折衷主義」。 

二、周邊限定主義之缺點 

學者認為現今美國專利法制之均等論，乃仍存在之中心限定主義機制，進而主

張周邊限定主義有許多缺點44。 

例如，學者認為因申請專利範圍有特殊語法，一般發明人恐無法妥善撰寫，因

而必須委託專利事務所進行，故其成本較高45。然而，本文認為工業發展日益複

雜，競爭益復激烈，專利審查趨嚴，產生申請專利範圍以為界定，已不可能再容許

                                                        
41 Fromer, supra note 4, at 741. 
42 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7條第6款：「實施方式：記載一個以上之實施方式，必要時得以實施例

說明」。 
43 Fromer, supra note 4, at 741. 
44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 at 1791. 
45 Id. at 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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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限定主義存在，時勢所趨之下，而有周邊限定主義之出現。故以不合時宜的中

心限定主義來撰寫申請書似為不切實際的說法，若執意為之，撰寫成本恐會更高。 

再者，學者認為易致申請專利範圍之撰寫錯誤46。例如，將麵團「以」400度溫

度加熱（heating dough “at” 400 degrees），與將麵團加熱「至」400度（heating 

dough “to” 400 degrees），兩者殊有不同，若誤植為後者則唯有在仿冒者已將麵團

燒焦才構成侵權47，易造成申請專利範圍之文義爭執多且難以處理48。類似情況尚

有撰寫時使用不明確文字49，例如，冠詞“a”指「僅有一個」（one and only one），

還是「一個或更多」（one or more），實則兩種情況均有可能，前者如“I want a 

job”，應解為「我（僅）需要一個工作」；後者如“I want a birthday present”，則得

解為「我要生日禮物」（一件或多件均可）50。然而，本文認為凡文字之表達均有

撰寫錯誤，或文字本身不明確之可能，並非在周邊限定主義下撰寫獨有此現象，在

中心限定主義下撰寫亦應會出現此現象，故此說應不可採。 

此外，學者認為尚應考量說明書之閱讀者之不確定性51，例如，法規上規定發

明是否被認知或理解，應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Person Having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 PHOSITA）的理解程度為準52，但於訴訟程序中解釋申請

專利範圍時，卻以其文義之「通常文義」（plain meaning）為準，標準不同。甚

至，閱讀者確定後，亦有辨別問題，例如，「包括」（comprising），及「由……

組成」（consisting of）之間的差異，並非PHOSITA可辨別，應是專利律師才能辨

別53。然而，本文認為周邊限定主義之出現，乃因工業發展日益複雜，競爭激烈，

專利審查趨嚴，故應以申請專利範圍撰寫，而申請專利範圍特殊語法及其檢驗方式

乃在此情況下所必須者，標準在不同階段或有不同，但並非無標準，委諸專業專利

律師進行閱讀或辨別，即可解決此問題，且應無不當。 

                                                        
46 Id. at 1788. 
47 Chef America, Inc. v. Lamb-Weton, Inc., 358 F.3d 1371 (Fed. Cir. 2004). 
48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 at 1751. 
49 Id. at 1752. 
50 Id. at 1755, 1793. 
51 Id. at 1754. 
52 Id. at 1754, 1759. 
53 Id. at 1755, 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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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學者認為申請專利範圍之文義可能隨時間變更54，例如，在Chiron Corp. v. 

Genentech, Inc.案中 55，法官須決定申請專利範圍中「單株抗體」（monoclonal 

antibody）究竟應依1984年之定義，或1999年之定義，而兩者定義殊有不同。又例

如，在SuperGuide Corp. v. DirecTV Enterprises, Inc.案中，法官須決定1985年申請專

利範圍中「定期接收電視訊號」（regularly received television signal）之文義是否包

括現今之數位電視訊號56。然而，本文認為此非在周邊限定主義下獨有之現象，在

中心限定主義下亦會出現此現象，因為其文義亦可能隨時間變更，故此說應不可

採。 

另，學者認為申請專利範圍與先前技術在處理上之不平衡，例如，申請專利範

圍具有相當充分之解釋資料，如申請歷史檔案（prosecution history）等，但先前技

術則無；又稱進行字義侵權比對時，僅系爭專利具有文字，被控物則無57。然而，

本文認為此非在周邊限定主義下獨有之現象，在中心限定主義下亦會出現此現象，

因為其面對先前技術及被控物在處理上同樣有此不平衡情況，故此說應不可採。 

再者，學者認為訴訟時申請專利範圍解釋之用詞依各技術領域有所不同，會產

生理解差異的問題，例如，生物技術或化學領域之用詞較易為該領域人士理解，但

機械及軟體領域之用詞較不易為該領域人士理解，造成如後者等特定技術領域之廢

棄原判決比例（reversal rate）較高58。然而，本文認為並非在周邊限定主義下獨有

之現象，在中心限定主義下亦應會出現此特定技術領域之用詞理解差異現象，故此

說應不可採。 

又再者，學者認為申請專利範圍之語法使得其文字冗長，致元件或技術特徵不

易區別59。然而，本文認為其文字冗長固然是因為特殊語法所致，但特殊語法有文

法可循，在專業的判讀下應不致使元件或技術特徵不易區別，故此說應不可採。 

                                                        
54 Id. at 1757. 
55 Chiron Corp. v. Genentech, Inc., 363 F.3d 1247, 1257 (Fed. Cir. 2004). 
56 SuperGuide Corp. v. DirecTV Enterprises, Inc., 358 F.3d 870, 896 (Fed. Cir. 2004). 
57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 at 1758. 
58 Id. at 1760. 
59 Id. at 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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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者見解之辯 

如前述，有學者認為美國專利法制中仍存有中心限定主義之機制，如均等論、

申請專利範圍及說明之特定表示方式等，並強調周邊限定主義之缺點等。尚有其他

學者更進一步認為中心限定主義具有許多優點 60，例如，撰寫專利申請案較省

時61，審查較簡單等優點62，但是，亦有論者認為其公示效率較低63，並可能面臨較

多訴訟64。 

另，有學者稱美國雖然已由中心限定主義發展至目前之周邊限定義，但兩主義

之機制卻仍然運作中，造成牴觸現象。一方面如美國專利法第154條(a)項第(1)款規

定：「專利權範圍之特定內容應對照說明書」65；Markman案判決：「申請專利範

圍為說明書的一部分」66；In re Am. Acad. of Sci. Tech. Ctr.案判決：「申請專利範

圍必須為說明書所支持」（claims must be read in light of the specification）67；但另

一方面如E.I. du Pont de Nemours & Co. v. Phillips Petrol. Co.案卻判決：「禁止將說

明書內容讀入申請專利範圍」（ forbids them from importing elements from the 

specification into the claim）68，認為此乃前後矛盾之處理方式69。 

本文認為，前述學者所提均等論、申請專利範圍及說明之特定表示方式、周邊

主義之缺點，甚至中心限定主義之優點等，屬其對此兩主義之優劣之辯，認為目前

美國專利系統之「含混不清」（mongrel）70，目的在提供周邊限定主義修正或改變

                                                        
60 Id. at 1787; Fromer, supra note 4, at 722. 
61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 at 1785. 
62 Id. at 1786. 
63 Id. at 1745. 
64 Id. at 1787. 
65 35 U.S. § 154(a)(1) (“Every patent shall contain a … grant … of the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from 

making, using, offering for sale, or selling the invention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 referring 
to the specification for the particulars thereof.”).  

66 Markman v. Westview Instruments, Inc., 52 F.3d 967, 979 (Fed. Cir. 1995) (“For that reason, 
claims must be read in view of the specification, of which they are a part”). 

67 In re Am. Acad. of Sci. Tech. Ctr., 367 F.3d 1359, 1364 (Fed. Cir. 2004). 
68 E.I. du Pont de Nemours & Co. v. Phillips Petrol. Co., 849 F.2d 1430, 1433 (Fed. Cir. 1988). 
69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 at 1771. 
70 Adelman, supra note 17, at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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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參考。但值得注意者，此種見解不僅屬少數，且顯示美國的確為周邊限定主義國

家。實則，其所謂周邊限定主義之體系中尚存有中心限定主義之機制，反而是具有

微調功能的機制，能協助美國專利法制之周邊限定主義運作得更為完整及靈活，加

上實務上確有此需要，此非學者僅憑若干瑕疵之檢討得以改變。 

肆、我國對周邊限定主義及中心限定主義之辨 

一、「折衷主義」之迷思與明辨 

我國專利法第58條第4項規定：「發明專利權範圍，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

僅「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得審酌發明說明書及圖式」。該條文義很清楚地說明

專利權範圍應由申請專利範圍來界定，即申請專利範圍之文義所建立的界限內的範

圍方為專利權範圍，所以屬「周邊限定主義」。 

權利「主張」與事實「敘述」兩者不同，應予明辨。按「申請專利範圍」之原

文“claim”指「權利之主張」；而「說明書」之原文“description”指「敘述」，即事

實之敘述，並無主張權利之功能。未寫入申請專利範圍之事實「敘述」，不適用均

等論，亦不得用做權利之「主張」，此即發明標的與權利（the thing and right）之

區別。 

例如，若說明書述及A、B、C，但申請專利範圍僅主張A、B，則於審查核准

後，C並非屬於權利範圍內容。又例如，愛迪生發明電燈泡，此創作可申請物及方

法專利，因為愛迪生之發明標的包括電燈泡（物）及電燈泡的製程（方法），但若

僅申請物之專利，則愛迪生當然無法享有電燈泡之方法專利。即使其專利說明書中

述及電燈泡的製程，電燈泡的製程仍不在愛迪生電燈泡專利權範圍之內。 

若創作之技術內容於申請專利時，僅於說明書或圖式敘及，但未於申請專利範

圍進行權利之主張，該技術於公開或公告後即屬公共財，人人可實施之，有前述

「貢獻原則」之適用。是以，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固然視狀況得審酌發明說明書

及圖式，但作用僅在輔助申請專利範圍之文義解釋，斷無將權利範圍及於說明書及

圖式未寫入申請專利範圍之內容，此為與中心限定主義之差異所在，更顯示其中無

折衷主義之存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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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修正我國專利法時，第58條第4項之立法理由：「發明說明及圖式係屬

於從屬地位，未曾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之事項，固不在保護範圍之內」。此段文義

指周邊限定主義，應無疑議。然目前學界及實務界認為專利權利範圍之解釋有三

說，即在周邊限定主義及中心限定主義之外，另加入折衷主義，認為同法該條該項

之文義應解釋為折衷主義之意涵，且為通說71。 

其中，智財法院101年度行專訴第18號判決即稱，依專利法第106條第2項規定

可知72，我國專利法解釋專利權範圍係採學說所謂介於中心限定主義及周邊限定主

義之間的「折衷限定主義」73。又如，智財法院101年度行專訴第15號判決亦稱，我

國專利法針對專利技術保護範圍之界定，規定應以申請專利範圍之內容及專利範圍

之解釋為依據，既不以專利說明書之全部，亦不僅以申請專利範圍之文義為其範

圍，係採取「折衷主義」74。 

如前述，即使美國學者指出美國專利系統之「含混不清」，亦僅指其在周邊限

定主義之體系中尚存有中心限定主義之機制而已，此狀況並非採折衷主義。另除大

陸稱其採「折衷原則」外75，其他國家未有稱採折衷主義者，值得注意。 

本文強調，從專利法制沿革觀之，應不曾出現（亦不可能出現）折衷主義，前

述國內見解恐有可議空間。國內通說未深入瞭解「發明專利權範圍，以申請專利範

圍為準」之文義，但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將該項後段「得審酌發明說明書及圖

式」之文義誤解為得變更其前段文義所代表的權利範圍，或誤認只要審酌說明書及

圖式，即非屬周邊限定主義。實則不然，觀美國專利法原文及判例應知此係誤解。

本文強調，審酌說明書及圖式只要不變更申請專利範圍，則仍屬周邊限定主義，國

內見解似混淆於若審酌說明書及圖式即屬折衷主義，雖然仍認知該審酌不得變更申

                                                        
71 學術見解參林洲富，專利法：案例式，2014年，5版，20頁；實務見解參後續案例說明。 
72 專利法第106條第2項：「新型專利權範圍，以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於解釋申請

專利範圍時，並得審酌創作說明及圖式。」 
73 參智財法院103年度民專訴字第68號判決、101年度行專訴字第18號判決、101年度行專訴字

第15號判決、100年度行專訴字第113號判決、99年度民專訴字第49號判決、98年度行專訴字

第122號判決、97年度民專上字第8號判決、97年度民專上字第4號判決。 
74 智財法院101年度行專訴第15號判決。 
75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

釋》，2010年1月（「專利侵權判定指南」第7條規定：「折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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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專利範圍，如前述智財法院101年度行專訴第18號判決即是一例76。 

二、「應」或「得」審酌之迷思與明辨 

我國專利法第58條第4項規定，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得」審酌發明說明書

及圖式，該條文義很清楚地指明非「應」審酌。 

按2003年修正我國專利法時，刪除原條文之「必要時」始得審酌之文字，立法

理由陳明：「申請專利範圍……既不應侷限於申請專利範圍之字面意義，也不應僅

被作為指南參考而已，實應參考其發明說明及圖式，以瞭解其目的、作用及效

果……爰參考歐洲專利公約第69條規定之意旨修正」77。 

然而，有論者認為刪除「必要時」文字，表示「應」審酌，而非「得」審酌，

因為歐洲專利公約第69條規定：「說明書及圖式應用於（shall be used to）解釋申請

專利範圍」78。另，亦引日本特許法第70條，指司法機關審理專利侵權案件，發明

專利權之確定應依該條，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且「應」審酌說明書及圖式79。此

見解有可議空間。 

另，智財法院97年度民專上字第4號判決：「……因申請專利範圍之文字僅記

載專利之構成事項，為確定其實質內容，自得參酌說明書及圖式所揭示的目的、作

用及效果，以確定專利之保護範圍」80。其中，前述「自得」參酌說明書，智財法

                                                        
76 智財法院101行專訴第18號判決亦認為：「倘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內容與新型說明或圖式所

揭露之內容不一致時，應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而不得透過新型說明及圖式之內容而增加或

減少申請專利範圍所載的限定條件，而造成已公告之申請專利範圍對外所表彰之客觀權利範

圍變動」。 
77 The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Article 69 (1) The extent of the protection conferred by a 

European patent or a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claims. Nevertheless, 
the description and drawings shall be used to interpret the claims.  

78 顏吉成，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應」審酌說明書及圖式？（中），北美智權報，2014年10月，

119 期 。 Available at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Laws/TW-
24.htm (last visited May 11, 2015). 

79 司法機關審理專利侵權案件，發明專利權之確定應依特許法第70條，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

且「應」審酌說明書及圖式。 
80 智財法院97年度民專上字第4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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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97年度民專訴字第6號判決其意思為「雖可且應」參酌說明書81，可知實務見解亦

認為「應」審酌，此見解亦有可議空間。 

本文強調，於專利訴訟時，須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以確認專利權範圍，而是否須

進一步審酌發明說明書及圖式，前題在於雙方對於申請專利範圍之文義解釋是否存

有「爭議」（dispute）。若雙方不爭執，即按申請專利範圍之文義解釋即可，自然

無須審酌發明說明書及圖式，故曰「得」審酌；惟在雙方就申請專利範圍之文義發

生爭執時，始審酌之，非「應」審酌，或一律審酌。比較法上可見O2 Micro Int’l 

Ltd. v. Beyond Innovation Tech. Co.案，美國聯邦巡迴區上訴法院於該案判決，法官

應就每一專利權範圍之「爭議」進行裁定，並以淺顯易懂的文字做成書面之申請專

利範圍解釋，供陪審團參考82。實務上，雙方當事人在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文

義上均多所爭執，故美國聯邦地院通常於馬克曼聽證會上會要求得爭執之文字限縮

為約10項，以避免當事人可能就每一文字進而行爭執83。 

至於，前述歐洲專利公約第69條所規定之：「說明書及圖式應用於解釋申請專

利範圍」，詳究其意，應解釋成「說明書及圖式在雙方就申請專利範圍之文義發生

爭執時，應用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換言之，雙方就該文義不爭執時，不須多此

一舉。另如前述，依周邊限定主義，審酌說明書及圖式不得變更申請專利範圍。故

日本特許法第70條所指「應」審酌說明書及圖式之時機，固然應在雙方就該文義有

爭執時進行，如此方有實益，更應認知該審酌亦不得變更申請專利範圍。 

反觀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頒布之《專利侵害鑑定要點》不但未以「爭議」

與否判斷得否審酌，反而依循前述可議認知，進一步以「明確性」來規範是否審酌

之時機：「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載之技術特徵不明確時，得參酌發明（或新型）說明

                                                        
81 智財院97年度民專訴字第6號判決；另參顏吉成，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應」審酌說明書及圖

式？（上），北美智權報，2014年11月，118期。Available at http://www.naipo.com/ 
 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Laws/TW-23.htm (last visited May 11, 2015). 
82 See O2 Micro Int’l Ltd. v. Beyond Innovation Tech. Co., 521 F.3d 1351, 1360-62 (Fed. Cir. 2008). 

(“The Federal Circuit has held that courts must resolve every dispute over the scope of the patent 
claims as a matter of claim construction, issuing a written ruling that “interprets” even simple 
patent claim terms that jurors can understand.”)  

83 Burk & Lemley, supra note 2, at 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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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圖式解釋申請專利範圍」84，此規定當然也有可議空間。 

本文強調，我國專利法第26條第1項規定：「說明書應明確且充分揭露，使該

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現」，但所指之

「明確」要求僅適用於申請階段。而《專利侵害鑑定要點》所規範者乃專利訴訟議

題，兩者分屬不同階段，實不得依申請階段之「明確性」規定，適用於訴訟階段之

應否審酌判斷。 

另有論者認為，在訴訟階段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無論其記載明確或不明確，

在專利權人已完成之發明的基礎上界定專利權人應得之權利範圍，超出說明書所揭

露之發明時，應審酌說明書及圖式85。例如，若發明人先占之技術範圍為a，申請專

利範圍界定A，經解釋後，其專利權範圍仍應限於a，此時即應審酌說明書及圖

式86。本文強調，此見解仍須基於雙方當事人就申請專利範圍界定A是否超過先占

之技術範圍a有「爭議」，始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87。 

伍、結 論 

近代專利法初建立於英國時，專利審查工作不似今日嚴謹，僅要求發明人提出

一中心技術概念即授予專利，但範圍為何在所不問，故曰中心限定主義。其後工業

發展日益複雜，競爭益復激烈，專利審查趨嚴，產生「申請專利範圍」以為界定，

                                                        
84 《專利侵害鑑定要點》，(二)、審酌發明（或新型）說明及圖式之原則，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35頁。（2.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載之技術特徵明確時，不得將發明（或新型）說明及圖式

所揭露的內容引入申請專利範圍；申請專利範圍中所載之技術特徵不明確時，得參酌發明

（或新型）說明與圖式解釋申請專利範圍；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內容與發明（或新型）說明

及圖式所揭露的內容不一致時，應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3.發明說明有揭露但並未記載於申

請專利範圍之技術內容，不得被認定為專利權範圍；但說明書所載之先前技術應排除於申請

專利範圍之外。） 
85 顏吉成，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應」審酌說明書及圖式？（下），北美智權報，2014年11月，

120 期 。 Available at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Laws/TW-
25.htm (last visited May 11, 2015). 

86 同前註。 
87 因為即使客觀上a之技術範圍小於A之技術範圍，仍可能主觀上當事人對相關文義無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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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可能再容許中心限定主義存在，時勢所趨之下，而有周邊限定主義之出現。 

「均等論」乃是基於專利侵權分析的需求，而建立之權利範圍界定法理原則，

目的在防止侵權人藉微小之改變規避「全要件原則」之規範，其在中心限定主義與

周邊限定主義之專利法制中均有之，只是適用方式不同。再者，均等論存在之同

時，另有「申請歷史禁反言」、「貢獻原則」、「拋棄推定」、「些微關係」等限

制機制亦存在，此亦證明周邊限定主義乃原則規範，若要例外適用均等論，尚須受

該等機制之限制。另，均等論雖與中心限定主義之特徵類似，但不應解釋成美國專

利法制目前實質上仍是採中心限定主義，故不動搖其是採「周邊限定主義」之事

實。 

學者所提均等論、申請專利範圍及說明之特定表示方式、周邊主義之缺點，甚

至中心限定主義之優點等，屬其對此兩主義之優劣之辯，目的在提供周邊限定主義

修正或改變之參考。但值得注意者，此種見解不僅屬少數，且顯示美國的確為周邊

限定主義國家。實則，其所謂周邊限定主義之體系中尚存有中心限定主義之機制，

反而是具有微調功能的機制，能協助美國專利法制之周邊限定主義運作得更為完整

及靈活，加上實務上確有此需要，此非學者僅憑若干瑕疵之檢討得以改變。即使美

國學者指出美國專利系統之「含混不清」，亦僅指其在周邊限定主義之體系中尚存

有中心限定主義之機制而已，此狀況並非採折衷主義。另除大陸稱其採「折衷原

則」外，其他國家未有稱採折衷主義者，值得注意。 

從專利法制沿革觀之，應不曾，亦不可能出現折衷主義，前述國內見解恐有可

議空間。國內通說未深入瞭解我國專利法第58條第4項「發明專利權範圍，以申請

專利範圍為準」之文義，但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將該項後段「得審酌發明說明書

及圖式」之文義誤解為得變更其前段文義所代表的權利範圍，或誤認只要審酌說明

書及圖式，即非屬周邊限定主義。實則不然，觀美國專利法原文及判例應知此係誤

解。審酌說明書及圖式只要不變更申請專利範圍，則仍屬周邊限定主義，國內見解

似混淆於若審酌說明書及圖式即屬折衷主義。 

於專利訴訟時，須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以確認專利權範圍，而是否須進一步審酌

發明說明書及圖式，前提在於雙方對於申請專利範圍之文義解釋是否存有「爭

議」。若雙方不爭執，即按申請專利範圍之文義解釋即可，自然無須審酌發明說明

書及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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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專利法第26條第1項規定：「說明書應明確且充分揭露，使該發明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現」，但所指之「明確」要

求僅適用於申請階段。而《專利侵害鑑定要點》所規範者乃專利訴訟議題，兩者分

屬不同階段，實不得依申請階段之「明確性」規定，適用於訴訟階段之應否審酌判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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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電腦軟體之專利標的 
適格性在美國的演變 
——從Bilski到Alice判決 

劉國讚*、徐偉甄** 

壹、前 言 

自從電腦軟體開始蓬勃發展以來，電腦軟體發明是否具有專利標的適格性一直

是備受爭議的話題。關於此點，世界主要國家在專利法之規定亦不盡相同，以軟體

產業最發達的美國為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下

稱「最高法院」）自1972年以來所作判例曾被稱為「專利適格性三部曲」（patent-

eligibility trilogy），亦即指最高法院之Gottshalk v. Benson案1、Parker v. Flook案2及

Diamond v. Diehr案3等三件案例。Gottshalk案4指出純粹演算法之軟體不具專利標的

適格性，Parker案指出演算法之軟體若其應用具有新穎性及非顯而易見性則具有專

利標的適格性，Diamond案指出執行電腦軟體並非即不具專利標的適格性。 

                                                        
DOI：10.3966/221845622015070022005 
收稿日：2015年6月9日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副教授。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碩士。 
1 Gottshalk v. Benson, 409 U.S. 63, 93 S. Ct. 253 (1972). 
2 Parker v. Flook, 437 U.S. 584, 98 S. Ct. 2522 (1978). 
3 Diamond v. Diehr, 450 U.S. 175, 101 S. Ct. 1048 (198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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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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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三件判例之後，對於電腦軟體之專利標的適格性具有指標性意義的要屬美

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

於1998年之State Street v. Signature案5，以及2008年的In re Bilski案6。其中，State 

Street案確認電腦軟體屬專利適格標的並建立「有用、具體及有形結果」（useful, 

concrete, and tangible result, UCT）測試法，In re Bilski案則建立「機器或轉換測試

法」（machine-or-transformation test, M-or-T test）並指出有用、具體及有形結果測

試法不應再被依賴，本案之後由最高法院審理，於2010年作成Bilski v. Kappos案7。 

在Bilski之前，會產生問題的只有方法請求項，但之後的2014年，最高法院又

作成Alice v. CLS案8，本案是CAFC先以全院聯席聽證審理後，將電腦軟體之系統請

求項也宣告無效，最高法院也維持CAFC決定，造成劃時代的重大影響，本文將以

Alice案之形成為探討核心。 

本文係從最高法院Bilski案以後之CAFC案例出發，以探討電腦軟體之專利標的

適格性，進而分析美國判斷電腦軟體之專利標的適格性之演變，並且探討Alice案之

成因。最高法院從Bilski案到Alice案，不過短短4年，在電腦軟體之專利標的適格性

的判斷原則卻有很大的變化。一件案例不會憑空突然發生，必然有一段時間的蘊釀

才會形成，藉由Alice案之前的CAFC案例，可深入瞭解為何產生如此大的變化，更

有助於正確瞭解Alice案所建立的原則俾能正確適用。 

Bilski案過去已有相關文獻進行探討9，Alice案亦有相關期刊文獻10與學位論

文11。本文重點不在這兩件判決本身，而是在這兩件判決之間的CAFC判決，其目的

                                                        
5 State Street Bank & Trust Co. v. Signature Financial Group, Inc., 149 F.3d 1368 (Fed. Cir. 1998). 
6 In re Bilski, 545 F.3d 943 (Fed. Cir. 2008) (en banc). Kappos（David J. Kappos）時任USPTO局

長。 
7 Bilski v. Kappos, 561 U.S. 593, 130 S. Ct. 3218 (2010). 
8 Alice Corp. v. CLS Bank Int’l, 134 S. Ct. 2347 (2014). 
9 郭宏杉，後Bilski方法專利之發展——CyberSource Corp. v. Retail Decision Inc.之評析，萬國

法律，2012年2月，181期，97頁；陳龍昇，由美國Bilski v. Kappos案探討商業方法發明之專

利適格性，臺北大學法學論叢，2012年12月，84期，278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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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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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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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柯翔文，由美國CLS v. Alice案探討電腦軟體之專利適格性，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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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瞭解Bilski案之後的演變，以及Alice案的形成，且著重在實務面問題的探討。 

貳、電腦軟體發明定義與判例簡介 

一、電腦軟體定義 

電腦軟體（下稱「軟體」）係指命令（directs）電腦處理器執行特定操作之任

意一組機器可讀指令，電腦軟體對比於電腦有形部件之電腦硬體，電腦之硬體與軟

體需要相互配合才得以實際運作，用音樂作比喻，硬體就像樂器而軟體就像演奏樂

器之音符12。 

至於電腦軟體專利（下稱「軟體專利」），並沒有法律或確鑿之定義，原則上

係指透過電腦應用軟體以提高電腦性能之專利，電腦軟體專利之定義與有關智慧財

產保護權利之話題一直被激烈爭論，且不同國家對於申請專利之軟體創新有著不同

限制13。 

本文所關注之電腦軟體專利專指涉及於通用電腦內運作之軟體，包含通用電腦

或通用的網路設備，一般控制型軟體並不包含在內。 

二、專利標的適格性 

專利標的適格性（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patent eligibility，下稱「專利適格

性、標的適格性或適格性」）係用於判斷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有資格獲得專利保

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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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專利標的適格性是首要審查要件，若無法通過，則再好的發明也

無法獲准專利。實務上軟體發明的新穎性較少出現問題，問題集中在是標的適格性

與進步性，尤其是標的適格性。 

                                                                                                                                                        
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 

12 Computer Software, Wikipedia, available 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Software (last visited 
May 18, 2015).  

13 Cory Janssen, Software Patent, techopedia.com, available at http://www.techopedia.com/definition/ 
 22199/software-patent (last visited May 1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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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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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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個法定類別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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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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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發明的爭議集中在是否屬抽象概念。 

三、Bilski案簡介 

Bilski案過去已有文章介紹，在此僅作簡介，以便進行後續討論。 

本案是一個專利申請案，即美國專利申請第08/833,892號（下稱「892申請

案」），係關於商品交易領域之避險（hedging risk）方法，其藉由商品提供者扮演

中間人角色，以一固定價格將商品賣給需求者，並以另一固定價格向供給者買進商

品，進而避免需求者因需求量增加而面臨商品價格上升以及供給者因需求量減少而

面臨商品價格下降之風險。代表請求項為請求項1，其內容為： 

「1.一種用於管理一商品之消費風險成本之方法，其係由一商品提供者以一固

定售價銷售該商品，該方法包括以下步驟： 

(1)啟動於該商品提供者與該商品之消費者之間之連續交易（ a series of 

transactions），其中該消費者係基於歷史平均值以一固定價格購買該商品，該固定

價格對應於該消費者之一風險地位（risk position）； 

(2)識別該商品之市場參與者對於該消費者具有一相反之風險地位（counter-risk 

position）；以及 

(3)啟動於該商品提供者與該市場參與者之間以一第二固定價格之連續交易，使

得市場參與者之連續交易平衡消費者之連續交易之風險地位。」 

                                                        
14 美國專利法第101條規定：「任何人發明或發現任何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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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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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於審查時被以不具標的適格性核駁，申請人訴願被駁回後，向CAFC上

訴，CAFC進行全院聯席審理後作出維持原審定之判決。CAFC在本案建立「機器或

轉換測試法」，用來判斷方法請求項是否具標的適格性，只要方法是連結（ tied 

to）在一機器（即電腦）上，即通過測試，本案之方法並連結機器，因此被宣告不

具標的適格性而無效。 

本案最高法院發出調卷令審理後作出維持CAFC之892申請案不具專利標的適格

性之判決。最高法院判決駁回Bilski之上訴，但認為機器或轉換測試法係非法定的

測試方法，機器或轉換測試法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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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是「用於決定發明是否

為專利適格『程序』之唯一測試法」15。 

四、Alice案介紹 

CLS（CLS Bank International and CLS Services Ltd.）向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

地方法院提起確認訴訟，主張Alice（Alice Corporation）之美國專利US 5,970,479號

（下稱「479專利」）、US 6,912,510號（下稱「510專利」）、US 7,149,720號（下

稱「720專利」）及US 7,725,375號（下稱「375專利」）等四項專利無效，Alice反

訴專利侵害，地方法院准予CLS提出之專利無效簡易判決之聲請。Alice向CAFC提

出上訴，CAFC作出推翻地方法院之專利無效簡易判決16。CLS向CAFC提出全院聯

席審理之請求，CAFC准予CLS之請求，同時CAFC法庭共同決議撤銷前述CAFC判

決17，CAFC全院聯席審理後作出維持地方法院之479專利、510專利、720專利及375

專利系爭請求項無效之判決18。 

系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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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第三方中介，以達到減輕金融交易中之結算風險（settlement risk）之目的。510

專利為美國專利US 6,134,536號（下稱「536專利」）之連續案，536專利為479專利

之部分連續案並主張國際專利申請第PCT/AU95/00827號之優先權，720專利及375專

                                                        
15 Bilski v. Kappos, 130 S. Ct. at 3227. 
16 CLS Bank Int’l v. Alice Corp., 685 F.3d 1341 (Fed. Cir. 2012). 
17 CLS Bank Int’l v. Alice Corp., 484 Fed. Appx. 559 (Fed. Cir. 2012). 
18 CLS Bank Int’l v. Alice Corp., 717 F.3d 1269 (Fed. Cir. 2013)(en b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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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為510專利之連續案。以下為涉訟之代表方法請求項、媒體請求項及系統請求

項。 

代表方法請求項為479專利請求項33： 

「33.一種雙方交換債務（obligations）之方法，雙方各自於一交易機構持有一

貸方記錄（credit record）及一借方記錄（debit record），該貸方記錄及該借方記錄

用於交換預定之債務，該方法包括以下步驟： 

(1)雙方各自於各交易機構所設之一監管機構建立並持有一影子貸方記錄

（shadow credit record）及一影子借方記錄（shadow debit record）； 

(2)從各交易機構獲得各影子貸方記錄及各影子借方記錄之一天開始之餘額； 

(3)針對產生一交換債務之每一筆交易，該監管機構會進行雙方各自之影子貸方

記錄或影子借方記錄之調整動作，只允許不會導致該影子借方記錄之值小於該影子

貸方記錄之值之交易，該調整動作係按照時間順序進行；以及 

(4)於一天結束，該監管機構指示該等交易機構之一根據所允許之交易之調整交

換貸方或借方至雙方各自之貸方記錄及借方記錄，該貸方及該借方係放置於交易機

構之不可撤銷及不隨時間變化之債務。」 

代表媒體請求項為375專利請求項39，375專利請求項39即「Beauregard請求項

（Beauregard claim）」，所謂Beauregard請求項係於In re Beauregard案19之後被命

名，其指一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computer-readable medium）之請求項，該電腦可

讀取記錄媒體包括用於命令電腦完成指定程序之電腦程式。375專利請求項39之內

容為： 

「39.一種由一方使用以交換一第一方及一第二方之間之一債務之電腦程式產

品，該電腦程式產品包括體現電腦可讀取程式碼之一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該電腦

程式產品包括： 

用於使一電腦發送與一交換債務有關之來自該第一方之一交易之程式碼，該交

換債務由該第一方及該第二方之間之一貨幣兌換交易產生；以及 

用於使一電腦允許一監管機構觀看與該交換債務之處理有關之資訊之程式碼，

其中該處理包括(1)維護關於該第一方之一第一帳戶之資訊，其獨立於由一第一交易

                                                        
19 In re Beauregard, 53 F.3d 1583 (Fed. Ci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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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維護之一第二帳戶，及維護關於該第二方之一第三帳戶之資訊，其獨立於由一

第二交易機構維護之一第四帳戶；(2)確認該第一方及／或該第二方分別於該第一個

帳戶及／或該第三帳戶有足夠的值之後，以電子方式調整該第一帳戶及該第三帳戶

以便實現由該第一方與該第二方之間之該貨幣兌換交易產生之一交換義務；及(3)根

據該第一帳戶及／或該第三帳戶之調整產生一指令至該第一交易機構及／或該第二

交易機構以調整該第二帳戶及／或該第四帳戶，該指令係放置於該第一交易機構及

／或該第二交易機構之不可撤銷及不隨時間變化之債務。」 

代表系統請求項為720專利請求項1，其內容為： 

「1.一種資料處理系統，用於雙方之間之一債務之交換，該系統包括： 

一資料儲存單元，儲存關於一方之一影子貸方記錄及一影子借方記錄之資訊，

其獨立於由一交易機構所維護之一貸方記錄及一借方記錄；以及 

一電腦，連接至該資料儲存單元，該電腦被配置於(1)接收一交易；(2)以電子方

式調整該影子貸方記錄及／或該影子借方記錄以便實現由該交易產生一交換債務，

只允許不會導致該影子借方記錄之值小於該影子貸方記錄之值之交易；及(3)於一段

時間結束產生一指令至該交易機構以根據該影子貸方記錄及／或該影子借方記錄之

調整去調整該貸方記錄及／或該借方記錄，該指令係放置於該交易機構之不可撤銷

的及不隨時間變化之債務。」 

CAFC判決就方法請求項、媒體請求項、系統請求項分別說明。CAFC認為系爭

方法請求項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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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酷似Bilski案之方法請求項，Bilski案

之方法請求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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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關於媒體請求項， CAFC 認為所有請求項通常被單獨考慮，但各別的

（discrete）請求項只是名義上描述（reciting）不同法定類別標的於美國專利法第

101條下應給予類似之實質處理，因為從實際效果看，該等請求項覆蓋相同發明，

上述情形特別明顯於當一請求項係抽象方法而相同專利家族之其他請求項以相同或

類似用語請求保護相同抽象方法，如同本案，系爭媒體請求項未通過（fail）專利適

                                                        
20 CLS Bank Int’l v. Alice Corp., 717 F.3d at 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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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性測試基於與方法請求項相同之理由21。 

關於系統請求項，系爭系統請求項類似描述第三方中介之抽象概念並加入「應

用」（apply it）於電腦上，但仍基於與方法請求項及媒體請求項相同之理由而不符

合美國專利法第101條規定之專利適格標的22。 

Alice對CAFC判決不服，遂向最高法院上訴，最高法院發出調卷令審理後作出

維持CAFC之479專利、510專利、720專利及375專利系爭請求項無效之判決。 

最高法院於判斷專利標的適格性時係使用其於Mayo v. Prometheus案23建立之

Mayo測試法，Mayo測試法有兩個步驟；步驟一：判定系爭請求項是否涉及專利不

適格的標的，如果判定結果為「肯定」再進行步驟二；步驟二：判定請求項之元件

（elements）單獨或「作為有序組合」（as an ordered combination）考量是否使請求

項之本質轉換成專利適格之應用，此步驟二即尋找「發明概念」24。 

以下就涉訟之方法請求項、媒體請求項及系統請求項之見解分別說明。關於方

法請求項，根據Mayo測試法，系爭方法請求項所涉及之中介結算（ intermediated 

settlement）為抽象概念，非屬專利適格標的，第一步驟判定結果為「肯定」，接著

進行第二步驟，系爭方法請求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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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因此系爭方法請求項不具專利標的適格性。 

關於媒體請求項及系統請求項，系爭媒體請求項及系爭系統請求項並未對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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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認系爭媒體請求項與系爭方法請求項共存亡，系爭系統請求項之實質內容無異於

系爭方法請求項26。 

                                                        
21 Id. at 1288. 
22 Id. at 1291. 
23 Mayo Collaborative Servs. v. Prometheus Labs., Inc., 132 S. Ct. 1289. 
24 Alice Corp. v. CLS Bank Int’l, 134 S. Ct. at 2355. 
25 Id. at 2357. 
26 Id. at 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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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從Bilski至Alice的CAFC案例 

本文將探討6件CAFC在Bilski至Alice間的判決，包括：RCT v. Microsoft案27、

Cybersource v. Retail Decisions案28、Ultramercial v. Hulu (2011)案29、Dealertrack v. 

Huber案30及Fort Properties v. AML案31、Bancorp v. Sun Life案32等。其中有些判決涉

及專利標的適格性以外之爭點，並非本文重點，有些判決涉及多件專利及許多請求

項，本文僅就專利標的適格性之代表性請求項介紹之。 

一、RCT v. Microsoft案 

RCT（Research Corporation Technologies, Inc.）向美國亞利桑那州聯邦地方法

院提起侵權訴訟，指控微軟侵害其美國專利US 5,111,310號（下稱「310專利」）、

US 5,341,228號（下稱「228專利」）等共6項專利，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被CAFC撤

銷重審，對於微軟提出之專利無效簡易判決聲請部分准予、部分不准。RCT向

CAFC提出本件上訴，CAFC推翻地方法院之310專利及228專利系爭請求項無效簡易

判決。 

涉及專利標的適格性的代表性請求項為310專利請求項1以及228專利請求項

11，其係關於影像半色調技術（halftoning），藉由藍雜訊遮罩之使用，以達到呈現

視覺上令人滿意之影像之目的。 

310專利請求項1為： 

「1.一種灰階影像之半色調之方法，其係利用該灰階影像對照一藍雜訊遮罩執

行一逐像素比較，該藍雜訊遮罩包含一隨機非確定且非白雜訊之單值函數，該單值

函數被定限（thresholded）於該灰階影像之任何階級時會產生視覺上令人滿意之網

點配置。」 

                                                        
27 Research Corp. Techs., Inc. v. Microsoft Corp., 627 F.3d 859 (Fed. Cir. 2010). 
28 CyberSource Corp. v. Retail Decisions, Inc., 654 F.3d 1366 (Fed. Cir. 2011). 
29 Ultramercial, LLC v. Hulu, LLC, 657 F.3d 1323 (Fed. Cir. 2011). 
30 Dealertrack, Inc. v. Huber, 674 F.3d 1315 (Fed. Cir. 2012). 
31 Fort Properties, Inc. v. American Master Lease LLC, 671 F.3d 1317 (Fed. Cir. 2012). 
32 Bancor Servs., L.L.C. v. Sun Life Assur. Co. of Canada, 687 F.3d 1266 (Fed. Ci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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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專利請求項11之內容為： 

「11.一種彩色影像之半色調之方法，其係利用該彩色影像之複數色平面（color 

planes）之每個色平面對照一藍雜訊遮罩執行一逐像素比較，該藍雜訊遮罩包含一

隨機非確定且非白雜訊之單值函數，該單值函數被定限於該彩色影像之任何色階時

會產生視覺上令人滿意之網點配置，複數藍雜訊遮罩被分別利用以執行該逐像素比

較，至少一藍雜訊遮罩係獨立且與其他藍雜訊遮罩不相關的。」 

CAFC認為310專利及228專利之標的係用於呈現半色調影像之程序，其符合美

國專利法第101條規定之四種專利適格標的之一及美國專利法第100條規定之程序定

義。接著CAFC檢視系爭請求項是否落入最高法院所建立之抽象概念等專利適格標

的例外。CAFC認為310專利及228專利之藉由逐像素比較數位影像與藍雜訊遮罩並

於電腦應用軟體呈現半色調影像之方法並非抽象，具專利標的適格性，因而推翻地

方法院之310專利及228專利系爭請求項無效簡易判決，主要理由如下： 

「本發明提供於電腦技術領域中有功能的且極其明瞭的（palpable）應用軟

體，310專利第3欄第33至40行提及，本發明涉及『於本領域中用於灰階影像之半色

調呈現之方法及裝置之需求，其中一數位資料處理器被利用於以一簡單且精確之方

式來完成該半色調呈現』，於310專利及228專利中之若干請求項要求『高對比度膠

片』、『膠片印表機』、『記憶體』及『印表機及顯示設備』之事實亦確認本院作

出本發明並非抽象之判決。事實上，本院指出，具有特定應用或於市場上之改善技

術之發明符合專利法之法定語言及架構而不可能如此抽象。」33 

CAFC引用最高法院於Bilski案之見解，最高法院指出美國專利法第101條僅係

門檻測試，其許可之標的應很廣泛，此門檻測試無法代替充分揭露、新穎性或非顯

而易見性等其他美國專利法規定之專利要件，換言之，美國專利法第101條不允許

法院斷然核駁標的。 

本件CAFC判決結果認為310專利及228專利所請求保護之運用藍雜訊遮罩之軟

體並非抽象，此判決結果似乎透露CAFC對於抽象概念之審查並非嚴苛，但使用藍

雜訊遮罩之技術手段應是CAFC判定系爭請求項非為抽象概念之主因，另外，CAFC

雖未明確採用機器或轉換測試法，但CAFC指出系爭請求項要求高對比度膠片、膠

                                                        
33 Research Corp. Techs., Inc. v. Microsoft Corp., 627 F.3d at 8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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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打印機、記憶體及打印機及顯示設備等機器，隱含系爭請求項符合機器或轉換測

試法之機器分支。 

二、Cybersource v. Retail Decisions案 

Cybersource（CyberSource Corporation）向美國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提起侵

權訴訟，指控Retail Decisions（Retail Decisions, Inc.）侵害其美國專利US 6,029,154

號（下稱「154專利」），地方法院准予Retail Decisions提出之專利無效簡易判決之

聲請。Cybersource向CAFC提出本件上訴，CAFC維持地方法院之154專利系爭請求

項無效簡易判決。 

154專利係關於信用卡交易，其係使用網際網路地址，例如：IP地址、MAC地

址、電子郵件地址等資訊，藉由判斷相同信用卡之一特定交易之網際網路地址是否

與其他交易之網際網路地址一致，以偵測是否有詐欺。以下為154專利涉訟之請求

項3（方法請求項）及請求項2（媒體請求項）： 

「3.一種用於驗證透過網際網路之一信用卡交易之有效性之方法，包括以下步

驟： 

(1)獲得與其他交易有關之資訊，該其他交易利用一網際網路地址，該網際網路

地址由該信用卡交易所決定； 

(2)構建一信用卡號碼地圖，其係基於該其他交易；以及 

(3)利用該信用卡號碼地圖以判斷該信用卡交易是否有效。」 

「2.一種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其包括程式指令，該程式指令用於偵測透過網

際網路之一消費者與一商家間之一信用卡交易之詐欺，其中藉由一電腦系統之一個

或多個處理器執行該程式指令，使得該一個或多個處理器進行以下步驟： 

(1)獲得與來自該消費者之交易有關之信用卡資訊；以及 

(2)驗證該信用卡資訊，其係基於複數參數之值以及由該消費者所決定且可指示

該信用卡交易是否為詐欺之資訊； 

其中該參數中之每一個值於驗證步驟中係根據該商家所決定之該值對該信用卡

交易之重要性進行加權，進而提供該商家一可量化指示以說明該信用卡交易是否為

詐欺； 

其中藉由一電腦系統之一個或多個處理器執行該程式指令，使得該一個或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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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器進行以下進一步步驟： 

獲得與其他交易有關之資訊，該其他交易採用一網際網路地址，該網際網路地

址由該信用卡交易所決定； 

構建一信用卡號碼地圖，其係基於該其他交易；以及 

利用該信用卡號碼地圖以判斷該信用卡交易是否有效。」 

CAFC認為154專利請求項3所涉及之驗證透過網際網路之信用卡交易之有效性

之方法屬不可專利之心智過程（mental process），154專利請求項2所涉及之包括用

於執行驗證方法之程式指令之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亦屬不可專利之心智過程，由於

心智過程為抽象概念之子類，所以154專利請求項2及3不具專利標的適格性。CAFC

於判斷專利標的適格性時視請求項2（媒體請求項）及請求項3（方法請求項）皆為

程序請求項進行分析，進而CAFC維持地方法院之154專利系爭請求項無效簡易判

決，主要理由如下： 

「一個人可心智地（mentally）執行構成154專利請求項2及3兩者基礎之欺詐檢

測方法，因為該方法僅包括獲得關於利用網際網路地址之信用卡交易之資訊然後以

某種不確定方式使用該資訊以判定該信用卡交易是否有效之一般方法，於美國專利

法第101條下154專利請求項2及3係無效的，因其企圖獲得不可專利之心智過程（即

抽象概念）」34。 

對於154專利請求項2被視為程序請求項進行分析，CyberSource係主張154專利

請求項2所記載之內容符合美國專利法第101條規定之「製品」而非「程序」，故應

為專利適格的，有形的、人造的製造物品（例如：「包括程式指令之電腦可讀取記

錄媒體」）並不可能屬於最高法院所建立之自然法則、物理現象或抽象概念等三種

專利適格標的例外之一。然而，CAFC不同意其主張，CAFC認為其並未證明154專

利請求項2真正描寫特定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且非僅信用卡欺詐檢測之基本方法，

CAFC引用20年前其對In re Alappat案35所作之判決，儘管154專利請求項2係依照

Beauregard請求項格式撰寫，CAFC於判斷專利標的適格性時仍視請求項2為程序請

求項進行分析。CAFC進一步表示，程序請求項本質描寫抽象概念不會因為透過請

                                                        
34 CyberSource Corp. v. Retail Decisions, Inc., 654 F.3d at 1376-77. 
35 In re Alappat, 33 F.3d 1526 (Fed.Cir. 1994) (en b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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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該程序執行僅由電腦或透過請求該程序於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體現程式指令而改

變，只請求原本可不使用電腦執行之純粹心智過程之軟體執行並不符合機器或轉換

測試法之機器分支，因此，154專利請求項2不符合機器測試。 

本案判決判斷154專利系爭請求項是否具專利標的適格性之方式，係判斷系爭

請求項是否落入自然法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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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C主要認為154專利系爭方法請求項所涉及之驗證信用

卡交易之有效性之方法屬可由人為執行之心智過程，且系爭方法請求項不符合機器

或轉換測試法，進而被認定為抽象概念，至於系爭媒體請求項之本質與系爭方法請

求項並無不同，亦同樣被認定為抽象概念。 

三、Ultramercial v. Hulu (2011)案 

Ultramercial（Ultramercial, LLC and Ultramercial, Inc.）向美國加州中區地方法

院提起侵權訴訟，指控Hulu, LLC、YouTube, LLC等侵害其美國專利US 7,346,545號

（下稱「545專利」），地方法院裁定駁回訴訟。Ultramercial向CAFC提出本件上

訴，CAFC認為545專利非明顯抽象故具專利標的適格性，因而推翻地方法院駁回訴

訟之裁定並發回重審。本件上訴判決已被最高法院撤銷36。 

545專利係關於透過電信網路分銷智慧財產權產品，其由贊助商替消費者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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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請求項為545專利請求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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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一步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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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資料、音樂資料及影片資料組成； 

一第二步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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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第二步驟包括存取一活動紀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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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數量； 

一第三步驟，提供該媒體產品於一網際網路網站上銷售； 

                                                        
36 WildTangent, Inc. v. Ultramercial, LLC, 132 S. Ct. 243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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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四步驟，限制一般公眾存取該媒體產品； 

一第五步驟，提供一消費者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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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回應被提供存取該媒體產品； 

一第七步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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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八步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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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該媒體產品； 

一第九步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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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該媒體產品； 

一第十步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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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十一步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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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機器或轉換邏輯雖然適用於評估工業時代之發明，但並不適用於評估資訊

時代之發明37，缺少物理結構及機械步驟之技術難以判斷其是否符合機器或轉換測

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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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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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翻地方法院駁回訴訟之裁定。 

CAFC認為545專利非請求數學演算法、一系列純粹心智步驟或任何類似之抽象

概念，其係請求透過網際網路分銷媒體產品以取得收入之特定方法，且要求消費者

                                                        
37 Bilski v. Kappos, 130 S. Ct. at 32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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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網際網路網站進行受控互動（ controlled interaction ）， 545 專利並不像

Cybersource案之154專利係請求不可專利之純粹心智步驟。 

本案判決判斷545專利系爭請求項是否具專利標的適格性之方式，係直接判斷

系爭請求項是否落入自然法則、物理現象及抽象概念等三種專利適格標的例外之

一，而並未明確採用機器或轉換測試法，CAFC主要認為545專利系爭請求項所涉及

之透過網際網路分銷產品之特定方法屬抽象概念之實際應用，因而被認定非為抽象

概念，另外，CAFC引用In re Alappat案判決指出編程係建立新機器，隱含系爭請求

項符合機器或轉換測試法之機器分支。 

四、Dealertrack v. Huber案 

Dealertrack, Inc.向美國加州中區聯邦地方法院提起侵權訴訟，指控David L. 

Huber等人侵害其美國專利US 6,587,841號（下稱「841專利」）、US 7,181,427號

（下稱「427專利」）及US 5,878,403號等三項專利，地方法院准予被告提出之不侵

權簡易判決之聲請、對於被告提出之專利無效簡易判決聲請部分准予、部分不准。

雙方交互上訴，CAFC合併審理時維持地方法院之427專利系爭請求項無效簡易判

決、推翻地方法院之841專利系爭請求項無效簡易判決、撤銷地方法院之841專利系

爭請求項不侵權簡易判決並發回重審。 

本案代表性的請求項是427專利請求項1，其係關於資料處理，其藉由電腦執行

信貸申請之分析與決定，以提供線上且即時之貸款申請流程。 

代表請求項為427專利請求項1，其內容為： 

「1.一種管理一信貸申請之電腦輔助方法，該方法包括以下步驟： 

接收信貸申請資料從一遠端申請輸入顯示設備； 

選擇性轉發該信貸申請資料至遠端資金來源終端設備； 

從至少一該遠端資金來源終端設備轉發資金決定資料至該遠端申請輸入顯示設

備； 

其中該選擇性轉發該信貸申請資料步驟進一步包括： 

大致同時發送一信貸申請之至少一部分至多於一個遠端資金來源； 

按順序直到一資金來源回報一正面資金決定時，發送一信貸申請之至少一部分

至多於一個該遠端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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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送一信貸申請之至少一部分至第一個該遠端資金來源，然後，經一預定時間

後，發送至至少一個其他遠端資金來源，直到一個該遠端資金來源回報一正面資金

決定或直到所有該遠端資金來源都已用盡；或者 

若一第一遠端資金來源拒絕批准該信貸申請，從該第一遠端資金來源發送該信

貸申請至一第二遠端資金來源。」 

本案於地方法院時，地方法院係採用機器或轉換測試法來判斷427專利請求項

1、3及4非屬專利適格標的，由於Dealertrack未主張系爭請求項符合該測試法之轉換

分支，所以地方法院僅採用該測試法之機器分支進行審查，審查結果係認為所牽連

之電腦並非「特別編程」且「無非就是已以某種不確定方式編程之一般用途電

腦」，不能構成機器分支下必須賦予專利適格性之特定機器，CAFC同意地方法院

上述看法，CAFC認為系爭請求項並未連結特定機器。且CAFC認為427專利系爭請

求項之限制正如於Bilski案之系爭申請案被認為不足以賦予專利適格性之那種限

制，進而維持地方法院之427專利系爭請求項無效簡易判決。 

本案判決判斷427專利系爭請求項是否具專利標的適格性之方式，係判斷系爭

請求項是否落入自然法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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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C主要認為427專利系爭請求項所涉及之藉由電腦管理

信貸申請之方法屬純粹抽象概念，且系爭請求項並不符合機器或轉換測試法。 

五、Fort Properties v. AML案 

Fort Properties（Fort Properties, Inc.）向美國加州中區聯邦地方法院提起確認訴

訟，主張其未侵害AML（American Master Lease LLC）之美國專利US 6,292,788號

（下稱「788專利」），地方法院准予Fort Properties提出之專利無效簡易判決之聲

請。AML向CAFC提出本件上訴，CAFC維持地方法院之788專利系爭請求項無效簡

易判決。 

788專利係關於稅賦遞延（ tax-deferred）房地產交易，其藉由建立契股

（deedshares），以避免買賣物業應負擔之納稅義務。涉訟之請求項區分有兩組，

第一組為不要求電腦的請求項1至31；第二組為要求電腦的請求項32至41，以下為

涉訟之第一組請求項及第二組請求項。 

代表第一組請求項為788專利請求項1，其內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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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種建立適用於執行稅賦遞延交換之一房地產投資工具之方法包括： 

聚集不動產以形成一房地產投資組合； 

依照一主契約抵押該房地產投資組合中之不動產；以及 

建立複數契股，其透過將該房地產投資組合中之所有權分割成至少一預定面額

之複數分權共有契，各契股受制於該主契約之一規定而經一指定時間間隔後重新聚

集該複數分權共有契。」 

代表第二組請求項為788專利請求項32，其內容為： 

「32.一種建立適用於執行稅賦遞延交換之一房地產投資工具之方法包括： 

收購不動產； 

依照一主契約抵押該不動產；以及 

使用電腦產生複數契股，其透過產生至少一預定面額之複數分權共有契，該複

數分權共有契將該不動產中之所有權分割成複數分權共有利益，各分權共有契受制

於該主契約之一規定而經一指定時間間隔後重新聚集該複數分權共有契。」 

CAFC認為788專利系爭請求項屬抽象概念而不具專利標的適格性，因而維持地

方法院之788專利系爭請求項無效簡易判決。以下就涉訟之第一組請求項及第二組

請求項分別進一步說明。 

關於第一組請求項，CAFC認為788專利請求項1至31類似Bilski案之系爭方法請

求項，具體而言，本案之788專利請求項1至31請求一投資工具，尤指旨在使資產免

稅交易之房地產投資工具，屬抽象概念，此抽象概念雖透過契約、合約及不動產連

接至實體世界，但並無法因此轉變成可專利之標的，如同Bilski案之892申請案系爭

方法請求項所涉及之避險之抽象概念係透過商品及貨幣連接至實體世界，但這些連

接關係並不足以使抽象概念轉變為可專利之標的，CAFC進一步引用最高法院於

Parker案之見解，Parker案之系爭請求項所請求保護之演算法亦連接至實體世界，但

最高法院仍認為該發明係不可專利的。 

關於第二組請求項， CAFC 認為 788專利請求項 32 至 41之電腦限制如同

Dealertrack案之427專利系爭請求項之電腦限制，該電腦限制並未「於允許請求保護

之方法被執行時發揮顯著作用」38，具體而言，788專利請求項32至41只要求電腦

                                                        
38 Dealertrack, Inc. v. Huber, 674 F.3d at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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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複數契股」，且AML於申請專利範圍解釋階段係同意「使用電腦」僅意味

「操作具有一中央處理單元之一電子設備」，如此廣泛與普遍之限制並未「對請求

項範圍施加有意義的限制」39，AML純粹於涉及抽象概念之請求項附加一電腦限

制，而該電腦限制純粹是微不足道之解決活動。 

本案判決判斷788專利系爭請求項是否具專利標的適格性之方式，係直接判斷

系爭請求項是否落入自然法則、物理現象及抽象概念等三種專利適格標的例外之

一，而並未採用機器或轉換測試法，CAFC主要認為788專利請求項1至31所涉及之

建立房地產投資工具之方法屬純粹抽象概念，雖該抽象概念連接至實體世界但仍無

法成為專利適格標的，至於788專利請求項32至41附加有電腦限制，但該電腦限制

未發揮顯著作用，788專利請求項32至41同樣屬純粹抽象概念。 

六、Bancorp v. Sun Life案 

Bancorp（Bancorp Services, L.L.C.）向美國密蘇里東區聯邦地方法院先後提起

侵權訴訟，本件訴訟經過頗為複雜，在此不作詳述，較為關鍵的是美國專利US 

5,926,792號（下稱「792專利」）及US 7,249,037號（下稱「037專利」），均被

CAFC維持地方法院之792專利及037專利系爭請求項無效簡易判決。 

792專利及037專利係關於自動系統，其係於分離帳戶中追踪、核對及管理壽險

保單之價值，且達到即時傳遞資訊之目的。792專利為037專利之連續案。涉訟之方

法請求項、媒體請求項及系統請求項於獨立項有限定或於附屬項有進一步限定「由

電腦執行」，以下為涉訟之方法請求項、媒體請求項及系統請求項。 

代表方法請求項為037專利請求項9，其內容為： 

「9.一種用於管理一壽險保單之方法包括： 

產生一壽險保單，該壽險保單包括帶有一初始價值之一穩定價值保護投資，該

初始價值基於該穩定價值保護投資之標的證券之一價值； 

計算一管理組之成員之費用，該管理組管理該壽險保單； 

計算該壽險保單之該穩定價值保護投資之信貸； 

判定一投資價值及當日之該穩定價值保護投資之該標的證券之一價值； 

                                                        
39 CyberSource Corp. v. Retail Decisions, Inc., 654 F.3d at 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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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一保單價值及該當日之一保單單位價值； 

儲存該當日之該保單單位價值；以及 

刪除該管理組之成員之費用之一價值，該管理組管理該壽險保單。」 

代表媒體請求項為037專利請求項18，其內容為： 

「18.一種可讀取記錄媒體，用於控制一電腦以執行以下步驟： 

產生一壽險保單，該壽險保單包括帶有一初始價值之一穩定價值保護投資，該

初始價值基於該穩定價值保護投資之標的證券之一價值； 

計算一管理組之成員之費用，該管理組管理該壽險保單； 

計算該壽險保單之該穩定價值保護投資之信貸； 

判定一投資價值及當日之該穩定價值保護投資之該標的證券之一價值； 

計算一保單價值及該當日之一保單單位價值； 

儲存該當日之該保單單位價值；以及 

刪除該管理組之成員之費用，該管理組管理該壽險保單。」 

代表系統請求項為037專利請求項1，其內容為： 

「1.一種壽險保單管理系統，包括： 

一保單產生器，用於產生一壽險保單，該壽險保單包括帶有一初始價值之一穩

定價值保護投資，該初始價值基於該穩定價值保護投資之標的證券之一價值； 

一費用計算器，用於計算一管理組之成員之費用，該管理組管理該壽險保單； 

一信貸計算器，用於計算該壽險保單之該穩定價值保護投資之信貸； 

一投資計算器，用於判定一投資價值及當日之該穩定價值保護投資之該標的證

券之一價值； 

一保單計算器，用於計算一保單價值及該當日之一保單單位價值； 

數位儲存器，用於儲存該當日之該保單單位價值；以及 

一借貸計算器，用於刪除該管理組之成員之費用之一價值，該管理組管理該壽

險保單。」 

CAFC認為792專利及037專利系爭方法請求項、系爭媒體請求項及系爭系統請

求項皆屬抽象概念而不具專利標的適格性，且CAFC於判斷專利標的適格性時視系

爭方法請求項、系爭媒體請求項及系爭系統請求項皆為程序請求項進行分析，

Bancorp對此並無異議，進而CAFC維持地方法院之792專利及037專利系爭請求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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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簡易判決。以下就涉訟之方法請求項、媒體請求項及系統請求項分別進一步說

明。 

關於方法請求項，CAFC同意地方法院認定系爭方法請求項不符合機器或轉換

測試法之任何分支，系爭方法請求項與Bilski案之無效請求項之間並無重大差異，

Bilski案之892申請案「企圖取得使用能源市場中之避險之抽象概念然後指示使用公

知的隨機分析技術以幫助建立若干輸入至方程之專利權」40，而Bancorp之792專利

及037專利「企圖取得使用管理一穩定價值保護壽險保單之抽象概念然後指示使用

公知的計算以幫助建立若干輸入至方程之專利權」，792專利及037專利系爭請求項

並不符合機器或轉換測試法之轉換分支，至於所要求之計算可透過電腦更有效地執

行之事實並未實質上改變所請求保護之標的之專利適格性，故亦不符合機器或轉換

測試法之機器分支，機器或轉換測試法雖然「不是用於決定發明是否為專利適格

『程序』之唯一測試法」，但仍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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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關於媒體請求項及系統請求項，CAFC同意地方法院認為系爭方法請求項、系

爭媒體請求項與系爭系統請求項之間並無有意義的區別，例如：037專利之方法請

求項9描述一種「用於管理壽險保單之方法包括」七個步驟，而037專利之媒體請求

項18描述一種「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用於控制一電腦以執行」方法請求項9之七

個步驟，比較037專利請求項9與請求項18，該七個步驟逐字重複，此兩系爭請求項

之間並無重大差異。因此，判斷系爭媒體請求項及系爭系統請求項之專利標的適格

性與判斷系爭方法請求項之專利標的適格性並無不同。 

本案判決判斷792專利及037專利系爭請求項是否具專利標的適格性之方式，係

判斷系爭請求項是否落入自然法則、物理現象及抽象概念等三種專利適格標的例外

之一，並輔以採用機器或轉換測試法，CAFC主要認為792專利及037專利系爭請求

項所涉及之管理壽險保單之方法屬純粹抽象概念，且系爭請求項並不符合機器或轉

換測試法。 

CAFC於判斷專利標的適格性時，視792專利及037專利系爭方法請求項為程序

                                                        
40 Bilski v. Kappos, 130 S. Ct. at 3231. 
41 Id. at 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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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項進行分析係理所當然，但視792專利及037專利系爭媒體請求項及系爭系統請

求項亦為程序請求項進行分析則有疑慮，因為系爭媒體請求項理應符合美國專利法

第101條規定之製品、系爭系統請求項理應符合美國專利法第101條規定之機器，但

CAFC認為系爭方法請求項、系爭系統請求項與系爭媒體請求項之間並無有意義的

區別，因而仍視系爭系統請求項及系爭媒體請求項為程序請求項進行分析，CAFC

上述認定或許有爭議，但如同於Cybersource案，回歸探究系爭媒體請求項及系爭系

統請求項所請求保護之發明是否值得保護，其答案應為否定的，且Bancorp對於

CAFC之認定並無異議，由此可見，方法請求項所請求保護之方法若被認定為不具

專利標的適格性，則單純涉及該方法之媒體請求項及系統請求項同樣會被認定為不

具專利標的適格性似乎逐漸形成共識。 

肆、判斷原則之演變 

從以上六件判決，可以觀察得到CAFC對於電腦軟體在專利標的適格性之判斷

原則的演變。 

一、軟體技術非屬抽象概念仍穩固 

2010年的RCT案中，CAFC認為系爭專利係請求保護運用藍雜訊遮罩以呈現半

色調影像之方法，其符合美國專利法第101條規定之四種專利適格標的之一及美國

專利法第100條規定之程序定義，且未涉及自然法則、物理現象及抽象概念等三種

專利適格標的例外，因此，310專利及228專利系爭請求項具專利標的適格性。 

最高法院於Bilski案維持CAFC對於系爭申請案所涉及之商業方法屬抽象概念而

無法獲得專利保護，這無疑是對商業方法之專利標的適格性帶來衝擊，但RCT案通

過專利標的適格性之考驗，似乎給了電腦軟體專利申請人一些信心，軟體技術之發

明非屬抽象概念。又CAFC認為美國專利法第101條規定之專利標的適格性僅係門檻

測試，其許可之標的應很廣泛，此門檻測試無法代替充分揭露、新穎性或非顯而易

見性等其他美國專利法規定之專利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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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體請求項開始出現問題 

2011年的Cybersource案，CAFC認為系爭154專利請求項3所涉及之驗證透過網

際網路之信用卡交易之有效性之方法屬可由人為執行之心智過程，154專利請求項2

所涉及之包括用於執行驗證方法之程式指令之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亦屬可由人為執

行之心智過程，心智過程為抽象概念之子分類，因此，154專利請求項2及3不具專

利標的適格性。 

154專利請求項2及3所請求保護之標的由於係涉及心智過程，並輔以機器或轉

換測試法，所以被判定屬抽象概念並無太大爭議。然而，CAFC於判斷專利標的適

格性時視154專利請求項2（媒體請求項）及請求項3（方法請求項）皆為程序請求

項進行分析，對此CyberSource極力爭論，強烈主張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理應符合美

國專利法第101條規定之製品而當然具有專利標的適格性，但CAFC認為154專利請

求項2僅簡單地記載使用電腦執行可於人腦進行之演算法，其為美國專利法第101條

規定之製品之例外，因而視其為程序請求項進行分析。 

本案將爭議的請求項從原來只有方法請求項擴展到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請求

項，此種請求項實質內容其實與方法請求項相同，只是寫成不同的標的以便於侵害

時主張權利，如今也跟著方法請求項被宣告無效。 

三、記載詳細的方法請求項非屬抽象概念 

2011年的Ultramercial案，CAFC認為545專利所涉及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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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2申請案所請求保護之商業方法，但545專

利不純粹請求廣告可用作貨幣之古老想法，545專利進一步請求此想法之實際應

用，其請求透過網際網路分銷媒體產品以取得收入之特定方法，且要求消費者透過

網際網路網站進行受控互動，545專利並不非常明顯抽象至使其不具專利標的適格

性。另外，545專利之請求項係詳細地記載電腦軟體所執行之步驟，似乎越詳細記

載越有機會能被認定為抽象概念之實際應用而非純粹抽象概念。 

四、抽象概念判斷原則漸強、機器轉換測試法判斷原則漸弱 

2012年的Dealertrack案，CAFC認為427專利系爭請求項僅描述管理信貸申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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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係由電腦輔助但未限定任何細節，屬純粹抽象概念，且427專利系爭請求項不

符合機器或轉換測試法，因此，427專利系爭請求項不具專利標的適格性。427專利

之請求項之記載似乎過於概略，若能加強記載說明書所提及之軟體執行步驟或特定

演算法應有助於被認定為抽象概念之實際應用而非純粹抽象概念。 

案例發展至此，可說CAFC在Bilski案中所建立的機器轉換測試法逐漸失去作

用，而成為配角，回歸最高法院的抽象概念測試法。 

五、方法請求項用電腦限制也失敗 

2012年的Fort Properties案，CAFC認為788專利請求項1至31所請求保護之建立

房地產投資工具之方法屬純粹抽象概念，此抽象概念雖透過契約、合約及不動產連

接至實體世界，但並無法因此轉變成可專利之標的，如同Bilski案之892申請案系爭

請求項所涉及之避險商業方法係透過商品及貨幣連接至實體世界，但這些連接關係

並不足以使抽象概念轉變為可專利之標的。至於788專利請求項32至41雖附加有電

腦限制，但該電腦限制並未「於允許請求保護之方法被執行時發揮顯著作用」且並

未「對請求項範圍施加有意義的限制」，788專利請求項32至41同樣屬純粹抽象概

念。 

案例發展至此，機器轉換測試法持續朝不被使用的方向進行，也因此種測試法

不再有用，因此將方法請求項加入電腦執行等限制條件也無法解救方法請求項成為

適格標的。 

六、系統請求項也被拖累 

2012年的Bancorp案，CAFC認為792專利及037專利系爭方法請求項、系爭系統

請求項及系爭媒體請求項皆屬純粹抽象概念且不符合機器或轉換測試法因而不具專

利標的適格性。CAFC於判斷專利標的適格性時視系爭方法請求項、系爭系統請求

項及系爭媒體請求項皆為程序請求項進行分析。原本，系統請求項及系爭媒體請求

項理應符合美國專利法第101條規定之機器與製品，但CAFC認為系爭方法請求項、

系爭系統請求項與系爭媒體請求項之間並無有意義的區別，仍視系爭系統請求項及

系爭媒體請求項為程序請求項進行分析。CAFC此種認定或許有爭議，但回歸探究

系爭系統請求項及系爭媒體請求項所請求保護之發明是否值得保護，其答案恐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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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此，方法請求項所請求保護之方法若被認定為不具專利標的適格性，則單純

涉及該方法之媒體請求項及系統請求項同樣會被認定為不具專利標的適格性似乎逐

漸在CAFC的法官間形成共識。 

伍、結 論 

CAFC在Bilski案強調的機器或轉換測試法，只要程序請求項連結特定機器，即

很容易通過測試。最高法院在Bilski案認為機器或轉換測試法並非唯一的測試法，

最高法院也重彈抽象概念的老調，但抽象概念本身也很抽象，因此讓人覺得最高法

院似乎採取比CAFC更寬的原則，但從本件系爭方法請求項被核駁審定確定來看，

似乎軟體專利的大門較以前為窄。 

最高法院於Bilski案並未提供明確的抽象概念判斷方法，因此之後CAFC仍有一

定程度的仰賴較為明確的機器或轉換測試法。倚賴機器轉換測試法的結果，是專利

申請人紛紛將方法請求項加入「電腦執行」等限制條件，以連接至一機器（電腦）

而求通過機器測試。然而，若僅將方法連結電腦即被認定通過測試，則此機器分支

測試便流於形式而失去意義，CAFC開始有法官認為於通用電腦內運作之軟體與控

制軟體並不相同，通用電腦非屬特定機器，而機器轉換測試法的機器必須要特定機

器才行，此說逐漸占上風，因而朝向實質認定並改採抽象概念測試。連帶地，電腦

可讀取記錄媒體請求項與系統請求項也出現問題，這恐怕是所有的專利申請人始料

未及，這也無異宣告專用在程序請求項的機器與轉換測試法不再適用，或者說通用

電腦不是該測試法所稱的機器。此種觀念的轉變，前後發展不到2年。 

網路發達帶來電腦軟體之蓬勃發展，網路行銷交易、金融商品避險、債務管

理、信用卡交易、保險商品、信貸申請、物聯網等，無一不需新的電腦軟體。電腦

軟體發展方興未艾，若不在專利標的適格性制約，只是帶來浮濫的專利與擾亂市場

的爭訟。最高法院Alice事件並非一夕成就，由前面CAFC的案例演變可知，此種將

人為動作電腦化的軟體未來將很難獲准專利，且方法請求項、系統請求項與可讀取

記錄媒體請求項的判斷原則是一樣的。只有克服軟體工作者本身的技術問題之發

明，例如影像處理，較有機會獲准。商業方法專利這個名詞，是否可說走入歷史，

至此幾乎已可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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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民專上字第15號判決 

裁判要旨 

 

 

【專利法】 
【裁判日期】103年12月25日 

【裁判案由】 

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 

【裁判要旨】 

一、將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相較，如原審判決所為之文義

比對分析表所述，其差異僅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係「每二段片體是設置

於而長片體之間」，而系爭產品為「多數長、中、短等不同長度的金屬波浪狀片體

以規律排列方式組成」，故以文義觀之，並未落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

內容，但其技術手段均係作為提供熱傳導的介質；就功能而言，亦均係藉由熱聚片

體達到熱能集中的功能；對結果而言，則均係藉由聚熱片使熱能集中以便能快速達

到高溫而節省能源之效果，故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係以實質相

同之技術手段，執行實質相同之功能，且產生實質相同之結果，而應認有均等侵

權。至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相較，則如原審判決所為之文義比

對分析表所述，其文字內容相同，而為文義侵權。 

二、惟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為熟習該項技術領域者，為達到聚熱效

果，參酌證據2即可輕易思及改變翅片排列方式之技術手段，不具進步性；證據2則

完全揭露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之所有技術特徵而不具新穎性，故系爭產品

雖分別落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均等範圍及第2項之文義範圍，上訴人仍

因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2項有應撤銷之理由而不得主張權利，附此敘明。 

三、綜上所述，被證2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不具進步性，第2項

不具進步性及新穎性，而有應撤銷事由之存在，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第2

項規定，自不得對被上訴人主張權利，是上訴人請求判決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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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行商訴字第124號判決  

 

 

【商標法】 
【裁判日期】104年5月14日 

【裁判案由】 

商標廢止註冊 

【裁判要旨】 

一、按商標註冊後，無正當事由迄未使用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3年者，商標專

責機關應依職權或據申請廢止其註冊，商標法第63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商標

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

標：(一)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二)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款之

商品。(三)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四)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

商業文書或廣告。前項各款情形，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

為之者，亦同，復為商標法第5條所明定。次按商標因使用而使商標與指定商品或

服務產生聯結，使用愈多愈頻繁，則該商標愈能使一般消費者識別標識與商品或服

務之來源或信譽，商標本質上，使用乃屬必要，惟我國商標法係採註冊主義，不以

商標已使用為註冊之要件，是以已註冊之商標，應有使用始得保有其商標權，方能

繼續維護其商標權利，此之使用稱為商標之維權使用。商標之維權使用必足使一般

消費者識別標識與商品或服務表彰商標權人來源或信譽，而如何判斷商標權人自己

真正使用，依商標法第57條第3項規定，商標之使用應符合商業交易習慣，除考量

同法第5條商標使用之總則性規定外，並應符合商標對其指定商品或服務範圍內而

為使用之客觀判斷標準。是可知認定為商標使用，應符合下列要件：(一)使用人係

在從事行銷等商業交易過程而使用；(二)需有使用商標之行為，即前揭法條所列之4

款行為態樣，有一即足；(三)需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其使用並應符合

一般商業交易習慣。準此，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的商業文書或廣告，可以

傳遞已行銷於市場或即將行銷於市場的商品或服務等商業訊息，達到商標指示商品

或服務來源的功能，例如將商標用於訂購單、產品型錄、價目表、發票、產品說明

書等商業文書，使消費者透過該等文書認識該商標，即為商標使用的態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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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查，參加人曾於系爭前案提出**公司於**年**月**日開立之統一發票，

而該統一發票上分別貼有標示**-****型號及系爭商標之標籤紙。且證人即**公司之

負責人***亦具結證稱：商品會有牌價，伊在存根聯之統一發票上會將牌價貼在品

名上面，以便做帳時比對勾稽，因為每支錶都會有型號，如果貼上型號，對帳時比

較好勾稽。至於系爭**發票係伊於銷售商品時即已將該標籤紙貼在統一發票上，而

該標籤紙即為當初銷售手錶時之標牌等語，再參以參加人提出其銷售系爭商標手錶

商品予系爭5家門市之統一發票，其中參加人即曾於**年**月**日銷售型號為「**-

****」之手錶商品予**公司等情，由此可見參加人至少曾於**年**月**日銷售型號

為「**-****」之系爭商標手錶商品予**公司，**公司嗣後再將之出售，且**公司於

銷售之手錶上，確實附有標示系爭商標之標籤紙，而**公司為便於比對勾稽，並於

存根聯之統一發票上，黏貼標示系爭商標之標籤紙。是以，堪信參加人之連鎖店於

銷售手錶時之交易過程，確有於系爭商品之標籤紙及統一發票之商業文書上使用系

爭商標，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 

故系爭商標並無迄未使用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3年之情事，原告以上開事由申

請廢止，自無理由。 

三、綜上所述，系爭商標並無迄未使用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3年之事實，則系

爭商標即無商標法第63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適用。從而，被告所為廢止不成立之處

分，於法並無不合，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違誤，原告徒執前詞，訴請撤銷訴願

決定及原處分，並命被告作成廢止系爭商標之處分，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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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民著訴字第78號判決  

 

 

【著作權法】 
【裁判日期】104年5月22日 

【裁判事由】 

侵害著作權有關財產權爭議 

【裁判要旨】 

一、被告有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著作權之行為： 

按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重製及公開傳輸其著作之權利，著作權法第

22條第1項、第26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著作人於著作之原件或其重製物上

或於著作公開發表時，有表示其本名、別名或不具名之權利；著作人就其著作所生

之衍生著作，亦有相同之權利，著作權法第16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部落

格網頁上如附表所示文章及照片均與原告網站網頁上著作內容相同，並未表明原告

之姓名，經核對中華電信電子郵件暨所附原告網站如附表所示著作上傳記錄，原告

如附表所示著作於95年間已全部公開刊載於原告網站，而被告部落格網頁上如附表

所示文章及照片之刊登時間分別為96年4月27日及同年5月24日，均在原告網站網頁

刊登時間之後，且被告部落格網頁有直接指向原告網站網址之原始碼內容等情，業

據原告提出侵權對照表及實質相似比對表、中華電信函文及所附Ftp Log檔列印節

本、被告部落格網頁及光碟、原始碼列印資料等在卷可稽，可認被告部落格網頁上

如附表所示文章及照片確有接觸並重製原告網站網頁上之語文及攝影著作，再佐以

本件被告經原告提起刑事告訴，其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為測試銷售其彈性襪助穿

套商品之市場反應，先後於前揭刊登時間，在不詳處所，以電腦連結網際網路後，

逕將原告網站上所刊載如附表所示有關靜脈曲張分級、症狀、自我檢查等語文及攝

影著作予以重製下載，復予以張貼在被告部落格網頁上，以重製、公開傳輸之方法

侵害原告著作權等情，業經新北地院以103年度智簡字第62號判決有罪在案，有該

判決影本在卷可稽，並經調取該案卷宗核閱明確，被告所為確已侵害原告就如附表

所示語文、攝影著作之重製權、公開傳輸權及姓名表示權。 



128  

專利師︱第二十二期︱2015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二、原告得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侵害著

作人格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雖非財產上之損害，被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

額，著作權法第88條第1項前段、第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為測試銷售

其彈性襪助穿套商品之市場反應，未經原告之同意或授權，即擅自重製並公開傳輸

原告如附表所示語文及攝影著作，均未標示原告之姓名，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其著作

財產權（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及著作人格權，並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損

害，於法有據。 

(二)按如被害人不易證明其實際損害額，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在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酌定賠償額，著作權法第88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

告將如附表所示語文及攝影著作置於原告網站網頁上，被告再將之重製及公開傳輸

於被告部落格上，均未因著作之利用本身而直接獲有財產上利益，原告以其不易證

明實際損害額，請求法院依前揭規定酌定賠償額，並無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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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委員會 
 

日  期 內  容 

4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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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第一次會議。

4月10日 
上午九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假政大公企中心C-209教室舉行「104年度專

利師職前訓練」開訓典禮，本會由吳冠賜副理事長代表出席。 

4月10日 
下午二時三十分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假政大公企中心C-209教室辦理「104
年度專利師職前訓練」，本會推薦宿希成常務監事擔任「專利師法及專

利師執業倫理簡介」主講人。 

4月13日 

上午十時假工總十二樓第二會議室與AIPLA共同主辦「Updates and 
Strategies on U.S. Patent Practice」研討會，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閻啟泰

理事暨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委擔任主持人；涂綺玲副秘書長暨國際事務委

員會委員擔任司儀。 

 

會務動態與紀要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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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4月13日 

下午六時假欣葉台菜忠孝店宴請AIPLA，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閻啟泰

理事暨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委、黃瑞賢理事暨國際事務委員會副主委、

林景郁秘書長、涂綺玲副秘書長暨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謝祖松委員、

陳怡如專利師代表出席。 

4月17日 
中午十二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專利師權利維護委員會2015年度第一次會

議。 

4月17日 

下午二時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舉辦「IPO擴大讀書會」第一場次，講題

為：「美國申請專利範圍解釋」，由Santa Clara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及Stanford Law School兼任教授、Wilson Sonsini合夥律師James 
Yoon擔任主講人，本會由洪武雄常務理事、廖鉦達常務理事、廖和信

理事、閻啟泰理事、何秋遠監事、張哲倫副秘書長、涂綺玲副秘書長、

吳宏亮副主委、陳邦禮委員、鄭人文委員、盧建川委員等11名報名參加。

4月27日 專利師季刊第二十一期出刊。 

4月28日 
上午十時由林景郁秘書長及涂綺玲副秘書長對四位應徵本會新任會務工

作人員進行面試。 

4月30日 
上午九時三十分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召開「延長我國設計專利權期限暨導

入延緩公開制度公聽會」，本會由發明實務委員會程凱芸主委代表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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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內  容 

5月4日 
5月5日 

上午九時三十分智慧財產法院於四樓國際會議廳舉辦「司法院104年度

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及張哲倫副秘書長代表出

席。 

5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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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

次，講題為：「專利大數據的跨領域應用——技術預測與財務預測」，

由車慧中博士擔任主講人。 

 

5月8日 

下午二時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舉辦「IPO擴大讀書會」第二場次，講題

為：「台灣申請專利範圍解釋之現狀及挑戰」，由張哲倫副秘書長擔任

主講人，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洪武雄常務理事、祁明輝理事、鍾文岳

理事、宿希成常務監事、廖文慈監事、陳邦禮委員、盧建川委員、郭仁智

委員、涂綺玲副秘書長等10名報名參加。 

5月12日 上午八時三十分本會新任會務工作人員陳盈甄小姐到職。 

5月12日 
下午三時假研訓中心1103會議室，舉辦「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兩岸事務

委員會台籍大陸專利代理人服務組2015年春季聯誼茶會」，當天共有48
人出席參與本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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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 
上午九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召開「研議放寬取得專利申請日要件、以PCT
申請案作為我國專利申請案、延後中文本補正期間及增訂回復優先權主

張之可行性」公聽會，本會由發明實務委員會程凱芸主委代表出席。 

5月19日 中午十二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編輯委員會第二屆第十次會議。 

5月22日 

上午十時三十分假工總十二樓第二會議室接待北京專利代理人協會參訪

團，台灣科技產業法務經理人協會阮啟殷理事長及江國泉監事陪同參

訪，本會由蔣大中理事長、林宗宏理事、黃瑞賢理事、秦建譜監事暨兩

岸事務委員會委員、林景郁秘書長暨兩岸事務委員會副主委、郭仁智副

主委、陳莞青委員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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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 
5月23日 

上午九時於北京清華大學舉辦第三屆兩岸清華法學論壇（2015）——醫

藥創新與法治建設，本會由吳冠賜副理事長及蔡坤旺理事代表出席，並

由蔡坤旺理事擔任5/22第二場「現代藥物監管理論與制度革新——2.數
據保護與專利保護」主講人。 

5月27日 下午六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設計專利實務委員會2015年度第一次會議。

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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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場次，講題為：「台美設計專利說明書與圖式修正實務之探討」，由

葉雪美簡任高級專利審查官擔任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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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 上午十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第二屆第一次常務理事與監事聯席會議。 

5月29日 

下午二時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舉辦「IPO擴大讀書會」第三場次，講題

為：「美國進步性判斷之法律標準 ——法院及 PTAB之運作實務

（ Nonobviousness in U.S. practice: from post-grant proceedings to 
litigation）」，由Ryan Goldstein、John Rhie擔任主講人，本會由蔣大中

理事長、洪武雄常務理事、祁明輝理事、廖和信理事、閻啟泰理事、

宿希成常務監事、何秋遠監事、林景郁秘書長、張哲倫副秘書長、

涂綺玲副秘書長、陳群顯副主委、盧建川委員、郭嘉元委員、陳莞青

委員、林宗緯委員、蔡亦強專利師、何美瑩專利師、蘇建太專利師、

童啟哲專利師等19名報名參加。 

6月2日 
下午二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召開「新型更正形式審查基準」草案公聽

會，本會由發明實務委員會程凱芸主委代表出席。 

6月5日 中午十二時於公會會議室召開兩岸事務委員會第二屆第四次會議。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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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

次，講題為：「新修正公平交易法暨禁止仿冒規定及帝王條款的適

用」，由吳丁宏專門委員擔任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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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 

下午六時三十分於研訓中心1103會議室，舉辦發明實務系列講座第一場

次，講題為：「品牌廠商因應國際訴訟之專利策略與實務」，由王貴正

資深專利處長擔任主講人。 

 

6月15日 
針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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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函考選部表達本會具體建議，副本呈送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6月17日 
中午十二時假工總十二樓第二會議室，召開第二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 

 



 

 

《專利師》撰稿體例 

壹、正文 

一、文中段落號碼標寫格式順序為：壹、一、(一)、1.、(1)、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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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字第123號、釋字第1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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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日、86年台上字第123號。 

四、引用外文專有名詞、學術名詞，請翻譯成中文，文中第一次出現時附上原文即

可；如使用簡稱，第一次出現時使用全稱，並用括號說明簡稱，後續再出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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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圖片、表格分開標號，編號及標題，置於圖下、表上。 

六、引註號碼，除有特別用意外，統一置放於標點符號前。例如：……2。 

貳、引註 

一、引註以必要為限，引註應是已發表之文獻，引註未發表文獻應徵得相關著作權

人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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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前註」；如其間隔有其他引註時，則以「作者名，註X書（文），XX頁」方

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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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四分之一。 

四、大法官解釋、法條條文及行政函釋無需註明日期及出處，若非必要，請勿全文

摘錄。 



 

 

五、引註格式說明如下： 

(一)中、日文文獻 

1.專書 

作者名，書名，出版年，頁數。 

例如：顏吉承，專利說明書撰寫實務，2009年，117-118頁。 

2.專書論文 

作者名，篇名，收錄於書名，出版年，頁數。 

例如：陳佳麟，習知技術元件組合專利之均等論主張與習知技術抗辯

適用之研究，收錄於2003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

257頁。 

3.譯著 

原著，譯者，書名，出版年，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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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期刊論文 

作者名，篇名，期刊名，年月，卷期，頁數。 

例如：陳志清，企業與未實施專利實體之互動關係及因應策略（上），

專利師，2010年7月，2期，43-51頁。 

5.大法官解釋、法條 

例如：大法官釋字第645號解釋、專利法第44條。 

6.行政函釋 

例如：內政部(87)年台內地字第8673631號函。 

7.法院判決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552號判決。 

8.法院決議 

例如：最高法院91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二)其他外文文獻 

1.英文引註：請參The Bluebook引註格式。 

2.引用其他外文文獻，請依各國習慣，註明作者、論文或專書題目、論文

出處（如：期刊名、卷期數）、頁碼或邊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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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師》徵稿簡則 

一、本刊各專欄均歡迎投稿及提供資料。來稿請以中文撰稿，由左而右橫式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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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wpaa.org.tw。 

二、稿件初審： 
1.稿件請附摘要（A4一頁為限），註明論文題目，300字左右，A4紙張由左至

右繕打，以word軟體製作（字體為標楷體14級），並需提供3至5個關鍵字。

此外，請提供以下資料：任職單位、職稱、通訊地址、白天聯絡電話、手機、

傳真、email。 
2.來稿一經採用，請於接獲接受刊登信後三日內將定稿電子檔傳至上述電子郵

件信箱，以便排版作業。排版後之校對，由作者負責。 

三、稿件如全部或主要部分已在其他刊物或將在其他刊物發表者，請勿投稿本刊。

一稿數投經查證屬實者，本刊得於二年內暫停接受該作者之投稿。 

四、來稿一經刊登，文責由作者自負，本公會得多次利用。本刊編輯委員會得就其

著作重新編製紀念文集或彙集成冊及刊載於電子媒體；並得授權第三人使用或

授權予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

等行為，並得為符合各資料庫之需求，為格式之修改。 

五、投稿者欲撤回投稿時，若已完成編排作業者，需賠償本會損失，並經編輯委員

會同意後始得撤回。 

六、來稿發表後由本刊贈送當期1本；本刊稿酬為12,000字內1字1.2元，超過12,000
字部分每字0.6元，上限18,000元。 

七、本季刊於每年1月25日、4月25日、7月25日、10月25日出刊，隨時歡迎產官學

界學者專家踴躍投稿，來稿一經審稿認為可以刊登，即依：(一)來稿先後順序；

及(二)審稿作業流程等因素而刊登於當期或下期《專利師》季刊。 

八、本刊恕不接受翻譯著作。 

九、聯絡資訊： 
1.洽詢：公會秘書李苑綺小姐 02-2701-1990 分機：11 
2.傳真：02-2701-0799   E-mail：mail@twpaa.org.tw 



 

 

《專利師》審稿辦法 

一、為建立本刊審稿制度，促進本刊文稿品質，特定本辦法。 

二、本刊採用雙向匿名審稿制，來稿由編輯委員會依稿件性質商請一或二名編輯委

員會委員或相關領域專家負責審稿。 

三、編輯委員會綜合審稿意見後，決定予以刊登、修改後刊登、修改後再送審、或

不予刊登。 

四、編輯委員會得視需要，就各期刊物設定主題，由各編輯委員選定各期主題，並

擔任當期主編。當期主編所邀稿件，得獨立審稿後逕為刊登。 

五、本辦法經編輯委員會修改通過後，自中華民國104年2月起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