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利專論集〔七〕  

-1- 

目 錄 
序                林晉章 

一、我國專利動態 

◎ 淺析 2009 年版專利法修正草案      林文雄    5 

◎ 新型專利制度之探討         王錦寬   27 

◎ 智慧財產法院對於專利侵權訴訟事件的審判實務 
--以民事訴訟一審案件的判決為基礎--    林柄佑   81 

二、我國與國人申請國外專利主要國家 
(大陸、日本、美國、EPC)之專利法規解析 

◎ 各國發明專利之「早期公開」規定     吳嘉敏  101 
                胡書慈 

◎ 各國申請日及受理的文件之相關規定     劉又安  117 
                杜燕文 

◎ 各國「發明、新型圖式之要求」之相關規定   林蘭君  145 

◎ 各國新式樣「專利權範圍」之相關規定    賴健桓  157 

◎ 各國「新穎性優惠期」之相關規定     郭雅娟  183 
                杜燕文 

三、中國大陸專利法第三次修法 

◎ 中國大陸專利法第三次修正簡介      王錦寬  197 

◎ 中國大陸修法後對外觀設計實務的影響    江加信  217 

◎ 中國大陸修法後的「一案兩請」制度     胡書慈  235 

◎  中國大陸專利法修改後對專利權評價報告實務的影響  林柄佑  243 

◎ 中國大陸歷次修法及現行”強制許可”規定 
---兼談我國之”特許實施”制度       杜燕文  255 



台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2- 

 

四、國際專利動態 

◎ 簡介歐洲專利公約          林景郁  281 
                劉又安 

◎ 專利法條約介紹           王錦寬  303 

◎ 專利審查高速公路介紹         劉又安  317 

◎ 韓國專利申請程序          劉又安  329 

五、美國專利實務 

◎ 美國 CFR 修法內容簡介及現況      粘竺儒  349 

◎ 美國專利資訊揭露聲明(IDS)之實務探討    賴健桓  363 

◎ 由實務看美國新式樣對於圖面之要求     吳嘉敏  377 
                張瓊玉 

◎ In re Bilski-介紹美國方法發明是否為適格標的之判斷原則 

---兼談美國專利局之針對此案所發之基準     張偉城  385 

◎ KSR 判決介紹           胡書慈  395 

 
六、附錄 

◎ 我國專利法                409 

◎ 中國大陸專利法               435 

 



專利專論集〔七〕 

 

序 
智慧財產權日受重視，我國在 2008 年 7 月成立智慧財產法院，也在同

年開始舉辦懸宕多年的專利師國家考試。尤其是專利領域，我國 2008 年向

美、日、歐、中國大陸的專利申請多維持在前 10 名，其中，向中國大陸專

利申請案件數 2 萬 2,469 件最多，排名第 3 位；向美國申請 1 萬 8,001 件居

次，排名第 4 位，在各大專利局的專利申請表現亮眼。 
雖自 2008 年下半年開始的金融風暴，使全球專利申請件數受到影響，

但智慧局在農曆春節期間對媒體表示，我國 2009 年受理專利申請件數共 7
萬 8,426，過去三年仍維持平均每年 8 萬件專利申請量，以研發人力比例來

觀察，台灣每百萬人專利核准數為 335 件，領先美國的 301 件、日本 287
件，顯見我國人在不景氣時，創新投資仍未停息。 

本書為系列專論集的第七本，去年下半年籌備出版之際，兩岸專利法正

進行修改，尤其中國大陸第三次專利法修正在去年 10 月 1 日施行，本書原

擬專文深入探討配合出版。惟，中國大陸專利法修正之相關配套子法，卻出

人意外的遲至今年 2 月 1 日生效。本書為掌握先機，出版時序在中國大陸專

利子法及審查指南公布後，加緊腳步，終能在農曆年後順利出版，並對中國

大陸專利法的修正有多面向的解析。 
本書自本集開始，將納入我國智慧財產法院的實務及我國與主要專利國

家法規之解析。美、歐兩地是中國大陸以外，我國人申請專利的主要興趣所

在，其法規修正及實務演進也值得重視。本書距上一集出版的三年期間，各

主要專利局間醞釀、試行的審查高速公路制度為一項新的嚐試，本書也有及

時的說明。 
本書各篇作者均是在平日工作之餘，秉持協助善用專利資訊、了解市場

脈動、才能掌握研發方向的原則，將工作心得，奉獻給長期受護台一的各界

朋友。 
本書的出版籌備時間短暫，配合中國大陸最新版的專利法、實施細則及

審查指南的修正公布而出版，資訊雖然及時，匆促之間，難免有疏漏誤繕之

處，請各界先進不吝給予指教，並予鞭策砥礪。 
 
 

台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創辦人  林晉章  謹識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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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 2009 年版專利法修正草案 
林文雄   

2008 年 12 月 27 日中共人大會通過專利法第三次修

改，已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開始施行。在此同時，國內專

利法的修法工程亦如火如荼的進行中，此次為現行專利法

施行以來最大規模的修法工程，相關修法議題如開放動、

植物專利保護、放寬強制授權條件、新式樣制度的變革、

一案二請及新型專利制度整體規劃修正、鬆綁程序性相關

規定、刪除補充、修正的時限規定，納入修正專利年費逾

期補繳及回復專利權規定等。儘管目前修法進度仍待立法

政院審議 1，未來修法進度尚無法確實掌握，惟因此次修

法幅度甚廣，修法內容亦不無可待斟酌商榷之處，故有預

作瞭解以為綢繆之必要。  

 
今．昔  

送請立法院審查的修正草案內容 (以下簡稱 2009 年版 )

，並非最原始的版本，早在 2006 年間專利專責機關即曾

就「開放動植物專利」、「公共衛生議題」、「新式樣制度之

變革」、「一案二請」、「新型專利制度」及「成立複審及爭

議審議組」等議題提出修正草案 (以下簡稱 2006 年版 )，並

分別召開公聽。但在許多重大議題上，2009 年版已與當時

────────────────────────────────────── 
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 2009 年 8 月 3 日將專利法修正草案報請經濟部審查，經濟部於 2009 年 9 月 2 日

送行政院審查，業經行政院於 12 月 3 日第 3173 次院會審議通過，報請立法院審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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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006 年版大相逕庭，內容變動較大的包括：  

1. 改請制度存廢：2006 年版基於已預訂開放一案二

請、容許一案二請的部分國家並無改請制度、新型與新式

樣標的不同等理由下廢除改請制度。2009 年版則予維持。  

2. 一案二請採行接力式：2006 年版新增第 31 條之 1

：「同一人就同一發明或創作，於同日分別申請發明專利及

新型專利，並於申請時聲明其事實者，其發明專利核准審

定前，已取得新型專利權時，專利專責機關應通知申請人

限期申復，屆期未申復或申復不拋棄新型專利權者，不予

專利。」自此我國就一案二請問題即由現行實務的「禁止

重複申請」明文開放為「禁止重複授予專利權」，而在該修

正條件的說明中分別提到「二、按就同一技術，本法第三

十一條明確規定同一人及不同人之先申請原則，並規定發

明及新型之禁止重複授與專利原則。惟因新型專利採形式

審查，取得權利較快，發明專利則經實審，權利較穩定，

如能使其權利採接續方式，仍在不重複授與專利權之原則

下，同一時間只有一項專利權存在，而使其權利早點開始

受到保護，且未延長專利權期間之情形下，爰增訂本條規

定。」、「五、第二項規定，申請人申復選擇發明專利之法

律效果，同一技術所取得之二項權利不能並存，爰明定新

型專利權自發明專利公告之日起消滅。」換言之，2006 年

版不僅從寬解釋了一案二請，就專利權的接續問題，吸納

了「同一時間只有一項專利權存在」的概念，並採行對專

利權人較為有利的「接力式」。而 2009 年版增訂第 32 條

規定依然明訂開放一案二請，但對於專利權的接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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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第 32 條第 2 項明訂：「申請人依前項規定選擇發明者

，其新型專利權，視為自始不存在。」，因此未來立法院若

依 2009 年版通過一案二請的相關條文，所謂的「接力式

」專利權在我國只是黃梁一夢而已。  

3. 擬廢訴願制度：專利專責機關原為貫徹 2001 年經

發會共同意見，並配合智慧財產權法院成立，曾研擬修正

現行專利商標行政救濟制度，比照國際做法簡併救濟層級

，建立專利、商標復審爭議案件三級三審救濟程序，根據

研議的三級三審制第一層將由專利商標局內部資深審查人

員以上合議庭 (設立複審及爭議審議組 )進行行政審查，第

二層由兼具事實審及法律審的智慧財產權法院進行司法審

查，第三層則由最高行政法院進行法律審司法審查。一旦

當事人對於合議庭的行政處分不服，即直接提起行政訴訟

，不再經過訴願的救濟程序。為尋求各界支持，專利專責

機關於 2006 年 11 月 2 日召開「專利商標行政救濟程序修

正諮詢會議」座談會，邀集專家學者座談，廣納各方意見

，惟最後因經濟部裁示應以維持現行制度而胎死腹中。  

 
分．合  

不論是 2006 年版或 2009 年版的專利法修正草案，對

於一案二請均採開放態度，不同的是：前者對專利權接續

採取「接力式」，意即申請人選擇了發明，新型專利權係自

發明公告之日起消滅；後者則在申請人選擇發明後，令新

型專利權自始不存在 2。所謂的「接力式」源自中國大陸

────────────────────────────────────── 
2 2009 年版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32 條第 1、2 項規定：「同一人就同一發明或創作，於同日分別申請發明

專利及新型專利，其發明專利核准審定前，已取得新型專利權時，專利專責機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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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以前關於一案二請的實務狀況，意即同一申請人就

同一技術內容，申請發明及實用新型時，依 2001 年版審

查指南規定，應當在回覆審查通知書時提交放棄前一專利

權的聲明，國家知識產權局則將在另一專利案核准公告時

註明前一專利權自後一專利案權利生效日起放棄。此一實

務狀況一直到一件「一種高效節能爐排反燒鍋爐」專利案

的二審判決出爐後整個翻盤 3，在 2006 年修訂的審查指南

中，依前述案件的二審判決修正關於一案二請規定，而在

回覆審查通知書時提交放棄前一專利權的聲明，國家知識

產權局則在另一專利案核准公告時註明前一專利權自申請

日起消滅。自此，中國大陸所謂的「接力式」專利暫時隱

退。  

反觀我國專利專責機關對於現行專利法第 31 條中關

於一案二請的規定，一向採取嚴格的「禁止重複申請」解

釋，在申請實務上亦不曾放寬。然而 2006 年版中不僅開

放相同技術同時申請發明及新型，並在發明專利核准審定

前且新型已取得專利權時，再通知申請人限期申復是否拋

棄新型專利權。更進一步令被拋棄的新型專利權係由發明

專利核准公告之日起消減。換言之，我國 2006 年版專利

法修正草案就一案二請問題係採取前述的「接力式」專利

。  

而在中國大陸方面，前述「一種高效節能爐排反燒鍋

爐」專利訴訟案件因專利權人及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

                                                                                                                                                           
一，屆期未擇一者，不予發明專利。申請人依前項規定選擇發明專利者，其新型專利權，視為自始不

存在。」 
3 全國工業總會智慧財產季刊第六十八期「大陸第三次專利法及實施條列修正內容」，王錦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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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不服二審判決，乃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最高

人民法院則在 2008 年 7 月 14 日作出終審判決 4，該判決

在結論中指出：「專利法上的禁止重複授權，是指同樣的發

明創造不能有兩項或者兩項以上的處於有效狀態的專利權

同時存在，而不是指同樣的發明創造只能被授予一次專利

權。」此判決一出，再次推翻了 2006 年審查指南對於一

案二請之修訂內容，由於此一判決亦高調地刊登在中國大

陸國家知識產權局之網站 5，如同預料般，在 2010 年 1 月

21 日公布且 2010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的審查指南推翻了

2006 年審查指南關於一案二請之規定，對於前述的一案二

請，若專利權人選擇發明，放棄實用新型，則實用新型專

利權係自公告發明授予專利權之日起終止。換言之，所謂

的「接力式」專利已正式的重新登場。  

我國在 2009 年 1 月 22 日公布了新的專利法修正草案

，並在 2009 年 2 月 6 日起召開六場公聽會 6，惟如前述，

2009 年版增訂的第 32 條第 2 項一改 2006 年版對於一案

二請採取接力式專利之立場，明訂：「申請人依前項規定選

擇發明者，其新型專利權，視為自始不存在。」，換言之，

我國目前報部的專利法修正草案在一案二請的專利權接續

問題仍與中國大陸不同。由前述可知，兩岸對於一案二請

的政策迭有轉變，剛好都採取相反的作法，是否有刻意求

異之狀況並不得而知，但其過程與結果則令人玩味。  

 
────────────────────────────────────── 
4 最高人民法院(2007)行提字第 4 號判決 
5 http://www.sipo.gov.cn/sipo2008/yw/2008/200808/t20080812_414775.html  
6 2009 年 3 月 25 日之公聽會取消，實際上為五場。 

見 http://www.tipo.gov.tw/ch/News_NewsContent.aspx?NewsID=3591 

http://www.sipo.gov.cn/sipo2008/yw/2008/200808/t20080812_414775.html
http://www.tipo.gov.tw/ch/News_NewsContent.aspx?NewsID=3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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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放  
 開放動、植物專利申請：為落實「行政院生物技術

產業指導小組」於 2005 年 8 月 23 日委員會決議開放動、

植物專利保護，故刪除現行專利法第 24 條第 1 項 1 款規

定，而開放動、植物及生產動、植物之主要生物學方法為

可准予發明專利之標的。  

 放寬申請生物材料或利用生物材料之發明專利的寄

存規定：2009 年版刪除現行專利法第 30 條第 1 項須於申

請書上載明寄存機構、寄存日期及寄存號碼之規定，在修

訂的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申請人應於申請日起四個月內

檢送寄存證明文件，並載明寄存機構、寄存日期及寄存號

碼，屆期未檢送者，視為未寄存。」，同條第 3 項 7規定若

有主張優先權，前項檢送期間係自優先權日起 16 個月。

另同條增訂相互承認寄存機構之互惠規定 8，指外國申請

人在與我國相互承認寄存機構之外國已寄存者，並依同條

第 2 項或第 3 項規定之期限內檢送國外寄存機構出具之證

明文件時，可不須重複寄存。  

 開放可申請設計 (新式樣 )專利之標的：2009 年版第

123 條規定物品之全部或部分及應用於物品之電腦圖像及

圖形化使用者介面，可申請取得設計專利。第 131 條第 2

項規定二個以上設計屬於同一設計概念，且習慣上整組販

賣或使用者，可於一申請案中提出申請。  

────────────────────────────────────── 
7 2009 年版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前項期間，如依第二十八條規定主張優先權者，為最早之優先權日後

十六個月內。」 
8 2009 年專利法第 27 條第 5 項規定：「申請人在與中華民國有相互承認寄存效力之外國所指定其國內之

寄存機構寄存，並於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之期間內，檢送該寄存機構出具之證明文件者，不受應在國內

寄存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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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訂主張優先權、領證及繳交年費等遲誤期限的補

救措施：2009 年版針對申請人或專利權人非因故意而遲誤

主張優先權、繳納證書費及第一年專利年費與補繳第二年

專利年費之法定期間，增訂條文 9規定得繳納一定費用，

在一定期間內例外給予救濟之機會。前述遲誤期間之救濟

係有一定前提，即申請人須為非故意，至於非故意如何定

義，修訂條文的說明指出：「非因故意之事由，包括過失所

致者均得主張之，例如實務上常遇申請人生病無法依期為

之，即得作為主張非因故意之事由。」換言之，若申請人

聲明為過失所致，即符合非因故意之前提，惟如是規定，

亦使該前提形同具文。  

 補充、修正時機的放寬：現行專利法第 49 條第 3

項 10規定了發明專利案可以提出補充、修正的各種時機，

同法第 100 條規定新型專利申請人申請補充、修正說明書

或圖式者，應於申請日起兩個月內為之。由上述可知，依

現行專利法對於發明與新型的補充修正分別具有時間限制

。而在 2009 年版第 43 條及第 111 條已分別刪除補充、修

正說明書圖式的時間限制。  

 補充、修正條件大限縮  

1. 「補充」一詞走入歷史：現行專利法第 49 條第 1

、2 項規定專利專責機關可依職權通知申請人限期補充、

修正說明書圖式，或由申請人主動提出補充、修正說明書

────────────────────────────────────── 
9 2009 年版第 29 條第 4 項、第 52 條第 4 項、第 72 條第 2 項等參照。 
10 申請人於發明專利申請日起十五個月後，僅得於下列各款之期日或期間內補充、修正說明書或圖式： 
一、申請實體審查之同時。 
二、申請人以外之人申請實體審查者，於申請案進行實體審查通知送達後三個月內。 
三、專利專責機關於審定前通知申復之期間內。 
四、申請再審查之同時，或得補提再審查理由書之期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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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2009 年版則在修正條文中刪除「補充」一詞，主要

理由指「補充、修正」為修正 (amendment)之意，故酌作

文字修正。  

2. 修正條件的限縮：2009 年版第 43 條第 3、4 項對

於申請人提出修正作出以下規定：「專利專責機關依第 46

條第 2 項 11規定通知後，申請人僅得於通知之期間內修正

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  

申請專利範圍之修正，於專利專責機關為最後通知後

，申請人僅得於通知之期間內，就下列事項為之：一、請

求項之刪除。二、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三、誤記之訂正

。四、不明瞭記載之釋明。」  

根據前述修正條文規定，一旦發明專利申請案為專利

專責機關限期申復時，即只能在指定期限內修正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另一方面，當發明專利案接獲專利

專責機關的最後通知後，對於申請專利範圍之修正將被限

制在：刪除請求項、減縮申請專利範圍、訂正誤記及釋明

不明瞭之記載。與現行專利法相較，前述修正條文規定申

請專利範圍最後通知之後所能修正的事項，等同於現行專

利法規定發明專利案核准公告後申請專利範圍僅能更正的

事項。再依修正條文第 49 條規定，申請再審查時可修正

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但申請案經審查發給最後

通知，仍為不予專利之審定而申請再審查者，仍受第 43

條第 4 項各款規定的限制，意即一申請案若在初審時即被

────────────────────────────────────── 
11 2009 年版第 46 條規定：「發明專利申請案違反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六條、第三十一條

、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四項、第四十三條第二項、第四十四條第

二項、第三項或第一百十條第三項規定者，應為不予專利之審定。 
專利專責機關為前項審定前，應通知申請人限期申復；屆期未申復者，逕為不予專利之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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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給最後通知，申請再審查時如欲修正申請專利範圍，仍

被限於「刪除請求項、減縮申請專利範圍、訂正誤記及釋

明不明瞭之記載」等事項，其限制及影響之大實不容小覷

。  

所謂的「最後通知」將授權審查人員依個案認定，而再

審查經審查認為初審發出最後通知為不當時，得予解除 12

。  

鬆．緊  
 優惠期適用範圍擴及「進步性」：2009 年版第 22

條第 1、2 項分別為新穎性及進步性規定，第 3 項則為優

惠期規定，其謂：「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並於其事實發

生之日起六個月內申請者，該事實非屬第 1 項各款 (新穎性

)或前項 (進步性 )不得取得發明專利之情事。」如是狀況下

，申請人主張優惠期之事由，即不會被作為不具進步性之

引證資料。  

 修訂主張優惠期的事由：現行專利法第 22 條對於

優惠期可適用的事由為：因研究實驗、參展及非出於本意

而洩漏等三種情況，2009 年版則參照日本特許法第 31 條

第 1 項規定，將申請人自行於刊物發表者，納入主張新穎

性及進步性優惠期之事由。  

 申請專利範圍須為發明說明所支持：現行專利法第

26 條第 3 項規定：「申請專利範圍應明確記載申請專利之

發明，各請求項應以簡潔之方式記載，且必須為發明說明

────────────────────────────────────── 
12 2009 年版專利法第 49 條第 2 項：「申請案經審查發給最後通知，而為不予專利之審定者，其於再審

查時所為之修正，仍受第四十三條第四項各款規定之限制。但經專利專責機關再審查認原審查程序發

給最後通知為不當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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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圖式所支持。」2009 年版第 26 條第 3 項則刪除申請專

利範圍須為圖式所支持的規定。所執理由係：「按請求項必

須為發明說明所支持，如僅為圖式所支持仍有不足，必須

將所支持之部分納入發明說明中。因此，倘只有圖式所支

持，而未為發明說明所支持，必須於發明說明中有所記載

，方得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且發明案未必均有圖式，為

圖式所支持未必每件申請案均有適用，現行條文規定必須

為發明說明『及』圖式均支持，亦與國際立法例不合…」

故，爰參酌歐洲專利公約 (EPC)第 84 條規定及專利合作條

約 (PCT)第 6 條規定所述請求項必須為發明說明所支持的

內容修正我國專利法的規定。  

 專利權效力不及範圍擴大：2009 年版第 59 條規定

發明專利權效力不及的情事中，增訂非出於商業目的之未

公開行為。說明中指出：發明專利權效力是保護專利權人

在產業上利用其發明之權利；他人自行利用發明，且非以

商業為目的之行為，應非專利權效力之範圍，由於現行專

利法並未明定，為釐清專利權效力不及之範圍，故參考德

國專利法第 11 條第 1 款、英國專利法第 60 條第 5 項 (a)款

規定予以增訂。又 2009 年版第 63 條針對植物專利權不及

的範圍予以規範：「發明專利權人所製造或經其同意製造之

專利植物繁殖材料販賣後，其專利權效力不及於農民為繁

殖目的留種自用之行為。」  

 
混．沌  

一．廢除依職權審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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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公眾審查之舉發程序，現行專利法第 67 條第 1

項 1 款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專利專責機關應依舉

發或依職權撤銷其發明專利權，並限期追繳證書，….」又

2009 年版相應的規定為第 76 條第 1 條第 1 款 13，兩相比

較下，2009 年版重要的變動係廢除依職權審查制度。  

廢除依職權審查制度的理由係因此次修法納入同一專

利權有多件舉發案者得合併審查，及在舉發範圍內得依職

權審酌舉發人未提出之理由及證據等規定 14，而已納入職

權探知制度。另依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規定「行政機關應

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故認為未來舉

發之審查應可在舉發人之舉發範圍內兼採職權探知及職權

調查等作法，故而刪除「依職權撤銷」制度。惟前述理由

實有待商榷，按依現行專利法雖將「依職權審查」與舉發

規定在同一條文中，然而性質上卻是截然不同，所謂的「

依職權審查」係屬專利專責機關內部的行政作為，「舉發」

則是公眾審查，二者不論是發起的原因、運作的流程均不

相同，實無因舉發將導入職權探知制度即對原有職權自廢

武功之理由，故專利專責機關此舉恐有失商榷。  

二．舉發審查納入職權探知制度  

由上述可知，2009 年版將舉發審查納入職權探知制度

，惟與近年來漸成共識的爭議案處理模式相悖，關於專利

舉發制度應採「職權調查主義」或「當事人進行主義」，在

────────────────────────────────────── 
13 2009 年版第 73 條第 1 條第 1 款：「發明專利權有下列情事之一，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六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三

十四條第四項、第四十三條第二項、第四十四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六十九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或第一

百十條第三項規定者。」 
14 2009 年版第 77 條規定：「專利專責機關於舉發審查時，在舉發聲明範圍內，得依職權審酌舉發人未

提出之理由及證據，並應通知專利權人限期答辯；屆期未答辯者，逕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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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迭有爭議，依照法條規定及實務狀況，多半傾向後者

。然而專利舉發事件的救濟程序中，當事人每每依行政程

序法第 36 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

事人主張之拘束」主張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惟調

查證據範圍大小攸關兩造利益，調查證據範圍過大，對舉

發人有利，對被舉發人不利，調查證據範圍過小，對被舉

發人有利，對舉發人不利，實屬兩難。又近年來，當事人

不服專利專責機關對專利舉發案件的審定而提起訴願，訴

願機關基於「訴外裁判」理由撤銷原處分者不在少數，例

如訴願機關在決定理由中指出「原處分機關就系爭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第 5 項及第 6 項部分，雖謂該二項之技術特徵

與引證三之葉片構造有異，卻再附加論述該二項之技術特

徵於『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已有揭示，因此對熟悉該項技

術者應可輕易完成 ......不具進步性』，顯已超出關係人舉發

證據之範疇 15。」而認定專利專責機關之審定有「訴外裁

判」之瑕疵，乃撤銷原處分。而前述實務狀況益發說明舉

發制度中的調查證據應有所限制。因此專利專責機關在

2006 年出版「專利爭議案件審查訓練教材」，特別在第五

章「舉發案之審查原則」指出「舉發是針對已獲准之專利

權所為，故不能和專利申請案之審查可無限制依職權調查

證據相提並論 16。」，並闡明專利舉發審查應採「爭點主義

」。又在專利專責機關所公布的「專利舉發理由書撰寫說明

及參考範例」加強宣導，請舉發人配合在舉發理由書載明

舉發之請求項、主張法條及採用證據，以利於歸納整理爭

────────────────────────────────────── 
15 中華民國 96 年 5 月 14 日經訴字第 09606067440 號訴願決定書。 
16 「專利爭議案件審查訓練教材」(2006 年版，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編印)第五章「舉發案之審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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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避免發生「訴外裁判」或「漏未審查」情事。  

惟 2009 年版第 77 條規定專利專責機關進行舉發審查

時，可在舉發範圍內依職權審酌舉發人未提出之理由及證

據，而將舉發審查導入職權探知制度。惟依職權調查證據

的範圍原即難以拿捏，乃屢生爭議，而專利專責機關先前

大費周章宣導舉發審查採「爭點主義」，原可減少舉發審查

上的爭議，今又導入職權探知制度，是否將使目前漸成共

識的舉發審查制度再起爭端，實為專利專責機關所應慎思

。  

三．舉發，可就部分請求項為之：2009 年版第 81 條

第 2 項規定舉發之審定，應就各請求項分別為之。亦即舉

發人可僅針對一專利案申請專利範圍的部分請求項提起舉

發，而舉發審定書因逐項審查，未能將可能出現部分成立

，部分不成立的審定。  

四．提起舉發應載明舉發聲明，且提起後不得變更或

追加  

2009 年版第 75 條第 1、3 項 17規定舉發申請書上應載

明舉發聲明，且該舉發於提起後不得變更或追加。其中舉

發聲明係要求舉發人提起舉發時即須確定其舉發範圍，藉

此使專利權人得以確定舉發之範圍，以利其行使防禦方法

；另明訂舉發後不得變更或追加舉發聲明，以避免舉發人

透過不斷追加請求項之方式延宕審查時程之進行。由於現

行專利法並未明訂可就部分請求項提起舉發，實務上亦鮮

少出現僅主張撤銷部分請求項的案例，故前述指為避免舉

────────────────────────────────────── 
17 2009 年版第 75 條第 1 項規定：「舉發，應備具申請書，載明舉發聲明、理由，並檢附證據。」；同條

第 3 項：「舉發聲明，提起後不得變更或追加，但得減縮。」 



台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18- 

發人透過不斷追加請求項以延宕審查時程，並非針對現行

實務之防弊措施；可能的狀況係因修正條文第 75 條第 2

項已明訂可就部分請求項提起舉發，既僅就部分提起舉發

，即有再追加之可能，故前述防弊規定係為增訂之第 75

條第 2 項而設。然依目前實務，涉及訴訟的舉發案件應優

先審查，且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6 條 18亦明訂專利訴訟

案件不因舉發程序而停止訴訟程序，故實務上是否可能出

現專利專責機關欲防之弊，不無可議之處。  

五．同一專利權有多件舉發案者得合併審查：依 2009

年版第 80 條規定，專利專責機關認有必要時，可將同一

專利權的多件舉發案合併審查。  

 
過．及  

一．關於「強制授權」  

現行專利法於修法時曾參考 TRIPS 第 31 條，明定得

申請強制授權之事由，包括國家緊急情況、增進公益之非

營利使用、申請人曾以合理之商業條件在相當期間內仍不

能協議授權、違反公平競爭以及再發明專利等五項。專利

專責機關經進一步研析 TRIPS 第 31 條內容、各國規定，

並參考學界之意見及我國實務運作之情況，認現行規定似

有不明確而須調整之處：  

(一 ) 強制授權依緊急命令或申請程序為之：現行專利

法對於特許實施一律以申請程序為之，若有國家緊急危難

────────────────────────────────────── 
18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6 條：「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廢止之原因者，法院應就其

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自為判斷，不適用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商標法、專利法、植物品種及種苗

法或其他法律有關停止訴訟程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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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重大緊急情況而需強制授權之情況，如仍須申請為

之，恐延宕處理時效。為此故 2009 年版第 89 條第 1 項規

定，若因應國家緊急危難或其他重大緊急情況，專利專責

機關應依緊急命令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通知，強制

授權所需專利權。同條第 2 項則規定可依申請強制授權之

事由。藉此，區分強制授權不同之事由與要件。  

(二 ) 修訂再發明強制授權規定：2009 年版第 89 條第

2 項第 2 款參酌 TRIPS 第 (1)款規定，申請在後之專利權欲

請求強制授權在前之專利權，須符合三個要件：  

1. 在後之專利於實施時將不可避免侵害在其之前申請

之專利。  

2. 在後之專利較在其前申請之專利具相當經濟意義之

重要技術內容改良。  

3. 在前之專利權人不同意授權予在後之專利權人。  

(三 ) 新增專利權與品種權強制授權之規定：鑒於生物

技術可同時受到專利權及品種權保護，若專利權與品種權

分屬不同人時，植物品種權人為利用品種權必須實施他人

之生物技術專利，且該品種較該植物專利為具相當經濟意

義之重要技術改良 19，得申請強制授權。  

二．關於「損害賠償」  

(一 ) 明確規範專利侵權行為是否須具備主觀、過失之

要件：依現行專利法規定，專利侵權的民事救濟方式依其

性質分為「損害賠償」類型及「排除、防止侵害」類型，

依據民法規定，前者主觀上應以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為必

────────────────────────────────────── 
19 2009 年版第 89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品種權人利用品種權必須實施他人之生物技術專利，且較該

專利具相當經濟意義之重要技術內容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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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後者在性質上類似物上請求權之妨害除去與防止請求

，客觀上以有侵害事實或侵害之虞即滿足，毋須再論行為

人之主觀要件。2009 年版第 98 條第 1 項明訂侵害除去與

防止請求，其主張不以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過失為必要；

同條第 2 項則明定損害賠償之請求，則應以行為人主觀上

有故意過失為必要。  

(二 ) 增訂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2009 年版第 99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得以相當於授權實施該發明專利所得收取

之權利金數額為所受損害。主要係鑒於專利權人於訴訟中

須舉證證明無侵權行為人之行為，專利權人得在市場上取

得更高額之授權金，或舉證證明專利權人確因侵權行為之

之行為足致專利權人無法於市場上將其技術授權予第三人

，如此專利權人該部分之損失始得依民法損害賠償之法理

被當作專利權人所失利益之一部 20。由於舉證上確有困難

，故增訂該款以設定一個法律上合理的補償底限，並免除

權利人舉證責任之負擔。  
 

 
應．得  

一．關於「專利標示」  

現行專利法第 79 條規定發明專利權人應在專利物品

或其包裝上標示專利證書號。2009 年版第 100 條規定：「

專利物上應標示專利證書號；不能於專利物上標示者，得

於標籤、包裝或以其他足以引起他人認識之顯著方式標示
────────────────────────────────────── 
20 民法第 216 條規定：「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

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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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其未附加標示者，於請求損害賠償時，應舉證證明侵

害人明知或可得而知為專利物。」意即 2009 年版將原來

為在專利物品上強制性的專利標示保留彈性，而由權利人

自行依專利物之性質及相關情事衡量標示的方式，主要是

考量對於部分類型之專利，因體積過小、散裝出售或性質

特殊，不適宜於專利物品本身或其包裝上標示。  

二．關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現行專利法第 104 條規定：「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新型

專利權時，應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進行警告。」故新型

專利權人欲行使新型專利權而進行警告時應否提示新型專

利技術報告，就條文規定應該十分明確。然而，專利專責

機關在其網站的「專利  Q & A」就相同問題的回答 21係：「

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進行『警告』，並非行使新型專

利權之要件；如未提示而進行警告，亦得行使權利。」故

依「專利  Q & A」提供的解答，則現行專利法第 104 條之

「應」提示即變成「得」提示。又現行專利法第 105 條 22

規定新型專利權被撤銷時，就撤銷前對他人因行使新型專

利權所致損害是否有過失，亦不以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之內容為必要。  

現行專利法第 104 條內容並未修正，僅變更條次為第

118 條，但 2009 年版第 119 條相對於現行專利法第 105

條內容，就行使新型專利權時，提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的

必要性及結果出現了與「專利  Q & A」及現行專利法截然

────────────────────────────────────── 
21 http://www.tipo.gov.tw/ch/FAQ_AnswerPage.aspx?faqid=1392&path=2805 
22 現行專利法第 105 條：「新型專利權人之專利權遭撤銷時，就其於撤銷前，對他人因行使新型專利權

所致損害，應負賠償之責。 

前項情形，如係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或已盡相當注意而行使權利者，推定為無過失。」 

http://www.tipo.gov.tw/ch/FAQ_AnswerPage.aspx?faqid=1392&path=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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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規定，其謂：「前項情形，如係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

告之內容且已盡相當注意而行使權利者，推定為無過失。

」換言之，一旦前述修正條文通過後，提示新型專利技術

報告進行警告又成必要。  

 
增．減  

一．新增新型專利經形式審查不予專利之事由  

2009 年版修正條文第 114 條第 1 項第 6 款 23新增規定

申請人提出的修正，經判斷若明顯超出申請時原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的範圍，即不予專利。惟 2009

年版新型專利形式審查中對於新型專利說明書之審查，仍

沿襲現行專利法第 9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僅審查說明

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在形式上是否符合規定，而不論

究其實質內容，而依修正條文第 114 條規定，既不審查新

型提出申請時，其說明書內容是否明確、充分揭露及可據

以實施，又如何判斷其修正已超出申請時原揭露的範圍？

因此 2009 年版儘管增加了修正不得超出申請時原揭露範

圍為形式審查不予專利之事由，根據以往經驗，其認定方

式與結果將與新型單一性的判斷如出一轍，而不具實質意

義。  

二．關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比對範圍  

2009 年版修正條文第 117 條第 4 項規定專利專責機

關對於第 1 項 (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應涵蓋的範圍，相

較於現行專利法第 103 條規定，將「申請前已公開實施者

────────────────────────────────────── 
23 2009 年版第 114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新型專利申請案，經形式審查認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應為

不予專利之處分：六、修正，明顯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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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在比對的範圍以外。修訂理由是指參諸日本、韓國

及大陸地區專利專責機關僅係依其資料庫之資料作成技術

報告，故將申請前已公開使用之情形予以排除。前述修訂

固然可使檢索與比對工作更臻單純，亦有助提升報告製作

效率，惟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係包含新型專利權人在內的任

何人均可提出申請，申請人並可主動提供引證資料或習知

技術供專利專責機關參考 24，而前述修訂刪除已公開使用

的情形，無異相對限縮申請人主動提供引證資料或習知技

術之形式，從而可能影響技術報告的完整性與正確性。  

 
取．捨  

現行專利法第 109 條第 2 項規定：「聯合新式樣，指

同一人因襲其原新式樣之創作且構成近似者。」2009 年版

相應的第 123 條除將「新式樣」修正為「設計」外，亦同

時刪去聯合新式樣之規定，自此以後，聯合新式樣在我國

專利制度上正式退場。2009 年版一則廢除了聯合新式樣制

度，另一方面則增訂第 129 條規定：同一人有二個以上近

似之設計得申請設計專利及其衍生設計專利。若說衍生設

計係用以取代聯合新式樣制度應不為過，惟聯合新式樣與

衍生設計在概念上有相近之處，但在保護範圍、權利主張

及申請期限則存在極大差異，故有必要加以釐清：  

────────────────────────────────────── 
24 「專利 Q & A」：「148、技術報告申請人是否可以主動提供引證資料或相關習知技術資料給智慧局參

考？A：可以。」http://www.tipo.gov.tw/ch/FAQ_AnswerPage.aspx?faqid=1383&path=2805 

http://www.tipo.gov.tw/ch/FAQ_AnswerPage.aspx?faqid=1383&path=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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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處  

 衍生設計  聯合新式樣  

要件 
與原設計為同一設計概

念下的近似設計 25 

同一人因襲原新式樣之

創作且構成近似 

限制 

衍生設計需與原設計近

似，若僅與衍生設計近似

而與原設計不近似者，不

得申請為衍生設計 26 

同一人不得就與聯合新

式樣近似之新式樣申請為

聯合新式樣 

改請 
衍生設計與原設計得互

為改請 27 

聯合新式樣與獨立新式

樣可互為改請 

專利權期間 
專利權期間與原設計同

時屆滿 28 

原新式樣專利權期限同

時屆滿 

 

 

────────────────────────────────────── 
25 2009 年版第 129 條第 1 項規定：「同一人有二個以上近似之設計，得申請設計專利及其衍生設計專利

。」 
26 2009 年版第 129 條第 4 項規定：「同一人不得就與原設計不近似，僅與衍生設計近似之設計申請為衍

生設計專利。」 
27 2009 年版第 133 條第 1 項規定：「申請設計專利後改請衍生設計專利者，或申請衍生設計專利後改請

設計專利者，以原申請案之申請日為改請案之申請日。…」 
28 2009 年版第 137 條規定：「設計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十二年屆滿；衍生設計專利權期限與原設

計專利權期限同時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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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處  

 衍生設計 聯合新式樣 

保護範圍 

1. 可單獨主張權利 29 

 
2. 可主張近似範圍 

1. 從屬於原新式樣，僅

用以確認原新式樣的專利

範圍，不得單獨主張 

2. 無法主張近似範圍 

申請期限 原設計核准公告之前 30 

原新式樣核准公告後仍

可申請，且不受新穎性及

創作性規定限制 

證書 

年費 

具有獨立之專利證書，

並須繳交年費 

原設計專利權因撤銷或

未繳年費而消滅時，仍得

繼續存續 

無獨立專利證書，亦無

須繳交年費 

原新式樣專利權消滅，

即一併消滅 

 
尾聲  

我國最近一次的專利修法目前已報請立法院審議，是

否能依 2009 年版內容通過或能否在短時間內通過都在未

定之天，惟本次修法幅度之大，對於未來國內專利制度的

運作與實務面的操作勢必造成相當的影響，相關人士應及

早瞭解其內容，並預作因應，故在專利法修正草案適完成

公聽並送院審議之際，對其內容稍作整理以供參考。  

────────────────────────────────────── 
29 2009 年版第 139 條規定：「衍生設計專利權得單獨主張，且及於近似之範圍。」 
30 2009 年版第 129 條第 3 項規定：「申請衍生設計專利，於原設計專利公告後，不得為之。」 



台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26- 

 

 



專利專論集〔七〕 

-27- 

新型專利制度之探討 
王錦寬   

一 . 新型專利制度國際間的發展概況  

專 利 制 度 的 起 源 可 追 溯 自 威 尼 斯 共 和 國 (Venetian 

Republic) 於 1474 年 正 式 頒 佈 的 專 利 法 規 (Inventor 

Bylaws) 1 。 英 國 於 1624 年 制 訂 之 獨 占 法 (Statute of 

Monopolies或Monopoly Act)，是公布較早的專利法規。英

國在 1843 年制定「Designs Copyright Acts」，對於以實

用為目的之產品設計給予三年的保護；1883 後，將以實用

為目的設計納入新式樣保護，雖在 1932 年曾有單獨制定

短期專利授給新型專利，因未通過，今日的英國專利制度

並無單獨的新型專利。  

新型專利制度各國的名稱不盡相同，雖在我國稱新型

，中國稱為實用新型，日本謂實用新案 (以下中文均以新型

稱之 )，但英文均以Utility Model Patent稱之 2，其他各國

，如泰國Petty Patent、印尼Simple Patent、越南Utility 

Solution、澳洲的 Innovation Patent、愛爾蘭 Short-Term 

Patent，等不一而足。新型專利在保護對象及保護期間亦

────────────────────────────────────── 
1 參見日本特許廳網站 http://www.jpo.go.jp/cgi/linke.cgi?url=/seido_e/rekishi_e/rekisie.htm (7/25/’09 瀏

覽) 
2 參見以下我國智慧局、中國大陸知識產權局及日本特許廳等三局之英文網站，新型均以 utility model 

patent 稱 之 。 http://www.tipo.gov.tw/en/AllInOne_Show.aspx?guid=173f4350-93d4-43c9-a475-
042ce0f3ac8c&lang=en-us&path=1448、 
http://www.sipo.gov.cn/sipo_English/laws/lawsregulations/200804/t20080416_380327.html、 
http://www.jpo.go.jp/index_e/patents.htm 

 

http://www.jpo.go.jp/cgi/linke.cgi?url=/seido_e/rekishi_e/rekisie.htm
http://www.tipo.gov.tw/en/AllInOne_Show.aspx?guid=173f4350-93d4-43c9-a475-042ce0f3ac8c&lang=en-us&path=1448
http://www.tipo.gov.tw/en/AllInOne_Show.aspx?guid=173f4350-93d4-43c9-a475-042ce0f3ac8c&lang=en-us&path=1448
http://www.sipo.gov.cn/sipo_English/laws/lawsregulations/200804/t20080416_380327.html
http://www.jpo.go.jp/index_e/paten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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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發明專利種類，只是在全球各國，僅有發明專利而

無新型專利制度的國家常見，但未見有新型專利制度而無

發明專利的國家。  

1980 年之前全球有新型保護的國家不過十幾個，面對

創作性不是太高但具有商業價值的「小發明」，過去數十年

，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制定新型保護制度。尤其是許多中

小型企業的發明雖創作性略低，但迫切需要得到適當保護

，迄今全球有超過六十個國家設立新型制度 3。  

以G7 4的美、英、法、日、德、義大利及加拿大等七

個國家當中，同時施行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制度的國家有

法、日、德及義大利等四個國家，超過一半，俄羅斯也是

同時擁有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保護制度。除此之外，經濟

實力漸增的幾個重要國家，如中國大陸、韓國及巴西亦是

發明及新型併存的國家。  

德國及日本這兩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迄今仍保有發

明、新型及新式樣專利。德國於 1891 年制定「新型保護

法」對於工具、實用品及其附屬品之形狀、構造或其組合

者，可以獲得新型的保護，不經實體審查，保護期間三年

，可說是新型專利的先驅；德國分別於 1968 年、1986 年

及 1990 年對新型專利制度有三次修正。  

日本雖於 1885 年創設「專賣特許條例」，但於 1905

年才始仿效德國制定「實用新案法」。日本新型專利制度自

────────────────────────────────────── 
3 參見以下 WIPO 網站針對各國新型申請案件數的統計  

http://www.wipo.int/export/sites/www/ipstats/en/statistics/models/xls/wipo_um_fil_by_office_table.xls 
(7/25/’09 瀏覽) 

4 自 1975 年開始美、英、法、德、日及義大利等六個國家的領袖在法國集會，隔年加拿大加入，爾後每

年定期集會以討論全球共同關注的經濟及政治議題，雖 1977 年在英國舉行的高峰會加入歐盟代表，

1994 年俄國加入高峰會，並於 1998 年成為會員之一，而或有 G7/G8 之稱。 

http://www.wipo.int/export/sites/www/ipstats/en/statistics/models/xls/wipo_um_fil_by_office_table.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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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 年創設開始約七十幾年，新型申請件數均遠高於發明

件數，至 1981 年，發明申請件數首次超越新型申請件數

，但其僅是發明申請件數的增加速度快，新型申請件數並

未減少，至 1984 年，新型申請件數達到 20 萬件的高峰。

1987 年後新型件數開始減少，於日本漸有廢除或將新型改

採不作實體審查的呼聲，終於到了 1993 年新型改採形式

審查。由於 2003 年新型的申請件數降至 8,169 件的新低

，於同年 7 月，日本成立工作小組，著手研究日本新型制

度的走向，並於 2004 年 1 月發表強化新型專利之報告 5影

響後來日本新型制度之走向，於 2005 年 4 月 1 日施行再

次修改的實用新案法，不但未廢除新型，反而更強化新型

專利制度。  

我國新型保護的標的限於有形的產品，與德國、日本

、中國大陸、韓國、義大利、巴西及墨西哥等規定類似；

但奧地利、法國及澳洲等，新型保護的標的不限於產品，

甚至與發明類似。  

以新型的審查制度而言，有登記制、實體審查制或介

於兩者的初步審查制，我國實施的形式審查制較趨近於登

記制。目前有些國家伴隨著新型專利有檢索報告或評價報

告，像澳洲新型在頒發證書後可提出實體審查的要求，泰

國新型在核准公告後一年內也可申請實體審查，而奧地利

的每件新型都需出具檢索報告，但義大利、巴西及墨西哥

則不要求檢索報告。  

新型的保護期限一般較發明短，多數在十年或十年以

────────────────────────────────────── 
5 日本特許廳網站 2004 年 2 月 3 日公布 Enhancement of Attraction of Utility Model System 

http://www.jpo.go.jp/rireki_e/index.htm  

http://www.jpo.go.jp/rireki_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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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也有些國家在十年以上 6。  

新型專利均由各國專利局受理申請，PCT申請案 7於進

入指定之各國的國家階段時，若該指定國同時有發明專利

及新型專利保護，大部份國家可依申請人之選擇，指定申

請發明專利或新型專利，但也有些國家限定PCT進入國家

階段僅能先申請發明專利 8。  

 
二 . 新型專利制度在國際間的發展概況  

1. 我國新型自民國 93 年 7 月 1 日起改採形式審查  

民國 83 年專利法修正後，陸續即傳出有將新型專利

制度修正之議 9，民國 90 年 11 月 28 日行政院院會再次通

過專利法修正案 10，當時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1(以下簡稱智

慧局 )再度召開「有關專利法制研商會議」，希望凝聚共

識 12，雖實務界仍有不同的聲浪，但關於新型仍決定放棄

────────────────────────────────────── 
6 如馬來西亞自申請日起 10 年，可延展 2 次，每次 5 年，共 20 年；如德國雖新型專利權期間是 10 年

，但核准後自申請次日起給予 3 年專利權期間，期滿可再延 3 次，第 1 次可延 3 年，第 2 次及第 3 次

可各延 2 年，共 10 年。 
7 專利合作條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簡稱 PCT)成立於 1970 年，為國際智慧財產權組織 WIPO
下之國際性條約，各會員國國民或居民均可以申請人身份，以一項發明提出一件國際專利申請案，並可

延遲到至少三十個月，再決定進入各指定國之國家階段或區域階段，可在各指定國享受原國際申請案申

請日之優惠，經各指定國參考國際階段之檢索報告或審查結果後，由各指定國依各該國專利法規定決定

是否授予專利權，截至 2009 年 12 月為止，包括泰國剛成為 PCT 會員國，專利合作條約的會員國總數

為 143 個。 
8 根據澳洲專利法第 88(1)條，PCT 申請案進入該國國家階段被視為發明專利的正式申請案，因此 PCT

進入澳洲國家階段時無法以新型提出申請。若申請人欲取得新型專利權，僅能先以發明申請再透過改

請取得新型專利權。 
9 智慧局民國 86 年 7 月 12 日(86)台專字第 127044 號函召開之「現行專利制度檢視座談會」開會通知擬

定討論之六大議題，包括新型專利由審查制改採登錄制之探討。 
10 民國 90 年 11 月 28 日行政院院會通過專利法修正草案內容中，關於廢除再審查、異議程序以及新型

改登記制、增訂審查業務委託法人或團體辦理之法源依據等四項重大改變。 
11 現行專利法第 3 條明定專利法主管機關為經濟部，而智慧財產局為經濟部指定之專利業務專責機關，

本文以下均以智慧局稱之。  
11 現行專利法第 3 條明定專利法主管機關為經濟部，而智慧財產局為經濟部指定之專利業務專責機關，

本文以下均以智慧局稱之。  
12 參見智慧局民國 91 年 3 月 26 日法字第 0918600041-0 號函之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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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審查之議而落實於專利法修正案中。我國現行專利法

係於民國 92 年 2 月 6 日經總統令修正公布，專利法施行

細則由經濟部於民國 93 年 4 月 7 日發布 13；專利法及施

行細則，由行政院依法訂於民國 93 年 1 月 1 日施行 14。

現行專利法修正的幅度頗大 15，其中新型由實體審查改變

為形式審查，對國人的影響最大；從此，我國的三種專利

採取截然不同的三種審查方式 16。專利法自民國 92 年 2 月

6 日公布至民國 93 年 7 月 1 日施行雖有將近十七個月的時

間，但這段時間裡，申請新型專利的件數仍相當高，智慧

局陸續採取相關措施而將新型實體審查順利轉換至形式審

查制度。  

新型專利改採形式審查之理由，有人認為係為考量智

慧局長期以來審查人力短缺，亦有人認為係受學者研究的

結果 17，但最終目的是希望能因捨棄實體要件審查而達到

較早賦予權利之需求，對於生命週期較短之技術，達到快

速取得權利的目的。  

2. 形式審查之內容  

我國新型自民國 93 年 7 月 1 日起所採之形式審查，

僅就其說明書的內容是否符合格式要件加以審查，並未對

其進行實體審查，經過審查後符合形式要件即授與專利，

────────────────────────────────────── 
13 經濟部經智字第 09304602933 號函參照。 
14 行政院 6 月 8 日院台字第 093026128 號令參照。 
15 現行專利法的重大改變有：異議制度廢除、新型改採形式審查、廢除新型及新式樣專利之刑罰規定；

現行專利法鬆綁及改進部分包括刪除繳納規費作為取得申請日之要件、明確列舉不予專利之法定事由

、修正專利權人專利年費減免的規定等。 
16 新型改採形式審查，新式樣仍維持自動審查制，但自民國 90 年 10 月 24 日公布之專利法修正案，導

入早期公開後，我國發明專利放棄實施多年的自動審查制改採請求審查制，申請人自申請日起 3 年內

應申請實體審查，逾期該發明專利申請案將被視為撤回。 
17 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80 期，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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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智慧局對於說明書之審查內容僅限於形式要件。  

現行專利法第 99 條規定：「申請專利之新型，經形式

審查認無第九十七條所定不予專利之情事者，應予專利…

」專利法第 97 條則規定：「申請專利之新型，經形式審查

認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為不予專利之處分：  

一、新型非屬物品形狀、構造或裝置者。  

二、違反前條規定者。 (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衛

生 ) 

三、違反第一百零八條準用第二十六條 18第一項、第

四項規定之揭露形式者。  

四、違反第一百零八條準用第三十二條 19規定者。  

五、說明書及圖式未揭露必要事項或其揭露明顯不清

楚者。」  

在前列審查內容中，比較特別的是：有關說明書圖式

的揭露形式規定，形式審查僅判斷是否違反第 108 條準用

第 26 條第 1 項及第 4 項規定，至於第 26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則非形式審查的項目。換言之，形式審查對於新型說明

書的揭露形式，僅要求其必須具備「新型名稱」、「新型說

明」、「摘要」及「申請專利範圍」等欄位項目及其內容，

另要求「新型說明」及「申請專利範圍」之揭露方式必須

符合施行細則規定。除此以外，並不審查「新型說明」是

否「明確、充分揭露、可據以實施」，亦不審查「申請專利

────────────────────────────────────── 
18 專利法第 26 條：「前條之說明書，應載明發明名稱、發明說明、摘要及申請專利範圍。發明說明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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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據以實施。申請專利

範圍應明確記載申請專利之發明，各請求項應以簡潔之方式記載，且必須為發明說明所支持。發明說

明、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之揭露方式，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 
19 專利法第 32 條：「申請發明專利，應就每一發明提出申請。二個以上發明，屬於一個廣義發明概念者

，得於一申請案中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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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是否「明確、簡潔、為新型說明及圖式所支持」。換

言之，即使新型通過形式審查，並不確定其說明書是否符

合專利法第 108 條準用第 26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  

3. 形式審查之時限  

專利審查時間依技術內容、待審案件量等，每一個案

之間原即有差異，惟各國專利局莫不致力於縮短專利審查

之時限，以符合現代社會之需求。我國專利審查時限，於

行政程序法公布後依其規定 20曾訂定「專利申請案件處理

時限表」 21，當時三種專利均為自動進行審查制，新型專

利之審查時限為自收文日起十六個月。於新型改採形式審

查之前，如審查獲准尚需經過公告三個月，如無人異議才

能繳交證書費領取證書，加上公告作業的時間約一個月，

當時新型從申請至獲准領證約二十個月。  

現行專利法修正施行後，智慧局曾就上述處理時限表

進行修訂 22，新型改採形式審查後，審查作業的時限縮短

為六個月，同時訂定技術報告的作業時間為十二個月。  

新型改採形式審查之初，審查速度快，有些申請案提

出後，申請人欲主動修正都來不及，便接獲核准處分書，

智慧局曾一度刻意遲至申請日起兩個月 23後才發出核准處

分書。  

新型專利提出申請後，接獲首次審查意見書或核准處

────────────────────────────────────── 
20 行政程序法於民國 88 年 2 月 2 日公布，並於民國 90 年 1 月 1 日實施，行政程序法第 51 條第 1 項規

定：「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依法規之申請，除法規另有規定外，應按各事項類別，訂定處理期間公告之。

」 
21 智慧局民國 89 年 5 月 31 日(89)智專字第 89300019 號函參照。 
22 民國 93 年 5 月 19 日智法字第 09318600310 號函公告修正，並自民國 9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23 依專利法第 100 條第 1 項規定，申請人申請補充、修正說明書或圖式者，應於申請日起二個月內為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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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書的時間，約在四個月，申請人如立即繳交證書費及第

一年年費，有機會在半年內取得專利證書。  

4. 技術報告  

新型改採形式審查後，為防止申請人利用新型專利制

度濫用行使權利，對第三人技術利用及研發帶來危害，同

時規定新型專利權人於行使權利前，應提示新型技術報告

。  

我國對於新型專利申請技術報告的時機，明定經公告

的新型專利案才能申請技術報告 24。然而，新型專利經形

式審查發出核准專利之處分書後，如原新型專利申請人依

限繳納證書費及第一年年費，該新型專利即可確定將會公

告發證，實務界也曾希望提早受理申請人所提之技術報告

申請 25；智慧局亦認為在此情況，實際上已處於可公告取

得專利權的狀態，為便民及行政經濟的考量，在新型專利

申請人繳交證書費及第一年年費的同時申請技術報告，智

慧局將會受理，惟將於該新型專利案經公告後才進行技術

報告之製作 26。  

由於新型技術報告的申請似有公眾審查的性質，因此

對於技術報告的申請資格並未加以限制，即不限於專利權

人才能申請，係任何人均可向智慧局提出申請，藉獲得技

術報告對該新型專利之評價以釐清該新型專利是否合於專

利要件之疑義。  

新型技術報告一般被認為係屬行政機關無拘束力的報

────────────────────────────────────── 
24 現行專利法第 103 條第 1 項參照。 
25 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80 期，頁 14。 
26 民國 94 年 8 月 19 日智法字第 09418600730 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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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並非行政處分，僅作為權利行使或技術利用之參考；

換言之，技術報告縱使對新型專利的評價不佳亦不影響該

新型專利權之存續。  

新型技術報告之申請對象為智慧局，並應繳交規費 27

，於受理後，智慧局應指定具有審查資格的審查人員製作

技術報告，依規定技術報告亦應由該專利審查人員具名 28

。  

新型專利權當然消滅的原因固各有不同 29，但其權利

消滅後與其相關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不當得利請求權等仍

有發生或存在的可能，因此行使此等權利時亦有必要參考

該新型專利之技術報告結果。  

這項規定係在法案審議時加入的條文，由於新型專利

改採形式審查後，主要的目的乃是加快新型取得權利的時

間，而技術報告又為行使新型專利重要的手段之一，如新

型技術報告之製作時間過長，緩不濟急。  

因此，如一新型專利權人發覺有他人為商業上之實施

時，可檢附相關的證明文件 30申請技術報告，則智慧局應

在六個月內完成技術報告之製作。  

5. 形式審查未明定審查人員資格  

由於專利法中僅對於製作技術報告應指定審查人員為

之，新型申請案之形式審查並未規定由誰審理，亦不要求

────────────────────────────────────── 
27 依民國 93 年 6 月 30 日經濟部經智字第 09303825580 號令修正發布，民國 93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專

利規費收費準則規定，新型專利申請規費為 3,000 元，申請新型技術報告規費為 5,000 元。 
28 專利法第 103 條第 3 項參照。 
29 現行專利法第 66 條規定之專利權當然消滅有以下四種：一、專利權期滿時，自期滿之次日消滅。二

、專利權人死亡，無人主張其為繼承人者，專利權於依民法第 1185 條規定歸屬國庫之日起消滅。三、

第二年以後之專利年費未於補繳期限屆滿前繳納者，自原繳費期限屆滿之次日消滅。但依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回復原狀者，不在此限。四、專利權人拋棄時，自其書面表示之日消滅。 

30 例如專利權人對商業上實施之非專利權人之書面通知或其廣告目錄等資料。 



台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36- 

審理人員具名 31。  

智慧局自民國 96 年起大幅降低外審委員數量，並落

實逐項審查等固守審查品質的具體措施，但專利審查委員

的人數及其效率並未及時妥善規劃，導致案件審查時間不

斷延長，積案數不斷提高。以智慧局民國 97 年年報資料

，累積待審的案件於民國 93 年、民國 94 年均為八萬多件

，民國 95 年增加為八萬九千多件，但到了民國 96 年飆升

至十一萬七千多件，民國 97 年更超過十四萬件。雖智慧

局極力爭取增加審查委員的名額，也引起立法委員的關

注 32，但仍無具體結果，且縱使審查委員之員額增加有著

落，審查委員仍需有培訓期，因此短時間，積案的情況將

難以有效改善。  

新型改採形式審查原預期可有效改善審查人員短缺的

作用，但如前一段所述，積案短時間仍無法紓解；因此智

慧局原一度原擬由審查人員負責新型之形式審查 33之議，

亦從未執行過。也就是新型改採形式審查以來，至本文

2010 年發表前，新型的審查並未強制需由審查委員為之，

而處分書上亦未載明審查人員的姓名。  

新型專利形式審查之審查者將負擔程序審查和形式審

查兩項工作 34，智慧局認為該工作不涉及技術性，而寧可

────────────────────────────────────── 
31 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66 期，頁 98：「新型專利採形式審查，無論通知陳述意見函或所作的處分書均不

具名。」 
32 民國 98 年 5 月 1 日，立法委員丁守中召開公聽會協助向人事行政局爭取同意增加專利審查委員

http://www.tingsc.org/news-release/98/9805/980504-01.html 
33 智慧局民國 93 年 5 月 18 日以智法字第 0931860025-0 號函所附之「新型專利形式審查基準草案」，

該形式審查基準之草案初版中即明定由審查人員為之，雖後來因有顧慮而予刪除，惟在公聽會討論中

，智慧局表示雖依法不以指定審查人員審查為必要，但智慧局仍將朝向由審查人員審理的方向去做(以
上摘自民國 93 年 6 月 1 日公聽會會議紀錄)。 

34 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63 期，頁 5：「在發明專利申請案的場合，程序審查和實體審查係分由不同的人員

處理，前者一般由行政人員，後者則應由審查人員處理。在新型專利申請案由於並未規定形式審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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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限的審查人員集中處理技術報告、舉發程序，導致審

查時，針對單一性等較實質性的問題，較少見諸於新型之

審查意見書中。  

產業利用性、新穎性及進步性係專利之三項基本要件

，新型改採形式審查後，對此專利要件並不加以審理，依

專利法第 103 條申請技術報告時，審查委員會對新穎性及

進步性作出評價，但對於產業利用性並不加以審理 35，留

待舉發程序處理。  

新型專利在審查過程中，由於並未要求係全由審查委

員處理，而依現行專利法似乎刻意排除面詢機會 36；惟審

理時如認有違反形式審查而不予專利時，仍應給予申請人

陳述意見或補充、修正機會，尤其當被認為不符新型標的

或有違公序良俗規定時，書面陳述之不足，恐無機會說明

。  

 
三 . 各國之新型專利制度  

全球實施新型專利制度的國家，不包括我國，經查至

少有 66 個，如表一，目前可查證實施新型年份的國家共

有 38 個，另 28 個，暫無法查證實施之年份 37。除表一所

列之德國等 18 個國家外，包括捷克共和國、丹麥、愛爾

蘭、土耳其、烏拉圭及荷蘭 6 個國家，其新型為形式審查

                                                                                                                                                           
由審查人員為之，故實務上可以由同一人既進行程序審查又進行形式審查。」 

35 智慧局 2004 年 4 月 15 日在高雄服務處召開「智慧財產權業務座談會」針對與會者提問之回應意見，

於 7 月 20 日貼於該局網站之追蹤表第二頁。 
36 專利法第 48 條於新型第 108 條並未準用。 
37 這些國家包括：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哥倫比亞、捷克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丹麥、厄瓜多、薩

爾瓦多、愛沙尼亞、衣索比亞、喬治亞、宏都拉斯、冰島、愛爾蘭、肯尼亞、吉爾吉斯坦、澳門、蒙

古、摩爾多瓦、塞爾維亞、塞爾維亞與蒙特內格羅、塔吉克斯坦、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土耳其、烏干

達、烏拉圭、烏茲別克斯坦、委瑞內拉及荷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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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下表一中，韓國等 8 個國家以及哥倫比亞之新型為實

體審查制。顯然地，新型採形式審查的國家遠較採實體審

查者多。  

 
表一：實施新型之國家列表  

施行年份 國家 
審查 

施行年份 國家 
審查 

形式 實體 形式 實體 
1891 德國 V  1989 希臘 V  
1905 日本 V  1990 墨西哥   
1924 波蘭 V  1991 智利  V 
1928 列支敦斯登   1991 匈牙利 V  
1929 西班牙 V  1991 印尼  V 
1940 葡萄牙 V  1991 斯洛伐克 V  
1947 菲律賓 V  1992 格魯吉亞   
1947 義大利 V  1992 芬蘭 V  
1954 巴西  V 1992 哈薩克斯坦   
1961 韓國  V 1992 俄羅斯 V  
1964 非洲知識產權組織   1992 斯洛維尼亞   
1968 法國 V  1993 亞美尼亞   
1971 祕魯   1993 保加利亞  V 
1979 澳大利亞 V  1993 烏克蘭   
1983 哥斯大黎加   1994 奧地利 V  
1983 馬來西亞  V 1996 巴拿馬   
1984 中國 V  1997 白俄羅斯 V  
1986 瓜地馬拉   1997 阿根廷  V 
1988 越南  V 1999 泰國 V  

 
在表一的 38 個國家中，自 1989 年以後才實施新型專

利制度有 19 個，佔一半；1979 年至 1988 年間開始實施

新型制度者，有 6 個。各國實施新型制度的歷史，較我國

短的國家較多。  

1. 審查流程  

●我國  

我國新型專利申請案提申後，所進行的審查是屬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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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登記制，意即在申請案提申後僅會針對格式及非實質的

形式要件進行審查，而依國內「形式審準基準」的解釋，

我國新型申請案自申請到核准公告係先後進行「程序審查

」及「形式審查」。  

「程序審查」係與國內發明專利申請案的程序審查相

同，須審查申請專利之文件是否齊備，以及呈現的書表格

式是否符合法定程式的程序。而該「形式審查」則是指智

慧局對於新型專利申請案的審查，乃根據新型專利說明書

判斷是否滿足形式審查要件，不需進行耗費大量時間之前

案檢索，以及無須進行是否滿足專利要件 (產業上利用性、

新穎性及進步性 )之實體審查。  

●日本  

日本新型是採形式審查之登記制，原審查時間仍長，

2005 年強化新型之專利法修正後，審查時間縮短至近兩個

月。日本新型之形式審查範圍為：  

a. 適格標的 (形狀、構造及其組合 )。  

b. 公序良俗。  

c. 申請專權範圍的格式 (Format of Claim)及單一性

(Unity of Application)。  

d. 說明書及圖式要清楚揭示所有必要的元件。  

若上述要求之一未符合者，會接獲一修正通知書，而

申請人若沒有針對此一通知書答辯，申請案將被撤銷。  

●韓國  

韓國新型專利制度在 1999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10

月 1 日間，改採形式審查制度，現雖已改回實體審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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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是 PCT 進入韓國指定新型專利而 PCT 國際申請日落

於上述期間，仍依形式審查審理。  

在實施形式審查制度期間受理的韓國新型申請案，進

行「格式審查 (Formality Examination)」及「基本要件審

查 (Basic Requirements Examination)」。  

A. 格式審查：依照韓國新型專利的當時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1)項規範，申請案會經過必要形式要件的審查，若未

滿足下列要件，韓國專利局會撤回申請，並且不會給予任

何申請號碼，意即該申請案將被視為從未提出申請：  

a. 申請種類不清楚。  

b. 未載明申請人姓名或地址。  

c. 未以韓文撰寫申請案。  

d. 未於韓國境內設有地址或住居所又未委任代理人等

。  

文件缺漏時，如代理人未檢附委任書，韓國專利局會

發出補繳通知，並指定一期限 (此期限可延期 )通知申請人

補呈，若未補呈，則申請案視為從未提出申請。  

B. 基本要件審查：韓國新型專利在上述採形式審查的

期間，新型專利申請案並未針對新穎性 (Novelty)、進步性

(Inventive Step)及實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等專利

要件作實體審查，而是進行基本要件的審查，如：  

a. 是否符合適格標的。  

b. 申請標的是否涉及國旗或僅為單純裝飾性設計。  

c. 是否違反公序良俗。  

d. 申請專利範圍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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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是否違反單一性 (Unity)。  

f. 申請案的必要特徵是否已包含在說明書或圖式中。  

g. 說明書是否存在明顯的揭示不清情形。  

●德國  

德國新型係採非實體審查制度，故德國專利局在受理

申請案後，僅會審查該發明是否具有技術性性質且符合新

型的保護標的，以及申請案有無文件缺漏。  

若申請案未滿足基本要件，例如未提供清楚且詳細敘

述使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能容易實施該發明，德

國專利局會發出審查意見通知書核駁申請案。如申請案有

缺漏資訊或文件時，德國專利局會發函要求申請人補交。  

●澳洲  

澳洲新型的形式審查 (Formality Examination)包含審

查：  

a. 說明書是否以英文撰寫且符合澳洲專利局對於清晰

度 的 規 定 ； 此 外 ， 說 明 書 有 無 包 含 任 何 「 誹 謗 性 內 容

(Scandalous Matter)」。  

b. 請求書是否使用澳洲專利局所認可 (Approved)之表

格 (須包含申請人名稱、聯絡地址、專利名稱及、創作人姓

名、申請權聲明以及任何優先權主張 )。  

c. 若 申 請 人 為 法 院 訴 訟 中 的 適 格 人 士 (Eligible 

Person)，是否附上一份法院指令 (Court Order)，聲明申請

人為該新型的適格人士。  

d. 若主張優先權，是否須滿足主張優先權的規定。  

e. 若涉及微生物之發明，是否提出寄存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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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說 明 書 是 否 為 相 關 前 案 的 對 照 申 請 案 (Cross-

Reference to an Earlier Application)。  

g. 說明書是否為動植物或動植物育成的生物學方法之

創作。  

h. 若申請案為 PCT 申請案之分割申請，該 PCT 申請

案是否已公開。  

在一般的情況下，a 到 f 及 h 的形式審查會由電子檔

案行政部門 (Electronic Records Administration)進行，再

轉交到適當的審查部門作索引 (Indexing)。在索引過程中，

審查委員會進行 g 的形式審查。審查委員無須再檢視申請

案有無符合 a 到 f 及 h 的規定。  

a. 若申請案未滿足 a 到 f 及 h 的條件，澳洲專利局會

發出通知書，而申請人有二個月的期限克服申請案的缺陷

，否則該申請案將被撤回。  

b. 當申請案未滿足 g 的規定，澳洲專利局同樣會發出

通知書，而申請人有二個月的期限回覆通知函，否則該申

請案將被撤回。若於期限內回覆，但未克服缺陷，審查委

員會再重新考慮該意見 (Consider the Matter)或建議申請

人提出口頭審理以克服缺陷。於首次發出通知書的四個月

內仍無法克服缺陷者，該申請案將被撤回。  

即使申請案沒有完整的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

，只要其中之一通過了形式審查，澳洲專利局仍會准予專

利權，但如此可能會造成之後在侵權中實施專利權的困難

。  

●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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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專利局受理申請案後會進行申請案的形式審查

，以檢視是否符合下列規定：  

a. 請求書是否使用土耳其專利局所認可之表格 (須包

含申請人之請求、說明書之敘述及申請專利範圍 38、必要

圖式、摘要及繳交申請費的收據 )。  

b. 申請案是否指定創作人，若申請人不是創作人或唯

一的創作人，申請人必須聲明如何從創作人取得申請權。  

c. 申請案是否符合單一性。  

d. 說明書的敘述是否清楚且詳細，使所屬技術領域具

有通常知識者能容易實施該內容。  

e. 若涉及微生物之技術，是否提出寄存證明。  

f. 若主張優先權，是否須滿足主張優先權的規定。  

當土耳其專利局認為申請案具有形式上的缺陷或申請

標的為不予新型專利，將會中止審查程序。土耳其專利局

會發函通知申請人並給予申請人三個月的期限提出申請專

利範圍的修正或提出答辯。  

在接獲申請人的答辯或修正，土耳其專利局會作出最

終決議，其最終決議可能包含核准全部或部分申請專利範

圍。  

●西班牙  

西班牙專利局受理申請案後會進行申請案的形式審查

，以檢視是否符合下列規定：  

a. 請求書是否符合提出申請的規定。  

b. 申請案是否為追加申請。  
────────────────────────────────────── 
38 發明的敘述及申請專利範圍能先以英文、法文或德文提出申請，自申請日起一個月內補交土耳其的譯

本及相關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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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申請案是否繳交申請費。  

d. 申請案及其他文件是否為西班牙文。  

e. 申請案是否指定創作人，若申請人不是創作人或唯

一的創作人，申請人必須聲明如何從創作人取得申請權。  

f. 申請案是否符合單一性。  

g. 說明書的敘述是否清楚且詳細，使所屬技術領域具

有通常知識者能容易實施該發明。  

h. 若涉及微生物之技術，是否提出寄存證明。  

i. 若主張優先權，是否須滿足主張優先權的規定。  

當西班牙專利局認為申請案具有形式上的缺陷或申請

標的為不予新型專利，將會發函通知申請人並給予申請人

一定的期限提出答辯。申請人能修改申請專利範圍或提出

分割申請以克服申請案的缺陷。  

在接獲申請人的答辯後，西班牙專利局會作出核駁或

維持申請案的決議。  

●法國  

法國採新型形式審查。一新型申請案提出申請後，審

查委員將審查該申請案是否符合格式以及是否符合產業上

利用性、單一性的規定，但不會就新穎性、進步性等專利

要件進行檢索。申請人一般會自接獲通知書後有一個月的

期限克服任何缺陷。若該發明缺乏單一性，則申請人須於

皆獲通知書的二個月內提出答辯或分割申請。  

●義大利  

義大利專利局僅會進行專利性的形式審查，故不會審

查新型內容的新穎性，但若該新型為顯而易知的，則可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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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准予專利。  

2. 專利權期間  

各國之新型專利權期間請參見表二，亞洲鄰近國家以

及土耳其等新型專利權期間為十年，俄羅斯及葡萄牙超過

十年，馬來西亞最長可達二十年。  

●我國  

自申請日起算十年屆滿 39，目前我國新型專利的審查

時間約為三至六個月間。  

●中國大陸  

自申請日起算十年屆滿 40，目前中國大陸新型專利的

審查時間約為一年。  

●日本  

自申請日起算十年屆滿，目前日本新型專利的審查時

間約為二至三個月間。  

●韓國  

自申請日起算十年屆滿 41，目前韓國新型專利目前已

改回 1999 年之前的實體審查，其審查時間在一年內。  

●德國  

自申請日起算三年屆滿，屆滿後可延展三次，第一次

延展年限為三年，其後各為兩年，故新型的專利權多可到

十年 42，目前德國新型專利的審查時間約為三至四個月間

。  

●澳洲  
────────────────────────────────────── 
39 依我國專利法第 101 條第 3 項規定。 
40 依中國大陸專利法第 42 條規定。 
41 依韓國新型專利法第 36 條第(1)項規定。 
42 依德國新型專利法第 23 條第(1)及(2)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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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申請日起算八年屆滿 43，目前澳洲新型專利的審查

時間約為一個月。  

●土耳其  

自申請日起算十年屆滿 44，目前土耳其新型專利的審

查時間約為一年。  

 
表二：各國新型專利權期間表  
國家 專利權期間 最長專利權

期間 國家 專利權期間 最長專利權

期間 
德國 3/Y 10/Y 希臘 7/Y 7/Y 
日本 10/Y 10/Y 墨西哥 10/Y 10/Y 
波蘭 5/Y 10/Y 智利 10/Y 10/Y 

列支敦斯登 5/Y 15/Y 匈牙利 10/Y 10/Y 
西班牙 10/Y 10/Y 印尼 10/Y 10/Y 
葡萄牙 15/Y 15/Y 斯洛伐克 4/Y 10/Y 
菲律賓 7/Y 7/Y 格魯吉亞 4/Y 10/Y 
義大利 10/Y 10/Y 芬蘭 4/Y 10/Y 
巴西 10/Y 10/Y 哈薩克斯坦 5/Y 8/Y 
韓國 10/Y 10/Y 俄羅斯 10/Y 13/Y 

非洲知識產權組織 5/Y 8/Y 斯洛維尼亞 10/Y 10/Y 
法國 6/Y 6/Y 亞美尼亞 10/Y 10/Y 
祕魯 10/Y 10/Y 保加利亞 4/Y 10/Y 
澳洲 8/Y 8/Y 烏克蘭 10/Y 10/Y 

哥斯大黎加 5/Y 5/Y 奧地利 10/Y 10/Y 
馬來西亞 10/Y 20/Y 巴拿馬 10/Y 10/Y 
中國 10/Y 10/Y 白俄羅斯 5/Y 8/Y 

瓜地馬拉 10/Y 10/Y 阿根廷 10/Y 10/Y 
越南 10/Y 10/Y 泰國 6/Y 10/Y 

 
3. 技術報告  

●我國  

依照我國專利法第 103 條規定，新型專利之技術報告

必需在新型專利案公告後，才能提出申請，因此國內新型
────────────────────────────────────── 
43 依澳洲專利法第 68 條規定。 
44 依土耳其專利法第 164 條規定。 



專利專論集〔七〕 

-47- 

專利申請案不能於申請當日一併提出新型技術報告的申請

，至於提出新型技術報告的申請，任何人均得為之。  

當新型技術報告之請求受理時，審查委員會進行檢索

，並對該新型公告案所有申請專利範圍與檢索獲得的先前

技術進行專利性的分析比對，並對每一項申請專利範圍賦

予比對結果。  

技術報告的處理時間訂為為十二個月，實際上六至八

個月可完成。  

●中國大陸  

依照中國大陸專利法第三次專利法修正前之實施細則

第 55 條及第 56 條規定或現行實施細則第 56 條規定，中

國大陸新型專利案同樣不能於申請當日一併提出新型專利

權評價報告之請求，僅在公告後才能提出專利權評價報告

的申請 45；惟現行中國大陸專利法得可提起新型專利權評

價報告之人由原僅限於專利權人擴大至利害關係人 46。  

當新型技術報告之請求受理時，審查委員係會進行檢

索，並對該新型公告案所有申請專利範圍與檢索獲得的先

前技術進行專利性的分析，並對每一項申請專利範圍評價

其等級。  

●日本  

日本新型可於申請之時或申請後，提出技術評價書的

────────────────────────────────────── 
45 中國大陸專利法第三次修正自 2009 年 10 月 1 日開始施行，配套的實施細則於 2010 年 2 月 1 日起施

行，新型專利權評價報告在專利法修正前名為檢索報告。關於中國大陸第三次專利法修正，本書第三

部份有更詳細的介紹。 
46 利害關係人是指有權根據現行大陸專利法第 60 條的規定就專利侵權糾紛向人民法院起訴或者請求管

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處理的人，例如專利實施獨佔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和由專利權人授予起訴權的專利

實施普通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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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審查委員同樣會進行檢索，並公正地評斷該新型是

否有效，其技術評價書係針對所有申請專利範圍的請求項

給予評價等級。  

●韓國  

韓國新型已改回實體審查制，現行實務已無所謂的技

術評價報告 (Technical Evaluation)。當韓國新型實施形式

審查的期間，受理技術評價申請後，審查委員會針對提出

技術評價的請求項作出專利權維持決定或撤銷決定。  

●德國  

若欲評估德國新型專利是否具可專利性，申請人或專

利權人可向德國專利局請求前案檢索。此請求可於申請之

同時提出，或於日後再提出。此請求提出後，約六至八個

星期便可獲得檢索報告。  

如有侵權事宜，專利權人便可在取得檢索報告後發出

警告信函給侵權者並要求其於特定期限內提出終止侵權行

為並賠償專利權人損失的宣誓書。若侵權者未在期限內提

出此宣告，專利權人可採取法律程序。  

●澳洲  

澳洲專利局會在專利權人或第三人提出請求下進行新

型的實體審查，澳洲專利局本身也可以啟動實體審查的程

序。僅有取得專利權的新型專利才能進行實體審查。若由

專利權人提出實體審查請求，專利權人須繳交實審費。若

由第三人提出，第三人及專利權人皆須繳交實審費，若專

利權人未繳交此費用，該專利將會被撤回 (Cease)。若澳

洲專利局自行啟動實體審查，專利權人無須繳交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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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實體審查請求者才可以撤回實體審查的請求，但一

旦啟動實體審查後，任何人都不得撤回請求或提出新的實

體審查請求。  

提出實體審查後，審查委員會評估該新型是否符合專

利法的規定。申請人會收到一份負面的審查報告或一份認

證申請案的核准通知書。若收到負面的審查報告，申請人

有機會在最遲六個月內修改說明書以克服審查委員所提出

的意見。若未能於此期限內克服意見，該申請案將被撤回

。 反 之 ， 若 澳 洲 專 利 局 發 出 審 查 證 書 (Certificate of 

Examination)，或經專利權人答辯後發出審查證書，專利

權人便可開始實施其權利。  

●土耳其  

申請人或專利權人可向土耳其專利局請求作出現有技

術之檢索報告 (State-of-the-Art Search Report)。在接獲請

求後，土耳其專利局會自行或交由國際承認之檢索單位進

行新穎性及進步性的檢索。  

4. 公眾審查  

●我國  

與發明案相同，新型專利案在專利權存續或消滅後 (限

有可回復法律上利益之條件 )時，均能向智慧局提出舉發申

請，並提供證據及理由，經審查後若確有違反相關法條規

定，則會撤銷該新型專利的專利權。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無效宣告程序亦適用於採初步審查之新型

專利案，任何人可向專利復審委員會提交請求書及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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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審查發現新案確有違反相關法條規定，同樣會撤銷其專

利權。  

●日本  

日本專利局接受新型核准公告後，任何人皆可對該新

型提出無效審判，此審判同樣會審查該新型是否違反專利

法相關規定，如是則同樣會遭撤銷專利權之審判。  

●韓國  

韓國專利局在實施形式審查的期間，同樣設置有一公

眾審查的制度，惟此一公眾審查係為異議制度，即在該新

型公告後的三個月內，任何人可具備理由及證據向韓國專

利局提出異議，經審查若確實有違反異議條款，則同樣會

撤銷該新型的專利權。  

●德國  

任何人對於某註冊之新型專利之專利性質疑時，可提

出撤銷請求 (Request for Cancellation)。此請求須以書面

為之，並且附上陳述理由及規費。在撤銷程序中，德國專

利局會審查新穎性及進步性。不服決議者可再向聯邦專利

法庭提出上訴。  

●澳洲  

新型專利只有在經認證 (Certified)後才能被異議。提

出異議請求時，異議人須附上陳述理由，並在提出異議請

求的七天之內，將異議通知及陳述理由提供專利權人。  

異議申請受理後，澳洲專利局即會對異議案進行審查

。過程中，專利權人必要時可於特定期限內針對異議人之

陳述意見提出答辯或修改申請內容。在各方有機會提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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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後，澳洲專利局會對異議案作出維持或撤回專利權的決

議，不服決議者皆可向聯邦法庭提出上訴。  

●土耳其  

自新型申請案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內，利害關係人皆可

提出異議請求，並附上其主張該新型不具專利性 (如：缺乏

新穎性、進步性或產業上利用性 )的理由。另外，異議人亦

可基於說明書未充分明確或完整地揭露發明作為提出異議

之理由。  

自異議提出之日起三個月內，申請人可針對異議提出

答辯 (Observations)或修改申請專利範圍。申請人亦可請

求土耳其專利局在不考慮異議請求下發出專利證書。  

早期針對土耳其專利提出異議是作為日後提起專利權

無效的前置動作；現行實務，對新型提起專利權無效之請

求並不以是否曾提起異議為前提。  

除非異議之事由極為明顯，例如同一技術內容在土耳

其專利申請之前已在他國由同一人申請而公開或核准，不

符專利要件之事實極為明顯，否則一般異議之請求皆不影

響申請過程的進行，故土耳其專利局一般不會針對該異議

請求作出決議。  

●西班牙  

自申請案公告之日起二個月內，任何具有合法利益之

人皆可提出異議請求，並附上其主張該新型不具專利性 (如

：缺乏新穎性、進步性或產業上利用性 )的理由。在異議期

屆滿後，西班牙專利局會將所接獲之異議請求寄交申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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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接獲異議請求後，能在特定期限內修改形式上

的任何缺陷、修改申請專利範圍並提出答辯。在答辯期限

屆滿後一個月內，西班牙專利局會決定是否准予專利權。

若作出不准予專利之決議，申請人會再有一次修改申請案

或提出答辯的機會。西班牙專利局會再根據申請人的答辯

作出最終決議。  

●法國  

自新型申請案於十八個月公開後至領證之日，第三人

皆可提出意見 (Observation)並列舉引證前案，申請人則須

於三個月內提出答辯。  

5. 各項官費  

●我國  

a.申請費：新台幣 3000 元  

b.申請技術報告費：新台幣 5000 元  

c.領證費：新台幣 1000 元  

d.年費：  

第一年至第三年，每年新台幣 2500 元  

第四年至第六年，每年新台幣 5000 元  

第七年至第九年，每年新台幣 9000 元  

第十年，新台幣 18000 元  

●中國大陸  

a.申請費：人民幣 500 元  

b.申請檢索報告費：人民幣 2400 元  

c.領證費：人民幣 205 元  

d.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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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至第三年，每年人民幣 600 元  

第四年至第五年，每年人民幣 900 元  

第六年至第八年，每年人民幣 1200 元  

第九年至第十年，每年人民幣 2000 元  

●日本  

a.申請費：14000 日圓  

b.申請技術評價書費：42000 日圓+每一請求項 1000

日圓  

c.領證費：於申請時繳交第一年至第三年年費  

d.年費：  

第一年至第三年，每年 2100 日圓+每一請求項 100 日

圓  

第四年至第六年，每年 6100 日圓+每一請求項 300 日

圓  

第七年至第十年，每年 18100 日圓+每一請求項 900

日圓  

●韓國  

a.申請費：韓幣 17000 元  

b.領證費：第一年至第三年年費  

c.年費：  

第一年至第三年，每年韓幣 12000 元+每一請求項韓

幣 4000 元  

第四年至第六年，每年韓幣 25000 元+每一請求項韓

幣 9000 元  

第七年至第九年，每年韓幣 60000 元+每一請求項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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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14000 元  

第十年，韓幣 160000 元+每一請求項韓幣 20000 元  

●德國  

a. 申請費：  

電子申請，30 歐元  

紙本申請，40 歐元  

b. 檢索費：250 歐元  

c. 領證費：無  

d. 年費：  

第四年至第六年，共 210 歐元  

第七年至第八年，共 350 歐元  

第九年至第十年，共 530 歐元  

●澳洲  

a. 申請費：  

電子申請，澳幣 150 元  

紙本申請，澳幣 180 元  

b. 審查費：  

由專利權人提出請求，澳幣 370 元  

由第三人提出請求，第三人及專利權人各繳澳幣 180

元  

c. 領證費：無  

d. 年費：  

第三年至第五年，每年澳幣 100 元  

第六年，澳幣 160 元  

第七年，澳幣 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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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年，澳幣 230 元  

●土耳其  

a. 申請費：13 歐元  

b. 檢索費 47： (本段大寫英文字母為國際分類第一階

之大類 ) 

土耳其專利局，235 歐元  

瑞典專利局，2870 歐元  

丹麥專利局 (B、C、D、E、G、H)，1430 歐元  

丹麥專利局 (A、F)，1170 歐元  

歐洲專利局，2345 歐元  

俄羅斯專利局，265 歐元  

奧地利專利局 (一般 )，1040 歐元  

奧地利專利局 (加速 )，1170 歐元  

c. 領證費：156 歐元  

d. 年費：  

第二年，67 歐元  

第三年，73 歐元  

第四年，80 歐元  

第五年，132 歐元  

第六年，143 歐元  

第七年，177 歐元  

第八年，185 歐元  

第九年，198 歐元  

第十年，230 歐元  

────────────────────────────────────── 
47 土耳其專利局可自行或交由國際認可之檢索單位進行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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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a. 申請費：92 歐元  

b. 領證費：29 歐元  

c. 年費：  

第三年，23 歐元  

第四年，29 歐元  

第五年，55 歐元  

第六年，80 歐元  

第七年，106 歐元  

第八年，132 歐元  

第九年，157 歐元  

第十年，183 歐元  

●法國  

a. 申請費：36 歐元  

b. 申請檢索報告費：500 歐元  

c. 領證費：86 歐元  

d. 年費：  

第二年至第五年，每年 36 歐元  

第六年，72 歐元  

●義大利  

a. 申請費：193 歐元  

b. 領證費：14 歐元  

c. 年費：第六年至第十年，共 504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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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新型仍為我國申請人的大宗  

新型專利制度旨在保護本國的小發明，新型專利制度

對本國的申請人影響較大，但相較之下，我國申請人對新

型的擁抱更甚於其他各國。  

1. 我國為專利輸出較多的國家  

以 2007 年為例，我國智慧局受理來自各國發明及新

型申請案，依序是日本 (發明 11,043 件、新型 64 件 )、美

國 (發明 8,977 件、新型 136 件 )、德國 (發明 1,494 件、新

型 10 件 )、中國大陸 (發明 204 件、新型 119 件 )，上述四

個國家至我國申請的件數 (不含新式樣 )合計為 22,047 件。

我國同年至上述各國申請的件數為日本 (發明 1,744 件、新

型 1,656)、美國 18,486 件、德國 (發明 579 件、新型

1369 件 )及中國大陸 (發明 11278 件、新型 9899 件 )，合計

為 45,011 件。因此，我國的出口案件數遠較進口案件為多

。  

2. 我國對新型的依賴度僅次於中國大陸  

日本早自 1905 年即有新型專利的保護，約有七十幾

年的期間，新型專利申請數均較發明申請案多，雖然自

1981 年起，發明案申請數首度超過新型案，不過新型申請

案在 1987 年之前仍在持續增加，甚至達每年有二十萬件

的高峰。日本新型專利一直到 1993 年改採形式審查之前

，每年申請案雖已降至十萬件以下，但仍有相當高的數量

。2008 年日本本國人發明申請案 367,448 件，日本本國

人申請的新型申請案件數僅剩 7,717 件，新型專利申請件

數僅為發明專利申請件數的 2%。日本政府 2005 年強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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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制度的專利法修改，雖將 2004 年日本本國人申請的新

型專利件數由 6,337 件提高至 2005 年的 9,421 件，但至

2008 年仍未扭轉日本人對新型專利不再感興趣的趨勢 48。  

韓國新型制度在 2006 年再度改回實體審查制之前，

韓國本國人申請發明 125,476 件，申請新型 32,193 件，

比例約為 1：0.26；較高的時期，如 2002 年，韓國本國人

申請發明 76,570 件，申請新型 38,662 件，比例約為 1：

0.5。2007 年，新型改為實體審查後，韓國本國人申請發

明 128,143 件，申請新型的件數降至 20,546 件，比例約

為 1：0.16。德國人申請德國新型專利的意願變化不大，

每年德國人申請發明與新型的件數比例大約均為 1:0.3 左

右；以 2008 年為例，德國本國人申請發明 49,240 件，申

請新型 14,047 件，其比例約為 1：0.31。  

中國大陸本國人申請的新型件數仍高於發明件數，較

早時，中國大陸本國人申請的新型件數甚至為發明件數的

倍數。以 2002 年為例，2002 年中國大陸本國人申請發明

39,806 件，申請新型高達 92,166 件。雖發明件數與新型

件數的差距，近幾年稍微縮小，但仍以新型為大宗，如

2008 年中國大陸本國人申請發明 194,579 件，申請新型

223,945 件，比例約為 1：1.15。  

我國申請的概況與上述中國大陸類似，在 2002 年我

國人申請新型 20,692 件為發明 9,638 件的倍數；2007 年

，我國申請人申請發明的件數 23,330 件，首度超過新型

────────────────────────────────────── 
48 2004 年日本受理的新型申請件數，含國內外國申請人共 7,986 件，2005 年提高為 11,387 件，2006

年及 2007 年分別為 10,965 件、10,315 件，但 2008 件，受理的新型件數又降至一萬件以下，為

9,452 件。2006 年至 2008 年間，上述新型申請案若僅依日本人在日本國申請的件數分別為 8,922 件

、8,399 件及 7,717 件，呈現出明顯下滑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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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2,214 件。自 2004 年新型改採形式審查後，我國人申

請新型的件數並未如日本 1993 年改採形式審查而大量降

低，仍保持相當穩定的數量，2005 年至 2007 年每年均保

持在二萬二千件以上，2008 年我國人申請新型的件數更高

達 23,195 件的歷史記錄。以我國每年發明與新型的件數

比，以 2000 年至 2002 年之三年為例，我國本國人申請發

明之申請件數分別是 6,830 件、9,170 件及 9,638 件；同

期之新型申請件數則是 22,660 件、24,220 件及 20,692 件

，三年間發明對新型的比例分別是 1：3.3；1：2.6 及 1：

2.1。縱使在 2003 年初現行專利法修正公布，已預告新型

將 改 採 形 式 審 查 ， 該 年 本 國 人 申 請 之 發 明 申 請 件 數 為

13,049 件，新型申請件數為 21,231 件，其比例為 1：1.6

；2006 年本國人申請的發明申請件數為 21,365 件，新型

申請件數 22,674 件，比例降為 1：1.06。  

以各國人在自己本國申請新型的意願觀之，日本人在

新型改採形式審查後，已對新型不再那麼感興趣。韓國在

1999 年至 2006 年間的新型制度在審體審查及形式審查制

度間的反覆，已看出韓國人申請新型的意願在新型改為實

體審查制度後反而降低，韓國人申請新型意願降低的趨勢

是否會朝日本的方向發展值得觀察。德國人在其本國申請

發明及新型的件數相對的穩定，因此綜觀這幾個國家，我

國數年前的情況與中國大陸較為接近。  

3. 新型改採形式審查後的申請概況  

自 1997 年後，我國新型申請案的數量均維持於二萬

件以上，2002 年及 2003 年新型申請數也都在二萬一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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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2004 年上半年在新型改為形式審查之前，申請數為

10,346 件，改為形式審查後，不但沒有如預期減少，2004

年下半年反而增加，受理 11,172 件， 2004 年全年為

21,518 件。  

2005 年全年的新型專利受理數量為 23,226 件，更高

於前三年，2006 年至 2008 年間新型申請數分別為 23,279

件、22,715 件及 23,953 件，新型改採為形式審查後，每

年仍保持約 22,000 件的申請數，並未因新型改制而數量

遽減。甚至，在 2009 年受到金融風暴影響，我國全年受

理專利新申請件數出現近年少見的負成長 49，但在三種專

利中，新型專利受理 25,032 件較前一年度逆勢成長 4.5%

。  

取得新型形式審查核准處分後，為行使新型專利權，

申請技術報告為一項重要的程序，2004 年下半年新型改採

形式審查後，申請技術報告的數量為 496 件，2005 年至

2008 年間，每年申請技術報告件數分別為 2,431 件、

2,278 件、2,578 件及 2,620 件。申請技術報告的數量與新

型申請案數相較，2004 年至 2008 年分別是 4.4%、10.5%

、9.8%、11.4%及 11.1%，四年半的總平均為 10%。2005

年至 2008 年間，智慧局完成技術報告之件數分別是 1,155

件、2,784 件、2,074 件及 2,646 件 50。其中以 2005 年及

2006 年為例，2005 年完成之技術報告，部分項數評價代

碼為「6」者有 138 件，占 12%，所有項數評價代碼為「6
────────────────────────────────────── 
49 智慧局於 2010 年 2 月 8 日公布 2009 年專利申請統計資料，全年受理專利新申請件數共 78,425 件，

比前一年減少 5,188 件，成長率-6.20%，是 2002 年以來首度負成長。 
(http://www.tipo.gov.tw/ch/News_NewsContent.aspx?NewsID=4325 2010 年 2 月 18 日瀏覽) 

50 參見智慧財產局民國 97 年年報，頁 70。 

http://www.tipo.gov.tw/ch/News_NewsContent.aspx?NewsID=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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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 611 件，占 54%，合計約占 66%；2006 年完成之

技術報告，部分項數評價代碼為「 6」者有 358 件，占

13%，所有項數評價代碼為「6」者有 1,514 件，占 54%

，合計約占 67%。  

以 2005 年及 2006 年兩年，智慧局作出技術報告的結

果，每 100 件申請技術報告之新型專利中，約有 33 件或

34 件，被評比為專利要件有缺憾，其餘多數均未找到相關

之前案 51。  

智慧局認為技術報告非行政處分，當事人對技術報告

之內容不服，無法提起行政救濟，惟智慧局於聽取外界意

見後，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通知說明」作業，在完成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寄發前將先行

通知專利權人，俾利專利權人就其內容有表示意見機會。

上述通知作業，係針對調查比對不具新穎性及 (或 )不具進

步性要件，智慧局於正式發出技術報告之前先行通知專利

權人。專利權人可據以表示意見，審查人員會在新型專利

技術報告正式寄發前，參酌專利權人之意見，以判斷其是

否會變更先前比對結果，再次加以調查比對。  

4. 我國在外國申請新型的興趣高  

各國至中國大陸、日本及德國申請的案件，均以發明

案居多。中國大陸、日本及韓國至德國申請的新型為例，

均僅有數十件而已，如 2007 年，分別為中國大陸至德國

新型申請 96 件、日本至德國申請新型 46 件及韓國至德國

────────────────────────────────────── 
51 技術報告評價為「6」的意義，可能是審查委員未能找到足以否定專利案該請求項之新穎性等要件之

先前技術文獻，也可能是因該專利案說明書記載不明暸而難以有效的作出前案資料調查等。惟這兩種

可能均歸為同一評價，在統計上亦無法加以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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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新型 11 件。但我國人至各國申請專利件數 (像美國、

英國這類並無新型制度的國家外 )新型申請件數與發明申請

件數相當。  

我國人至中國大陸申請的專利案件數為輸出至各國之

冠，2000 年，我國人至中國大陸申請發明僅 1,811 件、新

型 7,388 件，新型數量為發明之四倍。至 2005 年，申請

發明 8,870 件、新型 9,833 件，新型件數仍高於發明件數

；2006 年，發明件數 10,407 件，較新型之 10,405 多兩

件。2008 年，我國人至中國大陸申請發明 11,552 件、新

型 8,669 件，發明件數及新型件數的比為 1:0.75。  

我國人至日本申請的專利案件，2002 年我國人至日本

申請發明 1,269 件、新型 1,451 件，在此之前新型案均較

發明案為多；2003 年起，我國申請人每年至日本申請的發

明案均略多於新型案，如 2008 年，我國人至日本申請發

明 1,581 件、新型 1,477 件，發明件數及新型件數的比例

為 1:09，這個比例已穩定維持有六年。但由於日本專利局

每年受理的新型案件數原來就遠少於發明案，2005 年至

2007 年勉強維持在一萬件以上，2008 年僅剩 9,452 件，

我國人至日本申請的新型案佔日本專利局受理的新型總數

均在 15%以上，為外國人至日本申請新型的大宗。  

由於德國可就同一技術內容申請發明及新型，我國人

至德國申請專利，新型件數均為發明件數的倍數。2000 年

我國人至德國申請發明 320 件、新型 1,452 件，新型件數

為發明的 4.5 倍；2002 年我國人至德國申請發明 702 件、

新型 1,383 件，為新型件數與發明件數差距最少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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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件數仍多出發明件數近一倍，以 2008 年我國人至德

國申請發明 514 件、新型 1,205 件，新型件數仍為發明的

2.3 倍。  

 
五 . 強化新型專利制度之專利法修正草案內容  

國人利用新型保護的傾向不亞於發明，新型制度欲改

為形式審查時有許多反對的意見，實施改制後亦曾檢討是

否應改回實體審查制，甚至予以廢除。以鄰邦韓國為例，

新型制度在實體審查制及登記制間反覆改變，確實有其決

策的難度及實際需求的多變性。  

智慧局在衡量我國的國情後，新型制度未來擬採強化

一途。惟新型改制迄今對於如何強化，在專利法修正研究

上也出現不同的取向，原在民國 95 年 12 月份已完成新型

部份的修正草案公聽程序，至民國 97 年再度研議修正版

本，並經再修正後始完成民國 98 年修正的第一個版本 52，

該第一版修正內容，復經公聽及智慧局內部的專利法修正

草案已在民國 98 年 12 月 3 日經行政院第 3173 次院會通

過，報請立法院審議。以下為民國 98 年版送請立法院審

議之專利法修正草案 53中，與新型專利有關的修正內容：  

1. 關於同一技術內容申請發明及新型專利之處理  

修正現行專利法第 31 條第 4 項並新增第 32 條  

現行專利法第 31 條係規定「先申請原則」，是指同一

發明有二以上之專利申請案，先後向智慧局提出申請，該

申請案不論係同一人或不同一人，縱使都符合授予專利之

────────────────────────────────────── 
52 民國 98 年 5 月 26 日專利法修正公聽會之版本。 
53 參見 http://www.tipo.gov.tw/ch/News_NewsContent.aspx?NewsID=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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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專利權僅給予最先提出申請者，意即一發明僅能給

予一個專利權。現行專利法第 31 條第 4 項規定「同一發

明或創作分別申請發明專利或新型專利者，準用前三項規

定」及第 108 條準用第 31 條第 4 項再準用第一項規定，

足見同一發明或創作分別申請發明或新型專利時，亦適用

「先申請原則」，應准予專先申請者。專利法修正草案將現

行專利法第 31 條第 4 項修改為「同一發明或創作分別申

請發明專利或新型專利者，除有第三十二條規定之情事外

，準用前三項規定」，為上述「先申請原則」創立了一個例

外的情形。  

智慧局專利法修正草案，仍朝開放發明及新型專利得

予一案兩請之制度進行規劃，依新增之修正草案第 32 條

規定的內容 54，其中的幾項要點是：  

(1) 同一人就同一技術內容同日申請發明專利及新型

專利。就申請至智慧局通知申請人擇一時，發明專利及新

型專利之申請人必須為同一人，否則即屬修正草案第 31

條之適用，而無本條一案兩請適用之餘地。因本條及修正

草案第 31 條規定之目的是為避免重複授予專利權，而授

予專利權之效力，原則上是依申請專利範圍判斷之，只要

前後申請案之申請專利範圍不同，就不會有專利權重複之

問題。因此，本條所指之同一技術內容，是指二件專利申

請案之申請專利範圍是否相同而言。  

(2) 智慧局係在發明審查後認為可准專利時才通知申

────────────────────────────────────── 
54 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32 條規定：「同一人就相同創作，於同日分別申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其發明專

利核准審定前，已取得新型專利權，專利專責機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擇一；屆期未擇一者，不予發明

專利。申請人依前項規定選擇發明專利者，其新型專利權，視為自始不存在。發明專利審定前，新型

專利權已當然消滅或撤銷確定者，不予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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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擇一。換言之，若發明專利審查時發現其有不符合專

利核准事由，縱使同一技術內容明知有另一新型專利已核

准專利，仍應進行該發明專利之審理，直到認為該發明專

利已可核准時，在發明專利核准審定前才通知申請人在發

明專利及新型專利之間作出選擇。  

(3) 作出選擇後，新型專利權視為自始不存在。智慧

局在民國 98 年版的專利法修正草案中，同一技術內容同

時申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申請人經智慧局通知擇一後

，如申請人屆期未作出選擇或選擇新型，則發明案即不予

專利；若選擇發明專利，則新型專利權視為自始不存在，

而不採原民國 95 年公聽版之「接力式」制度 55。  

(4) 一案兩請的擇一，必須在新型仍存續的情況下，

智慧局才可能通知申請人為之。新型專利雖已取得專利權

在先，如於發明專利核准前，該新型專利權已當然消滅，

或有經撤銷確定之情事，因該新型專利權所揭露之技術已

成為公眾得自由運用之技術，如再准予發明專利權，會使

已可由公眾自由運用之技術復歸他人專有，將使公眾蒙受

不利益，因此，在這種情形下，該發明應不予專利。  

2. 規範新型專利修正不得明顯超出原申請之內容  

現行專利法第 100 條第 2 項規定：「依前項所為之補

充、修正，不得超出申請時原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因此不論申請人主動提出修正或依智慧局要求所為之

處分前限期補充、修正，該補充、修正均不得超出申請時

原說明書及圖式揭露之範圍，但因新型採形式審查，不對

────────────────────────────────────── 
55 民國 95 年版之專利法修正草案關於同一技術內容申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如申請人選擇發明專利

者，新型專利權明定自發明專利公告之日起消滅，為一種接續而不重複授予該技術專利權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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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要件進行實體審查，因此補充、修正後之說明書或圖

式是否超出原說明書及圖式所揭露之範圍，非屬形式審查

要件判斷之範圍 56，其於新型舉發審查時，始有判斷之餘

地 57。  

現行專利法第 97 條於民國 98 年版專利法修正草案改

變條次為第 114 條，修正草案第 114 條第 1 項規定之各款

為不予專利處分之事由，其中新增第 6 款規定：「修正，明

顯超出申請時原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

圍者。」，因此，於申請階段，如申請人所為之修正超出原

申請時揭露之範圍，明定不予專利之處分，修正之範圍在

形式審查中明定為應予審理的事項，使新型改採形式審查

後「申請人的陷阱」不致產生，以免徒增新型權利之不確

定性。  

3. 新型與其他兩種專利種類間改請期限之修正  

專利種類改請之規定為我國專利法制的特色之一，現

行專利法第 102 條及第 114 條對於現行三種專利之間，除

了新式樣專利改請為發明專利沒有改請可沿用申請日之規

定外，其餘專利種類間均可在一定期間內改請，改請後之

專利並能沿用改請前專利之申請日 58。智慧局在民國 95 年

────────────────────────────────────── 
56 現行審查基準第四篇新型形式審查第 5 點「說明書之補充、修正」乙節中規定：申請人於前述規定之

二個月期限內提出補充、修正申請時，應依補充、修正後之說明書或圖式判斷是否滿足形式審查要件

。至於補充、修正後之說明書或圖式是否違反本法第一百條第二項之規定情形，則非屬形式審查要件

判斷之範圍。 
57 現行專利法第 107 條或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126 條均明定，修正超出原申請內容，可為舉發之事由。 
58 專利法第 102 條規定：「申請發明或新式樣專利後改請新型專利者，或申請新型專利後改請發明專利

者，以原申請案之申請日為改請案之申請日。但於原申請案准予專利之審定書、處分書送達後，或於

原申請案不予專利之審定書、處分書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後，不得改請。」專利法第 114 條規定：「申請

發明或新型專利後改請新式樣專利者，以原申請案之申請日為改請案之申請日。但於原申請案准予專

利之審定書、處分書送達後，或於原申請案不予專利之審定書、處分書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後，不得改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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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修正草案的版本係認為不同種類間之專利改請作業

繁複，新型專利與新式樣專利間之改請，一為技術，一為

外觀設計，性質不同，原擬將改請可沿用申請日的規定廢

除。惟民國 98 年版之專利法修正草案，仍予保留，僅變

更條次，現行專利法第 102 條及第 114 條分別為修正草案

第 110 條及第 134 條。  

關於新型專利與其他兩種專利間之改請最主要的改變

有兩點：  

(1) 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110 條第 2 項第 3 款及第 134

條第 2 項第 3 款均規定不得改請之事由為：「原申請案為

新型，於不予專利之處分書送達後逾三十日。」乃因新型

改採形式審查後，新型專利案接獲核駁處分，倘未於送達

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提起訴願，該處分即告確定，因此現行

條文規定不予專利之處分書「…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後，不

得改請」的規定可能使核駁處分已告確定的新型仍可經由

改請而復活，因此，對於新型改請為其他兩種專利種類之

期限在專利法修正草案中併予修正。  

(2) 「改請後之申請案，不得超出原申請案申請時說

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為專利法修

正草案第 110 條第 3 項及第 134 條第 3 項之規定，此乃將

原審查基準關於改請的實務提升至專利法位階，以明確改

請後的範圍，不得超出原改請前揭露之範圍。  

4. 技術報告應審酌之內容不包括申請前已公開使用之

情形：  

現行專利法第 103 條在本次修正草案中，變更條次為



台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68- 

第 117 條，原第 1 項拆成二項，分列於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121 條第 1 項及第 4 項；分別載明新型公告後，任何人均

可向智慧局申請技術報告 59，並明示智慧局對於新型專利

在技術報告中應審酌之事項 60。  

依現行實務，任何人縱依現行專利法第 103 條第 1 項

規定之任一事由提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申請者，智慧局

仍將就其規定之所有事由作成技術報告，為免外界誤解其

以何項事由提出技術報告之申請，則僅以該事由作成技術

報告，爰將現行條文第一項規定分割成兩項。專利法修正

草案第 117 條第 4 項內容明定技術報告應審酌之事項，與

現行條文內容主要差異為，刪除技術報告應審酌現行專利

法第 94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亦即修正草案第 121 條第

4 項規定技術報告比對事項僅包括修正草案第 122 條準用

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申請前已見於刊物者」而不再包

括修正草案第 122 條準用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款

「申請前已公開實施者」及「申請前已公為公眾所知悉者  

」之情形。  

5. 技術報告在行使新型專利權的地位更為重要  

現行專利法第 104 條規定，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新型專

利權時，應提示新型技術報告進行警告，此條文在專利法

修正草案中僅條次變更為第 118 條，內容未修改。  
────────────────────────────────────── 
59 按現行第 103 條規定：「申請專利之新型經公告後，任何人得就第九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第四項、第九十五條或第一百零八條準用第三十一條規定之情事，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新型專利技術

報告。」修正草案 117 條第 1 項內容為：「申請專利之新型經公告後，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新

型專利技術報告。」。 
60 

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117 條第 4 項：「專利專責機關對於第一項之申請，應就第一百二十二條準用第二

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項、第一百二十二條準用第二十三條、第一百二十二條準用第三十一條規

定之情事，作成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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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專利法第 104 條在新型改採形式審查後是參酌日

本實用新案法第 29 條之 2 規定而訂定的新增條文。在當

時的立法理由，特別強調此規定並非在限制人民訴訟權利

，僅係防止權利之濫用。按新型專利權之取得，並未經過

實體審查，在未經實質要件審查即已賦予權利之情形下，

為防止權利人不當行使權利或濫用權利，致他人遭受不測

之損害，認為新型專利權人在行使權利時，應有客觀的判

斷資料。  

配合前述規定，現行條文第 105 條進一步規定，應要

求權利人在相當審慎之情形下行使權利 61。其立法理由明

載，申請技術報告可能曠日費時，若要求新型專利權人必

須取得技術報告始能行使權利，恐不符實際需要。若新型

專利權人已盡相當之注意，例如審慎徵詢過律師、代理人

或專業人士之意見，確信其權利內容後始行使權利似不宜

逕行課以責任。至於本條所謂「推定」，即得以反證推翻之

，至於如何提起反證來推翻，應由當事人於個案爭執時於

訴訟中提出；另外，行使權利有無過失之情事，應由法院

依具體個案來認定。  

現行第 105 條於專利法修正草案變更條次為第 119 條

，同時其內容將原兩項合併為一項 62。其內容改變者有兩

點，一為將原「推定無過失」的內容刪除，移列為但書的

規定；其二係為：「係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且已盡

────────────────────────────────────── 
61 現行專利法 105 條規定：「新型專利權人之專利權遭撤銷時，就其於撤銷前，對他人因行使新型專利

權所致損害，應負賠償之責。前項情形，如係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或已盡相當注意而行使權

利者，推定為無過失。」 
62 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119 條內容為：「新型專利權人之專利權遭撤銷時，就其於撤銷前，因行使專利權

所致他人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但其係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且已盡相當之注意而行使權利

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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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注意而行使權利者」與現行條文差異僅有一個字，前

述條文中之「且」，原為「或」。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即使比對結果為「代碼 6」，其除了

代表無法發現足以否定其新穎性等要件之先前技術文獻外

，也包括說明書記載不明瞭等，認為難以有效的調查與比

對之情況。無法排除民眾以未見諸文獻但為業界所習知之

技術申請新型專利之可能性，考量新型專利權人對其新型

來源較專利專責機關更為熟悉，除要求其行使權利應基於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外，並應要求其盡相當之注意義

務。  

智慧局鑒於現行專利法第 104 條及第 105 條的規定，

常導致新型專利權利人誤以為欠缺專利技術報告等客觀權

利有效性判斷資料，亦得就僅經形式審查之新型專利直接

主張救濟獲得保護，乃擬修正要求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權利

時，應就其權利有效性為客觀證明並應盡相當注意之義務

。  

6. 新型專利之更正案，如非關舉發者，仍採形式審查  

新型專利案件既然僅是經形式審查即可核准專利權，

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120 條第 1 項 63明定新型專利除有舉發

提起之情形，應為實體審查外，新型專利非關舉發之單純

之更正案，也應採形式審查。依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120 條

第 2 項 64規定，新型更正案之形式審查者，除要符合一般

────────────────────────────────────── 
63 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120 條第 1 項：「專利專責機關對於更正案之審查，除依第一百二十二條準用第七

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外，應為形式審查，並作成處分書送達申請人。」 
64 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120 條第 2 項：「更正，經形式審查認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應為不予更正之處分

：一、有第一百十四條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之情事者。二、明顯超出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

揭露之範圍者。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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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形式審查的各款規定外，不得超出原公告時之申請專

利範圍。  

新型專利在被舉發審理期間所為之更正案，將依專利

法修正草案第 122 條準用第 79 條第 1 項的規定處理，進

行實體審查。  

(1) 依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 65，舉發案

件審查期間，專利權人有提出更正案者，無論更正案之提

出係於舉發提起之前或之後，更正案將與舉發案合併審查

。  

(2) 舉發期間新型專利權人所提之更正案，如經審查

認為將准予更正者，舉發人將可能變更舉發理由，故應將

更正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送交舉發人，以利其提

出舉發之補充理由或證據。  

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122 條準用第 69 條有關發明案更

正之規定，而第 69 條第 2 項至 4 項規定 66列入專利法修

正草案第 121 條新型專利舉發之事由。因此，新型專利更

正之提出，並應注意「不得超出申請時原說明書、申請專

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以外文本提出者，其誤譯

之訂正，不得超出申請時外文本所揭露之範圍」且「不得

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等更正之要件，

否則將構成舉發撤銷之事由。  

7. 新增新型專利舉發之事由  
────────────────────────────────────── 
65 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80 條規定：「舉發案件審查期間，有更正案者，應合併審查之；其經專利專責機關

審查認應准予更正時，應將更正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之副本送達舉發人。」 
66 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69 條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更正，除誤譯之訂正外，不得超出申請時原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依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以外

文本提出者，其誤譯之訂正，不得超出申請時外文本所揭露之範圍。更正，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

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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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專利法第 107 條規定新型專利舉發案之提起及舉

發事由，專利法修正草案中條次變更為第 121 條，  

(1) 分割後之申請案其揭露之範圍於專利法修正草案

第 122 條準用 34 條第 4 項中明定 67不得超出原申請時所

揭露之範圍；專利種類改請為新型專利後，其內容不得超

出原申請案所揭露之範圍 68。均增列為新型專利舉發之事

由。  

(2) 現行專利法第 100 條第 2 項規定關於新型專利修

正亦不得超出原申請時所揭露之範圍，原即是新型專利舉

發之事由之一。有關新型專利之修正，在專利法修正草案

中將現行專利法第 100 條第 2 項規定刪除，回到準用發明

第 43 條第 2 項之規定，如有違反亦為新型專利得以提起

舉發之事由。  

 
六 . 我國新型制度之前瞻  

1. 新型專利之標的  

現行專利法第 93 條在本次專利法修正草案中內容並

未改變，僅條次變更為第 106 條 69，自新型改採形式審查

之後，新型專利之標的亦未曾改變，均僅限於對物品之「

形狀」、「構造」或「裝置」。  

依專利法對新型之定義性規定，所謂「新型」係指利

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且具體地表現於物品之空間型態

────────────────────────────────────── 
67 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122 條準用第 34 條第 4 項規定:「分割後之申請案，不得超出原申請案申請時說明

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68 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110 條第 3 項規定:「改請後之申請案，不得超出原申請案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

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69 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106 條：「新型，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之創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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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般均認為新型專利所指之標的物係佔據有一定空間

的物品實體，為其形狀、構造或裝置上具體的創作，並非

僅屬抽象的技術思想或觀念，因此新型專利之標的應僅限

於物品的形狀、構造或裝置。  

新型專利所稱之「物品」一般係認為專指經過工業方

法製造，佔據一定空間者。其中物品之形狀，係可從外觀

確定之空間輪廓者，物品之構造，係指物品內部或其整體

之構成，包括各組成元件間之安排、配置及相互關係，且

此構造之各組成元件並非以其本身原有之機能獨立運作，

物品之裝置則指為達到某一特定目的，將原具有單獨使用

機能之多數獨立物品予以組合裝設。  

由於現行專利法對新型標的固有的規定，新型專利形

式審查亦有一定的配套規範，像是只改變物品之材料成分

，如板材、線材、型鋼等，而未改變其形狀者，並非新型

專利之標的等 70，但實務上形式審查放寬了對新型定義的

解釋，申請專利範圍其單一請求項雖然部分特定技術特徵

在於材料或方法，該請求項仍然尚有部分特定技術特徵屬

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者，仍屬適格之標的。  

智慧局每年受理二萬多件之新型專利，經形式審查不

予專利者，僅約數百件 71，但實務上有不少的新型核准專

利案游走在是否符合專利標的之邊緣，像是平面的設計、

材料變化附屬於物品、藥錠層狀物等，均因非實體審查，

也未檢索前案，故在認定其特徵處是否為新型之保護標的

，恐較為難。  
────────────────────────────────────── 
70 新型形式審查基準「2.1.1.2 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節參照。 
71 民國 94 年至 97 年經形式審查核駁之件數分別為 295 件、108 件、144 件及 22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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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保護之標的，大部份的國家都限於有形之產品，

但除了中國大陸外，鮮有那一國家的新型申請量如我國，

但中國大陸並非單純的採形式審查，其係介於形式審查與

實體審查間之初步審查 72。依實務之考量，不妨參考法國

、澳洲等國之新型，擴大新型保護之標的，以減少困擾。  

2. 一案兩申請的問題  

智慧局開始研擬新型制度之變革時，民國 95 年版公

聽會之專利法修正版本 73，允許申請人主動聲明「同一技

術兩申請」，使其台面化，並採權利接續的方式處理；也就

是說，就同一技術內容同日聲明同時提出發明及新型專利

申請案，於發明審查時，如認為其符合發明可准之專利要

件而同一技術內容之新型專利仍存續時，通知申請人限期

申復，在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間作出選擇，如申請人未依

限作出選擇或不擬拋棄原已准之新型專利，則發明將不予

專利，但如選擇發明則明定新型專利權自發明專利公告之

日起消滅，即為一種接續而不重複授予該技術專利權。智

慧局民國 98 年專利法修正草案與前述版本不同之處在於

，不要求申請人聲明「同一技術兩申請」，也不擬採「接力

式」方式處理，如申請人在智慧局通知限期擇一時，選擇

發明，原已核准的新型其權利將自該新型之申請日起即視

────────────────────────────────────── 
72 中國大陸新型的初步審查與我國形式審查最明顯差異在於，中國大陸對於說明書的修正是否超過原申

請時的內容，仍須加以審查；而我國新型審查基準則明定非屬形式審查判斷的範圍。此外，說明書的

記載是否可使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暸解其內容並據以實施，對申請專利範圍是否獲得說

明書的支持等，亦屬於中國大陸初步審查的項目。 
73 民國 95 年 12 月公聽會版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31 條之 1，共有三項，其內容為：「同一人就同一發明或

創作，於同日分別申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並於申請時聲明其事實者，其發明專利核准審定前，已

取得新型專利權時，專利專責機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申復，屆期未申復或申復不拋棄新型專利權者，

不予專利。依前項規定申復選擇發明專利者，新型專利權自發明專利公告之日起消滅。發明專利審定

前，新型專利權已當然消滅或撤銷確定者，不予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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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始不存在。如此一來，「同一技術兩申請」的情況未被

台面化仍將隱藏於各申請案中，考驗智慧局之檢索能力。  

我國專利法第 31 條長久以來就同一技術，明確規定

同一人及不同人之先申請原則，並規定發明及新型之禁止

重複授予專利原則，然而此項原則隨著新型改採形式審查

後，遭到挑戰。由於新型專利採形式審查，取得權利較快

，發明專利則經實審，權利較穩定，申請實務上就出現「

同一技術兩申請」的現象。因新型改採形式審查後，所衍

生的新的問題，並非現行專利法第 31 條足以規範，而漸

形成待面對的問題。  

智慧局認為民國 95 年版之第 31 條之 1 設計太過複雜

，惟由於我國發明案審查時間在短時間內無法有效改善 74

，一案兩申請的議題勢必仍難消除。智慧局目前的態度已

正面以對，準備朝允許一案兩申請在實務中存在，惟考慮

到新型一樣受到本國人重視的中國大陸其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實施之第三次專利法修正採取幾乎與我國民國 95 年版

的內容相同的措施 75，此問題仍值得再三斟酌。  
────────────────────────────────────── 
74 智慧局民國 94 年至 97 年待辦案件逐年增加，各年待辦件數為 81,294 件、89,654 件、117,112 件及

143,360 件。 
75 修正前大陸專利法實施細則第 13 條第 1 款的規定移到大陸專利法第 9 條中，使實務對「同樣的發明

創造只能被授予一項專利權」的含義提升至法律位階。大陸專利法第 9 條第 1 款，以但書規定同樣的

發明創作只能授予一項專利權的例外：「同樣的發明創造只能授予一項專利權。但是，同一申請人同日

對同樣的發明創造既申請新型專利又申請發明專利，先獲得的實用新型專利權尚未終止，且申請人聲

明放棄該實用新型專利權的，可以授予發明專利權。」2010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之中國大陸專利法之實

施細則第 41 條作了具體的規定： 
(1) 同一申請人就同一技術內容欲適用修正後之現行大陸專利法第九條規定者，應「同日」提出發明及

實用新型的申請，且在申請時即應分別作出聲明。 
(2) 由於實用新型一般均應會較早於發明案核准公告，實用新型公告時，將公告上述聲明以及相對應之

發明專利申請案號。 
(3) 發明審查時，若沒有發現其他駁回理由，而發明專利與實用新型權利要求保護的內容相同時，將要

求申請人在規定期限內作出放棄實用新型的聲明。 
(4) 申請人若逾期未作出放棄實用新型之聲明者，視為放棄發明專利權的權利。申請人若依限聲明放棄

實用新型，則該實用新型專利權將自公告授予發明專利權之日起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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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術報告制度之檢討  

現行專利法第 103 條為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內涵之唯一

的規定，如前說明，其變更條次並將原第一項拆為兩項，

修訂文字外，最大的改變是技術報告不再審理關於申請前

已公開使用之情形。新型改採形式審查，技術報告是一項

重要的配套措施，也是強化新型專利制度重要的一環。  

(1) 技術報告應明定審酌說明書撰寫是否合於專利法

第 26 條的規定  

目前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的比對結果代碼計分為 1~6，

如評價為代碼 1 表示請求項所載新型不具新穎性、代碼 2

為不具進步性、代碼 3 不符合擬制新穎性規定、代碼 4 違

反先申請原則、代碼 5 違反一案一申請原則，而代碼 6 則

代表無法發現足以否定其新穎性等要件之先前技術。因此

，依照一般原則，當申請人接獲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的比對

結果是代碼 6，原則上代表該新型專利權是有效的。但事

實上卻不盡然，因為代碼 6 是有但書的，根據代碼 6 的意

義說明指出，其也包括說明書記載不明瞭等，認為難以有

效調查之情況。換言之，代碼 6 有兩種狀況：一種狀況是

認定專利權有效，另一種狀況是無法判斷。  

上述「一碼兩用」的狀況其原罪顯然來自於「形式審

查」不審查新型第 26 條 2 項及第 3 項規定，因形式審查

不判斷新型專利說明書圖式是否充分揭露，自然就有日後

因說明書記載不明瞭，無法作有效調查之問題。  

(2) 技術報告視為核准後實體審查的機制  

智慧局因將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定位成「專利權人主張



專利專論集〔七〕 

-77- 

權利時的參考依據」，並非一行政處分，故作出終局比對結

果前，僅給予申請人單方面陳述意見之機會，技術比對結

果一經作出，申請人亦無法針對技術報告的比對結果進行

行政救濟。換言之，專利權人欲確認其新型專利權之法律

狀態是否穩定，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是唯一的途徑，但

關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的製作，目前實務上雖容許專利權

人陳述意見，若專利權人不服比對結果，仍不得提起行政

救濟。當一新型專利權人取得一評價偏低的新型專利技術

報告時，所代表的意義是之前所付出有形或無形的申請成

本頓時化為烏有。  

如前說明，專利法修正草案有意強化技術報告在主張

權利時之重要性；實務上，技術報告在舉發審定並未獲肯

定，也有前例 76，因此若能將技術報告視為新型專利權核

准後的實體審查，例如規定在公告後一段時間內提起者，

可視為處分，讓當事人有答辯及救濟的機會，以使技術報

告的結果更為堅實可信。  

4. 其他完善新型專利制度的措施  

(1) 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111 條已將申請人主動修正的

兩個月期限刪除，過去顧慮形式審查太快，剝奪申請人主

動修正的機會，實屬偏見，宜加快新型專利形式審查的時

間，以符合新型改採形式審查之目的。  

(2) 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42 條規定，審查發明專利時，

得依申請或依職權與申請人面詢等規定，在新型專利並未

准用，特別是對於新型專利因標的不符而不予專利處分者

────────────────────────────────────── 
76 民國 95 年 3 月日(95)智專三(一)05017 字第 09520156510 號舉發審定書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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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提供申請人與智慧局人員面詢機會，有助於釐清問

題癥結。  

(3) 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122 條準用第 29 條之規定，

新型專利主張外國優先權時，仍應在最早之優先權日起十

六個月內檢送優先權證明文件。現行專利法第 108 條準用

第 28 條規定，優先權證明文件於申請日起四個月內檢送

。專利法修正草案之規定，為等待優先權證明文件，影響

新型形式審查之時間，更何況新型專利僅採形式審查，應

可參考其他國家 77於必要時再要求檢送優先權證明文件即

可。  

 
七 . 結論  

全球金融風暴對專利受理數量也產生了影響，中國大

陸 2009 年全年的專利受理量雖高達 976,686 件，但國外

申請人至中國大陸申請案件數僅為 99,075 件，與前一年

度相較成長率為 -10.9%，出現少見的負成長。  

我國受理專利之案件數，自 2008 年第四季開始，顯

然也受到全球不景氣的影響 78，呈現近年來少有的衰退現

象。我國新型改採形式審查已堂堂進入第六年，以筆者撰

寫本文時，智慧局剛公布之 2009 年 12 月份專利統計數

字 79，經由筆者自行計算與智慧局 2008 年統計件數比較

────────────────────────────────────── 
77 德國、加拿大、澳洲、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國，於申請時不要求檢附優先權證明文件。 
78 20087 年我國受理的申請件數看似亮麗，但由申請統計看出，2008 年下半年開始的金融風暴對申請

案件量減少已由統計明顯看得出來。依 2008 年第一季至第三季的申請案的成長率分別是 2.87%、

6.39%及 3.49%；到了第四季，智慧局受理的專利件數僅有 22,498 件，較前一年度同期之 23,230 件

，成長率由正轉負為-3.15%。 
79 由於至 2010 年農曆春節為止，智慧局仍未公布 2009 年全年的受理件數及其細部資料，筆者依智慧

局每月下旬在其網站公布前一月份的專利受理案件數，累加計算得出 2009 年的專利統計件數。智慧局

每月公布的數字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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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結果如下：  

2009 年全年智慧局共受理專利 78,426 件，較前一年

度 83,613 件，成長率為 -6.20%。過去二十年，申請總件

數有三度負成長記錄，另兩次發生在 1999 年成長率 -

3.86%，2002 年成長率 -9.52%。2009 年之負成長與前兩

次負成長最大的不同是，外國人減少的幅度大於本國人，

本國人發明案為過去二十年首見的負成長，外國人負成長

的比率為過去二十年最大。  

2009 年之三種專利中，發明案受理 46,659 件較前一

年度之 51,909 件，成長率 -10.12%，為 20 年來第三次且

是幅度最大的負成長。其中本國人申請 22,715 件較前一

年度之 23,868 件，成長率 -4.83%；外國人申請 23,941 件

較前一年度之 28,041 件，成長率 -14.62%。新型案受理

25,032 件較前一年度之 23,953 件，成長率 4.50%，成長

率為三種專利唯一正成長；新型約有 3%是由外國人申請

，自 2004 年 7 月新型改制以來，申請件數不減反增，尤

其 2009 年本國人申請的新型再度超越本國人申請之發明

案，一反 2007 年起本國人申請發明案較多的現象。新式

樣 共 受 理 6,738 件 較 前 一 年 度 之 7,761 件 ， 成 長 率 -

13.07%，新式樣為二十幾年來首度申請件數底於 7,000 件

；其中本國人申請 4,257 件較前一年度之 4,276 件，成長

率 -0.44%，外國人申請 2,481 件較前一年度之 3,475 件，

成長率 -28.60%，減少近一千件。如上所述，智慧局 2009

年專利受理案件數，在一片負成長數字中，為唯一正成長

                                                                                                                                                           
http://www.tipo.gov.tw/ch/Download_DownloadPage.aspx?path=1646&Language=1&UID=10&ClsID=
16&ClsTwoID=25&ClsThreeID=0 (2010 年 2 月 19 日瀏覽) 

http://www.tipo.gov.tw/ch/Download_DownloadPage.aspx?path=1646&Language=1&UID=10&ClsID=16&ClsTwoID=25&ClsThreeID=0
http://www.tipo.gov.tw/ch/Download_DownloadPage.aspx?path=1646&Language=1&UID=10&ClsID=16&ClsTwoID=25&ClsThree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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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標。  

筆者個人在 2009 年 7 月對 2004 年 7 月 1 日至 11 月

1 日公告之新型專利所作的調查，自新型專利改採形式審

查之初，在前述期間公告的新型專利案共有 13,468 件，

其中年費僅繳交一年便放棄的新型專利有 1,052 件，第二

年至第四年消滅者分別為 1,342 件、3,247 件及 1,313 件

，共 6,954 件；至今，新型仍存續有效者有 6,514 件，佔

全部調查對象約 48%。因此可見本國人對申請新型及維繫

新型的意願亦未減緩。  

我國專利法修正的過程中或有倡議將新型廢除者，惟

基於我國本國受理或對外申請，新型仍為大宗；環顧各國

的實務，雖皆曾有廢除新型制度之議，但迄今就曾經施行

過新型制度的國家當中，予以強化者有之 80，少見施行新

型制度而又予廢除者 81。  

發明專利制度之所以重要，固對領先技術的保護有助

於產業的發展，但新型專利制度對於本國相對較弱小的技

術給予保護亦是極為重要而實際的課題。  

 

────────────────────────────────────── 
80 澳洲原有的短期專利是在 1979 年被引進澳洲，原即用來提供那些商業週期短的物品，一個較快速及

便宜的專利權形式。雖然短期專利制度的引進，是意圖幫助中小企業來保護他們的創作，但是普遍的

觀點認為，原有的短期專利仍須改進，於是 2000 年 6 月 29 日，新型專利法案(Innovation Patents 
Bill)在澳洲議會通過二讀。本法案的主要內容是「新型」專利(Innovation Patent)，來取代原有之澳洲

的短期專利(Petty Patent)，以便與標準專利制度形成互補。導入新型專利的主要目標，是提供低階、

改良發明或「革新物」更容易且更有效的保護。 
81 荷蘭原有「六年專利(Six-Year Patent)」制度，未經取得檢索報告便能獲得核准。然而，因被認為「

六年專利」提供保護太少，於 2008 年 6 月 5 日起廢除「六年專利」制度。所有的荷蘭專利申請案皆須

於申請日起 13 個月內請求檢索，所公告的專利將會有最長 20 年的專利保護，並會包含檢索報告以提

供申請人及第三人更穩固的基礎來評估該專利之有效性。請求檢索時，申請人可選擇國家型或國際型

的檢索(選擇後者則是可用於之後的 PCT 或 EPC 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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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對於專利侵權訴訟事件 
的審判實務 

--以民事訴訟一審案件的判決為基礎-- 
林柄佑   

壹、前言  

智慧財產法院係依據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成立，並自

97 年 7 月 1 日正式開始運作，搭配自同日起施行的智慧財

產案件審理法及相關子法等法規，原則上統合由智慧財產

法院集中審理與智慧財產相關的民、刑事及行政訴訟案件

，藉以透過由專業司法人員處理智慧財產相關案件，達到

妥適審理及改善以往智慧財產訴訟案件審理程序冗長等問

題。  

依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之規定，對於專利侵權事件

的審理實務最大變革主要在於：技術審查官之參審 1；秘

密保持令之核發及刑事處罰 2；民、刑事訴訟自為權利有

效性之判斷 3；以及假處分程序嚴謹化 4等幾個方面。對於
────────────────────────────────────── 
1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4 條規定：「法院於必要時，得命技術審查官執行下列職務： 

  一、為使訴訟關係明確，就事實上及法律上之事項，基於專業知識對當事 人為說明或發問。 
  二、對證人或鑑定人為直接發問。 
  三、就本案向法官為意見之陳述。 
  四、於證據保全時協助調查證據。」。 

2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當事人或第三人就其持有之營業秘密，經釋明符合下列情

形者，法院得依該當事人或第三人之聲請，對他造當事人、代理人、輔佐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發秘密

保持命令：...」。 
3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廢止之原因者，

法院應就其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自為判斷，不適用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商標法、專利法、植物

品種及種苗法或其他法律有關停止訴訟程序之規定。」。 
4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時，聲請人就其爭執之法律關係，

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應釋明之；其釋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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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審理實務的變革，以及智慧財產法院對於專利侵權訴

訟事件的審理模式與審判態度，在智慧財產法院運作一年

多的時間之後，本文通過閱讀及整理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一

審案件的判決，來觀察歸納智慧財產法院目前對於專利侵

權訴訟事件的審理模式及審判實務，並提出對部分問題的

淺見。  

 
貳、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一審案件的審結情形統計  

依據截至 98 年 7 月 31 日為止，在司法院法學資料檢

索系統 5所能查詢到有關於智慧財產法院的相關判決，其

中對於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一審案件的審結件數合計為 66

件，並且從智慧財產法院所公布的統計數字，對於專利侵

權民事訴訟之審理自收案至結案的平均時間大約為四個月

左右，因此在審判時效的部分，智慧財產法院確實已經明

顯改善以往智慧財產訴訟案件審理程序冗長的問題，同時

在查詢的結果中，雖然智慧財產法院已經運作一年多的時

間，但是對於專利侵權訴訟民事一審案件，尚未曾依據智

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1 條 6之規定而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

情事，可以顯現智慧財產法院對於秘密保持命令之核發採

取審慎嚴謹的態度。  

在審結的 65 件專利侵權訴訟事件中，如果依據專利

權的種類來區分，以發明專利權提出侵權訴訟的有 15 件

，約佔 27%；以新型專利權提出侵權訴訟的有 38 件、約

                                                                                                                                                           
不足者，法院應駁回聲請。」。 

5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6 同註 2。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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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68%；以新式樣專利權提出侵權訴訟的只有 3 件，約佔

5%，並且尚有 9 件和解的侵權訴訟事件，因為和解筆錄未

記載相關訊息而無法確定專利權的種類。從前述涉訟的專

利權種類來觀察，可以瞭解目前我國專利侵權訴訟事件還

是以新型專利權主張侵權的案件最多，高達七成左右，但

是新式樣專利權涉訟的比例則只有 5%，與新式樣專利權

的核准公告大約為 10%左右的比率並不相符，並且這 3 件

侵權訴訟的審判結果均是專利權人敗訴，可以顯見在我國

以新式樣專利權來主張侵權的困難度相當高，再加上必須

經過實體審查方能取得新式樣專利權，難免會影響到國人

申請新式樣專利的意願，這個因素應當是導致我國新式樣

專利申請案逐年遞減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依據審結的結果來區分，在審結的 65 件專利侵

權訴訟事件中，兩造和解的有 15 件，約佔 23%；進入實

質審理是否侵害專利權的有 39 件，約佔 60%；較特殊的

訴訟事件有 11 件，約佔 17%。前述的 11 件較特殊的訴訟

事件，分別為 1 件涉及確認真正創作人問題 7、2 件涉及確

認請求權問題 8、2 件涉及不當行使專利權問題 9、1 件涉

及授權登記問題 10、1 件涉及專利權標示及專屬授權問題 11

、2 件裁定移轉管轄 12，以及 2 件因為未繳裁判費 13而遭

駁回。  

────────────────────────────────────── 
7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13 號。 
8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15 號及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55 號。 
9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28 號及 98 年度民專訴字第 39 號。 
10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44 號。 
11 98 年度民專訴字第 47 號。 
12 98 年度民專訴字第 13 號及 98 年度民專訴字第 13 號。 
13 98 年度民專訴字第 20 號及 98 年度民專訴字第 25 號。 



台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84- 

依據智慧財產法院所公告對於專利侵權的民事訴訟事

件審理模式，智慧財產法院的審理順序依據為：專利有效

性之審理 (若被告為專利有效性爭執 )；侵權與否之審理；

以及損害賠償之審理。在進入實質審理是否侵害專利權的

39 件訴訟事件，其中：  

在專利有效性之審理部分，有 15 件認定專利無效而

判決原告之訴駁回，佔 38.5%；有 6 件認定專利有效，佔

15.4%；有 3 件被告對專利有效性提出爭執但智慧財產法

院直接未審理 14，佔 7.7%；以及有 15 被告未對系爭專利

請求項的有效性提出爭執，佔 38.5%。  

在侵權與否之審理部分，進行審理的案件有 24 件，

其中有 19 件認定系爭對象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的保護

範圍而判決原告之訴駁回，佔 79.2%；只有 5 件認定系爭

對 象 落 入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的 保 護 範 圍 而 構 成 侵 權 ， 佔

20.8%。  

在損害賠償之審理部分，進行審理的案件有 5 件，其

中有 3 件判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損害之賠償，佔 60%；

有 2 件因為原告僅主張排除侵害而未進行損害賠償之審理

，佔 40%。  

前述 39 件進入實質審理是否侵害專利權的訴訟事件

，智慧財產法院最後判決專利權人勝訴的案件只有 5 件，

僅佔 12.8%，多達 34 件係判決專利權人敗訴，佔 87.2%

。從這樣的審判結果及比例，可以瞭解到依據目前的審判

實務，專利權人想要透過訴訟手段主張專利權被侵害的困

────────────────────────────────────── 
14 智慧財產法院以其他理由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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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度相當高，若智慧財產法院持續採取目前嚴格審理的審

判尺度，相信必然會影響到發明創作人以申請專利權保護

發明創作的意願，並且恐有悖於專利法第 1 條揭櫫：為鼓

勵、保護、利用發明與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之立法目的

。  

 
參、審判實務之歸納整理  

依據智慧財產法院在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一審案件的審

判結果，本文簡單歸納整理提出以下的審判實務狀況：  

一、審理前先整理及協議簡化爭點：  

檢視智慧財產法院公告的審理模式，以及在各判決書

所記載的判決理由，可以清楚發現智慧財產法院在審理前

均會先條列整理出訴訟兩造所不爭執之事實，並列舉出兩

造協議簡化的爭點項目，再針對各個爭點逐一進行審理，

並且在專利有效性及侵權與否之審理過程中，智慧財產法

院只會針對兩造提出爭執的請求項 15進行審理，不會審究

兩造所不爭執或不主張的請求項。  

在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7 號判決中，由於被告不斷地

提出新證據以抗辯系爭專利無效，明顯已經構成拖延訴訟

之事實，因此智慧財產法院裁定以先前兩造所協議簡化之

爭點及相關引證資料進行審理，不容許被告任意否認先前

爭點協議之拘束。  

目前智慧財產法院透過整理及協議簡化爭點之手段，

確實能夠讓專利侵權訴訟之審理更為明確及妥適。  

────────────────────────────────────── 
15 請參閱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6 號等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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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為權利有效性之判斷：  

從專利侵權訴訟的審判結果，可以顯示若當事人提出

專利有效性爭執，智慧財產法院便會對系爭專利請求項的

有效性進行審理，並且其中有將近 4 成的案件直接認定系

爭專利請求項無效而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尚未發現有等待

智慧財產局的舉發結果而造成訴訟拖延之情形，以目前的

審理狀況，確實已經解決以往專利侵權訴訟事件法院等待

兩造在舉發程序的爭執而造成案件延宕的問題。再者，智

慧財產法院對於專利有效性之審理具有極高的自主性，例

如在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14 號判決中，原告提出智慧財產

局的專利舉發審定書作為系爭專利請求項有效之佐證，在

相同的證據及爭點之基礎下，智慧財產法院不採納智慧財

產局所為舉發不成立之審查結果，直接認定系爭專利請求

項無效而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在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6 號判決中，對於先前已經由

智慧財產局審查而認為已實質變更申請專利範圍而處分不

准予更正的申請專利範圍更正本，智慧財產法院直接進行

審理該更正內容並認為該申請專利範圍之更正符合專利法

第 64 條之相關規定，逕以該更正本之內容為審判之基礎

。依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1 條之規定，在民事訴訟

事件中，若當事人主張或抗辯專利權有應撤銷之原因者，

智慧財產法院應當就其主張有無理由自為判斷，然而智慧

財產法院是否能夠直接審理系爭專利的申請專利範圍更正

本是否能夠更正，並直接以該更正本之內容作為審理之依

據，容有爭議而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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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17 號判決中，被告提出他人在

美 國 專 利 申 請 案 提 出 「 資 訊 揭 露 聲 明 書 」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簡稱 IDS)所檢附的網頁資料作為關

鍵證據公開日期之佐證，智慧財產法院採納該項證據的公

開日期，並進而認定系爭專利請求項不具進步性而判決原

告之訴駁回。  

在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34 號判決中，被告以證人出庭

的方式來證明關鍵證據的公開日期，配合證人後來補充的

相關文件，智慧財產法院採納該項證據的證據能力，並進

而認定系爭專利請求項不具進步性而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在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30 號判決中，智慧財產法院以

類似於原告自行認諾的方式，認為原告在早於系爭專利申

請而在系爭專利申請後始公告的引證案所揭露的先前技術

，可以視為系爭專利申請前已經存在的先前技術，並據以

認定系爭專利請求項不具進步性而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在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35 號判決中，被告以實施其本

身所取得新式樣第 D117261 號專利權而不侵害系爭專利為

抗辯，智慧財產法院並對被告所有的第 D117261 號專利有

無違反專利法的相關規定而有應撤銷其新式樣專利權事由

進行審理，本件訴訟的審理的情形有違一般的審理常態，

相當特殊且異常。  

 
三、依據「專利侵害鑑定要點」進行侵權與否之審理

：  

雖然在大多數的專利侵權訴訟判決中，智慧財產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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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直接提及或爰引「專利侵害鑑定要點」，只有在 97 年

度民專訴字第 32 號及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35 號等少數的

判決中，直接爰引「專利侵害鑑定要點」作為侵權判斷之

標準，但是從審結的專利侵權訴訟的判決所記載得心證之

理由，可以清楚瞭解智慧財產法院在實際上確實是依據「

專利侵害鑑定要點」所揭示的專利侵害判斷原則及步驟流

程進行侵權與否之審理 16，在筆者的查詢結果中，並沒有

發現採取不同專利侵害判斷標準之判決，因此，可以確認

在專利侵權訴訟中，智慧財產法院是以「專利侵害鑑定要

點」作為審理系爭對象侵權與否之判斷標準，不過在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29 號判決卻是以「專利侵害鑑定基準」

作為侵權與否之判斷標準，明顯是一個特例。  

在現行的「專利侵害鑑定要點」，並未明確釐清判斷是

否適用先前技術阻卻之判斷時點為何，在 97 年度民專訴

字第 32 號判決中，智慧財產法院係以系爭對象適用先前

技術阻卻而判斷系爭對象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的保護範

圍，並且在判決中具體提及以「侵權時」的技術水準，作

為判斷是否適用先前技術阻卻之判斷時點。對於這樣的認

定標準，明顯較有利於涉及侵害專利權的一方，筆者認為

應當以「申請時」的技術水準，作為判斷是否適用先前技

術阻卻較為恰當。  

在 98 年度民專訴字第 41 號判決中，在侵權與否之審

理步驟時，智慧財產法院係以系爭對象適用「禁反言」原

則而判斷未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的保護範圍。在本案中，

────────────────────────────────────── 
16 請參閱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24 號、第 29 號及第 33 號等判決的判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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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係因為系爭專利在說明書第 4 頁所記載的「

傳統之技藝」已經揭露如系爭對象所採用的一體成型之構

件，因此認定系爭對象適用「禁反言」原則而判斷未落入

系爭專利請求項的保護範圍，然而從系爭專利在說明書所

揭露的先前技術、創作之概要及請求項的內容，均可以理

解系爭專利的技術特徵係於鞋底空氣室之側壁設有一橫向

組合孔，並設有設有一為分離元件之組合部，筆者認為在

解釋申請專利範圍的技術特徵而確認系爭專利請求項的保

護範圍之後，以不適用「均等論」而判斷系爭對象未落入

系爭專利請求項的保護範圍較為恰當。  

在 98 年度民專訴字第 41 號判決中，原告主張系爭對

象落入系爭專利之再發明 (再創作 )所含括之範圍內而適用

專利法中有關再發明之實施規定。對於再發明 (再創作 )的

侵權主張問題，智慧財產法院在審判理由具體指明：「…況

原告所主張之再發明，縱或屬實，惟其所指『再發明』是

否落入專利權範圍，仍應依循前開侵害分析，…」，即專利

權人若要主張再發明 (再創作 )之侵權，系爭對象必須依據

專利侵害鑑定分析而判斷是否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的保護

範圍，並非直接以系爭對象包括系爭專利的主要技術特徵

即能據以主張。  

 
四、明確且詳細解釋申請專利範圍：  

從智慧財產法院在各判決書所記載得心證之理由，可

以瞭解在進行專利有效性之審理或侵權與否之審理前，會

先進行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步驟，並且普遍會參酌在發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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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 )說明及圖式所揭露或描述的實施方式，據以解釋請求

項的保護範圍 17，在發明 (新型 )說明及圖式所揭露或描述

的內容，對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佔據極為重要的關鍵地位

，若系爭專利在發明 (新型 )說明或圖式所揭露或描述的實

施方式不足，將會造成申請專利範圍被限縮解釋。特別是

在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26 號及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6 號等

判決中，智慧財產法院採取類似於美國法院審理專利侵權

訴訟所進行的馬克曼聽證程序，由兩造對系爭專利請求項

提出解釋及解釋之依據，再由智慧財產法院來解釋系爭專

利請求項的保護範圍，當完成解釋申請專利範圍的步驟而

確定系爭專利請求項的保護範圍之後，對於專利有效性之

審理或侵權與否之審理結果即大致確定。  

依據智慧財產法院的審判實務，專利說明書在發明 (新

型 )說明及圖式所揭露的實施例數量及相關說明，對於申請

專利範圍之解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未來勢必會導致

專利申請人會提高對專利說明書的記載內容、實施例數量

及撰寫品質之要求。  

在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4 號及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30

號的判決中，對於採取二段式撰寫的獨立請求項，智慧財

產法院在進行侵權與否之審理時，直接敘明不考慮記載在

特徵之前的技術內容，如果被告提出的證據能夠揭露系爭

專利請求項在「特徵部分」所記載的技術特徵，即直接認

定系爭專利請求項無效而判決專利權人敗訴。  

依據智慧財產法院對於以二段式記載的獨立請求項之

────────────────────────────────────── 
17 請參閱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1 號、第 4 號、第 10 號、第 20 號及 98 年度民專訴字第 34 號等判決的判

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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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審理實務，應當會導致更多的專利申請案在撰寫獨

立請求項時，儘量避免採用二段式的撰寫形式。  

在 98 年度民專訴字第 29 號判決中，智慧財產法院提

出「申請專利範圍之請求項差異化原則」 (Doctrine of 

Claim Differentiation)來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指出除有特別

之限定情形外，不同編號之請求項具有個別獨立之權利範

圍，是以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除須判斷該請求項所使用

之文字外，並應留意該請求項所無而於其他請求項所使用

之文字。  

在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40 號判決中，對於新型專利權

在附屬項所界定的顏色改變之特徵，雖然智慧財產局所出

具的新型專利技術報告，認為無法發現足以否定其新穎性

等要件之先前技術文獻而給予比對結果代碼 6 之評價，但

是智慧財產法院在判決理由中明確指出：「 ...然上開可令噴

槍 (11)呈現不同顏色之技術特徵，此一顏色上之改變並不

符合專利法第 93 條所規定新型之定義 ...」，並考量該附屬

項所依附的獨立項不具新穎性之因素，認定系爭專利請求

項第 3 項應不具新穎性。  

在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36 號判決中，揭櫫對於新式樣

專利權的新穎特徵之認定，主要是以創作說明所記載的內

容為基礎，並排除為先前技術所揭露的部分，即為該新式

樣專利權的新穎特徵。由於系爭對象是否包含「新穎特徵」

，為判斷系爭對象是否落入新式樣專利權保護範圍的關鍵

因素，因此在提出新式樣專利申請時，對於創作特點之記

載說明應當審慎注意，儘量避免鉅細靡遺之描述及撰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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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之說明內容，藉以防止日後造成新式樣專利權的保護

範圍被限縮解釋。  

 
五、技術審查官扮演關鍵性的重要角色：  

從審結的判決理由，除了 3 件判決 18可能因為被告未

對是否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保護範圍提出爭執，導致智慧

財產法院直接採用原告所提出由鑑定機構出具的鑑定報告

之外，其餘的專利侵權訴訟事件，普遍均是由技術審查官

來認定系爭專利的有效性，以及系爭對象是否落入系爭專

利請求項的保護範圍，並且在許多判決的理由中，智慧財

產法院對於原告所提出的鑑定報告多所批判及指摘，由此

可以瞭解技術審查官在專利侵權訴訟扮演關鍵性的重要角

色。  

特別是目前智慧財產法院所設置的技術審查官只有 9

名，基於技術專長之因素，在特定技術領域的案件均會集

中於特定的技術審查官，例如涉及新式樣專利權的案件均

是由顏吉承技術審查官來協助審理，涉及生化醫藥技術的

案件均是由簡正芳技術審查官來協助審理，因此對於特定

技術領域的專利侵權訴訟事件，特定的技術審查官對於該

領域案件的實質影響性，甚至會高於承審的法官，智慧財

產法院應當有增設技術審查官之必要，藉以提高專利侵權

訴訟審理的客觀性。  

 
六、智慧財產局參加訴訟：  

────────────────────────────────────── 
18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3 號、第 22 號及 98 年度民專訴字第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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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詢結果的相關裁定中，有 6 件專利侵權訴訟事件

，智慧財產法院裁定智慧財產局參加訴訟，檢視這些案件

均是被告抗辯已經或曾經對系爭專利提出舉發，因此智慧

財產法院依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7 條 19之規定，裁定

命智慧財產局參加訴訟。不過從審判的結果來觀察，智慧

財產局參加訴訟對於專利侵權訴訟之審理的影響極為有限

，明顯未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並且智慧財產法院裁定智慧

財產局參加訴訟的情形越來越少。  

 
七、對於間接侵權或教唆侵權之主張：  

在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5 號訴訟事件中，原告並未主

張被告直接侵害系爭專利權，原告主要訴求被告有間接侵

權或教唆侵權之情事而請求損害賠償，從該件訴訟的判決

理由，可以瞭解智慧財產法院認為依據專利法之規定，專

利權不能主張間接侵權或教唆侵權，並且判決中指出被告

在所生產的藥品仿單中教示並建議醫師或糖尿病患直接搭

配其他藥物服用之醫藥組合，此種建議「服用」行為，在

實質上不等同於「製造」及「使用」等實施專利權之行為

。  

在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22 號訴訟事件中，系爭的

M165434 號「滑輪曬衣架之結構改良」新型專利權在獨立

請求項 1 記載包括「曬衣桿」之構成要件，系爭對象的產

品內容並未包括曬衣桿，不過卻因為在外包裝箱及安裝說

明書揭露在實際應用上尚需要組裝一曬衣桿，因此被智慧

────────────────────────────────────── 
19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為判斷當事人依前條第一項所為之主張或抗辯，於必

要時，得以裁定命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參加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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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法院認定系爭對象的技術內容應包括使用狀態下之曬

衣桿，並據以判斷系爭對象落入系爭專利請求項 1 的文義

範圍而構成侵權。從該件訴訟的判決理由，智慧財產法院

卻似乎可以接受間接侵權或教唆侵權之主張。  

從前述的兩件判決，智慧財產法院對於間接侵權或教

唆侵權之審理情形，可能會因為涉訟兩造的攻擊防禦手段

而有所差異，不過若專利權人直接挑明主張間接侵權或教

唆侵權，相信智慧財產法院應當不會判決專利權人勝訴。  

 
八、對於專屬授權的問題：  

智慧財產法院在部分的判決 20論及專屬授權的問題，

在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47 號判決中，智慧財產法院認為：

「專屬授權係獨占之許諾，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

範圍內，得以專利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專利權人不得再

實施專利權」。因此認定專利權人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為無

理由。在該案的判決中也論及授權登記的問題，被告抗辯

原告系爭專利專屬授權○○公司實施，並未向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登記，依專利法第 108 條準用同法第 59 條規定而

不得對抗被告。對於非經向專利專責機關登記不得對抗第

三人的問題，智慧財產法院認為：「按專利法第 59 條規定

…所謂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係指當事人間就有關專

利權之讓與、信託、授權他人實施或設定質權之權益事項

有所爭執時，始有其適用，故所稱『第三人』限於對主張

未經登記有正當利益之第三人，旨在保護交易行為之第三

────────────────────────────────────── 
20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47 號及 98 年度民專訴字第 3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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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法侵權行為人並非有正當利益之第三人，自不得主

張未經登記而據以抗辯…」，因此認定雖然原告將系爭專利

專屬授權○○公司實施並未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登記，但

因為被告並非對主張未經授權登記有正當利益之第三人而

不得以未經授權登記為抗辯之依據。  

但是智慧財產法院對於專利法第 59 條的見解，顯然

與最高法院在 96 年度台上字第 1658 號判決所提及「按專

利法第五十九條所稱之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係指於

第三人侵害其專利權時，若未經登記，則專利受讓人不得

對侵害者主張其權利；但在當事人間，由於登記並非契約

之生效要件，因此，當事人間之專利權讓與仍發生其效力

，對於當事人仍有拘束力，甚至對於權利之繼受者亦有其

拘束力，亦即繼受人不得以未經登記為理由，對抗原受讓

人，主張其未有效取得專利權之讓與。」之見解迥然有別

。  

智慧財產法院在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47 號判決對於專

利法第 59 條所持之見解係為個案的特例，或者是整體討

論後的通案標準，還有帶進一步的觀察。  

 
九、對於確認請求權的問題：  

目前在智慧財產法院有 2 件請求確認請求權的專利民

事訴訟已經審結，分別為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15 號及第

55 號判決中。在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15 號判決中，因為

原告無法證明被告曾經對原告提出任何侵害專利權之主張

行為或訴訟，因此認定請求確認請求權為無理由而判決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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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原告之訴。  

在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55 號判決中，因為被告多次發

函給原告的各大經銷商而導致產品遭下架，並且被告遲遲

不對原告提出侵害專利權之訴訟，因此智慧財產法院認為

原告可以提起確認訴訟，並且審查認為原告系爭烘碗機未

落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之專利權範圍，判決確

認被告對原告製造、銷售之機型 JT-3160Q 型號下嵌式烘

碗機侵害其新型專利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存在。  

 
十、對於專利權人發函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的問題：  

在對於專利權人發函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的問題，智

慧財產法院的審理標準較為寬鬆而有利於專利權人，在 3

件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的訴訟事件 21中，智慧財產法院均

審判專利權人勝訴。  

在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32 號判決中，具體指出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訂定的「警告函處理原則」第 3 條、第 4

條係為互相獨立之規定，只要符合其中一條之款項，即屬

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毋須兩條款均要符合，因此，無論

發函所檢附的鑑定報告的內容品質是否符合警告函處理原

則第 4 條之規定，縱然是以專利事務所出具的鑑定報告發

警告函之行為，依然符合警告函處理原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3 款專利權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要件之事實。在該判決中

進一步指出，警告函處理原則及公平交易法之規定均係對

於「事業」為規範、處罰，若發函的專利權人為自然人，

────────────────────────────────────── 
21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28 號、第 32 號及 98 年度民專訴字第 4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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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受警告函處理原則及公平交易法之拘束。  

在 97 年度民專訴字第 28 號判決中，由於是否侵害專

利權所應審究者包括專利權之範圍、系爭產品是否落入專

利權範圍、構成侵害之態樣及造成損害之數額 ...等等；是

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所應審究者包括是否違反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警告函處理原則」之相關規定、其行

為有無欺罔或顯失公平、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及致生之

損害情形與賠償範圍等要件；因此，智慧財產法院認為原

告提出被告侵害侵害專利權與被告反訴原告違反公平交易

法，兩者所依相關法律規定、舉證及調查事項均不相同且

不相牽連，判決反訴原告之反訴駁回。  

 
肆、結語  

雖然我國專利法自民國 33 年 5 月 29 日即公布施行，

但一直到民國 92 年 2 月 6 日修正且自 93 年 7 月 1 日施行

的現行專利法正式施行之後，我國的專利制度才較為健全

完整，特別是對於專利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之記

載及揭露，是在現行專利法施行之後才有較為明確之規定

，並且「專利侵害鑑定要點」也是智慧財產局重新大幅修

訂之後在 93 年 10 月 5 日函送司法機關參考。目前我國繫

屬於有效狀態的專利權中，尚有多數是在 93 年 7 月 1 日

以前核准公告取得專利權，目前智慧財產法院嚴格採用現

行法規及「專利侵害鑑定要點」的審理作法，對於在先前

核准公告的專利權顯然有失公平，智慧財產法院對於此類

專利權之審理，應有再商榷之必要，藉以讓專利權人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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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得到適當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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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發明專利之「早期公開」規定 
吳嘉敏、胡書慈 

一、前 言：  

依我國早期的專利制度，一專利案於授予專利權後公

告，至此他人方能藉由公報的資訊得知該專利案之技術內

容；但為了避免重複研發及促進科技發展，我國於 2001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就發明專利導入了「早期公開」制

度 1，並規定於施行一年後提出之發明專利申請案始適用 2

；因此自 2002 年 10 月 26 日以後在我國提出之發明申請

案，不待核准與否，均在申請日 (或優先權日 )起 18 個月後

即行公開，且同時規定得依申請人之申請而提早公開 3。  

而在我國導入早期公開制度之前，已有諸多國家實施

早期公開制度，惟各國規定異同互見，本文謹就我國、中

國大陸、日本、美國及歐洲專利公約的早期公開制度分析

如後。  

 
二、各國或區域「早期公開」制度之介紹：  

(一 )我國  

1、法定公開時間及內容：  

                                                                                                                                                           
1 我國 2001 年專利法第 37 之 1 條第 1 項規定：「專利專責機關接到發明專利申請文件後，經審查認為

無不合規定程式且無應不予公開之情事者，自申請之次日起十八個月後，應將該申請案公開之。」 
2 
我國 2001 年專利法第 37 之 6 條規定：「前五條規定，於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四日修正施行日起一

年後提出之發明專利申請案，始適用之。」 
3 我國 2001 年專利法第 37 之 1 條第 3 項規定：「專利專責機關得因申請人之申請，提早公開其申請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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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專利法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專利專責機關接到

發明專利申請文件後，經審查認為無不合規定程式，且無

應不予公開之情事者，自申請日起 18 個月後，應將該申

請案公開之。」，又同法第 36 條第 3 項規定如有主張優先

權則自優先權日起算，因此，在我國一發明申請案係自其

申請日或優先權日起算 18 個月後予以公開。惟究竟於何

日公開，端視專利專責機關的公開規定。目前實務上由於

我國將公告公報與公開公報分開在不同時間點發行，因此

發明專利依上述規定而屆公開日時，該發明專利申請案將

刊載在上述期間終止日後的最近一期公開公報，而目前我

國發明公開公報發行之時間為每個月的 1 日及 16 日。  

[案例 1]申請第 097144496 號發明專利申請案，於

2008 年 11 月 18 日提出申請，故適用早期公開制度而將

於申請日起算 18 個月後依規定公開。原則上，該發明專

利申請案應登載於 2010 年 6 月 1 日的公開公報上，但因

該 發 明 專 利 申 請 案 曾 主 張 國 際 優 先 權 ， 故 以 優 先 權 日

(2008 年 1 月 18 日 )作為 18 個月公開的起算日，因此該發

明專利申請案即提早於 2009 年 8 月 1 日登載公開，其公

開日亦即為 2009 年 8 月 1 日，公開號數為 200932107。  

至於登載於公開公報上的內容是以原始申請所提申的

內容為準，因此若於申請日 (或優先權日 )起 15 個月內曾提

起補充、修正者，僅會於公開文本上註記該補充、修正之

事實，至於補充、修正的內容並無法經由該公開文本得知

。  

[案例 2]申請第 097134413 號發明專利申請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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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9 月 8 日提出申請而適用早期公開制度，依法須

於申請日起算 18 個月後公開；由於該發明專利申請案主

張三項國際優先權，故必須自最早的優先權日 (2007 年 9

月 7 日 )作為 18 個月公開的起算日，依前述實務作法，該

發明專利申請案應於 2009 年 3 月 16 日登載公開，但本發

明專利申請案實際的公開日為 2009 年 7 月 1 日，較預定

整整晚了約 3 個月。  

上述案例的公開日推遲並非因專利專責機關接受延緩

公開之請求，而是專利專責機關必須先依據專利法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確認申請案「無不合規定程式」後方進入

早期審查程序。就上述所舉之案例，其申請日期適為可主

張優先權之最後期限，因此是先以必要文件提出申請以取

得申請日，其他相關文件則申明後補；依目前實務，補件

期限加上延期最長可達 6 個月之久，而專利法第 36 條第 1

項所稱「規定程式」是必須確認所有申請文件均已備齊，

待申請文件備齊後，加上約 3 個月的公開前準備期，因而

導致上述案例延至 2009 年 7 月 1 號始公開，公開號數為

200930101。  

2、不予公開的情事：  

我國專利法第 36 條第 3 項規定：「發明專利申請案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公開：一、自申請日起十五個月內

撤回者。二、涉及國防機密或其他國家安全之機密者。三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自申請日起 15 個月內撤回的情形包含有兩種，其一

為申請人自行撤回者，其二為被主張國內優先權之母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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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起 15 個月後視為撤回。  

當申請人於提出發明專利申請後，自申請日後 15 個

月內主動撤回其發明專利申請時，基於保護申請人權益，

該發明專利申請案自無須再進入早期公開程序，惟申請人

仍應注意必須以書面形式提出主動撤回之程序請求。至於

被主張國內優先權之母案部份，由於發明專利申請案成為

國內優先權母案時，將自其申請日起 15 個月後自動視為

撤回 4，因而同樣滿足第 36 條 3 項 1 款的撤回規定，是以

發明專利申請案一旦成為被主張國內優先權時，將不予公

開。至於國內優先權母案是否抵觸原本早期公開之立法意

旨，答案則是否定的，因為主張該發明專利申請案為國內

優先權的子案將來仍須依循規定而進行早期公開，反而可

避免重複技術公開。  

惟仍須注意的是，當發明專利申請案提出申請時，縱

使未有上述二種情況，專利專責機關會依專利法第 36 條

第 3 項第 2 款審查發明專利申請案內容是否已涉及國防機

密及國家安全機密；若審查為是者，則專利專責機關基於

其內容公開後將對國家安全有所危害，故將限制此類案件

進入早期公開程序；再如同條同項第 3 款，若發明專利申

請案的技術內容公開後可能影響社會秩序或敗壞民風，則

會以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為理由，不進行早期公開程

序。至於是否有違上述規定，仍須經過審查判斷，為維護

申請人之權益，一經審查後認發明專利申請案有前述法條

第 2 款或第 3 款不予公開之情事，將會通知申請人申復，

                                                                                                                                                           
4
 我國專利法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先申請案自其申請日起滿十五個月，視為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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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復無理由或逾限未申復者，則不予公開。  

3、提早公開：  

基於早期公開制度建立的緣由，我國准許申請人提出

提早公開之請求，即我國專利法第 36 條第 2 項規定：「專

利專責機關得因申請人之申請提早公開其申請案。」申請

人須以書面形式提出提早公開的請求，則專利專責機關經

審核該申請案無不予公開的事項後，隨即進入公開作業程

序。而請求提早公開並未抵觸原本早期公開之立法意旨，

同樣可避免重複的投資浪費，加速科技發展。  

[案例 3]申請第 096107394 號發明專利申請案，2007

年 3 月 3 日提出申請故適用早期公開制度，惟該案未主張

國際優先權，故依法自申請日起算 18 個月後始予公開；

惟因該案請求提早公開，故於 2008 年 1 月 16 日即已提前

公開，公開後該專利之內容即成為公開文獻；而目前若於

提出申請時即同時申請提早公開，約在申請日起 3 個月左

右，倘若無其他不予公開之情事，即可能進入公開程序。  

4、核准公告與早期公開間的關係：  

我國在未導入早期公開制度之前，只有取得專利權之

發明專利，才會公告其技術內容，進而供一般人藉由閱卷

程序或影印取得完整的專利資訊，而對於審查中或遭核駁

之發明專利申請案，並不會公開相關資訊讓大眾了解其技

術內容，故易衍生重複研發、浪費研發資源的問題；一旦

導入早期公開制度後，專利專責機關則以獨立發行公開公

報，將發明專利申請案的摘要內容登載於其上，並提供全

份公開說明書下載服務，讓大眾能夠更早獲得該發明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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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的技術內容。  

由於我國公開公報係以原始發明專利申請案的申請文

件進行公開，且與公告專利權的專利公報分開發行，因此

只要發明專利申請案已達法定公開時間且無規定程式不齊

備或不予公開的情事者，專利專責機關不另探究其是否已

核准公告，即逕行公開該申請案的內容。  

 
(二 )中國大陸  

1、法定公開時間及內容：  

2008 年版中國大陸專利法 5(以下簡稱 08 年版大陸專

利法 )第 34 條前段 [2000 年版中國大陸專利法 6(以下簡稱

00 年版大陸專利法 )第 34 條前段 ]規定：「國務院專利行政

部門收到發明專利申請後，經初步審查認為符合本法要求

的，自申請日起滿十八個月，即行公布。」又 2010 年版

中國大陸專利法實施細則 7(以下簡稱 10 年版實施細則 )第

11 條第 1 款規定：「除專利法第二十八條和第四十二條規

定的情形外，專利法所稱申請日，有優先權日者，指優先

權日。」因此，由於一中國發明申請案中，除了收達日 8

及專利權期限 9與申請日有關外，其優先權日均等同於申

請日，故一中國發明申請案同樣將自其申請日或優先權日

起算 18 個月後予以公開。又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同樣以

                                                                                                                                                           
5 2008 年版中國大陸專利法為 2008 年 12 月 27 日公布、2009 年 10 月 1 日實施。 
6 2000 年版中國大陸專利法為 2000 年 8 月 25 日公布、2001 年 7 月 1 日實施。 
7 2010 年版中國大陸專利法實施細則於 2010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 
8 08 年版大陸專利法第 28 條規定：「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收到專利申請文件之日為申請日。如果申請文

件是郵寄的，以寄出的郵戳日為申請日。」 
9 08 年版大陸專利法第 42 條規定：「發明專利權的期限為二十年，實用新型專利權和外觀設計專利權的

期限為十年，均自申請日起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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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公開公報方式公開發明專利申請案的技術內容，發明

專利公報、實用新型專利公報及外觀設計專利公報每週各

出版一次，其中發明專利公報包含有發明專利申請的公開

及發明專利權授予，因此中國發行的發明專利公報包括核

准公告及公開公報。目前實務上，發明專利公報是在每週

三同時發行。因此，中國發明專利案確切的公開時間即為

發明專利公報實際的發行時間。  

通過初步審查的中國發明申請案，其中包括經過補正

而符合初步審查要求者，將發予初步審查合格通知書，且

於通知書上指明公開時所依據的申請文本，隨即進入公開

程序。由此可知，倘若一中國發明申請案在公開前曾進行

補正，將依照其補正後的內容予以公開，而非以原始的申

請文本作為公開內容。  

2、不予公開的情事：  

由於前段所引用的中國 08 年版專利法第 34 條已明確

規定，一中國發明申請案須通過初步審查，方能進入公開

程序，而 10 年版實施細則第 44 條第 1 款第 1 項中規定發

明之初步審查所需審究的項目包含有是否明顯屬於專利法

第 5 條 (違反國家法律、社會公德、妨害公共利益 )、第 25

條 (不授予專利權 )規定的情形，或者不符合專利法第 18 條

(涉外規定 )、第 19 條第 1 款 (外國人或組織專利事務委託 )

、第 20 條第 1 款 (保密審查請求 )、細則第 16 條 (請求書內

容 )、第 26 條第 2 款 (遺傳資源表格 )，或者明顯不符合專

利法第 2 條第 2 款 (發明定義 )、第 26 條第 5 款 (遺傳資源

來源呈報 )、第 31 條第 1 款 (單一性 )、第 33 條 (修改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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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原範圍 )、細則第 17 條至第 21 條 (說明書、圖式及權利

要求書的記載形式 )的規定。因此，只要發明專利申請案違

反前列任一規定時，即無法進入公開程序。也就是說於初

步審查時，當一發明專利申請案認為有形式上而可通過補

正克服的缺陷，則通知補正；反之，若被認為有不可能通

過補正方式克服之明顯的實質性缺陷時，則通知陳述意見

，最終若仍無法通過初步審查者，則中國發明申請案將被

駁回或視為撤回，而無法進行公開程序。  

再者，除了在初步審查程序中被駁回或被視為撤回者

將不予公開之外，在公開準備程序前申請人主動撤回或確

定為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而須保密者，亦同樣為不予

公開。  

3、提早公開：  

08 年版專利法第 34 條後段 10規定：「國務院專利行政

部門可以根據申請人的請求早日公布其申請。」，而在 10

年版實施細則第 46 條中亦明確提及，當中國發明申請案

提出提早公開的請求時，經初步審查合格後將立即進入公

開準備程序。同樣地，中國大陸專利法並未有准予申請人

提出延緩公開的相關法條規定，因此請求延緩公開將不被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接受。  

實務上，對一個中國發明專利申請案提出提早公開之

請求是有助於加速案件的審查，原因在於中國發明專利申

請案是在公開後始進行實體審查；因此，在中國發明專利

申請案可於提申時一併請求提早公開，令發明專利申請案

                                                                                                                                                           
10

 2000 年版中國大陸專利法規定於第 34 條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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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進入實體審查。  

4、核准公告與早期公開間的關係：  

如上述公開規定，中國的發明申請案在公開時即一併

進入實體審查階段，而不會發生早期公開前核准公告的情

形，換言之，發明專利申請案必定先公開後才有公告之可

能。  

(三 )日本  

1、法定公開時間及內容：  

依日本特許法第 64 條第 1 項 11規定，於發明專利申請

之申請日起 1 年 6 個月後，除已揭載於專利公報者外，須

將該發明專利申請公開；由本條法規內容可知，日本發明

專利申請案必須自申請日起算 1 年 6 個月後始公開，就公

開時間點而言與其它國家規定的 18 個月並無二致，然其

另行規定須排除已揭露於專利公報之專利案，因此若發明

專利案在較短的時間內即已通過審查而獲准並揭露於專利

公報上，則不會再進行公開程序，此規定顯然與我國及中

國大陸有別。另，日本特許法第 17 條之 312又進一步規範

第 64 條第 1 項的申請日可視為其主張之國際優先權案申

                                                                                                                                                           
11

 日本特許法第 64 條第 1 項：「於發明專利申請之申請日起一年六個月後，除已揭載於專利公報者外，

特許廳長官必須將該發明專利申請公開。當接獲依據次條第一項之規定所提出之申請案公開的請求時

亦同。」 
12 日本特許法第 17 條之 3：「發明專利申請人，於發明專利申請之日[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伴隨優先

權主張之發明專利申請中，依同項規定為首先申請之日，依第四十三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三條之二第一

項或第二項規定伴隨優先權主張之發明專利申請中，該首先申請或依巴黎公約（即一九００年十二月

十四日於布魯塞爾，一九一一年六月二日於華盛頓，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六日於海牙，一九三四年六月

二日於倫敦，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於里斯本，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於斯德哥爾摩修正之有關工

業財產所有權保護之一八八三年三月二十日之巴黎公約，以下同）第四條 C(4)規定之視為首先申請之

申請或依同條 A(2)規定之視為首先申請之提出申請之日，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一項或第

四十三條之二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伴隨二個以上優先權主張之發明專利申請中，該些作為優先權基礎

之申請日中最先之日。於第六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亦同。]起一年三個月內，得對申請書所附具之摘要進

行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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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日，若主張多數國際優先權，則以其中最早優先權日為

準。因此，日本特許法第 64 條第 1 項所規定發明專利申

請案 1 年 6 個月後公開的起算日為其申請日或優先權日。  

再者，日本特許法第 17 條之 3 另規範補正摘要的時

間點，即申請案的申請日或優先權日起算 1 年 3 個月內可

主動提出補正摘要的請求。又依日本特許法第 64 條第 2

項 13公開事項的規定，日本專利局會將前述期限所提出的

摘要補正予以公開。  

2、不予公開的情事：  

依日本特許法第 64 條第 2 項：「 (前略 )惟特許廳長官

認為於專利公報揭載第四號至第六號所揭示之事項將有妨

礙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時則不在此限。」，其中第四號至第

六號分別為說明書、摘要及外文本。又根據本條次的逐條

釋義內容更進一步得知，在公開前撤回、放棄、駁回或核

駁審定之申請案，亦不予以公開；此規定與我國也有顯著

差異，在我國一發明專利申請案縱使在公開前已遭核駁確

定，該發明專利案之內容仍將公開。  

3、提早公開：  

依日本特許法第 64 條之 214規定，發明專利申請人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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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特許法第 64 條第 2 項：「申請案公開，應將以下揭示事項以揭載於專利公報方式進行。但，第四

款至第六款所揭示事項中，若特許廳長官認為於專利公報揭載該些事項有妨礙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時

，則不在此規定內容之中。一．發明專利申請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二．發明專利申請之申

請號及年月日；三．發明人之姓名及住所或居所；四．申請書所附具之說明書上所記載之事項及圖式

之內容；五．申請書所附具之摘要上所記載之事項；六．外國語書面申請時，外國語書面文件及外國

語摘要文件所記載之事項；七．申請案公開之編號及年月日；八．以上各款規定外之其他必要事項。

」 
14 日本特許法第 64 條之 2：「1.發明專利申請人除以下揭示之情形外，可向特許廳長官提出公開該申請

案之請求。一.該申請案已被公開之情形；二.該申請案係基於第四十三條第一項，或者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或第二項之規定主張優先權之申請案，並且未向特許廳長官提出於第四十三條第二項(包含第四十三

條之二第三項準用之情形)所規定之文件以及於第四十三條第五項(包含第四十三條之二第三項準用之情

形)所規定之文件之情形；三.該申請案係以外文文件提出申請，並且未向特許廳長官提出於第三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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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申請案已被公開或未檢附優先權證明文件 15的情形外，

可向特許廳長官提出公開該申請案之請求。  

 
(四 )美國  

1、法定公開時間及內容：  

依美國專利法第 122(b)(1)條及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211(a)條規定，申請人依據美國專利法第 111(a)條向專

利局所提出申請的美國申請案或依據美國專利法第 371 條

提出申請的國際申請案，以其最早申請日起算 18 個月後

公開。所謂最早申請日依據美國專利法審查指南第 1120

章內容係指申請案的申請日、國際申請日或主張美國專利

法第 119、120、121 或 365 條優先權的優先權日，意即

當一美國申請案主張國際優先權或國內優先權時，其最早

的申請日即為優先權日，若為一件美國分割申請案，則其

最早申請日即是原母案的申請日。由此可知，美國專利申

請案早期公開的起算日同樣為申請日或優先權日。實務上

，目前美國專利局訂定每周四發行公開公報，與公告公報 (

每週二 )分開在不同時間點發行，因此美國專利申請案依上

述規定而屆公開日時，會在公開日期屆滿後最近一期的公

開公報登出，而該公開公報的發行日亦即該專利申請案的

公開時間。  

然而，美國專利申請案也可能出現延緩公開的情況，

依據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211(c)條規定，若專利局審

查一件美國專利申請案有下列事項：未繳公開費、說明書

                                                                                                                                                           
之二第二項所規定外文文件之譯文之情形；2.申請案公開之請求無法撤回。」 

15 日本特許法第 43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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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摘要不符撰寫規定、圖面不符製圖規定、序列表不符製

作規定時，專利局會等待申請人為了補正前述缺陷所提的

請願被核准後，意即該專利申請案文件均備齊後才會進行

公開程序，經過前述期間後即有可能已超出最早申請日起

算 18 個月後應公開的時間點。  

至於公開文本的內容，依據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217 條規定，當美國專利申請案在公開之前提出補充及

修正，專利局將依補充及修正內容予以公開。  

2、不予公開的情事：  

依據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211(a)至 (d)條規定，當

一件美國專利申請案若為已非存續狀態、涉及國家機密、

已授予專利、已提出不公開之請求、為暫時申請案、為再

發證案、規費及文件未備齊者、涉及公開後將違反聯邦或

州法律或者申請案或其部分包含攻擊性或毀謗性資料，則

均將不予公開。在此其中較為特別的是「請求不公開」，美

國專利法允許申請人在特定申請條件之下，向美國專利局

提出不公開之請求，為其他各國未見之特別規定。  

由於請求不公開的條件之一是該申請案並無其他對應

國外申請案，或有對應國外申請案，但該對應國外申請案

未向同樣具有早期公開制度的專利局或單位提出申請。因

此，申請人必須小心留意美國專利申請案提出不公開請求

的時機點；倘若申請人提申美國申請案時一併提出不公開

之請求者，爾後又向具有早期公開制度國家或單位提出對

應國外案的申請，則必須留意在該對應國外案的申請日起

45 天內，須主動向美國專利局撤回先前不公開之請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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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專利申請案被視為放棄。  

3、提早公開：  

依據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219 條之提早公開規定

，申請人可以書面提出申請提早公開，令備齊申請文件的

美國發明專利案可以提早公開，惟此一早期公開時間並不

確定，但美國專利法審查指南第 1129 章指出一般早期公

開準備時間需要 14 個星期，一旦申請人提出提早公開之

請求，且申請案的申請文件已備齊，則會儘快公開該申請

案。  

4、核准公告與早期公開間的關係：  

依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211(a)條規定，不予公開

事項包含已核准之專利。因此一美國專利申請案若在公開

之前即核准公告，則將不再進行公開；反之，若美國專利

申請案在公開後才核准公告，則一美國專利申請案將分別

擁有公開日 /公開號及公告日 /公告號。  

 
(五 )歐洲專利公約 (EPC) 

1、法定公開時間及內容：  

依據歐洲專利公約第 93(1)(a)條歐洲專利公約申請案

的公開規定，一申請案自申請日或自優先權日起算 18 個

月後須進行公開程序。惟依照歐洲專利審查指南第 A 部分

第 4 章第 1.1 節的規定，倘若在公開準備期開始之前，申

請人聲明放棄其優先權主張，則該申請案之公開期限改由

其申請日起算。實務上，歐洲專利局目前公開訂定發行公

開公報的時間為每週三，同樣為每週發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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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第 68 條以及審查指南第 A

部分第 4 章第 1.3 節的規定，倘若檢索組認為申請人原始

提交的摘要需修改，則會於發出檢索報告時一併通知申請

人修改後的摘要內容，因此，若修改後的摘要在公開準備

期開始之前已完成，則公開文本中將僅公開修改後的摘要

，反之則會先公開原始提申的摘要，待日後檢索報告另行

公開時再一併公開修改後的摘要內容；至於申請專利範圍

修正本的公開則僅限於在公開準備期開始之前已遞交者。

又，倘若公開準備期開始之前檢索報告仍未完成，則將於

日後另行公開檢索報告，檢索報告後所檢附的書面意見將

不會公開。由此可知，由於歐洲專利申請程序較其他國家

增加一道檢索報告的製作程序，因此專利申請案的公開內

容態樣相當多樣化。  

2、不予公開的情事：  

依照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第 67 條第 2 項以及審查

指南第 A 部分第四章第 1.2 節的規定，歐洲專利局會依照

下列項目審查專利申請案是否不予公開：  

1、申請案在公開準備期開始之前已被核駁確定；  

2、申請案在公開準備期開始之前已被撤回；  

3、申請案在公開準備期開始之前已被視為撤回。  

前述第 2 種情況的撤回係指申請人自請撤回，申請人

可提出宣誓書聲明放棄該申請案並聲明不公開該申請案；

又前述的公開準備期約為公開期限前 5 週，倘若過了此期

間而仍希望撤回申請案且不公開該申請案，則歐洲專利局

雖無法保證能否阻止公開，但仍將視個案情況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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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早公開：  

依據歐洲專利公約第 93(1)(b)條歐洲專利公約申請案

的公開規定，歐洲專利局可依照申請人的請求，在上述期

限到期之前提早公開該專利申請案。  

4、核准公告與早期公開間的關係：  

歐洲專利公約係採實體審查請求制，且可在提申時一

併提出實審請求。縱使如此，實務上一發明專利申請案於

公開之前即通過實體審查而獲准公告之案件實屬罕見，因

此目前歐洲專利公約申請案絕大部份的專利申請案均在核

准公告之前即已先行公開，但倘若一歐洲專利申請案在公

開前已進行實體審查，且於公開前已核准，則在該歐洲專

利案核准的公告本中，將其原始申請內容一併公開。  

 
三、結論：  

由上述關於各國早期公開制度的說明可知，各國引入

早期公開制度立意差距不大，且公開的時間點規範大多一

致，惟就其他規範上，例如不予公開之規定即有顯著之差

別，有些國家在申請案公開前遭核駁確定即不會公開，如

日本、歐洲專利公約等；而中國大陸則是初步審查駁回確

定，也不會進入公開階段；因此在向各國提出申請之前，

應先充分了解各國規定之差異，以避免該專利無法經由公

開程序形成公開之文獻，而影響申請人之權益。  

 
四、參考資料：  

1、我國現行專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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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國現行專利法審查基準。  

3、中國大陸 2008 年版專利法。  

4、中國大陸 2010 年版專利法實施細則。  

5、中國大陸 2010 年版專利法審查指南。  

6、日本現行特許法及逐條釋義。  

7、美國專利法 (35 USC)。  

8、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 (CFR)。  

9、美國專利法審查指南 (MPEP)。  

10、歐洲專利公約 (EPC Article)。  

11、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 (EPC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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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申請日及受理的文件之相關規定 
劉又安、杜燕文 

一、前言：  

專利須提出申請，方有授予專利權之機會，而是否為

一有效的專利權，更須與先前技術作明確的比較。因此，

提出專利申請時，須備齊法令上規範申請的必要文件，方

能取得與先前技術作區隔之申請日，但縱使取得申請日，

若其他必要申請文件或費用未於一定時間內提出，仍將不

被受理，而無法完成程序審查。相對的，即無法進入審查

程序，更遑論取得專利權；故提出專利申請之際，是否確

定已取得申請日？是否已完成專利之受理程序？當答案是

肯定時，才有機會進一步被審查及取得專利權。  

為使申請日之取得及專利申請案是否能合法受理的相

關規定明確化，各國在其專利法中均有規範；然因各國專

利制度均有其立法之緣由及法制上的差異，因此規定並不

盡相同，也導致了各國在實務上的差異，因此，本文即針

對我國、中國大陸、日本、美國及歐洲專利公約 (EPC) 1等

，在專利申請日之取得及專利申請受理等相關規定作說明

，並將各國之相關規定作一比較，藉此讓讀者能透過本文

的介紹，更了解各國之規定及實務。  

 
二、本文：  
                                                                                                                                                           
1 因資料彙整緣故，部份單元並未列入日本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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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取得申請日之必要文件  

1. 我國之規定：依我國專利法第 25 條第 3 項規定 2

，申請發明專利，以申請書、說明書及必要圖式齊備之日

為申請日，換言之，於提出發明專利申請之時，申請書、

說明書及必要圖式為取得申請日之必要文件；另依專利法

第 116 條第 3 項規定，申請新式樣專利，以申請書、圖說

齊備之日為申請日，因此，提出新式樣專利申請之時，申

請書、圖說為取得申請日之必要文件。  

若申請人申請之時，缺漏了其中任一文件，專利專責

機關須依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通知申請人限期補

正；若申請人於期限內補正，或未及於期限內補正而於專

利專責機關不受理處分書合法送達前補正，仍以補正之日

為申請日，但若未提出補正，或於不受理處分書合法送達

後才提出補正程序，則申請案不受理；上述補正指定期間

，以不超過 6 個月為原則 3。  

2. 中國大陸之規定：依中國大陸專利法第 26 條第 1

款規定，申請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的，應當提交請求書

、說明書及其摘要和權利要求書等文件；另專利法第 27

條規定，申請外觀設計專利的，應當提交請求書、該外觀

設計的圖片或者照片以及對該外觀設計的簡要說明等文件

。又，2010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的實施細則 (以下簡稱 10 年

版實施細則 )第 38 條規定，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收到發明

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申請的請求書、說明書 (實用新型必須包

括附圖 )和權利要求書，或者外觀設計專利申請的請求書、

                                                                                                                                                           
2 請參看我國專利法第 108 條，新型專利準用此規定。 
3 請參看我國專利法審查基準第一篇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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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設計的圖片或者照片和簡要說明後，應當明確申請日

、給予申請號，並通知申請人，因此，於提出發明專利申

請之後，請求書、說明書及其摘要和權利要求書為取得申

請日之必要文件，而提出新式樣專利申請之時，請求書、

該外觀設計的圖片或者照片以及該外觀設計的簡要說明為

取得申請日之必要文件。  

若申請人申請之時，缺漏了其中任一文件，國務院專

利行政部門將依專利法實施細則第 44 條規定，通知申請

人在指定期限補正。  

其中，10 年版實施細則第 40 條規定，說明書中載有

附圖說明但無附圖或者缺少部分附圖的，申請人應當在國

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指定的期限內補交附圖或者聲明取消對

附圖的說明。申請人補交附圖的，以向國務院專利行政部

門提交或者郵寄附圖之日為申請日；取消對附圖的說明的

，保留原申請日。  

3. 日本之規定：日本特許法中未明確規定取得申請日

之文件，但根據日本專利法第 36 條，申請人提出申請時

應隨申請書檢附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必要圖式及摘要

。  

4. 美 國 之規定 ：依美 國專利 法施行 細則 37 CFR 

1.53(b)規定，說明書為取得正式申請案 (Non-Provisional 

Application)之必要文件，其說明書須包含對發明的敘述、

申請專利範圍及必要圖式，而自 1995 年 6 月 8 日，美國

又設立一暫時申請案 (Provisional Application)制度，讓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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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人 可 以 較 低 的 費 用 提 出 最 先 申 請 4。 根 據 37 CFR 

1.53(c)，暫時申請案之申請日為向美國專利局提交說明書

之日，其說明書須包含必要圖式。另，提出暫時申請案時

還須附上封面頁 (Cover Sheet)指明該申請案為暫時申請案

，否則美國專利局將視該申請案為正式申請案 5。  

依 37 CFR 1.53(e)，當申請案未滿足取得申請日的規

定時，美國專利局則會通知申請人在指定期限內補正。申

請人如未補正或未及時補正，該申請案將會終止程序，而

除了手續費之外，其餘之申請費將會退還給申請人。  

5. 歐洲專利公約 (EPC)之規定：依據歐洲專利公約

(EPC)實施細則第 40 條，歐洲專利申請案的申請日為向歐

洲專利局提出請求書、申請人相關資料及說明書之日。另

，申請人亦可引用先前提申之申請案 (以下簡稱「先申請案

」 )取代說明書，引用先申請案時須載明申請日、申請案號

以及所提出申請之專利局。  

申請人提出申請時，若未滿足提出請求書或說明書的

規定，歐洲專利局會通知申請人於二個月補正 6。  

摘要及申請專利範圍並非取得申請日之要件。若提出

申請時未附上摘要或申請專利範圍，歐洲專利局會通知申

請人於二個月內補正 7。  

 
(二 )申請書中取得申請日、受理的相關規定  

                                                                                                                                                           
4 自暫時申請案之申請日起 12 個月內，申請人必需提出正式申請案並主張該暫時申請案較早申請日之利

益。 
5 請參看 37 CFR 1.53(c)(2)。 
6 請參看 EPC Rule 55。 
7 請參看 EPC 審查指南 Part A, Chapter III, 16.2 Period Allowed for Remedying Defici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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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國之規定：依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規定

，申請發明或新型專利之申請書應載明：發明 (或新型 )名

稱；發明人 (或創作人 )姓名、國籍；申請人姓名或名稱、

國籍、住居所或營業所；專利代理人之姓名、事務所。另

依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30 條規定，申請新式樣專利之申請

書應載明：新式樣物品名稱；創作人姓名、國籍；申請人

姓名或名稱、國籍、住居所或營業所；專利代理人之姓名

、事務所。  

其中，專利名稱、發明人及申請人為必填之欄位，若

專利名稱欄位為空白，則須檢視說明書中之專利名稱是否

有記載，若均無記載，則視為申請之必要文件未完備，若

於申請書中之發明人未有任何記載，或申請書中之申請人

未有任何記載，則同樣視為申請之必要文件未完備，專利

專責機關須依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通知申請人限

期補正，同樣地，須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若未補正，則

申請案不受理。  

另若未填寫專利代理人，且未檢附委任書時，則僅視

為未委託代理，其專利申請案仍受理。  

再者，雖於申請書中有明列專利法上規範須聲明之事

項，如國際優先權、國內優先權、新穎性優惠期、寄存資

料，但若未於申請書中聲明，也未檢附相關文件，則僅視

為未聲明，專利申請案仍受理。  
申請人之資格  

若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之申請人，依專利

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應委任代理人代為提出申請，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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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填寫專利代理人且未檢附委任書，則須限期補正，若未

補正，則申請案不受理。  

2. 中國大陸之規定：發明、實用新型或者外觀設計申

請的請求書應當寫明下列事項：發明、實用新型或者外觀

設計的名稱；申請人是中國單位或者個人的，其名稱或者

姓名、地址、郵政編號、組織機構代碼或者居民身份證件

號碼，申請人是外國人，外國企業或者外國其他組織的，

其姓名或者名稱、國籍或者註冊的國家或者地區；發明人

或者設計人的姓名；申請人委託專利代理機構的，受託機

構的名稱、機構代碼以及該機構指定的專利代理人的姓名

、執業證號碼、聯繫電話；要求優先權的，申請人在先申

請的申請日、申請號以及原受理機構的名稱；申請人或者

專利代理機構的簽字或者蓋章；申請文件清單；附加文件

清單；以及其他需要寫明有關事項 8。10 年版實施細則第

17 條規定，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申請的說明書應當寫明

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的名稱，該名稱應當與請求書中的名稱

一致。說明書應當包括下列內容：技術領域、背景技術、

發明內容、附圖說明、具體實施方式。  
申請人之資格  

依專利法第 19 條第 1 款規定，在中國沒有經常居所

或者營業所的外國人、外國企業或者外國其他組織在中國

申請專利和辦理其他專利事務的，應當委託依法設立的專

利代理機構辦理。  

3. 日本之規定：依據日本特許法第 36 條，申請書應

                                                                                                                                                           
8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法實施細則第 1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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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明：申請人之名稱及住所或居所，以及發明人之姓名及

住所或居所。  
申請人之資格  

除法令所規定之情形以外，在日本國內無住所或居所 (

法人為營業所 )之人士須經由在日本國內具有住所或居所之

人 (以下簡稱「專利代理機構」 )代理專利申請之相關手續

或辦理其他專利事務 9。  

專利代理機構得代為辦理一切手續或對行政機關所為

之處分不服提出訴訟。但，居住國外之人若對專利代理機

構之代理權範圍另有限制時，則不在此規定之中。  

4. 美國之規定：美國無提出申請書之要求，但提出暫

時申請案時，須附上封面頁才得以暫時申請受理，而正式

申 請 案 亦 應 附 上 「 發 明 申 請 案 傳 送 表 (Utility Patent 

Application Transmittal Form)」以明確載明所提出之文件

。  

依照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 37 CFR 1.51(c)(1)規定，封

面頁應記載：申請案為暫時申請案、所有發明人之名稱及

地址、發明名稱、代理人名稱及註冊號碼 (如適用 )、申請

人所用以認明該申請案之申請案號 (如適用 )、聯絡地址。

另若是由政府行政機構所製造或在政府合同下所製造的發

明，則須提供美國政府行政機構或政府合同編號。  

美國專利法審查指南 MPEP 601.01(b)規定，當暫時

申請案未提供一份完整的封面頁時，USPTO 一般會給予

申請人 2 個月的期限 (可延長 )提供一份完整的封面頁及繳

                                                                                                                                                           
9 請參看日本特許法第 8 條。 



台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124- 

納滯納金。屆期未補交一份完整的封面頁及繳納滯納金，

該申請案將被視為放棄。若暫時申請案缺聯絡地址，申請

人亦須自申請日起 2 個月內提供封面頁及繳納滯納金，否

則該申請案亦將被視為放棄。  
申請人之資格  

除了根據 37 CFR 1.42 發明人已死亡 10或根據 37 

CFR 1.43 發明人精神狀態有問題 11，否則僅有真實發明人

才能提出專利申請 12。而依據 37 CFR 1.45 規定，共同發

明人中有人拒絕簽署文件提出專利申請或無法找到其行蹤

，其餘之共同發明人或任何擁有該發明所有權利益之人皆

可提出證據後提出專利申請。  

5. 歐洲專利公約 (EPC)之規定：依據歐洲專利公約

(EPC)施行細則第 41 條規定，請求書應當使用歐洲專利局

之特定表格並於請求書中載明：發明名稱；申請人之名稱

、地址及國籍；如有委任代理，代理人之名稱及地址；如

有主張優先權，被主張優先權之申請案在外國之申請日及

受理該申請之國家；請求書所含文件列表，包含說明書、

申請專利範圍、圖式及摘要之頁數；發明人之指定 (如申請

人不是發明人或不是唯一的發明人，須再個別提出指定發

明人的文件 13)。  
申請人之資格  

在EPC會員國沒有居所或者營業所的自然人或法人申

請專利和辦理其他專利事務的，應當委託專利代理機構辦

                                                                                                                                                           
10 發明人已死亡，其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可提出申請。 
11 發明人精神狀態有問題，其監護人或法定代表人可提出申請。 
12 請參看 37 CFR 1.41。 
13 請參看 EPC Rule 19。 



專利專論集〔七〕 

-125- 

理 14。  

 
(三 )說明書取得申請日、受理的相關規定  

a. 以外文本先提出申請之規定  

1. 我國之規定：依據我國專利法第 25 條，說明書及

必要圖式以外文本提出，且於專利專責機關指定期間內補

正中文本者，以外文本提出之日為申請日；未於指定期間

內補正者，申請案不予受理。但在處分前補正者，以補正

之日為申請日。  

2. 中國大陸之規定：10 年版實施細則第 3 條第 1 款

規定，依照專利法和本細則規定提交的各種文件應當使用

中文；國家有統一規定的科技術語的，應當採用規範詞；

外國人名、地名和科技術語沒有統一中文譯文的，應當註

明原文 15。  

3. 日本之規定：日本特許法第 36-2 條規定，申請人

得隨申請書附上外文本以取代申請時所要求的說明書、申

請專利範圍、必要圖式及摘要。以外文本先提出申請者，

須於申請日起 14 個月內提供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必

要圖式及摘要的日文譯本。屆期未補交日文譯本，該申請

案將視為撤回。  

4. 美國之規定：依據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 37 CFR 

1.52(d)(1)，以英文以外的語言提出正式申請案時，申請人

須一併附上英文譯本。此外，申請人還須提出該譯本為正

確的聲明書並繳交手續費。若申請人未隨申請案附上上述

                                                                                                                                                           
14 請參看 EPC 審查指南 Part A, Chapter IX, 1.1 Representation by a Professional Representative。 
15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法審查指南第五部第一章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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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USPTO 會通知申請人於期限內補交。屆期未補交

，該申請案將被放棄。  

暫時申請案得以英文以外的語言提出申請且無須提供

英譯本 16。惟根據 37 CFR 1.78(a)，當提出正式申請案並

主張該暫時申請案的利益時，USPTO會通知申請人於期限

內提出暫時申請案的英文譯本及聲明書。若USPTO是在正

式申請案中發出此通知，申請人須提出回覆確認暫時申請

案 已 附 上 英 文 譯 本 及 聲 明 書 或 提 出 補 充 申 請 案 資 料 表

(Supplemental Application Data Sheet)撤回利益之主張，

否則該正式申請案將被撤回。  

5. 歐洲專利公約 (EPC)之規定：歐洲專利申請案得以

任何語言提出申請，但若以歐洲專利局官方語言 (英文、法

文或德文 )以外之語言提出申請，申請人必須依據歐洲專利

公約 (EPC)施行細則第 6(1)條於申請日起 2 個月內提出英

文、法文或德文之譯本。若引用歐洲專利局官方語言以外

之先申請案取代說明書，申請人同樣須於申請日起 2 個月

內提出譯本。  

若申請人未提出譯本，歐洲專利局會依據歐洲專利公

約 (EPC)施行細則第 58 條通知申請人於 2 個月的期限內補

正。屆期未補正，該申請案將被視為撤回 17，但在歐洲專

利局發出喪失權利通知書後，申請人可根據歐洲專利公約

(EPC)第 122 條及施行細則第 136 條請求復權。  
b. 說明書缺頁之規定  

1. 我國之規定：依據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

                                                                                                                                                           
16 請參看 37 CFR 1.52(d)(2)。 
17 請參看 EPC Article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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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書有部分缺頁或圖面有部分缺漏之情事者，以補正之

日為申請日。但其補正部分已見於主張優先權之先申請者

，仍以原申請日為申請日。  

2. 中國大陸之規定：初步審查中，對於申請文件存在

可以通過補正克服的缺陷的專利申請，審查員應當進行全

面審查，並發出補正通知書。補正通知書中應當指明專利

申請存在的缺陷，說明理由，同時指定答覆期限。經申請

人補正後，申請文件仍然存在缺陷的，審查員應當再次發

出補正通知書 18。  

另，依據專利法實施細則第 40 條，說明書中寫有對

附圖的說明但無附圖或者缺少部分附圖的，申請人應當在

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指定的期限內補交附圖或者聲明取消

對附圖的說明。申請人補交附圖的，以向國務院專利行政

部門提交或者郵寄附圖之日為申請日；取消對附圖的說明

的，保留原申請日。  

3. 美 國 之 規 定 ： 美 國 專 利 法 審 查 指 南 (MPEP) 

601.01(d)規定，當說明書具有缺頁，但仍存在有可被解讀

為發明的敘述、至少一幅圖式或至少一項請求項 (正式申請

案 )，Office of Patent Application Processing(OPAP)會寄

發「Notice of Omitted Item(s)」，通知申請人已基於所提

交的申請文件給予申請日但說明書有缺漏頁之事宜。  

申請人接獲此通知後，若確認該缺頁有同申請文件一

併提供 USPTO，則須於「Notice of Omitted Item(s)」發

文之日起 2 個月 (不可延長 )內提出請願、繳交請願費並提

                                                                                                                                                           
18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法審查指南第一部第一章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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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有提供缺頁的證明。若該缺頁確實同申請文件一併提供

，USPTO 會退還請願費。  

若申請人欲補交缺頁，則須於「 Notice of Omitted 

Item(s)」發文之日起 2 個月 (不可延長 )提出宣誓書。此外

，申請人還須提出要求延後申請日的請願並繳交請願費。  

申請人如未於「Notice of Omitted Item(s)」發文之日

起 2 個月內提出任何請願，USPTO 便會視申請人同意申

請文件的缺陷，而會以申請人提出申請之日為申請日。若

為正式申請案，申請人此時則須提出修正以重新編寫說明

書的頁碼和刪除任何因缺頁所造成不完整的句子。此修正

必須在 USPTO 寄發首次官方處分前，以初步修正方式提

出，以避免延誤申請過程。  

另一種情況是，該申請案是於 2004 年 9 月 21 日當日

或之後提出申請並且主張外國申請案的優先權，或享有暫

時申請案、正式申請案或 PCT 國際申請案的利益。此時，

若該申請案之說明書有缺頁，但所缺漏的部分是完全揭露

於該先申請案，則申請人可透過修正方式涵蓋說明書所缺

漏的部分，並且仍能保留提出申請文件之日為申請日。此

修正亦必須在「Notice of Omitted Item(s)」發文之日起 2

個月 (不可延長 )以初步修正方式提出。  

上述情況是 OPAP 會授予申請案申請日。還有另一種

情況是，OPAP 不會授予申請案申請日，即當說明書缺少

可被解讀為發明的敘述。此時，OPAP 會發出「Notice of 

Incomplete Application」，通知申請案缺少說明書。  

申請人接獲「Notice of Incomplete Application」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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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 OPAP 的意見，能提出請願並繳交請願費，該請願

須主張所缺漏的說明書已提供 USPTO 或所提供之申請文

件足以構成對發明的敘述。此外，該請願須一併附上足夠

的證據，以支持申請人取得所要求申請日的權利。  

若申請人確實未提交說明書，則須再提交所缺漏的說

明書，如申請案為正式申請案，則該說明書還須包含至少

一項請求項。另，申請人還須針對該缺漏的說明書提出宣

誓書並聲明同意將申請日延後至補正之日。  

同樣地，若該申請案是於 2004 年 9 月 21 日當日或之

後提出申請並主張外國申請案的優先權，或暫時申請案、

正式申請案或國際申請案的利益，而說明書所缺漏的部分

是完全揭露於先前提申的申請案，則申請人可提出修正，

以涵蓋所缺漏的說明書。提出此修正須一併附上請願並繳

交請願費。  

發出「Notice of Incomplete Application」的申請案會

扣留在 OPAP，待申請人提出答覆後才給予申請日。  

4. 歐洲專利公約 (EPC)之規定：依據歐洲專利公約

(EPC)施行細則第 56 條規定，當說明書有缺頁或缺漏說明

書及申請專利範圍所提到的圖式，歐洲專利局會通知申請

人於 2 個月內提出缺漏之部分。如缺頁或缺圖於申請日之

後提出，但於申請日起 2 個月或通知書所發出之日起 2 個

月內提出，該申請案之申請日將延後至補正之日。然，若

該申請案有主張優先權，而缺頁或缺圖是完全揭露於該基

礎案，則申請人可在上述期限內提出基礎案之副本、基礎

案之譯本 (如為歐洲專利局官方語言以外之語言 )並聲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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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或缺圖是完全揭露於該基礎案，如此即能保留原提出申

請之日為申請日。  
c. 說明書中應載明之事項  

1. 我國之規定：依據我國專利法第 26 條，說明書應

載明發明名稱、發明說明、摘要及申請專利範圍。發明說

明應明確且充分揭露，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 19。又，施行細則

第 17 條規定，發明、新型專利說明書應敘明：發明或新

型所屬之技術領域、先前技術、發明或新型內容、實施方

式、圖式簡單說明。  

另依專利法第 117 條，新式樣之圖說應載明新式樣物

品名稱、創作說明、圖面說明及圖面。圖說應明確且充分

揭露，使該新式樣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瞭

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新式樣圖說應載明：新式樣物

品名稱、創作說明、圖面說明及圖面。施行細則第 31 條

規定，申請新式樣專利，應指定立體圖或最能代表該新式

樣之圖面為代表圖。  

2. 中國大陸之規定：依據 10 年版實施細則第 17 條

規定，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申請的說明書應當寫明發明

或者實用新型的名稱，該名稱應當與請求書中的名稱一致

。說明書應當包括下列內容：技術領域、技術背景、發明

內容、附圖說明、具體實施方式。其中，說明書應當滿足

清楚、完整及能夠實現的要求 20。  

3. 日本之規定：依據日本特許法第 36(4)條規定，說

                                                                                                                                                           
19 依我國專利法第 108 條，新型專利準用此規定。 
20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法審查指南第二部第二章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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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應敘明：發明名稱、圖式之簡要說明及發明之詳細敘

述，而該發明之詳細敘述應當清楚及完整，使任何熟悉該

技術領域之人士得以實施該發明並揭露任何於申請之時所

以公開之相關前案。  

4. 美國之規定：依據美國專利法 35 USC 112，說明

書應包含以完整、清晰、簡潔及正確之用詞敘述發明及其

製造、使用方法和過程，使任何熟悉該技術領域之人士得

以製造或使用其相同產品，且說明書應記載發明人所設想

實施其發明的最佳實施例。  

另，根據 37 CFR 1.77(b)，說明書應按下列順序排列

：發明名稱；相關申請案的互相參照 (除非已記載於申請案

資料表 )；由聯邦贊助之研究或發展之聲明；共同研究合約

的各方名稱；序列表、表格或電腦程式列表之引用以及光

碟片上資料的納入 (Incorporation By Reference)；發明背

景；發明概要；簡要敘述圖式的各面視圖；發明的詳細敘

述；申請專利範圍；摘要；序列表。  

5. 歐洲專利公約 (EPC)之規定：依據歐洲專利公約

(EPC)施行細則第 42 條，說明書應敘明：發明所屬之技術

領域、先前技術、發明內容、圖式簡單說明、實施方式以

及該發明如何供產業上利用性 (如無法從說明書或發明性質

清楚得知 )。  
d. 圖式之規範  

1. 我國之規定：依據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

發明或新型之圖式，應參照工程製圖方法繪製清晰，於各

圖縮小至三分之二時，仍得清晰分辨圖式中各項元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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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應註明圖號及元件符號，除必要註記外，不得記載其他

說明文字。此外，圖式應依圖號順序排列，並指定最能代

表該發明或新型技術特徵之圖式為代表圖。  

另，依施行細則第 33 條，新式樣之圖面應由立體圖

及 6 面視圖 (前視圖、後視圖、左側式圖、右側式圖、俯視

圖、仰視圖 )，或 2 個以上立體圖呈現；新式樣為連續平面

者，應以平面圖及單元圖呈現。圖面應參照工程製圖方法

，以墨線繪製或以照片或電腦列印之圖面清晰呈現；新式

樣包含色彩者，應另檢附該色彩應用於物品之結合狀態圖

，並應敘明所有指定色彩之工業色票編號或檢附色卡。圖

面揭露之內容包含非新式樣申請標的者，應標示為參考圖

。有參考圖者，必要時應於新式樣創作說明內說明之。  

2. 中國大陸之規定：10 年版實施細則第 18 條規定，

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的幾幅附圖應當按照“圖 1，圖 2，…

…”順序編號排列。發明或者實用新型說明書文字部分中

未提及的附圖標記不得在附圖中出現，附圖中未出現的附

圖標記不得在說明書文字部分中提及。申請文件中表示同

一組成部分的附圖標記應當一致。附圖中除必需的詞語外

，不應當含有其他注釋。  

且於實施細則第 23 條中規定，有附圖的專利申請，

還應當提供一幅最能說明該發明或者實用新型技術特徵的

附圖。附圖的大小及清晰度應當保證在該圖縮小到 4 釐米

x 6 釐米時，仍能清晰地分辨出圖中的各個細節。  

3. 美國之規定：依據美國專利法 35 USC 113 規定，

申請人應在必要時提供圖式，以了解所欲請求保護之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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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若發明標的之性質須以圖式說明，而申請人未提供

圖式，USPTO 能通知申請人在不超過 2 個月的期限內提

出。於申請日之後提交的圖式不得作為揭露不足或不當之

說明書的補充，或作為解釋申請專利範圍之原始揭露的補

充。  

依 37 CFR 1.84，圖式可分為黑白圖或彩色圖。圖式

一般採用黑白圖。在少數情況下，彩色圖可能是揭露發明

標的唯一適用的方法。使用彩色圖時，申請人須附上請願

，以說明為何必須提出彩色圖。另，申請人還須繳交請願

費、提出三組彩色圖並在說明書註明該申請案採用彩色圖

。彩色圖必須有高畫素，以致於所有的細節能以黑白圖重

製在印刷出版的專利。  

一般而言，USPTO 不接受黑白照或黑白照之影本，

除非該照片是揭露發明的唯一適用方法。若申請案之發明

標的可用圖式作說明，審查委員可要求申請人提出圖式取

代照片。照片亦必須有高畫素，以致於照片的細節能重製

在印刷出版的專利。彩色照如符合彩色圖及黑白照的規定

，亦可被接受。  

申請人應在每一張圖面上的上邊界註明申請案號，或

若無申請案號，則註明發明名稱、發明人姓名及代理人案

號 (如適用 )。每一圖紙應保留上邊界及左邊界 2.5 公分、

右邊界 1.5 公分及下邊界 1.0 公分。  

圖式能提供平面圖、立體圖、側面圖或透視圖，部分

元件可以放大視圖呈現其中的細則。所有圖式的各視面圖

應繪在一張圖紙上，但須仍能明顯分別出各視面圖並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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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在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摘要的紙張上。各視面圖亦

不得以投射線作連結或包含中心線。  

申請人可視必要提出無限多的視面圖，其中一視圖應

作為公開文本首頁的代表圖。各式面圖應順序標號排列並

盡可能按照所出現在紙張的順序排列。部分視圖如欲在一

張或多張紙張形成一完整視圖應以相同圖號標示並加上大

寫字目。各圖式應加上「Fig.」的字眼，但若僅有單一圖

式，則無須編號或加上「Fig.」的字眼。  

圖式的比例應夠大，以致於當重製該圖並縮小到三分

之二時不會顯的擁擠，但不得在圖式上註明「Actual Size

」或「Scale 1/2」。  

4. 歐洲專利公約 (EPC)之規定：歐洲專利公約 (EPC)

施行細則第 46 條規定，圖式的圖面不應超過 26.2 公分 x 

17 公分，而上、左邊界應分別為 2.5 公分、右邊界應為

1.5 公分、下邊界應為 1 公分。  

圖式應以非彩色之耐久、黑色、夠濃、夠暗、均勻粗

細且清晰的線條繪製，並符合工業製圖方式的規定。剖面

圖應畫剖面線，但該剖面線不得擋住標號及引線。圖式的

尺寸須於電子或攝影重製縮小為尺寸之三分之二時仍能清

楚且無障礙地識別。同一張圖的元件比例應相稱，除非有

必要以不相稱方式呈現。  

圖面上所有的數字、字母及標號必須簡潔，括弧、圖

號或引號不應與數字及字母併用。數字及字母的高度應不

少於 0.32 公分。標號應與說明書一致，反之亦然，且整個

申請案中標號與特徵之間的關係應一致。除非有助於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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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否則圖式中不應包含文字。  

歐洲專利公約 (EPC)並未對提供照片作出規範，但當

圖式中無法以圖式呈現發明，申請人得以照片取代圖式，

該照片須以黑白呈現，符合直接重製及圖式所適用的規定 (

如紙張大小、邊界等等 )。歐洲專利局不接受彩色照片 21。  

 
(四 )申請之時未齊備並不影響申請日，但爾後仍未齊備所

導致申請不受理的其他規定  
a.未繳納規費或規費不足  

1. 我國之規定：民國 90 年 10 月 26 日生效的專利法

修正條文第 23 條規定，按申請日之取得除具備申請書、

說明書及必要圖式外，尚須繳納規費，惟規費之繳納現行

專利法第 80 條已有明文，且應屬可補繳之事項，不宜因

未繳納或未繳足規費導致無法取得申請日，而影響申請人

權益。至於申請人未繳納規費或未繳足規費，且經通知補

正仍未繳納者，申請案將不予受理。  

2. 中國大陸之規定：依據 10 年版實施細則第 95 條

第 1 款規定，申請人應當自申請日起 2 個月內或者在收到

受理通知書之日起 15 日內繳納申請費、公佈印刷費和必

要的申請附加費；期滿未繳納或者未繳足的，其申請視為

撤回。另聲明優先權之專利，依實施細則第 95 條第 2 款

規定，申請人要求優先權的，應當在繳納申請費的同時繳

納優先權要求費；期滿未繳納或者未繳足的，視為未要求

優先權。  

                                                                                                                                                           
21 請參看 EPC 審查指南 Part A, Chapter X, 1.2 Photograp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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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 國 之規定 ：依美 國專利 法施行 細則 37 CFR 

1.53(f)及 1.53(g)，若申請案已取得申請日，但尚未繳交基

本申請費，或檢索費及審查費 (正式申請案 )，USPTO 會根

據申請人所提供的聯絡地址通知申請人在期限內補交規費

及滯納金，以免申請案被放棄。若申請人未提供聯絡地址

，則須自行於申請日起 2 個月內補交規費及滯納金，以免

申請案被放棄。  

在正式申請案中，若申請人須繳交超項費及多重附屬

項費，但未於申請時繳交，USPTO 會通知申請人於期限

內補交。申請人須於期限屆滿前補繳規費或提出修正以刪

除超出的請求項。  

申請人如須繳交超頁費，但未於申請時繳交，USPTO

亦會通知申請人於期限內補繳。申請人須於期限屆滿前補

繳規費，以免申請案被放棄。  

4. 歐洲專利公約 (EPC)之規定：依據歐洲專利公約

(EPC)施行細則第 38 條，申請費及檢索費應於申請日起 1

個月內繳交。如申請案超出 35 頁，則須另外繳交超頁費

，此超頁費應於申請日起 1 個月內繳交或於提交申請專利

範圍之日起 1 個月內或提交先申請案的證明文件之日起 1

個月內，以後到期者為準。  

另，依據歐洲專利公約 (EPC)施行細則第 45 條，申請

專利範圍超出 15 項之每一項應加收超項費。此超項費應

於提出申請專利範圍之 1 個月內繳交。如超項費屆期未繳

交，歐洲專利局將通知申請人於期限內繳交。若仍未繳交

，該申請專利範圍將被視為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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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未檢附申請權證明書等證明文件  

1. 我國之規定：如因研究、實驗或因陳列於政府主辦

或認可之展覽會而主張新穎性優惠期者，專利法第 22 條

規定，申請人應於申請時敘明事實及其年、月、日，並應

於專利專責機關指定期間內檢附證明文件。  

申請生物材料或利用生物材料之發明專利，專利法第

30 條規定，申請人最遲應於申請日將該生物材料寄存於專

利專責機關指定之國內寄存機構，並於申請書上載明寄存

機構、寄存日期及寄存號碼，但該生物材料為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事者易於獲得時，不須寄存。申請人應於

申請日起 3 個月內檢送寄存證明文件，屆期未檢送者，視

為未寄存。  

關於委任書之部分，申請人為外國人時，依規定應委

任代理人，未委任，或委任代理人未檢附委任書者，專利

專責機關將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者，將處分申請案不受

理。申請人為本國人時，委任代理人但未檢附委任書者，

專利專責機關將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者，視為本案未委

任代理人 22。  

有關主張優先權，依據專利法第 28 條，主張優先權

者應於申請專利同時提出聲明，並於申請書中載明在外國

之申請日及受理該申請之國家。申請人應於申請日起 4 個

月內，檢送經前項國家政府證明受理之申請文件。違反前

二項之規定者，喪失優先權。  

2. 中國大陸之規定：關於新穎性優惠期證明文件的規

                                                                                                                                                           
22 請參看我國審查基準第一篇 1.2.4 專利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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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於 10 年版實施細則第 30 條第 5 款規定，申請人未提

出聲明和提交證明文件的，或者未在指定期限 (自申請日起

2 個月 23)內提交證明文件的，其申請不得主張新穎性優惠

期。  

關於寄存文件的規定，於 10 年版實施細則第 24 條第

1 款第 1 項規定，在申請日前或者最遲在申請日 (有優先權

的，指優先權日 )，將該生物材料的樣品提交國務院專利行

政部門認可的寄存單位寄存，並在申請時或者最遲自申請

日起 4 個月內提交寄存單位出具的寄存證明和存活證明；

期滿未提交證明的，該樣品視為未提交寄存。另，實施細

則第 24 條第 1 款第 3 項規定，涉及生物材料樣品寄存的

專利申請應當在申請書和說明書中寫明該生物材料的分類

命名 (註明拉丁文名稱 )、寄存該生物材料樣品的單位名稱

、地址、寄存日期和寄存編號；申請時未寫明的，應當自

申請日起 4 個月內補正；期滿未補正的，視為未提交寄存

。  

關於委任書部份，依據專利法第 19 條第 1 款的規定

，在中國沒有經常居所或者營業所的外國人、外國企業或

者外國其他組織在中國申請專利和辦理其他專利事務，應

當委託依法設立的專利代理機構辦理。審查中發現上述申

請人申請專利和辦理其他專利事務未委託依法設立的專利

代理機構時，應當作出審查意見通知書，並通過其委託的

專利代理機構通知申請人。申請人在指定期限之內未答覆

的，其申請視為撤回。且港、澳地區及台灣的法人或者個

                                                                                                                                                           
23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法實施細則第 30 條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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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申請專利時，未按規定委託專利代理機構，而是透過在

中國大陸的其他單位或個人辦理申請手續的，申請人應當

在自申請日起 2 個月內或在收到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通知

書後 1 個月內按規定委託專利代理機構，在規定期限之內

未按規定辦理委託手續或未答覆的，該申請案被視為撤

回 24。  

關於優先權文件部分，應當在提出後一申請之日起 3

個月內提交 25。  

3. 日本之規定：關於新穎性優惠期證明文件的規定，

日本特許法第 30 條第 4 項規定，申請人應於提出申請之

同時檢附，並於申請日起 30 日內檢附證明文件。  

關於寄存文件的規定，日本專利法實施細則第 27bis

條規定，申請人應隨申請案附上國際寄存單位所發出之收

據或由日本特許廳所指定之寄存機構所發出之證明文件。  

有關優先權證明文件的部分，日本特許法第 43 條規

定，應當在最早優先權之日起 16 個月內提交。  

4. 美國之規定：關於申請人之宣誓書的規定，根據

37 CFR 1.53(f)，若申請案已取得申請日，但尚未提交申

請人之宣誓書時，USPTO 會根據申請人所提供的聯絡地

址通知申請人於期限內補交並繳納滯納金，以避免申請案

被放棄。若申請人沒有提供聯絡地址，則必須於申請日起

2 個月內提供並繳納滯納金，以避免申請案被放棄。  

關於資訊揭露聲明書，37 CFR 1.97 規定，申請人應

於申請日 3 個月內提交至 USPTO，惟在該申請案發出最

                                                                                                                                                           
24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法審查指南第一部第一章 6.1.2。 
25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法審查指南第一部第一章 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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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處分、核准通知、其他結案的處分之前、或在繳交領證

費之前，申請人仍可在提出聲明書並繳交規費下提出該資

訊揭露聲明書。  

關於委託書的部分，37 CFR 1.32(b)規定委託書必須

以書面為之且須提供一個或一個以上的代理人並給予代理

人辦理事務的權利。委託書須由申請人或擁有全部利益之

受讓人簽署。  

關於主張優先權的部分，根據 37 CFR 1.55(2)，優先

權主張及優先權證明文件最遲須於專利核准公告前提供，

否則將視為放棄優先權之主張。若優先權之主張或優先權

證明文件是於繳交領證費之後提供，則須一併附上手續費

， 但 該 專 利 不 會 包 含 優 先 權 之 主 張 除 非 申 請 修 正 證 書

(Certificate of Correction)26。另，當申請案涉及抵觸程序

或當審查委員視為必要時，如須用以克服引證前案之日期

，USPTO可要求申請人提前主張優先權或提供優先權證明

文件。必要時，USPTO亦可要求申請人對於英文以外之語

言的外國申請案提供英譯本 27。  

關於生物材料之寄存，37 CFR 1.804(a)規定，當一申

請案提出申請時特別指出一生物材料時，申請人須於提出

申請案之前作出寄存。作出寄存時，說明書應包含：寄存

物的寄存號碼；寄存日期；對所寄存之生物材料的敘述；

寄存機構之名稱及地址 28。而根據 37 CFR 1.804(b)，當

生物材料是於申請案有效申請日之後作寄存，申請人必須

                                                                                                                                                           
26 請參看 37 CFR 1.55(3)。 
27 請參看 37 CFR 1.55(4)。 
28 請參看 37 CFR 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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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提供聲明書，以說明所寄存之生物材料是申請中特別

指出的生物材料。  

5. 歐洲專利公約 (EPC)之規定：關於新穎性優惠期證

明文件的規定，歐洲專利公約 (EPC)施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

，自申請日起 4 個月內，申請人須提出證明文件，此證明

文件須由展覽會負責保護產業財產的單位提出，且須載明

確實陳列之事實、展覽會的開幕日、首次公開發明之日、

以及一份經由此單位鑑定該發明與公開展覽品相同之鑑定

證明。  

若未指定發明人，歐洲專利局會通知申請人自申請日 (

有優先權的，指優先權日 )起 16 個月內指定發明人，否則

該歐洲專利申請案將被核駁。實際上，若於歐洲專利局準

備歐洲專利申請案公開之前提供發明人的資料，則會視為

已及時提出。  

關於委託書之部分，在歐洲專利公約 (EPC)會員國無

居所或者營業所的自然人或法人未委託專利代理機構申請

專利和辦理其他專利事務的，歐洲專利局會通知申請人於

2 個月補交。若未於期限內補正，該申請案將被核駁。  

關 於 優 先 權 證 明 文 件 的 部 分 ， 根 據 歐 洲 專 利 公 約

(EPC)施行細則第 53 條，申請人應於優先權日起 16 個內

提出優先權證明文件。如被主張優先權的基礎案為歐洲專

利申請案、以歐洲專利局作為受理局的PCT國際申請案、

日本發明或新型申請案、以日本專利局作為受理局的PCT

國際申請案、美國正式或暫時申請案、以及韓國發明或新

型申請案，則歐洲專利局在不要求任何費用下自行附上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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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案之副本 29，而依據歐洲專利公約 (EPC)施行細則第

53(2)條，將視為滿足提交優先權證明文件的規定。  

關於生物材料之寄存，歐洲專利公約 (EPC)施行細則

第 31 條規定，申請人最遲須於申請日當日將生物材料之

樣品寄存於所認可之寄存機構，並於申請案揭露有關該生

物材料特性的資訊。另，申請人須於申請書載明該生物材

料的寄存機構及寄存號碼以及當由第三人提出生物材料之

寄存，該第三人之姓名以及該人被授權提出寄存之證明文

件。此資訊須於申請日 (有優先權的，指優先權日 )起 16 個

月內提供，或於申請人提出提早公開請求之日前提出，或

於歐洲專利局發出第三人公開前閱覽申請案通知 1 個月內

。  

 
三、結 論：  

就本文所探討的不同國家或不同區域之專利制度，可

看出各國對於申請日之取得均有相當嚴格的規定。除美國

無申請書之特別規定之外，各國皆要求提出申請書、說明

書及必要圖式，惟其中仍存在些許差異，例如，多數國家

皆允許以外文本先取得申請日，惟中國大陸規定，申請文

件僅能以中文為之。關於說明書缺頁之部分，我國、美國

及歐洲專利公約 (EPC)對於申請日之影響作出詳細的規定

，但中國大陸及日本則無明確規定。其他有關可於申請日

之後提出之證明文件以及規費的繳納，申請人雖有更充裕

的時間滿足此方面的規定，但仍須注意官方所給予的期限

                                                                                                                                                           
29 請參看 EPC 審查指南 Part C, Chapter V, 3.3 Certified Copy of the Previous Application (Priority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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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導致申請案被駁回。  

 
法律資料：  

1. 我國專利法。  

2. 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  

3. 我國專利法審查基準。  

4. 中國大陸專利法。  

5. 中國大陸專利法實施細則。  

6. 中國大陸專利法審查指南。  

7. 日本特許法。  

8. 日本特許法施行細則  

9. 日本實用新案法。  

10. 日本實用新案法施行細則。  

11. 日本意匠法。  

12. 日本意匠法施行細則。  

13. 美國專利法。  

14. 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  

15. 美國專利法審查指南。  

16. EPC。  

17. EPC 施行細則。  

18. EPC 審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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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發明、新型圖式之要求」之相關規定 
林蘭君   

一、前言：  

圖式在專利案中的作用是在於配合發明／創作內容，

讓審查委員以及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夠更了

解發明／創作內容的意涵，而且還能作為判斷該發明／創

作是否能夠符合充分揭露而據以實施的基礎。  

在各國之專利法規範中，對於發明和新型圖式的規定

有所不同。如我國現行專利法第 25 條第 1 項之規定「申

請發明專利，由專利申請權人備具申請書、說明書及必要

圖式，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之。」，其中所述之「必要圖式

」，依據審查基準 1指出，發明專利不一定需要圖式，但新

型專利 2所保護的標的為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之創作

，因此新型專利必須具備圖式。所以從“是否需要圖式”

的要求，可看出我國專利法中對於發明和新型專利有不同

的規定。  

再者，依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 3規定，發明或新型之

圖式，應參照工程製圖方法繪製清晰，於各圖縮小至三分

之二時，仍得清晰分辨圖式中各項元件。而所謂的「工程

製圖方法」是參照由行政院經濟部中央標準局訂定的國家

                                                                                                                                                           
1 請參看我國專利法審查基準第 1 篇第 2 章 1.4 之規定。 
2 請參看我國專利法審查基準第 4 篇第 1 章 2.1.4.3 之規定。 
3 請參看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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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標準 (CNS)，因此標準為我國所制定之標準法，因此

僅我國專利法有此參照的規定；再者，我國專利法審查基

準又列舉出數種雖不符合國家製圖標準的規定，但仍可作

為專利圖式的例外情形。  

因此各國針對圖式部份之要求均有相關之規定，以供

申請人作為準則，例如有部份國家即容許以照片取代繪製

之圖式，也有部份國家容許呈送彩色之圖式，故可由各國

對於圖式之相關規定，有助於專利申請程序之順利進行，

因此本文即就各國對專利圖式的要求加以說明，以利讀者

了解各國對於專利圖式的要求。  

 
二、各國“圖式”相關規定之介紹：  

(一 )我國  

1. “圖式”之一般規定  

如前言所述，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 4對於發明與新型

圖式的要求，其中圖式應參照工程製圖方法繪製清晰，於

各圖縮小至三分之二時，仍得清晰分辨圖式中各項元件；

再者，圖式應註明圖號及元件符號，除必要註記外，不得

記載其他說明文字；並且圖式應依圖號順序排列，並指定

最能代表該發明或新型技術特徵之圖式為代表圖。  

2. “圖式”的特殊規定  

(1) 發明  

在我國專利制度中，發明專利不必然提供圖式 5，而

且，在無法以圖式表現的情況下，若能直接再現並符合圖

                                                                                                                                                           
4 請參看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之規定。 
5 請參看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 1 篇第 2 章 1.4「必要圖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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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適用之規定者，得以照片取代，例如金相圖或細胞組

織染色圖。  

有鑑於發明專利所涵蓋之內容並不侷限在物品之形狀

、構造或裝置，例如材料、化合物、蛋白質序列等皆能依

法申請專利，所以材料和化合物的性質必須以適當的儀器

進行定性的分析，而產生電子顯微鏡照片或質譜儀分析圖

譜等，蛋白質的組成分析和定序過程，也會包括各種電泳

、色譜、質譜等技術，因而用以證明及表現所請物質的圖

式已非使用「工程製圖方法」所能表現，故審查基準所指

金相圖或細胞組織染色圖僅為列舉，而發明人可針對所請

發明的特性尋找最適合表現其特徵的方式作為圖式，進一

步輔助發明內容的陳述。  

由於金相圖、細胞組織染色圖等皆為彩色的圖式，且

於本國之相關法規中並未禁止檢送彩色圖式，因此，即使

是彩色圖式，只要能夠符合一般規定的要求，而清楚呈現

所請之發明，即可為我國專利專責機關所接受的。  

(2)新型  

依照審查基準第 1 篇第 1 章 1.4「必要圖式」中指出

，「若新型申請案之圖式係照片並非繪製而成，則程序審查

將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將處分該申請案不受理。」又

指出「至於申請新型專利，由於新型專利必須有圖式，所

以，申請人不得聲明該圖是非必要。」  

另依審查基準第 4 篇第 1 章 2.1.4.3「圖式」之規定因

新型專利之標的為物品之形狀、構造、裝置，為達到明確

且充分揭露之目的，必須備具圖式揭露其新型物品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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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圖式不得為工程藍圖、照片，亦不得僅有流程圖。  

由上述可知，我國對於新型專利的圖式要求與發明不

同，由於新型無法使用照片作為圖式，必須以工程製圖方

法所繪製的圖作為圖式，否則該新型申請案即可能不予受

理。  

且依 CNS 的規定，圖式中的線條必須以黑色呈現，

所以我國新型專利並不接受以彩色圖式提出申請。  

 
(二 )中國大陸 6 

1. “附圖”之一般規定  

(1) 發明  

根據中國大陸 2010 年 2 月 1 日開始施行的專利法實

施細則 7(以下簡稱 10 年版實施細則 )規定，附圖應當用製

圖工具和黑色墨水繪製，線條應當均勻清晰，並不得塗改

。又中國大陸 2010 年 2 月 1 日開始施行的專利法審查指

南 (以下簡稱 10 年版審查指南 )並進一步規定 8，線條除了

應當均勻清晰之外，還必須足夠深，不得著色和塗改，不

得使用工程藍圖。附圖中除必需的詞語外，不得含有其他

注釋。附圖中的詞語應當使用中文，必要時，可以在其後

的括弧中註明原文。流程圖、框圖應當作為附圖，並應當

在其框內註明必要的文字和符號。  

(2) 實用新型  

                                                                                                                                                           
6 中國大陸專利法於 2008 年修改，於 2009 年 10 月 1 日施行，又最新修改的實施細則及審查指南則在

2010 年 2 月 1 日起開始施行。 
7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法實施細則第 121 條之規定。 
8 請參看中國大陸審查指南第 1 部第 1 章 4.3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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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10 年版實施細則 9的規定對實用新型之說明書附

圖進行審查，10 年版審查指南中明確規定 10：  

a. 附圖不得使用工程藍圖、照片。  

b. 附圖應當用製圖工具和黑色墨水繪製，線條應當均

勻清晰，並不得著色和塗改；附圖的周圍不得有與圖無關

的框線。  

c. 附圖應當用阿拉伯數字順序編號，用圖 1、圖 2 等

表示，並應當標註在相應附圖的正下方。  

d. 附圖應當儘量豎向繪製在圖紙上，彼此明顯分開。  

e. 附圖的大小及清晰度，應當保證在該圖縮小到三分

之二時仍能清晰地分辨出圖中的各個細節。  

f. 一件專利申請有多幅附圖時，在用於表示同一實施

方式的各附圖中，表示同一組成部分的附圖標記應當一致

。  

g. 附圖中除必需的詞語外，不得含有其他的注釋；詞

語應當使用中文，必要時，可以在其後的括弧裏注明原文

。  

h. 結構框圖、邏輯框圖、工藝流程圖應當在其框內給

出必要的文字和符號。  

i. 同一幅附圖中應當採用相同比例繪製，為清楚顯示

其中某一組成部分時，可增加一幅局部放大圖。  

j. 說明書附圖中應當有表示要保護的產品的形狀、構

造或者其結合的附圖。  

k. 說明書附圖應當用阿拉伯數字順序編寫頁碼。  
                                                                                                                                                           
9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法實施細則第 17 條第 5 款及第 18 條之規定。 
10 請參看中國大陸審查指南第 1 部第 2 章 7.3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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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附圖”的特殊規定  

(1) 發明  

一般情況不得使用照片作為附圖，但特殊情況下，例

如，顯示金相結構或者組織細胞時，可以使用照片貼在圖

紙上作為附圖。  

由以上的一般規定，發明的附圖必須以黑色墨水繪製

，且並無使用彩色圖式的特殊規定，所以目前中國國家知

識產權局並不接受彩色圖式。  

(2) 實用新型  

由以上的一般規定，可以了解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並

不接受照片作為實用新型的圖式，而且必須以黑色墨水繪

製，因此實用新型的圖式亦不接受彩色圖式。  

 
(三 ) 日本  

1. “圖式”之一般規定  

在日本特許相關法規 11中規定，圖的繪製方法，原則

上必須依據繪圖法以黑色繪製，且必須鮮明而不易拭去，

圖上不可著色。  

關於圖式中的線條規定，當線條為實線時，其寬度大

約為 0.4 mm(若為引線則約 0.2 mm)，當線條為點線或鏈

線時，其寬度大約為 0.2 mm；剖面處須繪製平行斜線予

以表示，剖面中的不同部分則須繪製以不同方向的平行斜

線，如無法以不同方向的平行斜線表示，則可以不同間隔

                                                                                                                                                           
11 請參看日本特許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與實用新案法第 5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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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行斜線來表示；欲將某圖的剖面繪製於其他圖時，必

須於該圖中以一點鏈線標示剖面處，於鏈線的兩端標示符

號且加註箭頭以指示繪製該剖面時的方向；欲表示有凹凸

之部分時，須使用立體圖或剖視圖，於有必要表現陰影時

，陰影以 0.2 mm 寬度的實線來繪製；中心線除非有必要

示出，否則不得標示。  

2. “圖式”的特殊規定  

在日本特許廳網站所公佈的「發明申請的圖面製作要

領」中指出，可做為圖式使用的照片包括：  

(1) 極難依照製圖法繪製，並且係顯微鏡照片、X 光

照片、結晶構造、金屬組織、纖維的形狀、粒子構造、生

物的形態、示波器波形、電泳、陶瓷材料的組織、膠體、

薄膜、色譜、形成在電路板上的細微圖面、顯示於顯示裝

置上的中間調畫面以及玻璃的截面狀態之照片者，可直接

作為圖面使用。  

但是要求照片必須為清晰且可清楚的揭載於公報等。  

(2) 附上作為圖面使用的照片時，必須於申請書的【

圖式簡單說明】一欄中，記入例如「用以表示~的顯微鏡

照片」，以註明該圖面係照片。  

(3) 彩色照片或藍圖不予認可為正式的圖面，但可以

作為參考圖面提出，於此情況下，該些參考照片及參考圖

面不可使用與正式圖面相同的用紙來記載。  

此外，參考照片及參考圖面的說明不可記入於申請書

的【圖式簡單說明】一欄中。  

有必要針對參考照片及參考圖面進行說明時，請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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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參考照片及參考圖面的餘白處。  

 
(三 )美國 (US) 

在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 12中對於發明圖式的規定包括

黑白和彩色兩種類型。  

1. “圖式”之一般規定  

一般的規定是要求黑白的圖式「黑白圖式」，在圖式中

必須使用能畫出黑色實線的墨水或其等同物。  

2. “圖式”的特殊規定  

在少數的情況下也能使用「彩色圖式」，這是當彩色圖

式是唯一適用於揭露所要尋求專利保護之發明或新式樣專

利申請案之標的或一法定發明註冊案的標的之媒介時可能

需要彩色圖式。而彩色圖式必須有足夠的品質使得圖式中

的細節能在刊印專利時以黑白色重製。但是必須要注意的

是，經由專利局電子申請系統提出的國際申請案 (請參看

PCT Rule 11.13)、申請案或其複印本中並不接受彩色圖式

，專利局只有在准予請願 (必須解釋為何需要彩色圖式 )申

請之後，才會接受在發明或新式樣申請案以及法定發明註

冊使用彩色圖式。  

任何請願必須包括以下：  

(1) 在§1.17(h)規定的規費；  

(2) 三份彩色圖式；  

(3) 必須進行說明書的修正 (除非說明書包括或之前已

經修正 )，而在圖式簡單說明的第一段插入以下用語：「該

                                                                                                                                                           
12 請參看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 37 CFR §1.84 之規定。 



專利專論集〔七〕 

-153- 

專利或申請案包括至少一張以彩色呈現的圖式，此具有彩

色圖式的專利或專利申請案之公開案的複印本請求以及支

付所需費用後由專利局提供」。  

再者，照片 (包括照片的複印本 )通常不允許出現在發

明以及新式樣專利申請案中，然而，若照片是唯一適用於

描述所請求之發明的媒介，則專利局將會接受發明和新式

樣專利申請案採用照片。  

而照片亦分為黑白照片以及彩色照片：  

「黑白照片」是可以接受的，例如膠體電泳、墨漬分

析 (即免疫學、西方、南方以及北方 )、放射能照相、細胞

培養 (染色的和未染色的 )、組織切片圖 (染色和未染色的 )、

動物、植物、活體成像分析、薄層層析板、結晶結構等。

若申請案的標的允許以圖式來描述，則審查委員可要求以

圖式來取代照片。而照片必須有足夠的品質使得照片中的

細節能在刊印專利時中重製。  

至於「彩色照片」，則必須滿足上述對於彩色圖式以及

黑白照片的要求才能被接受。  

 
(五 )歐洲專利公約 (EPC) 

1. “圖式”之一般規定  

依照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 13的規定，圖式不得以彩

色繪製，且必須以持久的、黑色的、夠密且夠黑的、均勻

粗細、且輪廓分明的線條或短線所繪製而成。而在繪製剖

面圖時剖面的部分須以細線標示，且該等剖面線不得妨礙

                                                                                                                                                           
13 請參看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 46 條之規定。 



台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154- 

元件符號及引線的表現。圖式繪製的大小應使其在縮小至

三分之二後仍能清晰分辨其中細節。所有呈現於圖式上的

數字、文字及元件符號應簡單且清晰，括弧、圈號、及反

引號不得與數字及文字併用。一般而言，應以繪圖工具輔

助繪製所有呈現於圖式中的線條。在同一圖式中的各元件

應成等比例繪製，除非不等比例繪製係為使圖式明確不可

或缺的條件。流程圖及圖表被視為圖式，如在例外情況下

，倘若圖式的刻度標示於其上時，其應以圖表呈現。  

在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 14中亦明確規定用於宣傳、

市場行銷、商業行為的字眼不得出現於圖式中。  

而在歐洲專利公約審查基準 15，又進一步規定圖式必

須繪製於A4 圖紙上 (29.7 cm x 21 cm)。且圖紙需可被撕裂

、摺皺、及摺疊。僅得於圖紙單面繪製圖式。不允許以硬

紙板繪製圖式。且 16無論該申請案所選擇的的官方語言為

何，圖式編號須以 “FIG.”字樣在前，針對圖式編號中的數

字部分則比照細則第 46(2)(d)節的規定。部分圖式的標示

可採用大寫字母加以輔助，例如FIG. 7A、FIG. 7B等。  

2. “圖式”的特殊規定  

歐洲專利公約審查基準 17指出，EPC並未對照片作出

特別規定，其仍然可接受照片作為圖式，但仍須符合相關

規定，例如以黑白線條呈現、可直接複製等，惟彩色照片

則不允許。  

 
                                                                                                                                                           
14 請參看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 48 條之規定。 
15 請參看歐洲專利公約審查基準第 A 部分第 10 章第 3 節之規定。 
16 請參看歐洲專利公約審查基準第 A 部分第 10 章第 5.2 節之規定。 
17 請參看歐洲專利公約審查基準第 A 部分第 10 章第 1.2 節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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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論：  

於本文所探討的不同國家有關圖式之規定中，尤其在

特殊規定中能了解各國對於彩色圖式和照片作為的要求。

一般而言，各國皆不准予使用彩色圖式，惟有美國在請願

並繳交規費後經審查委員認可的情況下才能使用；而大陸

、日本和 EPC 都有明文規定不准予使用彩色照片，但我國

對於彩色照片並無相關的限制規定，且在實務上彩色照片

確實是可被接受的，另外，美國在請願並繳交規費後審查

委員認可的情況下也能使用彩色照片。  

雖然圖式僅作為輔助發明／創作說明之用，但適當的

圖式卻能與發明／創作說明相輔相成，更容易讓人了解發

明／創作的精髓。因此，期盼經由本文之介紹，能夠更充

分了解各國於圖式規定上之差異，讓申請人在申請時即呈

送符合各國規定的圖式，使專利申請的過程更為順暢。  

 
法律資料：  

1. 我國專利法。  

2. 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  

3. 我國專利法審查基準。  

4. 中國大陸專利法。  

5. 中國大陸專利法實施細則。  

6. 中國大陸專利法審查指南。  

7. 中國日本特許法。  

8. 日本實用新案法。  

9. CFR ---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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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PC Rule-----歐洲專利公約施行細則。  

11. EPC Guideline-----歐洲專利公約審查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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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新式樣「專利權範圍」之相關規定 
賴健桓   

一、前言：  

我國發明與新型專利均明定以文字載明的「申請專利

範圍」界定專利權範圍 1。然新式樣專利並無如發明與新

型專利以文字界定的「申請專利範圍」，因此專利法明定 2

新式樣的專利權範圍是以圖面為準，並得審酌創作說明。

故判斷新式樣專利權範圍時，須以圖面所示為基準，而創

作說明所載內容可作為判斷時的參考。  

中國大陸、日本、美國及歐盟等國或區域對於新式樣

專利權範圍的判斷標準亦有所不同。日本以及歐盟並未將

「創作說明」列為申請新式樣必須提交的文件，因此「創

作說明」對於新式樣專利權範圍未必產生影響。但美國之

專利制度則不同，美國新式樣專利的圖說則必須含有一份

圖式以及一份說明書，且明定「申請專利範圍」的制式寫

法 3，但說明書所載內容僅如我國新式樣專利的「圖面說

明」般，其說明書對專利權範圍所造成的影響似乎有限。  

因此，前列各國新式樣專利以文字所載的說明會否影

響新式樣申請專利權範圍的判斷，影響程度如何，本文將

於下列篇幅中進一步探討。  

                                                                                                                                                           
1 請參看我國專利法第 56 條及第 106 條。 
2 請參看我國專利法第 123 條。 
3 請參看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 37 CFR 1.15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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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國或區域“新式樣專利權範圍”之規定：  

1. 我國  

(1) 專利法對於新式樣專利權範圍之規定  

我國現行專利法規定新式樣圖說須包含新式樣物品名

稱、創作說明、圖面說明及圖面 4，並規定新式樣專利權

範圍，以圖面為準，並得審酌創作說明 5。此外，專利審

查基準 6亦載明新式樣之創作說明應載明之事項包括物品

之用途及新式樣物品創作特點 7。其中：  

創作說明中之「物品用途」欄係輔助說明物品名稱所

指定之物品，其內容得為物品之使用、功能等有關物品本

身之敘述，使該新式樣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

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對於新開發的新式樣物品或

新式樣物品為其他物品之組件或附屬零件者，應特予說明

之。  

創作說明中之「創作特點」欄係輔助說明圖面所揭露

應用於物品外觀有關形狀、花紋、色彩之創作特點，包括

新穎特徵 (即申請專利之新式樣對照先前技藝之創新部分 )

、因材料特性、機能調整或使用狀態使物品外觀形狀或花

紋產生變化之部分、新式樣本身之特性、指定色彩之工業

色票編號及色彩施予物品之範圍等與新式樣有關之內容，

使該新式樣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瞭解其內容

，並可據以實施。此外，若圖面上揭露商標圖樣者，應予

                                                                                                                                                           
4 請參看我國專利法第 117 條。 
5 請參看我國專利法第 123 條。 
6 請參看我國審查基準第 3 篇第 1 章 1.4。 
7 請參看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3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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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明。  

申請聯合新式樣者，應於圖說創作說明欄，就其物品

用途或創作特點，敘明其與原新式樣申請案差異之部分。  

(2) 專利法施行細則及審查基準對於新式樣專利權範

圍之規定  

審查基準 8中提到新式樣專利權範圍應以圖面揭露應

用於物品名稱欄所指定之單一物品外觀的設計，圖面所揭

露之設計為界定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範圍的依據，並為申請

專利之新式樣是否具專利要件的審查對象。當界定申請專

利之新式樣範圍時得審酌創作說明。在此應注意的是，包

含申請專利之新式樣以外之物品或設計的「參考圖」、「使

用狀態參考圖」或任何標註有「參考圖」之圖面，其整份

圖面均不得作為界定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範圍的依據。  

新式樣圖面應由立體圖及六面視圖，或二個以上立體

圖呈現，並得繪製其他輔助之圖面 9。各圖間有相同、對

稱或其他事由而省略者，應於圖面說明註明之 10。  

就三度空間物品而言，一立體圖得以呈現三個鄰近視

面的設計，且得以呈現六面視圖無法表現之空間立體感。

故原則上只要能明確且充分揭露六個視面的設計，使該新

式樣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

據以實施，無論是以一立體圖搭配六面視圖，或僅以兩立

體圖呈現，均符合專利法施行細則之規定。  

惟新式樣物品為平面形式者 (如紙張、信封、標籤 )其

                                                                                                                                                           
8 請參看我國審查基準第 3 篇第 1 章 1.5 規定。 
9 請參看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 
10 請參看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3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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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特點在於該物品上之平面設計，申請新式樣專利之圖

面得省略立體圖，僅以前、後二視圖呈現。新式樣為連續

平面者 (如壁紙、布料 )，申請新式樣專利之圖面得省略立

體圖，而僅檢附呈現整體平面設計的平面圖及構成該平面

設計之單元圖。  

值得注意的是，專利審查基準指出審查時，應綜合圖

說中各圖面所揭露之點、線、面，再構成一具體的新式樣

三度空間設計，並得審酌創作說明中文字所記載之內容，

據以判斷申請專利之新式樣；不得侷限於圖說各圖面之圖

形，僅就各圖面各別比對。  

 
2. 中國大陸 11 

(1) 專利法對於外觀設計專利權範圍之規定  

中國大陸專利法 12規定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以

表示在圖片或者照片中的該產品的外觀設計為準，簡要說

明可以用於解釋圖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該產品的外觀設計

。由此顯見，解釋外觀設計專利權範圍時，得以參看簡要

說明所載內容。  

中國大陸專利法在 2008 年修法前並未強制要求外觀

設計專利申請案須檢附簡要說明。就目前所見及之中國大

陸外觀設計專利公報中，仍可見及諸多外觀設計專利案並

未附上簡要說明，若有檢附簡要說明的外觀設計專利案，

也僅如我國新式樣專利之圖說的「圖面說明」般，僅就部

                                                                                                                                                           
11 中國大陸專利法於 2008 年修改，於 2009 年 10 月 1 日施行，最新的實施細則與審查指南則 2010 年

2 月 1 日施行。 
12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法第 59 條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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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或全部圖面概述，而非如我國新式樣專利圖說的「創作

說明」般，詳述各圖面的設計特徵。惟中國大陸在 2008

年修改而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開始實施的現行專利法第

27 條第 1 款規定：「申請外觀設計專利的，應當提交請求

書、該外觀設計的圖片或者照片以及對該外觀設計的簡要

說明等文件。」由於簡要說明已成為中國大陸申請外觀設

計的必要文件，其所載內容對於外觀設計權利範圍影響如

何，仍待觀察實務上的演變；但可以確定的是：簡要說明

必然對外觀設計的專利權範圍造成影響，只是影響程度大

小而已。  

(2) 專利法實施細則及審查指南對於新式樣專利權範

圍之規定  

中國大陸專利法審查指南 13指出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保

護範圍以表示在圖片或者照片中的該外觀設計專利產產品

為準。根據中國大陸 10 年版實施細則 14規定，申請人應當

就每件外觀設計產品所要求保護的內容提交有關視圖 (圖片

或者照片 )，清楚地顯示請求保護的物件。其中的“有關視

圖 (圖片或者照片 )”，就立體外觀設計產品而言，產品設

計要點涉及六個面的，應當提交六面正投影視圖；產品設

計要點僅涉及一個或幾個面的，應當至少提交所涉及面的

正投影視圖和立體圖；就平面外觀設計產品而言，產品設

計要點涉及一個面的，可以僅提交該面正投影視圖；產品

設計要點涉及兩個面的，應當提交兩面正投影視圖。  

必要時，申請人還可以提交該外觀設計產品的展開圖

                                                                                                                                                           
13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法審查指南第一部份第三章 4.2 外觀設計圖片或者照片規定。 
14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法實施細則第 27 條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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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視圖、剖面圖、放大圖、變化狀態圖以及使用狀態參

考圖 15。至於這些圖式是否會對外觀設計的專利權範圍造

成影響，審查指南並未進一步說明。  

(3) 外觀設計範例  

關於外觀設計，可參看下列中國大陸外觀設計公報範

例：  

範例 1(未附簡要說明 )：計算機  

                                                                                                                                                           
15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法審查指南第一部份第三章 4.2 外觀設計圖片或者照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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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附有簡要說明 )：玩具汽車  

 

 

 
3. 日本  

(1) 意匠法對於意匠專利權範圍之規定  

日本意匠法 16規定登記意匠專利之範圍，必須依據申

請書之記載以及附於申請書之圖面的記載，或者附於申請

書之照片、模型或樣品所呈現之意匠創作來認定。此外，

登記意匠及其他意匠是否類似，係依據在需求者 (消費者／

                                                                                                                                                           
16 請參看日本意匠法第 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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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的視覺上所引起的美感來進行判斷。  

由上述規定可知，日本意匠專利權範圍除了依據圖面

所載內容之外，亦必須參照申請書中所記載的文字。  

意匠法並未強制規範申請人須於申請書中對圖面進行

「敘述性說明」，因此在實務上，某些意匠專利案並沒有記

載圖面的「敘述性說明」，此時僅能依據圖面所顯示的內容

來判斷意匠專利之專利權範圍。但意匠專利若在說明書對

於圖面的設計特徵進行詳細「敘述性說明」，則依照前述意

匠法規定，意匠專利權範圍將根據圖面以及說明書記載內

容判斷。  

此外，意匠法亦規定 17意匠的圖面得以所欲申請產品

的照片、原型或樣本替代。然而，實務上，一般產品需提

交六面視圖與立體圖，若六面視圖之間有相同、對稱的情

形，則可省略，而省略視圖應於圖面說明註明之，而立體

圖所揭示的三個平面可取代六面視圖中相對應的視圖。  

(2) 意匠專利範例  

關於意匠專利圖面說明，可參看下列日本意匠公報範

例：  

                                                                                                                                                           
17 請參看日本意匠法第 6 條。 



專利專論集〔七〕 

-165- 

範例 1(附圖面說明 )：遊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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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未附圖面說明 )：單眼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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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國  

(1) 專利法對於新式樣專利權範圍之規定  

美國專利法 18規定任何人發明任何新穎的、原創的以

及裝飾性之應用於製品之設計，得依本法之規定及要件取

得新式樣專利。除另有規定外，專利法對於發明專利相關

之規定，同樣適用於新式樣專利。  

(2) 專利法施行細則以及審查基準對於新式樣圖面之

規定  

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 19規定「申請專利範圍」須使用

對於所示或所示以及所描述之物品 (具體指出名稱 )裝飾性

設計的制式用語。新式樣僅需要並允許單一申請專利範圍

。此外，根據專利法施行細則 20，美國新式樣專利申請案

須提交包含一份圖式以及一份說明書 (Specification)。說明

書 則 包 含 圖 式 說 明 (Description of Figure(s) of the 

Drawing)、敘述性說明 (Feature Description)、單一申請

專利範圍 (A Single Claim)。  

美國專利審查指南 21亦指出新式樣專利僅包括單一的

申請專利範圍，該單一的申請專利範圍通常以制式用語敘

述「所示之裝飾性設計 (具體實現該設計的物品或其實施的

物品 )」。  

當說明書包括新式樣之適當的「敘述性說明」 22或適

當顯示新式樣修飾的型態或其他敘述性事項，「以及所描述

                                                                                                                                                           
18 請參見美國專利法第 171 條。 
19 請參見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153 條(a)。 
20 請參見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154 條(a)。 
21 請參見美國專利審查指南第 1500 章 1503.01。 
22 請參見美國專利審查指南第 1500 章 1503.01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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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語必須加入申請專利範圍中的「所示」之後，因此

申請專利範圍會讀作「如所示以及所描述之 (具體實現該設

計之物品或其實施之物品 )的裝飾性設計」。  

在於實務上，「敘述性說明」大多對所省略圖式的註記

以及對於斷線的敘述，例如：「右側視圖係左側視圖之鏡射

圖。」 23，又例如：「圖式中的斷線僅為說明之目的，並非

構成所請求新式樣的一部份。」 24圖面中斷線所示的部分

並不屬於新式樣的一部分，因此解讀新式樣專利權範圍時

，必須將新式樣圖面上以斷線描繪的部分排除於專利權範

圍之外。  

由上述可知，雖然美國新式樣專利允許在說明書中加

入「敘述性說明」，惟該「敘述性說明」僅用於區隔新式樣

標的範圍，並非對於新式樣標的本身的外觀進行描述。因

此，在判斷美國新式樣的專利權範圍時，仍須完全依據圖

面本身所顯示的新式樣標的部分進行申請專利範圍解釋。

說明書內容對於新式樣的專利權範圍可說幾乎毫無影響。  

由美國專利審查指南看來 25，美國新式樣對於圖式規

定非常寬鬆，只要提供足夠的前、後、俯、仰及側視圖來

表達新式樣外觀就可，另外若立體圖已經完整清楚的揭露

了三個平面圖，則此等平面圖無須提交。  

另外，視圖中有相同或對稱平面可省略其中之一 (說明

書須註明 )。若有視圖是完全平面且毫無裝飾性，則可省略

                                                                                                                                                           
23 請參見美國第 D416,431 號新式樣專利，其【說明(Description】對第 2 圖的敘述為：「…; the right 

side elevational view being a mirror image;」。 
24 請參見美國第 D416,431 號新式樣專利，其【說明(Description】對第 1 圖的斷線敘述為：「…, with 

the broken lines showing matter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and form no part of the claimed design.」。 
25 請參見美國專利審查指南第 1500 章 15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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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若請求一個完整立體的物品，若在正常使用狀態下

有些面是看不到的，則該等平面視圖並不一定要提供。另

外，以剖面帶出物品內部結構或功能特徵是被允許的，惟

無法成為可請求保護的一部份。  

如上所述，美國新式樣亦允許圖面以斷線 26表示。斷

線常用於揭露所請求新式樣所關聯的環境及定義請求範圍

的邊界。非屬所請求新式樣，但必須被用於顯現該新式樣

所關連環境的結構，則必須以斷線方式呈現於視圖中。前

述結構包含了該新式樣所實施或應用的物品而非屬於該新

式樣的任何部分。  

由上述可知，美國新式樣不必然要提供六面視圖，只

要提供能顯現裝飾性特徵的相關圖即可。此外，美國新式

樣對於斷線的規定旨在讓申請人可以只主張物品的「部分

」構造或元件為新式樣案之標的，而不主張物品整體，以

免日比對侵權物時因考慮物品整體特徵而不當限縮新式樣

專利的專利範圍。  

(3) 新式樣範例  

關於新式樣專利說明，可參看下列美國新式樣公報範

例：  

 

                                                                                                                                                           
26 請參見美國專利審查指南第 1500 章 1503.02 圖式 III 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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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玩具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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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茶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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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歐盟新式樣 (Community Design) 

(1) 歐盟會議法規與委員會法規對於新式樣專利權範

圍之規定  

未如前述四個國家均在專利法或細則中以法條規範新

式樣專利權範圍，歐盟新式樣會議法規以及委員會法規 27

均未述及如何判斷新式樣專利權範圍。  

實務上，歐盟新式樣的專利申請案無須提交說明書，

因此解讀新式樣申請專利範圍時，完全以圖面所揭露為準

。若申請人提交關於圖式的說明，該說明亦不會成為解讀

新式樣專利權範圍的依據。  

此外，歐盟新式樣會議法規 28規定圖式必須為可重製

。此外，歐盟新式樣委員會法規 29規定新式樣圖面應為可

重製的黑白或彩色繪圖或照片，圖面不得超過七圖。  

(2) 新式樣範例  

關於新式樣專利說明，可參看歐盟新式樣公報範例：  

 

                                                                                                                                                           
27 請參見歐盟新式樣會議法規以及歐盟新式樣委員會法規。 
28 請參見歐盟新式樣會議法規第 36 條。 
29 請參見歐盟新式樣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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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硬碟播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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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內燃式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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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3：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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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國之規範比較  

為能比較出各國之差異，特以下列簡表表示五國新式

樣專利權範圍相關規定之差異處：  

 

前列各國新式樣專利權範圍判斷依據比較 

 我國 中國大陸 日本 美國 歐盟 

是否以圖式為新式

樣專利權範圍之依

據 

○ ○ ○ ○ ○ 

創作(簡要、敘述性

)說明是否為必要 ○ ○ X X  

是否得附上創作(簡

要、敘述性)說明  ○ ○ ○ ○ 

創作(簡要、敘述性

)說明是否必須作為

判斷申請權範圍之

依據 

X ○ ○ X X 

創作（簡要、敘述

性）說明是否得作

為判斷申請權範圍

之依據 

○ ○  X X 

 
三、結論：  

由上述各國對於新式樣專利權範圍之規定以及實務可

知，上述五國在判斷新式樣專利權範圍時，均必須以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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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揭示為依據。我國新式樣圖說之創作說明屬必要內容，

且得進一步審酌創作說明以輔助解釋專利權範圍。中國大

陸現行專利法規定外觀設計須附有簡要說明，且將用以解

釋專利權範圍。日本意匠得於申請書中記載對於圖面的「

敘述性說明」，惟一旦記載「敘述性說明」，則日後判斷新

式樣申請權範圍時須一並審酌「敘述性說明」。美國新式樣

得於說明書中記載「敘述性說明」，惟該敘述性說明僅類似

台灣新式樣的圖面說明，即使述及「斷線」，也僅作為區分

圖面上標的與非標的範圍之用，無法作為判讀新式樣專利

權範圍之用。另外，歐盟新式樣會議法規以及新式樣委員

會法規均未規定是否附上說明，即便申請人提交說明，亦

無關於新式樣專利權範圍的判斷。  

因此足可看出，各國於相關規範上仍有顯著之差異，

故於處理各國之新式樣案件時，應針對各國之相關規定，

應有妥善的處理方式，以避免造成往後權利主張上之困擾

。  

 
法律資料：  

1. 我國專利法。  

2. 我國專利法審查基準。  

3. 中國大陸專利法。  

4. 中國大陸專利法實施細則。  

5. 中國大陸專利法審查指南。  

6. 日本意匠法。  

7. 美國專利法 (35 U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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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 (37 CFR)。  

9. 美國專利審查指南 (MPEP)。  

10. 歐盟新式樣會議法規 (Community Design Council 

Regulation, EC)。  

11. 歐 盟 新 式 樣 委 員 會 法 規 (Community Design 

Commission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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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新穎性優惠期」之相關規定 
郭雅娟、杜燕文   

一、前 言：  

若欲取得專利權，符合專利三要件為最基本的要求，

其中有關“新穎性”之規定，在於一專利申請前若已見於

刊物、已公開使用或已為公眾所知悉，則無授予專利權之

必要性，故我國現行專利法第 22 條、第 94 條及第 110 條

分別對發明專利、新型專利及新式樣專利之「新穎性」要

求作出明確的規定。  

然若申請人係基於非商業行為，而於申請專利前有公

開之必要，為保障申請人之權益，我國於專利法立法之初

，即針對“新穎性優惠期” (新穎性喪失之例外 )有明確的

規範 1，惟當時僅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有新穎性優惠期之

規定，新式樣並無，且當時之條文，僅述及申請人於研究

、實驗而發表或使用於發表或使用之日起 6 個月內申請專

利，或者經陳列於政府或政府認可之展覽會，於開會之日

起未逾 6 個月即提出專利申請，得享有新穎性優惠期，惟

於法條中並未規定，須於提出申請之時同時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直到 2001 年 10 月 26 日施行之專利法，方使「新

穎性優惠期」之規定於新式樣專利中同時適用 2，且同時

                                                                                                                                                           
1 請參看我國 38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4 項及第 96 條第 1 項、第 4 項規定。 
2 請參看我國 90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98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107 條第 1 項第 2 款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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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於提出申請之時，須敘事實及其年、月、日，並應於

指定期間內檢附證明文件。  

至現行專利法於 2004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時，新穎性

優惠期又有不同之規定 3，於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加入了

“非出於申請人本意而洩漏者”也可享用 6 個月新穎性優

惠期，但於新式樣專利雖也加入了此規定，但卻刪除了因

研究、實驗可享有新穎性優惠期之規定；而除我國有上述

“新穎性優惠期”之規定外，於中國大陸 4、日本 5、歐洲

專利公約 (EPC) 6及歐盟新式樣 (Community Design) 7也有

相關之規定，甚至在日本，此優惠期並擴及於“進步性”

；因此，在有相關規定之國家或區域提出專利申請時，倘

有符合優惠期之規定時，應提出新穎性優惠期之主張，以

避免因公開而導致喪失新穎性或進步性。  

因各國或區域之相關規定並不盡相同，故本文即針對

各國或區域之規範加以說明，以更了解相關規定之差異。  

 
二、各國或區域之“新穎性優惠期”或“優惠期”規定：  

1. 我國  

(1) 新穎性優惠期之規定  

依我國現行專利法第 22 條第 2 項、第 94 條第 2 項及

第 110 條第 2 項，分別針對發明專利、新型專利及新式樣

之新穎性優惠期作出明確的規定，其中發明專利及新型專

                                                                                                                                                           
3 請參看我國現行專利法第 22 條第 2 項、第 9 4 條第 2 項及第 107 條第 2 項規定。 
4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法第 24 條規定。 
5 請參看日本特許法第 30 條、實用新案法第 11 條及意匠法第 3 條規定。 
6 歐洲專利公約，請參看 EPC Article 55 規定。 
7 歐盟，請參看 EU 專利法第 4 4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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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中明定，若有 a.因研究、實驗；b.因陳列於政府主辦或

認可之展覽會； c.非出於申請人本意而洩漏…等情事，致

有申請前已見於刊物、已公開使用或已為公眾所知悉之情

形，若能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6 個月內提出申請者，則不受

上述新穎性之限制；另於新式樣專利中則明定若有 a.因陳

列於政府主辦或認可之展覽會；b.非出於申請人本意而洩

漏…等情事，致有申請前有相同或近似之新式樣已見於刊

物、已公開使用或已為公眾所知悉之情形，若能於事實發

生之日起 6 個月內提出申請者，則不受上述新穎性之限制

；因此，我國在發明、新型專利中對於可主張新穎性優惠

期之情形較之新式樣專利，多了可能因研究、實驗之過程

中有非商業性之公開，使其也得主張新穎性優惠期。  

另於審查基準中 8，並載明所謂“研究”係指對於發

明之技術內容的探討或改進，而所稱之“實驗”，指具體

應用發明之技術內容，以驗證發明之技術功效，並不包含

試驗性銷售或為商業廣告目的之公開實驗；另審查基準也

定義所謂“展覽會” 9，係指我國政府主辦，或曾經我國政

府之各級機關核准、許可或同意之展覽會；而上述因研究

、實驗，或展覽會中所稱之“公眾所知悉”，事實上，公

眾是否已閱覽或是否已真正得知該發明內容，則無須考量

，也無須證明。  

(2) “新穎性優惠期”證明文件之規定  

若於我國發明、新型專利因上述a.因研究、實驗； b.

因陳列於政府主辦或認可之展覽會…之情形，或新式樣專

                                                                                                                                                           
8 請參看我國審查基準第 2 篇第 3 章 2.6.1 規定。 
9 請參看我國審查基準第 2 篇第 3 章 2.6.2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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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有因陳列於政府主辦或認可之展覽會之情形，而欲主張

上述之“新穎性優惠期”時，須於提出專利申請時，即敘

明事實及其年、月、日 10，而若未同時聲明，則無法主張

新穎性優惠期；且於聲明時須檢附證明文件，該證明文件

若無法於申請時同時呈送，則應於專利專責機關指定期間

內檢附證明文件，若未檢附證明文件，則無法主張新穎性

優惠期。  

 
2. 中國大陸 11 

(1) 新穎性優惠期之規定  

依中國大陸專利法第 24 條規定，在申請日之前 6 個

月內，有a.在中國政府主辦或者承認的國際展覽會 12上首

次展出；b.在規定的學術會議或者技術會議上首次發表；

c.他人未經申請人同意而洩露其內容…等情形者，不喪失

新穎性，且發明、實用新型及外觀設計均適用上述規定；

故在“新穎性優惠期”之規範上，中國大陸也將屬研究性

質之學術會議或技術會議也包含於外觀設計可主張新穎性

優惠期之範圍，然中國大陸針對展覽會、學術會議、技術

會議之規定較為嚴謹 13，且於針對“他人未經申請人同意

而洩露其內容”之部份，於審查指南也有明確的規範。  

其中，針對“展覽會”之部份，其審查指南載明所述

                                                                                                                                                           
10 請參看我國現行專利法第 22 條第 3 項、第 94 條第 3 項及第 107 條第 3 項規定。 
11 中國大陸專利法於 2008 年修改，於 2009 年 10 月 1 日施行，實施細則於 2009 年修改，於 2010 年 2

月 1 日施行，審查指南於 2010 年 1 月 21 日修改，於 2010 年 2 月 1 日施行，本文所述之專利法為

2008 年修改之法條，實施細則為 2009 年修改之版本，而審查指南則為 2010 年修改之版本。 
12 中國大陸專利法實施細則第 30 條第 1 款規定，專利法第 24 條第（一）項所稱中國政府承認的國際展

覽會，是指國際展覽會公約規定的在國際展覽局註冊或者由其認可的國際展覽會。 
13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法實施細則第 30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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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國政府主辦的國際展覽會 14，包括國務院、各部委主

辦或者國務院批准由其他機關或者地方政府舉辦的國際展

覽會。而中國政府承認的國際展覽會，是指國際展覽會公

約規定的由國際展覽局註冊或者認可的國際展覽會，所謂

之國際展覽會，即展出的展品除了舉辦國的產品以外，還

應當有來自外國的展品；而針對“學術會議及技術會議”

之部份 15，係指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或全國性學術團體組

織召開的學術會議或技術會議，但不包括省以下或受國務

院各部委或全國性學術團體委託或以其名義組織召開的學

術會議、技術會議，在後者所述的會議上若公開，則會導

致喪失新穎性，除非這些會議本身有保密約定；另針對他

人未經申請人同意而洩漏其內容所造成的公開 16，包括他

人未遵守明示或者默示的保密信約而將發明創造的內容公

開，也包括他人用威脅、欺詐或者間諜活動等手段從發明

人或者申請人那裏得知發明創造的內容而後造成的公開。  

(2) “新穎性優惠期”證明文件之規定  

依中國大陸實施細則第 30 條第 3 款規定，若主張有

專利法第 24 條第 (一 )項之展覽會情形，或主張第 (二 )項之

學術會議、技術會議情形，須於提出專利申請時聲明，且

須自申請日起 2 個月內，提交有關國際展覽會或學術會議

、技術會議的單位出具已展出或已發表的證明文件，若未

於申請時同時聲明，或於申請時有聲明但未於期限內補呈

證明文件，即不得主張新穎性優惠期。而上述之證明文件

                                                                                                                                                           
14 請參看中國大陸審查指南第 1 部第 1 章 6.3.1 規定。 
15 請參看中國大陸審查指南第 1 部第 1 章 6.3.2 規定。 
16 請參看中國大陸審查指南第 1 部第 1 章 6.3.3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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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國際展覽會之證明文件 17則須由展覽會的主辦單位

出具，且須註明展出日期、地點、展覽會的名稱及該發明

創造展出的日期、形式和內容，並須加蓋公章；而若為學

術會議、技術會議的證明文件 18，則須由國務院有關主管

部門或組織會議的全國性學術團體出具，而證明文件中應

註明會議召開的日期、地點、會議的名稱，及該發創造發

表的日期、形式和內容，並加蓋公章。  

另若有“他人未經申請人同意而洩漏其內容所造成的

公開”情形時，倘若申請人於申請日前已獲知有此情形 19

，應於提出專利申請時在請求書中聲明，並於自申請日起

2 個月內提交證明文件，而若申請人係於提出申請後才得

知，則應於得知後 2 個月內提交證明文件，另若國務院專

利行政部門認為有必要時 20，也可要求申請人於指定期限

內提交證明文件；而上述證明文件，應註明洩漏日期、洩

露方式、洩露的內容，並由證明人簽字或蓋章。  

3. 日本  

(1) 優惠期之規定  

日本專利相關法規於 2008 年進行修法，將原適用於

“新穎性”之優惠期相關規定，於現行專利法中擴大可及

於“新穎性”及“進步性”，而依其特許法第 30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之規定 21，若有下列三種狀況，構成特許法第

29 條第 1 項各款之一之情事，於發生之日起 6 個月內所提

                                                                                                                                                           
17 請參看中國大陸審查指南第 1 部第 1 章 6.3.1 規定。 
18 請參看中國大陸審查指南第 1 部第 1 章 6.3.2 規定。 
19 請參看中國大陸審查指南第 1 部第 1 章 6.3.3 規定。  
20 請參看中國大陸實施細則第 30 條第 4 款規定。 
21 請參看日本特許法第 30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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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特許申請案於第 29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各款規定之適

用上視為不構成違反同條第 1 項各款之一：  

a. 若因進行試驗、發表於刊物上、藉由電信回路發表

或於特許廳長官指定之學術團體所召開之研討會以書面進

行發表；  

b. 違反特許專利申請人本意公開之行為；  

c. 具有申請特許專利權利之人士，若於政府或地方公

共團體所開設之展覽會，或於經特許廳長官指定之政府等

以外人士所開設之展覽會，或於巴黎公約之會員國或世界

貿易組織之任一會員國之領域內，由該政府等或得到許可

之人士所開設之國際展覽會，又或於不屬於巴黎公約或世

界貿易組織之任一者之會員國之領域內，由該政府等或得

到許可之人士所開設之國際展覽會且經特許廳長官所認定

之展覽會展出該特許專利。  

而為使特許法第 30 條第 1 項中所稱之“學術團體”

及第 30 條第 3 項中所稱之“展覽會”更加明確，日本另

制訂了“學術團體指定基準” 22、“展覽會指定基準” 23，

若學術團體之發起者或展覽會之主辦者希該學術團體或展

覽會列為特許法中所指之單位，須依指定基準之規範，向

日本特許廳申請認可，則未取得認可，或認可遭取消，則

非屬特許法中可主張優惠期之“學術團體”或“展覽會”

；另於實用新案法 24中，針對“優惠期”之規定，係直接

準用特許法之規定，因於上述三種狀況，於實用新案有相

                                                                                                                                                           
22 請參看日本”學術團體指定基準”規定。 
23 請參看日本”展覽會指定基準”規定。 
24 請參看日本實用新案法第 11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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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規範。  

另於意匠法第 4 條 25中，則規範以下兩種情形，若構

成意匠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情事，於發生之日

起 6 個月內所提出之意匠專利申請案，縱使有第 3 條第 1

項以及第 2 項規定之適用，仍視為不構成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規定之情事：  

a. 違反意匠專利申請人本意之公開行為；  

b. 意匠專利申請人之自行公開行為。  

(2) “優惠期”證明文件之規定  

依日本特許法第 30 條第 4 項規定，若欲主張第 1 項

或第 3 項之人士，應將記載該意向之文件於提出特許申請

之時同時檢附，並於申請之日起 30 日內檢附證明文件，

而依日本實用新案法第 11 條規定，實用新案同樣準用上

述規定；而於意匠法第 4 條第 3 項規定，若申請人因自行

之公開而欲主張意匠法第 4 條第 2 項之情事時，應將記載

該意向之文件於提出意匠申請之時同時檢附，並於申請之

日起 30 日內檢附證明文件。  

 
4. 歐洲專利公約 (EPC) 

(1) 新穎性優惠期之規定 26 

歐洲專利公約 (EPC)於新穎性優惠期之規定上，相較

於我國、大陸及日本，並無因研究、實驗方面等學術性之

公開得享用優惠期之規定，惟於申請人或合法繼受人之自

行公開部份，則有更寬鬆之規範，得享有喪失新穎性之例

                                                                                                                                                           
25 請參看日本意匠法第 4 條規定。 
26 請參看 EPC Article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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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於歐洲專利公約 (EPC)第 55(1)條中明文規定，若有下

列原因之一，即不會有喪失新穎性之情形：  

a. 申請人或其合法繼受人有關的明顯濫用；  

b. 申請人或其合法繼受人官方舉辦或官方認可的國際

展覽會公開。  

另 EPO 並明述展覽會係由 1928 年 11 月 22 日簽訂於

巴黎且 1972 年 11 月 30 日最後修訂之國際展覽會公約所

規定。  

(2) “新穎性優惠期”證明文件之規定  

依歐洲專利公約 (EPC)第 55(2)條規定，若於申請時欲

依第 55(1)(b)條主張新穎性優惠期時，須於申請時同時聲

明該發明案已公開，且須於申請案提出申請之 4 個月內檢

送證明文件 27，而證明文件須由展覽會負責保護產業財產

的單位所發出，且須明載確實陳列之事實、展覽會的開幕

日、首次公開發明之日，及一份經由此單位鑑定該發明與

公開展覽產品相同之鑑定證明。  

EPO受理部收受證明文件及鑑定證明後，會告知申請

人，但受理部若發現證明文件或鑑定證明有明顯缺陷時，

仍會要求申請人於申請日起 4 個月內補正，若未能補正，

EPO即會發出喪失主張新穎性優惠期之通知 28，申請人接

獲 該 通 知 後 ， 仍 可 於 兩 個 月 內 提 出 額 外 程 序 (Further 

Processing)之請求 29，以恢復新穎性優惠期之主張。  

 

                                                                                                                                                           
27 請參看 EPC Rule 25。 
28 請參看 EPC Rule 112 (1)。 
29 請參看 EPC Article 121 及 Rule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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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歐盟新式樣 (Community Design) 

(1) 新穎性優惠期之規定  

歐盟新式樣 (Community Design)於新穎性優惠期之規

定上，主要有展覽會公開 (Exhibition Priority) 30及揭露

(Disclosure) 31二部份，其中展覽會公開係指申請前曾於官

方國際展覽會或官方所認可之國際展覽會公開，即可於展

覽日起算六個月提出註冊制新式樣 (RCD)申請，且可主張

展覽日為優先權日，優先權日之效力等同於申請日；而上

述官方所認可之國際展覽會，與歐洲專利公約 (EPC)同樣

為 1928 年 11 月 22 日簽訂於巴黎且 1972 年 11 月 30 日

最後修訂之國際展覽會公約所規定之展覽會。  

另有關揭露之規定，倘若申請人是在明白或默許之狀

況下，以秘密狀態而揭露予第三人者，則不會被認為有違

反新穎性之規定，甚者，若於申請日或優先權日前 12 個

月內，有以下二種狀況者，也不影響其新穎性：  

a. 申請前是由設計者或合法繼承人，或是第三人經由

設計者或合法繼承人資料之提供而公開者；  

b. 申請前是由設計者或合法繼承人有關之濫用，而造

成公開者。  

(2) “新穎性優惠期”證明文件之規定  

歐盟新式樣 (Community Design)之專利制度中，規定

主張展覽會優先權日之證明文件，須於提出申請之同時，

或最遲須自申請日起三個月內提交 32，而證明文件須載明

                                                                                                                                                           
30 請參看 Community Design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6/2002 Article 44。 
31 請參看 Community Design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6/2002 Article 9。 
32 請參看 Community Design Commision Regulation (EC) No 2245/2002 Articl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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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設計確實是應用於該產品，且該產品確實發表於展覽

會上，另須載明展覽會之起始日，而若該產品之首次發表

日與展覽會之起始日不同的話，則須同時載明產品之首次

發表日，且須檢附展覽單位認定該產品確實有發表之證明

。  

另歐盟新式樣 (Community Design)之專利制度上，可

容許申請之後，甚至該新式樣已核准註冊 33，才主張展覽

會之新穎性優惠期，惟最遲仍須於申請日起一個月內先提

交一份主張聲明，聲明書上須載明展覽會之名稱、該設計

應用之產品的首次發表日期，而此時證明文件須在官方收

到展覽會優先權主張之聲明文件後的三個月內提交。  

 
三、結論：  

於本文所探討的不同國家或不同區域之專利制度中，

可看出我國、中國大陸及日本，主要是針對展覽會及學術

方面有相關之規定，惟對於主張優惠期之程序上，均嚴格

要求於提出申請時即須同時聲明；而歐洲專利公約 (EPC)

及之專利制度，則對於“學術方面”之公開並未有規範，

但另規範申請人之自行公開，仍可視為喪失新穎性之例外

，甚者，歐盟新式樣 (Community Design)於主張展覽會之

新穎性優惠期後，其公開日即為優先權日，且可於申請之

後才提出展覽會優先權之主張，規範上明顯較我國、中國

大陸及日本更加寬鬆；因此，希由本文之介紹，可更深入

了解各國或各區域於相關規定上之差異。  

                                                                                                                                                           
33 依據歐盟新式樣之審查實務，有些申請案提出申請不到一個月即可核准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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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資料：  

1. 我國 1949 年施行之專利法。  

2. 我國 2001 年施行之專利法。  

3. 我國現行專利法。  

4. 我國現行專利法審查基準。  

5. 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  

6. 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實施細則。  

7. 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審查指南。  

8. 日本現行特許法。  

9. 日本現行實用新案法。  

10. 日本現行意匠法。  

11. 日本“學術團體指定基準”。  

12. 日本“展覽會指定基準”。  

13. 歐洲現行專利公約 (EPC)。  

14. 歐盟新式樣 (Community Design)現行專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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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專利法第三次修正簡介 
王錦寬   

一 . 背景  

中國大陸專利法（簡稱大陸專利法）在 1985 年 4 月

1 日施行，歷經 1992 年及 2000 年的兩次修正。於 2005

年開始第三次修改大陸專利法的準備工作，2006 年 12 月

27 日完成大陸專利法修正草案，經 2008 年 7 月 30 日國

務院審查後，於同年 8 月 5 日提交至人大常委會進行審議

。2008 年 12 月 27 日第十一屆中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

議通過關於修改專利法的決定，修正後之現行大陸專利法

，自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大陸專利法實施細則 (相對於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以

下簡稱實施細則 )是與大陸專利法配套的行政法規，依過去

兩次大陸專利法修正的過程，大陸專利法修正與其實施細

則的修正均同時進行，並在同日起施行。本次實施細則雖

早在 2007 年 3 月即開始著手修訂，於 2008 年 3 月完成實

施細則修正草案，一度於草案中將原「實施細則」的名稱

改為「實施條例」，但遲至現行大陸專利法施行時，實施細

則仍未公布，並決定不使用「實施條例」而仍以實施細則

稱之。為配合大陸專利法及其實施細則的第三次修改，大

陸專利局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或大陸專利法所稱之專利行

政部門，以下均以大陸專利局稱之 )於 2008 年 12 月 4 日

，召開審查指南修改工作啟動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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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實施細則經中國大陸國務院於 2009 年 12 月 30

日第 95 次常務會議審查通過而在 2010 年 1 月 9 日經國務

院公布於同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現行審查指南於 2010 年

1 月 21 日經大陸專利局公布配合實施細則於同年 2 月 1 日

起施行。由於實施細則、審查指南在大陸專利法修正施行

後才公布，施行日較大陸專利法晚 4 個月，這段「空窗期

」期間若產生適法性的問題，則暫不在本文介紹的範圍。  

 
二 . 大陸專利法第三次修正的主要方向  

(一 ). 申請文件應載明事項的整合  

修正前大陸專利法及修正前的實施細則，條文規定不

盡完善之處，在本次修正之實施細則中配合調整，隨著電

子申請的採用，若干內容亦同時配合修正。  

1. 改善對請求書規定之不週全  

(1) 修正前大陸專利法第 26 條規定發明及實用新型申

請時要提交請求書，修正前大陸專利法第 27 條則規定申

請外觀設計要提交請求書。修正前大陸專利法第 26 條進

一步規定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申請的請求書應當寫明案件

名稱以及發明人、申請人等事項；但修正前大陸專利法第

27 條僅規定應寫明外觀設計的產品及其類別，規定並不一

致。  

(2) 修正前實施細則僅在第 17 條針對大陸專利法第

26 條關於發明及實用新型專利請求書其他事項進一步規定

，應記載申請人國籍、委任代理人等相關事項；但對於修

正前大陸專利法第 27 條規定外觀設計專利申請之請求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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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相關事項的記載，在修正前實施細則卻付之厥如。  

(3) 關於請求書記載事項的規定，修正前法制，一部

分記載在大陸專利法中，另一部分在實施細則中，且有上

述缺失，因此在本次法制修正時，將之整合在實施細則單

一條文中。實施細則第 16 條中統一、完整、明確地規定

三種專利申請的請求書應當寫明的事項，包括案件名稱、

申請人資料、發明人（設計人）、代理機構、優先權之在先

申請資料等…1。  

2. 申請文件規定統合  

大陸專利局取消在實施細則中對於申請文件的格式部

份具體的規定，例如修正前實施細則第 19 條第二款 2規定

附圖的大小，在審查指南中已有規定 3，在現行實施細則

第 18 條中予以刪除；又如，修正前實施細則第 27 條第 1

款規定圖片和照片的大小等，在現行實施細則第 27 條及

審查指南 4中均予以刪除。考慮到電子申請的需求 5，在現

行審查指南第五部份增列第十一章關於電子申請的若干規

定的專章。  

(二 ). 專利申請的管理  

────────────────────────────────────── 
1 申請人是中國單位或者個人，除記載其名稱或者姓名、地址、郵遞區號等資料外，實施細則進一步規

定，需要載明申請人之組織機構代碼或者居民身份證件號碼。申請人是外國人、外國企業，也包括我

國（台灣）申請人或企業者，除要載明姓名或者名稱外亦需載明國籍或者地區。 
2 中國大陸專利法第「款」、「項」的使用與我國專利法不同，中國大陸專利法依序是「條、款、項」與

我國專利法之「條、項、款」相對應，在提到中國大陸及我國專利法內容時，各依兩岸之用法稱之。 
3 現行審查指南第一部份第一章 4.3 節及第二章 7.3 節均有相關規定， 
4 修正前審查指南第一部份第三章第 4.2.2 節原有視圖尺寸的規定，在現行審查指南中整節刪除。 
5 中國大陸專利申請案，申請人可以直接面交，或經郵寄的方式遞交專利申請，也可以透過設在地方的

代辦處提交專利申請。大陸專利局於 2004 年 3 月 12 日建立電子申請系統，申請人可經由網站遞交專

利申請。大陸專利局宣稱 2009 年共受理 6.4809 萬件專利電子申請，比 2008 年的 1.4288 萬件增長了

近 3 倍，約占全年總申請量的 7%。 
http://www.sipo.gov.cn/sipo2008/yw/2010/201001/t20100111_487496.html(2/5/’10 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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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取消指定涉外專利代理機構  

中國大陸實施專利法二十幾年來，在中國沒有經常居

所或營業所的外國人、外國企業等，申請專利不但委託代

理人，更要委託所謂的涉外專利代理機構。依照大陸專利

法的規定，專利代理機構按照代理範圍不同可分為一般專

利代理機構和涉外專利代理機構，後者需經國務院批准。

1985 年大陸專利法實施時，被批准的涉外代理機構只有 3

家，即 CCPIT（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CPA（中國

專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和 SPA（上海專利商標事務所）

，其餘都是只能辦理國內業務的一般代理機構。1987 年 6

月 1 日，永新專利代理公司在香港成立。這是國務院批准

的第四家涉外代理機構。在 2008 年，涉外專利代理機構

已超過 180 家。  

現行大陸專利法第 19 條第 1 款規定：「在中國沒有經

常居所或者營業所的外國人、外國企業或者外國其他組織

在中國申請專利和辦理其他專利事務的，應當委託依法設

立的專利代理機構辦理。」上述規定將修正前應委託國務

院行政部門指定的專利代理機辦，改為依法設立的專利代

理機構，一舉打破二十幾年來涉外專利代理機構的機制。  

2. 聯繫人僅限於申請人所屬之員工  

一般國家對於本國人申請專利，不會強制規定應由代

理機構辦理，在中國大陸亦同。對於未委託代理機構辦理

專利申請者。大陸專利局也會對該專利之申請人直接作為

將來的聯繫對象，在實施細則修改過程中，一度易名為實

施條例的討論階段，原擬在實施細則第 17 條中增加「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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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人」的規定，現行實施細則雖最後未增列，但在審查指

南中特別對聯繫人增加了規定，其中明定專利申請人是單

位而未委託專利代理機構，應當填寫聯繫人，而該聯繫人

雖僅是該單位接收大陸專利局所發信函的收件人，但審查

指南明定，該聯繫人應當是該單位的工作人員，必要時可

要求申請人出具證明 6。此舉主要應是一些並非專利代理

機構者，以「聯繫人」為名從事專利代理活動，大陸專利

局為了克服這一弊端，所增設的新規定。並在審查指南第

一部份第一章第 4.1.4 節配合進一步修正，規定聯繫人必

須是該案申請人單位的工作人員，甚至，審查委員認有必

要時，也可要求該聯繫人是該單位工作人員的進一步證明

。  

3. 優先權聲明及證明文件  

為了因應國際間各專利局對優先權證明文件電子方式

交換日漸普遍 7，大陸專利局因應此趨勢，預計未來與相

關國家或者地區的專利局開始協商簽署彼此通過電子方式

傳輸優先權在先申請文件副本的協定，以簡化專利申請人

申請提交在先申請之優先權證明文件的手續。現行實施細

則第 31 條第一款即規定，大陸專利局透過電子交換等途

徑獲得在先申請文件副本的，視為申請人提交了經該受理

────────────────────────────────────── 
6 審查指南第一部份第一章第 4.1.4 節參照，而此規定早在 2008 年 11 月 27 日公布並自 2009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审查指南修改公报（第 2 号）》（第 50 号）已提出修正。 
7 美國專利局(USPTO)在訂定 21 世紀施政計劃的目標之一即是以電子方式交換資訊及文件，USPTO 希

望能使用其 IFW(image file wrapper)技術與其他專利局合作擷取及提供優先權證明文件的電子檔。

USPTO 於 2007 年 1 月開始實施與歐洲專利局(EPO)交換優先權證明文件電子檔的計畫； 2006 年達

成與日本特許廳(JPO)之協議並於 2007 年 7 月 28 日宣佈開始實施一項允許兩局間以電子形式交換專

利申請案之優先權文件並能更加簡化專利申請過程的免費服務；USPTO 於 2008 年 10 月 14 日加入韓

國專利局(KIPO)作為合作對象，將能互相從 PDX(Priority Document Exchange)系統擷取對方的優先權

證明文件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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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證明的在先申請文件副本。  

此外，修正前實施細則第 32 條規定了申請人應當在

優先權聲明中寫明的事項。現實中並沒有專用於要求優先

權的「書面聲明」，而只是在請求書中填寫相關內容；因此

，現行實施細則刪除有關書面聲明的表述。由於修正前實

施細則第 32 條對於因未寫明在先申請的申請日等事項而

導致優先權的喪失，對於申請人來說過於嚴格，實施細則

第 31 條第 2 款規定，應當給予其補救的機會，申請人在

請求書中漏寫或者錯寫在先申請的申請日、申請號和原受

理機關中的一項或者兩項內容的，可以在指定期限內補正

；期滿未補正的，才視為未要求優先權。  

4. 保密及向外國申請  

修正後之現行大陸專利法第 20 條規定，任何單位或

者個人可以將其在中國完成的發明創造向外國申請專利，

但應當事先經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進行保密審查。現行大

陸專利法與修正前條文比較，主要有兩項改變，一為對象

由原僅對中國單位及個人的限制規定，擴及在中國大陸完

成發明或新型的任何單位或個人；其二為，原規定要向外

國申請專利者，應先向中國大陸申請專利，且需委託涉外

專利代理機構辦理，現行大陸專利法第 20 條，不再要求

先向中國大陸申請專利，但仍需先向中國大陸申請保密。  

為了落實上述規定，現行實施細則第 8 條規定，任何

單位或者個人就在中國完成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向外國申

請專利或者向國外機構提交專利國際申請的，應當事先向

大陸專利局提出請求保密審查，實施細則第 8 條第 3 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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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大陸專利局作為受理局提出國際申請案者，視同已

提出保密審查的申請。依現行實施細則第 9 條規定，受理

該保密審查請求後，大陸專利局認為可能涉及國家安全或

者利益的，應當及時通知申請人；申請人自受理日起 4 個

月內未收到前述通知的，可以就該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向外

國申請專利或者提交國際申請。大陸專利局發出前述通知

，應當自受理日起 6 個月內作出是否需要保密的決定，並

通知申請人。未在前述期限內發出決定的，視為同意申請

人向外國申請專利或者向有關國外機構提交專利國際申請

。  

實施細則第 7 條規定，大陸專利局於受理專利申請進

行保密審查。審查結果發現受理的專利申請涉及國防方面

的國家秘密需要保密的，移交國防專利機構審查；發現涉

及其他方面的國家安全和利益需要保密的，按照保密專利

申請處理，並應當及時對是否需要保密作出決定，並通知

申請人。需要注意的是，保密專利審查的對象僅限於發明

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申請。  

5. 關於專利權質押登記  

大陸專利局於 1996 年公布「專利質押合同登記管理

暫行辦法」，已規定專利權質押登記之程式，在實施細則第

14 條針對專利權質押登記作出與物權法及擔保法相銜接的

規定。  

(三 ). 改善審查及提高核准專利之標準  

1. 相對新穎性改為絕對新穎性  

修正前大陸專利法第 22 條及第 23 條為三種專利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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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要件的規定，其中第 22 條是適用於發明及實用新型，

第 23 條為適用於外觀設計。修正後之現行大陸專利法，

其主要將原有相對新穎性之專利要件改為絕對新穎性。  

中國大陸自實施專利法以來，首度改變此專利要件，

修正前大陸專利法規定在專利申請前在國內公開使用者，

不具新穎性。現行大陸專利法第 22 條第 2 款及第 23 條第

1 款分別對三種專利的新穎性定義為不屬於現有技術；亦

即在大陸專利法第 22 條第 2 款第一句改為：「新穎性，是

指該發明或者實用新型不屬於現有技術」；現行大陸專利法

第 23 條第 1 款第 1 句規定：「授予專利權的外觀設計，應

當不屬於現有設計」。前述「現有技術」所涵蓋範圍，於大

陸專利法第 22 條增列第 5 款、第 23 條增列第 4 款具體規

定，是指申請前已在國內外為公眾所知的技術或設計。  

大陸專利法第 23 條第 1 款對外觀設計另增列擬制新

穎性的規定，亦即同樣的設計若有早於該申請案申請日之

前已向大陸專利局申請專利並在該申請案申請日之後公告

，可作為該外觀設計申請案不予專利之理由。同條第 2 款

增列外觀設計創作性的要求：「授予專利權的外觀設計與現

有設計或者現有設計特徵的組合相比，應當具有明顯區別

。」  

2. 利用遺傳資源完成的發明創造申請專利的特殊要求  

現行大陸專利法第 5 條增列第 2 款規定：「對違反法

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獲取或者利用遺傳資源，並依賴該遺

傳資源完成的發明創造，不授予專利權。」此外，大陸專

利法第 26 條第 5 款增列：「依賴遺傳資源完成的發明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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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應當在專利申請檔中說明該遺傳資源的直接來源

和原始來源；申請人無法說明原始來源的，應當陳述理由

。」  

依上述大陸專利法規定，實施細則第 26 條第 1 款進

一步規定：「專利法所稱遺傳資源，是指取自人體、動物、

植物或者微生物等含有遺傳功能單位並具有實際或者潛在

價值的材料；專利法所稱依賴遺傳資源完成的發明創造，

是指利用了遺傳資源的遺傳功能完成的發明創造。」  

對於依賴遺傳資源完成的發明創造，應在請求書中予

以說明，也要填寫大陸專利局制定的表格，除在實施細則

第 26 條第 2 款規定外，實施細則第 109 條並規定對於國

際申請案於進入中國大陸國家階段的書面聲明中亦需一併

說明及填寫大陸專利局制定的表格。  

3. 關於外觀設計  

(1) 外觀設計的標的，在現行專利法相較於修正前有

兩項改變：  

現行大陸專利法第 25 條第 1 款第 6 項「對平面印刷

品的圖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結合作出的主要起標識作用的

設計」為外觀設計不予專利之標的。  

大陸專利法第 31 條第 2 款增列「同一產品兩項以上

的相似外觀設計」為外觀設計單一性的例外。在實施細則

第 35 條第 1 款就同一產品的多項近似設計提出一件專利

申請是指同一申請中包含的其他設計應當與該基本設計相

近似，並規定相似設計的數量不得超過 10 項。  

(2) 外觀設計專利申請的圖片和照片有類似於實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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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或者發明專利申請權利要求的作用。在申請時，現行大

陸專利法第 27 條第 2 款更明定「申請人提交的有關圖片

或者照片應當清楚地顯示要求專利保護的產品的外觀設計

。」，依專利法第 59 條第 2 款前段規定授權後確定外觀設

計專利權保護範圍以圖片或照片為準。實施細則第 27 條

第 2 款規定應對每一件外觀設計專利需要保護的內容提交

有關的圖片和照片。實施細則第 44 條為三種專利關於初

步審查的規定，其第 1 款第 (三 )項規定，如不符合前述實

施細則第 27 條規定者，列為初步審查中可以予以駁回的

理由。  

(3) 關於外觀設計之簡要說明，原於修正前實施細則

第 28 條第 1 款就有規定，只是在修正前簡要說明並非必

要的部份，現行專利法之前在本法中亦未規定簡要說明在

申請時的地位。現行大陸專利法第 27 條則明定申請外觀

設計時，簡要說明為必要的文件；現行大陸專利法第 59

條第 2 款後段增列「簡要說明可以用以解釋圖片或者照片

所表示的該產品的外觀設計」。因此，現行大陸專利法確定

簡要說明是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文件的必要部分，而且規定

簡要說明可以用於解釋圖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外觀設計專

利產品。因此，實施細則第 28 條第 1 款進一步對外觀設

計專利申請的簡要說明的內容作了規定，除了要記載產品

的名稱、用途及設計要點外，也要指定其中一幅圖片或照

片為最能表達該外觀設計案的要點；同條第 2 款對於多項

相似外觀設計以一件外觀設計提出申請者，在簡要說明中

更要求應指定其中的一項為基本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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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許多國家並未將簡要說明作為外觀設計專利的必

要申請文件，實施細則第 31 條第 4 款規定，外觀設計專

利申請的申請人要求外國優先權，其在先申請不包括對外

觀設計的簡要說明，申請人提交的簡要說明未超出原申請

文件的圖片或者照片表示的範圍的，不影響其享有優先權

。  

4. 實用新型及外觀設計初步審查之加強。  

由於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沒有經過實質審查，因

而專利權的穩定性較差。從這兩種專利的特點和數量來看

，大陸專利局目前亦認為無法對這兩種專利申請都進行實

質審查。為提高實用新型及外觀設計這兩種專利權的穩定

性，於實施細則第 44 條第 1 款第 (二 )及第 (三 )項增加對實

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申請初步審查的內容。即，對於實

用新型專利申請增加審查其是否明顯不符合新穎性、實用

性的規定；對於外觀設計專利申請增加審查其是否明顯屬

於現有設計、是否明顯屬於平面印刷品的標識性設計。  

(四 ). 一案兩請的規範  

中國大陸原即允許就同一內容同時提出發明及實用新

型專利之申請，發明案審查時間較久，通常均是實用新型

案先獲准專利權，隨後在審查發明案時可通知申請人應就

實用新型案聲明放棄。換言之，中國大陸在申請時允許同

一內容同時申請發明及實用新型，但其實施細則規定只能

授予一項專利 8，不能同時授予兩項專利權。多年來的實

務，對於踐行實施細則的規定，如在審查過程中發現同一

────────────────────────────────────── 
8 中國大陸修正前專利法實施細則第 13 條第 1 款規定：「同樣的發明創造只能被授予一項專利」，此項規

定係於 1992 年修正時新增之內容，惟當時修正前的條次係為第 1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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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就相同的內容提出的另一件申請已經被授予專利，

在尚未授予專利的申請案審理時，如其符合授予專利權的

其他條件時，審查人員會通知申請人進行選擇。此時，申

請人可放棄其已獲得授予專利的專利權，也可以撤回尚未

被授予專利的申請。  

中國大陸對同一內容分別申請發明及實用新型的實務

行之有年，惟一則法院的判決 9(下稱二審判決 )，對此實務

及當時實施細則有不同的解讀，改變多年的實務。惟，

2008 年最高法院戲劇性的撤回上述二審判決，茲先說明此

實務的演進如下：  

1. 二審判決以及 2006 年後實務的改變  

上述二審判決涉及一件實用新型及發明申請案，實用新

型專利案「一種高效節能爐排反燒鍋爐」，係於 1991 年 2

月 7 日提出申請，申請案號為 91211222.0，於 1992 年 2

月 26 日獲准公告，該案揭露的爐體具有正、反燒爐排，

其申請專利範圍內容主要係指出正、反燒爐排均是「間隔

的一上、一下分兩層構成波浪排列」 10。發明專利案「一

種高效節能爐排反燒鍋爐」（案名與上述新型專利案相同）

，係由同一申請人於 1992 年 2 月 22 日提出申請，申請案

號為 92106401.2，授予專利之公告日為 1999 年 10 月 13

日。該發明案說明書中的爐體並未揭露雙層爐排的構造，

僅記載上層平面水管爐排（新型案上層反燒爐排也是採用

水管爐條）的各奇數爐條下移與偶數爐條保持一段距離，

────────────────────────────────────── 
9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2002 年 4 月 22 日（2002）高民終字第 33 號行政判決書。 
10 該新型專利案之申請專利範圍全文：「一種主要由反燒爐排（2）、正燒爐排（1）和爐體（3）構成的

高效節能雙層爐排反燒鍋爐，本實用新型的特徵在于正燒爐排（2）和反燒爐排（2）的各爐條是間隔

的一上、一下分兩層構成波浪形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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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上層水管爐排之各爐條間間隙加大，增加通風間隙藉以

提高燃燒強度。其申請專利範圍所載的特徵上層反燒爐排

是平面波形佈置 11。由於發明案審查時間太久，發明案核

准時，實用新型專利權期間已屆滿，造成兩案均曾獲准公

告，而遭第三人對發明案提起宣告無效請求。大陸專利局

復審委員會作出決定 12，指出發明案並未違反當時實施細

則就同樣發明創造只能授予一項專利之規定，該提起無效

宣告之請求人不服，提起上訴，經北京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審理作出維持復審委員會決定之判決 13（以下稱一審判決）

，原無效宣告請求人不服，再向北京高級人民法院上訴，

經審理後作出判決（前述二審判決），將原一審判決及原決

定均撤銷。  

當發生同一申請人就同一技術內容，申請發明及實用

新型時，依 2001 年版之審查指南規定，應當在答覆審查

意見通知書時提交放棄前一專利案權利的聲明，專利局則

將在後一專利核准公告時註明前一專利權自後一專利申請

案權利生效日起放棄 (有以接力式專利稱之 )。  

二審判決作出後，由於推翻了多年的實務，大陸專利

局於 2006 年為審查指南作了修訂，依前述二審判決修正

其中的規定，亦即申請人選擇放棄已經授予的專利權的，

應當在答覆審查意見通知書時提交自該已授權專利的申請

日起放棄專利權的書面聲明一式兩份。此時，對那件符合

授權條件、尚未授權的專利申請，應當發出授權通知書，

────────────────────────────────────── 
11 該發明專利案之申請專利範圍全文：「一種立式或臥式雙層爐排平面波型反燒爐排鍋爐，其特徵是上

層水管反燒爐排是平面波浪型布置。」 
12 中國大陸專利局復審委員會無效宣告請求審查決定第 3209 號。 
13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1）中知初字第 195 號行政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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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放棄前一專利權的書面聲明轉至有關審查部門，由專

利局予以登記和公告，公告上註明前一專利權自申請日起

予以放棄，使行之有年的接力式專利暫時走入歷史。  

2. 關於 2008 年最高法院判決  

前述二審判決及審查指南配合修正後，事件仍未落幕

，專利權人和大陸專利局之專利復審委員會針對前述二審

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最高人民法院於 2008

年 7 月 14 日作出終審判決 14，撤回二審判決，維持大陸專

利局專利復審委無效宣告決定及一審判決。最高人民法院

終審判決認為，首先，被比對的兩項權利要求所要求保護

的範圍相同的，應當認為是同樣的發明創造；若要求保護

的範圍不同的，不論二者的說明書內容是否相同，均不屬

於同樣的發明創造。對於權利要求保護範圍僅部分重疊，

也不能認為屬於同樣的發明創造。其次，禁止重複授權應

理解為「同樣的發明創造不能同時有兩項或兩項以上處於

有效狀態的授權專利存在」。  

在最高法院判決除認為系爭案發明及實用新型並非同

一發明外，對於 2006 年之前一案兩請上述接力式專利的

實務也予以肯定。  

3. 大陸專利法及實施細則相關條文的修正  

中國大陸修正前專利法的架構，並未禁止就同一技術

內容申請發明及實用新型專利，2001 年版審查指南所規定

之實務又是自中國大陸實施專利法以來的長久實務，雖

2006 年審查指南因上述二審判決而作修正，惟現行大陸專

────────────────────────────────────── 
14 最高法院(2007)行提字第 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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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法及實施細則仍採接力式專利，並做更週全的考量。  

現行大陸專利法將修正前實施細則第 13 條第 1 款的

規定移到大陸專利法第 9 條中，使實務對「同樣的發明創

造只能被授予一項專利權」的含義提升至法律位階。現行

大陸專利法第 9 條第 1 款後款，以但書規定同樣的發明創

作只能授予一項專利權的例外：「同樣的發明創造只能授予

一項專利權。但是，同一申請人同日對同樣的發明創造既

申請實用新型專利又申請發明專利，先獲得的實用新型專

利權尚未終止，且申請人聲明放棄該實用新型專利權的，

可以授予發明專利權。」  

配合現行大陸專利法第 9 條對於同樣的發明創造只能

被授予一項專利權的例外規定，在兼顧申請人利益與公衆

的利益不至於受到損害，實施細則第 41 條作了具體的規

定：  

(1) 同一申請人就同一技術內容欲適用修正後之大陸

專利法第九條規定者，應「同日」提出發明及實用新型的

申請，且在申請時即應分別作出聲明。  

(2) 由於實用新型一般均應會較早於發明案核准公告

，實用新型公告時，將公告上述聲明以及相對應之發明專

利申請案號。  

(3) 發明審查時，若沒有發現其他駁回理由，而發明

專利與實用新型權利要求保護的內容相同時，將要求申請

人在規定期限內作出放棄實用新型的聲明。  

(4) 申請人若逾期未作出放棄實用新型之聲明者，視

為放棄發明專利權的權利。申請人若依限聲明放棄實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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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則該實用新型專利權將自公告授予發明專利權之日起

放棄。  

(五 ). 權利保護  

1. 強制許可 (授權 )：  

現行大陸專利法第 48 條對修正前給予強制許可 (授權 )

的理由進行了調整，對於依「未充分實施」作為強制許可 (

授權 )的理由及其含意作出規定，明定專利權人自專利權被

授予之日起滿三年且自提出專利申請之日滿四年無正當理

由未實施或者未充分實施其專利的，可以給予強制許可 (授

權 )。實施細則第 73 條第 1 款進一步明定「未充分實施其

專利」的具體含意是指「專利權人及其被許可人實施其專

利的方式或者規模不能滿足國內對專利產品或者專利方法

的需求」。  

為了充分利用專利強制許可 (授權 )制度應對可能發生

的公共健康問題，現行大陸專利法第 50 條根據「修改

TRIPS 協定議定書」的規定，對以公共健康為目的給予強

制許可 (授權 )的規定進行了修改，增加了在某些國家沒有

制藥能力或者能力不足的情況下給予強制許可 (授權 )允許

出口的原則性規定。實施細則第 73 條第 2 款，依前述

TRIPS 協定議定書，明確規定大陸專利法第 50 條為解決

公共健康問題的「藥品」的定義。  

2. 實用新型及外觀設計之專利評價報告  

現行大陸專利法第 61 條將實施多年的實用新型檢索

報告作了較大幅度的改變：  

(1) 修正前大陸專利法第 57 條之檢索報告僅限於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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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專利將擴大到外觀設計專利。  

(2) 原「檢索報告」改名為「專利權評價報告」。  

(3) 原「檢索報告」之請求人僅限於專利權人，專利

權評價報告將擴大到專利權人和利害關係人。  

(4) 專利權評價報告的內容擴展到就該專利是否符專

利法規定的授權條件進行全面分析和評價。  

實施細則為上述規定予以進一步規定，實施細則第 56

條規定，實用新型及外觀設計授予專利權的決定公告後，

專利權人及其利害關係人才能提出專利權評價報告的申請

。  

在審查指南規定 15，請求專利權評價報告僅限於專利

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可以請求；其中，利害關係人是指有

權根據大陸專利法第 60 條的規定就專利侵權糾紛向人民

法院起訴或者請求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處理的人，例如專

利實施獨佔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和由專利權人授予起訴權

的專利實施普通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  

依實施細則第 57 條規定，大陸專利局在收到申請後

，應在 2 個月內作出專利權評價報告。對於同一專利如有

多個專利權評價報告的請求者，大陸專利局只作出一份評

價報告。  

3. 強化權利保護  

(1) 大陸專利法第 11 條第 2 款，對於外觀設計被授予

專利權後，其排他的權利，增列許諾銷售。  

(2) 大陸專利法第 15 條，增列共有人可單獨實施，也

────────────────────────────────────── 
15 參見現行審查指南第五部份第十章第 2.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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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單獨授予他人通常實施權。  

(3) 大陸專利法第 65 條第 1 款增列，侵犯專利權的賠

償數額還應當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

支。  

(4) 大陸專利法第 65 條第 2 款增列，權利人所失利益

或侵權人所得利益難以確定時，法院可酌情確定給予一萬

人民幣以上，一百萬人民幣以下的賠償。  

(5) 大陸專利法第 67 條規定在證據可能滅失或以後難

以取得的情況下，可申請證據保全及其措施的細節，並應

自採取保全措施之十五日內起訴。  

 
三 . 結語  

中國大陸的申請量逐年在增加，自 1999 年之後每年

的受理申請數的成長率均為兩位數字，在 2000 年時，中

國大陸之申請數僅為日本的三之一，為美國的一半 16。自

2006 年起，已連續兩年受理之新申請案件數超越日本及美

國，2007 年受理數甚至多於美國二十萬件，多於日本二十

五萬件 17。2008 年及 2009 年三種專利的受理總件數分別

為 828328 件及 976686 件。  

中國大陸受理之專利申請總量在 2009 年逼近百萬大

關，數量驚人，使其每百萬件的距隔時間越來越短。中國

大陸累計的申請量突破 5 百萬件是在 2009 年 3 月 16 日。

與前四個百萬件相比，每個 100 萬件受理時間明顯縮短。

────────────────────────────────────── 
16 2000 元，日本三種專利共受理 484948 件，美國受理 315015 件(含植物專利 797 件)，中國大陸三種

專利共受理 170682 件；中國大陸受理之新申請案件數為日本之 35.2%，為美國之 54.2%。 
17 2006 年中國受理 573178 件，日本受理 456363 件，美國受理 452633 件；2007 年，中國受理

694153 件，美國受理 484955 件，日本受理 44315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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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5 年以來，用了近 15 年的時間達到第一個百萬件，

第二個百萬件歷時 4 年零 2 個月，第三個百萬件縮短為 2

年零 3 個月，超越第四個百萬件用時 1 年零 6 個月，到突

破第五個百萬件，僅用了 1 年零 4 個月。  

中國除受理專利申請量迅速增長外，來自中國國內的

專利申請中，發明專利申請比重在持續大幅增長，尤其在

2009 年當世界各國受到金融風暴專利申請案明顯減少之

際 18，中國大陸國內的申請數量仍處於激增狀態，顯得極

為特殊。前四個百萬件中，中國國內發明專利申請的比重

依次為 47.8%、50.7%、53.4%和 60.8%，而到第五個百

萬件，中國國內發明比重達到 67%，國內發明專利申請增

幅明顯高於國外，而且國內職務申請比重也首次超過非職

務申請。  

在三種專利的比重上，歷年來亦有些許變化。2003 年

以前，每年均是以實用新型居多 19；2004 年至 2006 年，

連續三年，發明案在三種專利中件數最多 20，但在 2007

年，外觀設計數量成長近 33%，反而成為三種專利中數件

最多的專利種類 21，在 2008 年及 2009 年中國大陸受理之

────────────────────────────────────── 
18 截自 2010 年 2 月中旬為止，多數國家仍未公布 2009 年度的申請數字，就已知的韓國、PCT 及我國

的情況，2009 年申請數均較前一年度為少。根據韓國專利局統計顯示，韓國發明申請量 2009 年為

156885 件，較 2008 年的 170632 件，負成長 8.1%；新型申請量 2009 年為 16643 件較 2008 年的

17405，負成長 4.4%；新式樣申請則是微幅下降，2009 年 56322 件，2008 年為 56750。根據 WIPO
的初步統計顯示，2009 年在 PCT 下提出的國際申請案件數為 155900 件，較 2008 年負成長 4.5%。

我國依智慧局初步統計 2009 年專利受理專利新申請件數共 78425 件，比 2008 年減少 5188 件，成長

率負 6.20%，是 2002 年以來首度負成長。 
19 2003 年為例，中國大陸共受理專利 308487 件，其中發明案 105318 件，佔 34.1%，實用新型

109115 件，佔 35.4%，外觀設計 94054 件，佔 30.5%。 
20 2006 年為例，中國大陸共受理專利 573178 件，其中發明案 210490 件，佔 36.7%，實用新型

161366 件，佔 28.2%，外觀設計 201322 件，佔 35.1%。 
21 2007 年為例，中國大陸共受理專利 694153 件，其中發明案 245161 件，佔 35.3%，實用新型

181324 件，佔 26.1%，外觀設計 267668 件，佔 38.6%。其中外觀設計於 2002 年受理件數仍不到八

萬件，為 79260 件，不到 2007 年受理件數的三分之一，五年內外觀設計案件數成長超過三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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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設計件數分別是 312904 及 351342 件，數量均為三

種專利之冠。  

我國申請人至中國大陸申請件數，受到金融風暴影響

的這兩年，件數略為下降，在此之前，大體是成長的。

2001 年突一萬五千件，為 15075 件；2005 年突破二萬件

，為 20599 件，2007 年至中國大陸的申請數為 22833 件

，為 2000 年 10766 件的兩倍。2008 年及 2009 年，我國

人至中國大陸申請總件數分別為 22469 件及 21114 件。  

我國人至中國大陸申請的專利種類，早期以實用新型

為主，以 2000 年為例，實用新型申請件數較發明申請案

件數有四倍之多 22；2001 年後發明案件數快速增加，實用

新型案件維持在九千件至一萬件上下 23，於 2006 年，發

明案件數首度超越實用新型申請件數 24；我國人至中國大

陸申請外觀設計的件數於 2003 年為最多，達 2104 件，爾

後呈減少的趨勢，2009 年僅有 1496 件，我國人至中國大

陸申請外觀設計件數的減少，恰與中國大陸呈逆勢的發展

。  

中國大陸專利局受理數量驚人，中國大陸專利法及其

實施細則的修正，勢必會受到各國的重視；我國人至中國

大陸申請數量是向外申請之冠 25，對其修法內容更值得加

                                                                                                                                                           
驚人。 

22 2000 年，我國人至中國大陸之三種專利申請件數分別為發明 1811 件，實用新型 7388 件，外觀設計

1567 件。 
23 2007 年，我國人至中國大陸之發明申請案件數為 11278 件，為 2000 年 1811 件的六倍。實用新型僅

在 2006 年突破一萬件，為 10405 件，2005 年為 9833 件，2007 年為 9899 件。 
24 2006 年，我國人至中國大陸之發明申請案件數為 10407 件，而實用新型為 10405 件。 
25 如智慧局 2010 年 2 月 8 日發布之新聞稿，2008 年我國人向五大專利局申請之件數，以中國大陸為最

多，其次依序為美國、日本、歐洲、南韓居末；以成長率而言，我國人除了向歐洲申請之件數有大幅

成 長 (39.45%) 外 ， 其 他 均 呈 衰 退 情 形 ， 尤 以 南 韓 之 負 成 長 率 5.82% 為 最 多 。（

http://www.tipo.gov.tw/ch/News_NewsContent.aspx?NewsID=4326 2010 年 2 月 14 日閱覽） 

http://www.tipo.gov.tw/ch/News_NewsContent.aspx?NewsID=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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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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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修法後對外觀設計實務的影響 
江加信   

一、大陸專利法修正關於外觀設計申請的規定  

2000 年版專利法 (以下簡稱 00 年版專利法 )關於外觀

設計申請的相關規定記載於專利法第 27 條以及同法的第

31 條第 2 款，2008 年版專利法 (以下簡稱 08 年版專利法 )

關於外觀設計申請的相關規定仍記載於專利法第 27 條第 1

款以及同法的第 31 條第 2 款，惟內容有所不同；08 年版

專利法增列第 2 條第 3 款的外觀設計定義，以及第 27 條

第 2 款有關圖片或者照片應清楚顯示外觀設計的規定。  

00 年版專利法第 27 條「申請外觀設計專利的，應當

提交請求書以及該外觀設計的圖片或者照片等文件，並且

應當寫明使用該外觀設計的產品及其所屬的類別。」又同

法第 31 條第 2 款「一件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應當限於一種

產品所使用的一項外觀設計。用於同一類別並且成套出售

或者使用的產品的兩項以上的外觀設計，可以作為一件申

請提出。」  

08 年版專利法第 27 條第 1 款「申請外觀設計專利的

，應當提交請求書、該外觀設計的圖片或者照片以及對該

外觀設計的簡要說明等文件。」而作為專利法配套的實施

細則，則在 10 年版實施細則第 28 條第 1 款規定「外觀設

計的簡要說明應當寫明外觀設計產品的名稱、用途，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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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設計要點，並指定一幅最能表明設計要點的圖片或

者照片。省略視圖或者請求保護色彩的，應當在簡要說明

中寫明。」08 年版專利法第 31 條第 2 款又規定「一件外

觀設計專利申請應當限於一項外觀設計。同一產品兩項以

上的相似外觀設計，或者用於同一類別並且成套出售或者

使用的產品的兩項以上外觀設計，可以作為一件申請提出

。」  

08 年版專利法關於外觀設計申請規定的主要修改處在

於：將「外觀設計的簡要說明」列為申請時應當提交的文

件，並且申請時不再需要「寫明使用該外觀設計所屬的類

別 1」﹔除此以外，還增加了「同一產品兩項以上的相似

外觀設計」可在一件申請案中提出的修正；以上修正的內

容對於申請實務的影響不可謂不大。  

 
二、外觀設計的簡要說明  

相較於大陸外觀設計申請時所需要備齊的文件，我國

現行專利法第 117 條規定「前條之圖說應載明新式樣物品

名稱、創作說明、圖面說明及圖面。圖說應明確且充分揭

露，使該新式樣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瞭解

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而我國現行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31 條第 1 項以及第 2 項規定「新式樣專利圖說，應載明下

列事項：一、新式樣物品名稱。二、創作說明。三、圖面

說明。四、圖面。」以及「申請新式樣專利，應指定立體

圖或最能代表該新式樣之圖面為代表圖。」同法第 32 條

────────────────────────────────────── 
1 除了 08 年版的專利法第 27 條第 1 款中沒有規定要寫明外觀設計產品的類別以外，在配套的實施條例

第 29 條第 1 款，關於外觀設計的簡要說明應該包含什麼內容中，也未包含申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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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則對創作說明的內容應包含內容規定「新式樣之創

作說明，應載明物品之用途及新式樣物品創作特點。圖面

所揭露之物品，因其材料特性、機能調整或使用狀態之變

化，而使物品造形改變者，並應簡要說明。」  

我國現行專利法與 08 年版專利法關於外觀設計簡要

說明的規定極為類似，都包括以下的內容： (一 )物品名稱

、 (二 )物品之用途、 (三 )物品創作特點、 (四 )指定代表圖以

及 (五 )圖面說明。其主要差異在於大陸 10 年版實施細則第

28 條第 2 款規定「對同一產品的多項相似外觀設計提出一

件外觀設計專利申請的，應當在簡要說明中指定其中一項

作為基本設計。」而我國由於專利法沒有相似外觀新式樣

在同一件申請案中申請的制度，因此沒有類似在簡要說明

中指定基本設計的規定。  

08 年版專利法修正規定的簡要說明在過去並非絕無僅

有。中國大陸在 02 年版專利法實施細則第 28 條即已規定

「申請外觀設計專利的，必要時應當寫明對外觀設計的簡

要說明。」以及「外觀設計的簡要說明應當寫明使用該外

觀設計的產品的設計要點、請求保護色彩、省略視圖等情

況。簡要說明不得使用商業性宣傳用語，也不能用來說明

產品的性能。」依 00 年版專利法第 27 條「申請外觀設計

專利的，應當提交請求書以及該外觀設計的圖片或者照片

等文件，並且應當寫明使用該外觀設計的產品及其所屬的

類別。」，由前述法條規定可知，以往申請外觀設計時，簡

要說明屬於非必要的文件，因此在過去申請的實務中一般

並無提交簡要說明，若有提出說明則多用於說明省略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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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況，鮮少指明外觀設計的設計要點。  

08 年版專利法修正於應提交文件中加入簡要說明的影

響，可以我國的相關規定為借鏡。在我國專利侵害鑑定要

點「解釋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範圍之原則」中規定「創作說

明中所載之新穎特徵，係申請人主觀認知申請專利之新式

樣的創新內容。解釋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範圍時，得先以創

作說明中所載之文字內容為基礎，經比對申請專利之新式

樣與申請前之先前技藝後，始能客觀認定具有創新內容的

新穎特徵。侵權訴訟時，當事人得進一步限定新穎特徵，

但不得擴大專利權範圍。」依前所述，在我國申請的新式

樣在創作說明的創作特點中指出的新穎特徵，在侵權鑑定

時會被認為是申請人自認的新穎特徵，因此將來在侵權訴

訟主張權利範圍時，勢必受到當初創作特點撰寫的限制，

尤其有「得進一步限定新穎特徵，但不得擴大專利權範圍

」的規定，因此我國在撰寫創作說明的創作特點時需多加

謹慎，以免限縮了申請的專利範圍。  

承前段所述，大陸 08 年版專利法將簡要說明列為申

請時應提交的文件，而簡要說明即包含了外觀設計的設計

要點，另在大陸 10 年版審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五章 5.2.4.2

確定涉案專利中說明「在確定涉案專利時，應當以外觀設

計專利授權文本中的圖片或者照片表示的外觀設計為准。

簡要說明可以用於解釋圖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該產品的外

觀設計。」雖大陸將來在實務上如何應用簡要說明的設計

要點判斷外觀設計的新穎特徵尚不得而知，但可確定的是

，撰寫的設計要點的內容有很大的機會被認為是申請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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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時自認的「新穎特徵」，此外，在大陸 10 年版審查指

南第一部分第三章 4.3 簡要說明中亦指出「設計要點是指

與現有設計相區別的產品的形狀、圖案及其結合，或者色

彩與形狀、圖案的結合，或者部位。對設計要點的描述

應當簡明扼要。」因此在撰寫大陸外觀設計的設計要點

時，應特別謹慎，以避免往後公眾審查或者主張權利時發

生衝突，並符合審查指南對於描述顯明扼要的要求。  

另，由於部分國家在外觀設計申請時並無需要提交類

似簡要說明的設計要點規定，為使主張國外優先權時有撰

寫設計要點的依據，因此 08 年版專利法在修正時也對此

作了相應的規定，如 10 年版實施細則第 31 條第 4 款「外

觀設計專利申請的申請人要求外國優先權，其在先申請未

包括對外觀設計的簡要說明，申請人按照本細則第二十八

條規定提交的簡要說明未超出在先申請文件的圖片或者照

片表示的範圍的，不影響其享有優先權。」  

 
三、外觀設計不能夠申請的標的  

我國現行專利法第 109 條「新式樣，指對物品之形狀

、花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聯合新式

樣，指同一人因襲其原新式樣之創作且構成近似者。」同

法第 112 條「下列各款，不予新式樣專利：一、純功能性

設計之物品造形。二、純藝術創作或美術工藝品。三、積

體電路電路佈局及電子電路佈局。四、物品妨害公共秩序

、善良風俗或衛生者。五、物品相同或近似於黨旗、國旗

、國父遺像、國徽、軍旗、印信、勳章者。」則規定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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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新式樣專利的項目。  

在我國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第二章中解釋花紋「

花紋，指點、線、面或色彩所表現之裝飾構成。…新式樣

專利所保護的花紋係具有視覺效果的花紋本身，申請專利

之新式樣若包含文字、商標或記號等花紋之構成元素，其

申請標的並非其所隱含的意思表示、商標使用權或著作權

。若圖面揭露物品表面之文字、商標、記號等，除非創作

說明中敘明或屬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否則通常不被認為屬

於花紋的一部分： (1)文字、商標、記號等本身呈現視覺效

果者。 (2)文字、商標、記號等本身雖然未呈現視覺效果，

但經設計構成或佈局後，整體呈現視覺效果者。此外，物

品上不可欠缺之文字、商標或記號，例如 ON/OFF 之類產

品上之功能指示文字、鐘錶上的時刻數字或其他說明文字

等，無論是否具有意思表示之作用，若不被認為屬於花紋

的一部分，亦無須通知申請人刪除。」依前所述，在我國

只要是法定不予新式樣專利以外而具有視覺效果的，無論

商標、文字、記號依附於平面印刷品或者立體的物品上的

新式樣皆能夠作為申請的標的。  

08 年版專利法第 2 條第 4 款「外觀設計，是指對產品

的形狀、圖案或者其結合以及色彩與形狀、圖案的結合所

作出的富有美感並適於工業應用的新設計。」前述法條規

定的外觀設計，在大陸 10 年版審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

7.4 不授予外觀設計專利權的情形對此規定列出了十一種

不符合專利法外觀設計客體的類型 2。關於法定不予專利

────────────────────────────────────── 
2 (1)取決於特定地理條件、不能重復再現的固定建築物、橋梁等。 

(2)因其包含有氣體、液體及粉末狀等無固定形狀的物質而導致其形狀、圖案、色彩不固定的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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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項目，則在 08 年版專利法第 25 條第 1 款第 6 項規定「

對下列各項，不授予專利權： (六 )對平面印刷品的圖案、

色彩或者二者的結合作出的主要起標識作用的設計。」  

由前述法條顯見，大陸專利法修正後其對於外觀設計

標的之規定與我國現行專利法第 109 條雷同，故對產品的

形狀、圖案或色彩與前三者的結合之要求應無太大出入，

差異在於大陸對於「物品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衛生

者、物品相同或近似於黨旗、國旗、國父遺像、國徽、軍

旗、印信、勳章者」皆沒有作出行諸於文字以限制申請外

觀設計的規定 3。但需要注意的是，大陸 08 年版專利法第

25 條第 1 款第 6 項對於平面印刷品的申請作出了限制。  

關於平面印刷品限制的說明，在大陸 10 年版審查指

南第一部分第三章 6.2 根據專利法第 25 條第 1 款第 6 項

                                                                                                                                                           
(3)産品的不能分割或者不能單獨出售且不能單獨使用的局部設計。 
(4)對於由多個不同特定形狀或者圖案的構件組成的産品，如果構件本身不能單獨出售且不能單獨使用

，則該構件不屬於外觀設計專利保護的客體。 
(5)不能作用於視覺或者肉眼難以確定，需要借助特定的工具才能分辨其形狀、圖案、色彩的物品。 
(6)要求保護的外觀設計不是産品本身常規的形態。 
(7)以自然物原有形狀、圖案、色彩作爲主體的設計，通常指兩種情形，一種是自然物本身；一種是自

然物仿真設計。 
(8)純屬美術、書法、攝影範疇的作品。 
(9)僅以在其産品所屬領域內司空見慣的幾何形狀和圖案構成的外觀設計。 
(10)文字和數位元的字音、字義不屬於外觀設計保護的內容。 
(11)産品通電後顯示的圖案。例如，電子錶錶盤顯示的圖案、手機顯示幕上顯示的圖案、軟體介面等。 

3 類似的規定僅見於大陸現行商標法第十條： 
【禁止作爲商標使用的文字、圖形】下列標誌不得作爲商標使用： 
(一)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名稱、國旗、國徽、軍旗、勳章相同或者近似的，以及同中央國家機關所

在地特定地點的名稱或者標誌性建築物的名稱、圖形相同的； 
(二)同外國的國家名稱、國旗、國徽、軍旗相同或者近似的，但該國政府同意的除外； 
(三)同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名稱、旗幟、徽記相同或者近似的，但經該組織同意或者不易誤導公衆的除外

； 
(四)與表明實施控制、予以保證的官方標誌、檢驗印記相同或者近似的，但經授權的除外； 
(五)同“紅十字”、“紅新月”的名稱、標誌相同或者近似的； 
(六)帶有民族歧視性的； 
(七)誇大宣傳並帶有欺騙性的； 
(八)有害於社會主義道德風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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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審查中記載「如果一件外觀設計專利申請同時滿足下列

三個條件，則認為所述申請屬於專利法第 25 條第 1 款第 6

項規定的不授予專利權的情形： (1)使用外觀設計的產品屬

於平面印刷品； (2)該外觀設計是針對圖案、色彩或者二者

的結合而作出的； (3)該外觀設計主要起標識作用。…由於

不考慮形狀要素，所以任何二維產品的外觀設計均可認為

是針對圖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結合而作出的。再次，審查

所述外觀設計對於所使用的產品來說是否主要起標識作用

。主要起標識作用是指所述外觀設計的主要用途在於使公

衆識別所涉及的產品、服務的來源等。壁紙、紡織品不屬

於本條款規定的物件」。在前述說明中「標識作用…識別所

涉及的產品、服務的來源」等字句，對照大陸商標法第 3

條第 3 款 4對於證明商標「用途在於使公眾識別所涉及的

產品、服務的來源等」的定義規定，「標識作用…識別所涉

及的產品、服務的來源」所指應是商標的意思。  

由上一段的說明可知，08 年版專利法第 25 條第 1 款

第 6 項限制的並非擴及所有的平面印刷品，而是限制在我

國能夠申請的「具有單獨呈現視覺效果、或者設計構成佈

局具有視覺效果的商標記號的平面印刷品」，此類印刷有商

標、圖案等供公眾識別產品或服務來源的平面印刷品，在

大陸是外觀設計不予專利的項目。  

 

 

────────────────────────────────────── 
4 現行大陸商標法第 3 條第 3 款：「本法所稱證明商標，是指由對某種商品或者服務具有監督能力的組織

所控制，而由該組織以外的單位或者個人使用於其商品或者服務，用以證明該商品或者服務的原産地

、原料、製造方法、質量或者其他特定品質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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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一產品兩項以上的相似外觀設計  

我國具有聯合新式樣的制度，如我國現行專利法第

109 條第 2 項「聯合新式樣，指同一人因襲其原新式樣之

創作且構成近似者。」其功能係藉由數件新式樣用以確認

新式樣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係在母案之後以其他案件提起

聯合新式樣之申請，此與大陸修法後的相似外觀設計申請

不同，我國對於同一產品兩項以上相似外觀設計沒有類似

的制度。  

08 年版專利法於第 31 條第 2 款規定「一件外觀設計

專利申請應當限於一項外觀設計。同一產品兩項以上的相

似外觀設計，或者用於同一類別並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

產品的兩項以上外觀設計，可以作為一件申請提出。」在

專利法修法後增加了同一產品兩項以上的相似外觀設計，

可以作為一件申請提出。在大陸 10 年版審查指南第一部

分第三章 9.1 同一產品的兩項以上的相似外觀設計中說明

，一件外觀設計專利申請中的相似外觀設計不得超過 10

項。又於 9.1.2 相似外觀設計中說明，同一產品的其他外

觀設計應當與簡要說明中指定的基本外觀設計相似。經整

體觀察，如果其他外觀設計和基本外觀設計具有相同或者

相似的設計特徵，並且二者之間的區別點在於局部細微變

化、該類產品的慣常設計、設計單元重複排列或者僅色彩

要素的變化等情形，則通常認為二者屬於相似的外觀設計

。  

承前述，08 年版專利法修法後，同一產品 10 項以內

的相似外觀設計可在同一案件提出外觀設計的申請，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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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10 年版實施細則第 28 條第 2 款規定，應當於簡要說明

中指定一項基本設計 5，相對於基本設計，其餘的外觀設

計需與其相同或者相似。  

由於 08 年大陸專利法修法後增加同一產品兩項以上

的相似外觀設計申請，此類申請在我國又沒有類似的制度

，對此可進一步在實務上多加注意未來的發展，考量類似

的申請案如何規劃，才符合大陸相似外觀設計所謂「具有

相同或者相似的設計特徵」之審查原則。  

 
五、初步審查的審查內容  

02 年版的大陸專利法實施細則第 44 條「專利法第 34

條和第 40 條所稱初步審查，是指審查專利申請是否具備

專利法第 26 條或者第 27 條規定的文件和其他必要的文件

，這些文件是否符合規定的格式，並審查下列各項：  

(三 )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是否明顯屬於專利法第 5 條的

規定，或者不符合專利法第 18 條、第 19 條第 1 款的規定

，或者明顯不符合專利法第 31 條第 2 款、第 33 條、本細

則第 2 條第 3 款、第 13 條第 1 款、第 43 條第 1 款的規定

，或者依照專利法第 9 條規定不能取得專利權。」  

10 年版實施細則第 44 條「專利法第 34 條和第 40 條

所稱初步審查，是指審查專利申請是否具備專利法第 26

條或者第 27 條規定的文件和其他必要的文件，這些文件

是否符合規定的格式，並審查下列各項：  

(三 )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是否明顯屬於專利法第 5 條、

────────────────────────────────────── 
5 10 年版實施細則第 28 條第 2 款規定「對同一產品的多項相似外觀設計提出一件外觀設計專利申請的

，應當在簡要說明中指定其中一項作為基本設計。」 



台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228- 

第 25 條第 1 款第 (六 )項規定的情形，或者不符合專利法第

18 條、第 19 條第 1 款或者本細則第 16 條、第 27 條、第

28 條的規定，是否明顯不符合專利法第 2 條第 4 款、第

23 條第 1 款、第 27 條第 2 款、第 31 條第 2 款、第 33 條

或者本細則第 43 條第 1 款的規定，是否依照專利法第 9

條規定不能取得專利權；」  

大陸專利法修正後主要差異在於，增加了初步審查需

要審究的項目，主要如專利法第 25 條第 1 條第 6 項有關

起標識作用的平面印刷品不准予專利項目 6、10 年版實施

細則第 28 條有關外觀設計的簡要說明 7內容，以及專利法

第 23 條第 1 款有關新穎性以及擬制新穎性的部分。並刪

除 02 年版實施細則第 13 條第 1 款有關於初步審查所需要

審究的一發明一專利的部分。  

除了本次大陸專利法修法前規定的文件格式、修改是

否超出原圖片或者照片表示的範圍、是否明顯不屬於外觀

設計標的定義以外，08 年大陸專利法修法後，主要增加了

審查法定不予專利以及簡要說明內容的項目，除此以外，

還進一步審查外觀設計是否明顯不符合新穎性以及擬制新

穎性。須注意的是，修法後仍沒有審究明顯不屬於專利法

第 23 條第 2 款 8有關創造性的部分。  

在大陸 10 年版審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 8.根據專利

────────────────────────────────────── 
6 (六)對平面印刷品的圖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結合作出的主要起標識作用的設計。 
7 外觀設計的簡要說明應當寫明外觀設計產品的名稱、用途，外觀設計的設計要點並指定一幅最能表明

設計要點的圖片或者照片。省略視圖或者請求保護色彩的，應當在簡要說明中寫明。 
對同一產品的多項相似外觀設計提出一件外觀設計專利申請的，應當在簡要說明中指定其中一項作為

基本設計。 
簡要說明不得使用商業性宣傳用語，也不能用來說明產品的性能。 

8 專利法的 23 條第 2 款 授予專利權的外觀設計與現有設計或者現有設計特徵的組合相比，應當具有明

顯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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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23 條第 1 款的審查記載「在外觀設計專利申請的初

步審查中，通常不進行檢索，審查員僅需要根據申請文件

的內容及一般消費者的常識，判斷所要求保護的外觀設計

專利申請是否明顯不符合專利法第 23 條第 1 款的規定。

但是，審查員可以根據未經其檢索獲得的有關現有設計或

抵觸申請的資訊判斷外觀設計是否明顯不符合專利法第 23

條第 1 款的規定。外觀設計涉及非正常申請的，例如明顯

抄襲現有設計或者屬於內容明顯實質相同的專利申請，審

查員應當根據檢索獲得的對比文件或者其他途徑獲得的資

訊判斷外觀設計是否明顯不符合專利法第 23 條第 1 款的

規定。」  

依據前述審查指南的規定，雖審查時一般情況不會有

檢索前案的比對行為，但申請時應當多加注意申請標的是

否類似現有的設計，以免被審查官認定是抄襲或明顯實質

相同的設計而進行前案檢索的比對，造成外觀設計案件申

請被核駁的情況發生。相較於修法前實體審查的內容，修

法後進一步新增加的審查項目似乎顯得比較嚴格，審查簡

要說明內容 9及法定不予項目 10的增加，與審查是否明顯違

反新穎性的規定等都容易造成核駁的機會，故應多加留心

。  

 

────────────────────────────────────── 
9 略對大陸外觀設計檢索就會發現，簡要說明經常有違反規定的產品性能敘述，如申請案號 2353799 號

「燈光雕塑(迎賓果)」的簡要說明「燈光雕塑系採用不銹鋼結構造型與燈光相互有機結合的一種新型城

市亮化作品，該作品既具有白天的藝術觀賞效果，又具有夜晚的城市亮化效果，同時其燈光的變化又

採用微電腦控制，具有漸變和跳變等多種變色效果，爲城市的美化、亮化增添了一種新的藝術形式。」

。 
10 以“酒瓶”關鍵字對大陸外觀設計檢索，會發現非常不少的酒標相關案件，這些酒標係平面印刷品又印

刷有商標，為大陸修法後不予專利的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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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國修法新增法條與大陸 08 年版專利法的比較  

我國本次專利法翻修，為強化設計專利的保護，對於

新式樣的部分條文亦作了修改或者增加新的條文，新增或

修改的條文如我國 98 年 9 月 2 日送院版專利法第 123 條

或者第 129 條，其中主要牽涉部分設計、電腦使用者介面

以及新引入衍生設計專利制度，而這些預計引入設計專利

的制度與大陸此次專利法的修正的方向差異很大，說明如

下：  

(一 )有關我國 98 年 9 月 2 日送院版專利法第 123 條

：  

98 年 9 月 2 日送院版專利法第 123 條第 1 項「設計

，指對物品之全部或部分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

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第 2 項「…設計包含電腦圖像及

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為強化設計專利權之保護 11，我國參酌日本意匠法第

2 條、韓國設計法第 2 條、歐盟設計法第 3 條等之部分設

計之立法例，將部分設計納入申請設計專利保護之範圍。

同時由於原專利法的聯合新式樣專利制度只有確認原新式

樣專利權利範圍之功用，並未提供實質之保護，且在專利

爭議案件及侵權實務上產生諸多困擾，因此在此次專利修

法將我國現行專利法有關聯合新式樣的法條刪除，廢除聯

合新式樣的設計專利制度﹔此外，還擴增設計專利之法定

標的明定電腦圖像 (Icons)及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GUI)為設

────────────────────────────────────── 
11 依我國現行專利法規定，新式樣專利保護之創作必須是完整之物品，若設計創作包含多數個新穎特徵

，而仿造品並未模仿整體設計只模仿其中的一部分特徵時，就不會落入新式樣專利所保護的權利範圍

。如此，無法周延保護設計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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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專利之法定標的。  

相較於我國對於設計專利修法的方向，大陸 08 年版

專利法第 2 條第 4 款規定「外觀設計，是指對產品的形狀

、圖案或者其結合以及色彩與形狀、圖案的結合所作出的

富有美感並適於工業應用的新設計」。並在 10 年版審查指

南第一部分第三章 7.4 不授予外觀設計專利權中，對外觀

設計不屬於保護客體的部分作出解釋，說明局部設計不屬

於外觀設計的保護客體，電腦圖像 (Icons)及圖形化使用者

介面 (GUI)亦不屬於外觀設計的保護客體 12。由前述說明可

知，大陸 08 年修法不允許部分設計以及電腦圖像介面作

為設計專利之標的，與我國修法的方向不同，應多加注意

。  

(二 )有關我國 98 年 9 月 2 日送院版專利法第 129 條

規定：  

我國 98 年 9 月 2 日送院版專利法第 129 條「同一人

有二個以上近似之設計，得申請設計專利及其衍生設計專

利。衍生設計之申請日不得早於原設計之申請日。申請衍

生設計專利，於原設計專利公告後，不得為之。同一人不

得就與原設計不近似，僅與衍生設計近似之設計申請為衍

生設計專利」。  

我國此次修法引入衍生設計的專利制度，在原設計申

請後准予專利之審定書送達之前，可對與原設計近似的設

計申請衍生設計，每一個衍生設計均可單獨主張權利，亦

────────────────────────────────────── 
12 以下申請屬於不符合專利法第 2 條第 4 款規定的外觀設計專利保護客體的情形：…(3)産品的不能分割

或者不能單獨出售且不能單獨使用的局部設計，例如襪跟、帽檐、杯把等。…(11)産品通電後顯示的圖

案。例如，電子錶錶盤顯示的圖案、手機顯示幕上顯示的圖案、軟體介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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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具有同等的保護效果，且都有近似範圍，如此，能給予

同一設計概念下之近似設計，或是日後改良之近似設計與

原設計同等的保護效果 13。相較於我國衍生設計的新制度

，大陸 08 年版專利法並無類似衍生設計的相關規定。  

 
七、大陸專利法修改後對外觀設計簡要說明的影響  

大陸專利法在 08 年修法前，一般大陸外觀設計在簡

要說明內大半都是註明顏色也是保護標的，或者說明省略

的視圖等等，如大陸申請案號第 2365074 號「花布 (8)」

外觀設計的簡要說明「1.本外觀設計請求保護色彩。2.本

外觀設計為薄型體，故省略左視圖、右視圖、俯視圖、仰

視圖、後視圖。3.本外觀設計呈“雀石綠”，公司的徽標

在布料中呈現出浮雕般的視覺效果。4.由於照片未能百分

百地反映本外觀設計產品的原色，特提供樣品一份，以供

存檔。」  

再者，大陸外觀設計的簡要說明若涉及設計要點的說

明，亦多半很簡短，例如大陸申請案號第 2338112 號「皮

囊酒瓶」外觀設計的簡要說明「本外觀設計運用原始獸皮

包裝的效果，其創意在於體現產品的傳統文化風格。」或

者如大陸申請案號第 2311560 號「鞋 (珍珠玉石按摩保健

型 )」外觀設計的簡要說明「設計要點是鑲嵌的珍珠玉石按

摩塊及玉米包衣編織的鞋底內上層面的質地效果。」顯見

────────────────────────────────────── 
13 專利法修正草案對照表對於近似設計的說明：產業界在開發新產品時，通常在同一設計概念發展出多

個近似之產品設計，或是產品上市後由於市場反應而為改良之近似設計，為考量這些同一設計概念下

之近似設計，或是日後改良之近似設計具有與原設計同等的保護價值，應給予同等的保護效果，爰參

考日本意匠法中關聯意匠之法律規定，於第一項明定同一人以近似之設計申請專利時，應擇一申請為

原設計專利，其餘申請為衍生設計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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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簡要說明原來並非大陸外觀設計的必要申請文件，

故並無詳盡撰寫設計要點構造的習慣。  

儘管大陸外觀設計的簡要說明偶有長篇幅且對外觀構

造介紹詳盡的，但申請人幾乎都來自我國，如大陸申請案

號第 200430062463 號「溫水洗淨便座」外觀設計的簡要

說明 (文長恕刪 )，或如大陸申請案號第 3357052 號「卷尺

」外觀設計的簡要說明「本外觀設計產品主要形狀特徵在

於：該卷尺的前端面具有兩凹部，使其中央部位相對呈現

出一凸部，並於卷尺殼體上包覆一橡膠皮套，僅有卷尺殼

體的前端面未受橡膠皮套的包覆，該橡膠皮套的下端面呈

波浪狀的造型，以利於使用者的握持並具有防滑的功用，

其上端面及後端面皆設計有一開口，以供卷尺殼體的突露

，通過卷尺殼體與橡膠皮套兩種色彩的搭配，使卷尺整體

造型讓人於視覺上享有亮麗、科幻的視覺感觀效果。」  

前段簡要說明對國人而言可以說是十分的眼熟，這是

我國申請本國新式樣專利時撰寫創作特點常見的撰寫方式

，但此習慣沿用於 08 年大陸修法後簡要說明的設計要點

則十分不妥當。  

雖然在 08 年版大陸專利法第 29 條第 4 款僅有規定「

簡要說明不得使用商業性宣傳用語，也不能用來說明產品

的性能」，但在大陸 10 年版審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 4.3

簡要說明卻有「設計要點是指與現有設計相區別的產品的

形狀、圖案及其結合，或者色彩與形狀、圖案的結合，或

者部位。對設計要點的描述應當簡明扼要」的記載。因此

，在撰寫大陸外觀設計簡要說明的設計要點時，務必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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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避開產品性能的描述以及宣傳用語，且內容只要簡明扼

要敘述與現有設計相區別的新穎特徵即可。  

在前段所述的簡明扼要撰寫原則以外仍要注意的是：

如先前所述，雖大陸將來在實務上如何應用簡要說明的設

計要點判斷外觀設計的新穎特徵尚不得而知，但可確定的

是，撰寫的設計要點的內容有很大的機會被認為是申請人

在申請時自認的「新穎特徵」，因此在撰寫大陸外觀設計的

設計要點時，應特別謹慎選擇新穎特徵，以避免往後公眾

審查或者主張權利時發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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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修法後的「一案兩請」制度 
胡書慈   

一、前 言：  

在同時具有發明和實用新型兩種專利的國家中，基於

發明和實用新型在審查制度、保護年限等等不同且各有利

弊的規範下，申請人往往希望兩者兼顧而針對同一創作獲

得兩種專利的保護，針對同一創作內容提出發明及實用新

型的專利申請者，實務界一般稱之為「一案兩請」，對於一

案兩請的法律規範，有些國家 (例如德國 )是採取開放的政

策、有些國家 (例如日本 )是採取嚴格禁止的政策、有些國

家 (例如我國 )仍處於法律的灰色地帶，而中國的一案兩請

歷經司法界的判決歷程後，在 2008 年版中國專利法 1(以

下簡稱 08 年版專利法 )中，對於一案兩請有更明確的規定

，本文將針對該規定的沿革及內容進行介紹。  

 
二、修法前的規定  

2000 年版中國專利法 (以下簡稱 00 年版專利法 )第 9

條規定：「兩個以上申請人分別就同樣的發明創造申請專利

的，專利權授予最先申請的人。」該法條係針對避免重複

授權而定，但從該法條的文字內容中，明顯看出一個未受

────────────────────────────────────── 
1 為了方便區隔，以下簡稱 2008 年 12 月 27 日通過而 2009 年 10 月 1 日將實施的中國專利法為「2008

年版中國專利法」、其實施細則草案為「2008 年版中國專利法實施細則草案」、其審查指南草案稱為「

2008 年版中國專利法審查指南草案」，而稱 2000 年修正通過的中國專利法為「2000 年版中國專利法」

、其實施細則稱為「2000 年版中國專利法實施細則」、2001 年公布施行的審查指南為「2001 年版中

國專利法審查指南」、2006 年修訂實施的審查指南為「2006 年版中國專利法審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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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的區域，即為相同申請人所提出的一案兩請應如何處

置，而在 00 年版專利法實施細則的 13 條第 1 款中更規定

了一個模糊的定義：「同樣的發明創造只能備授予一項專利

。」在 2001 年版審查指南中亦並未明確解釋該定義，而

僅規定針對相同申請人提出一案兩請的情形，應在該發明

申請案符合授予專利權的其他條件時，要求申請人選擇該

發明專利申請案或已核准公告的實用新型專利，當選擇放

棄該實用新型專利時，該實用新型專利權自該發明專利權

的權利生效日起予以放棄，由前述規範中可以察覺出幾點

法律上的漏洞： 1、針對相同申請人的一案兩請並未規範

申請日是否需要相同，故採取前後專利權期限接力的情形

下，針對同一創作申請人可不合理的獲得超過 20 年的專

利權期限； 2、針對已獲准的專利存續狀態並未作出限制

，容易造成公眾誤解該專利已失效而使用後，又冒出另一

相同內容的專利權； 3、審查員在檢索及比對的能力不一

，故有機會產生漏網之魚而使兩相同專利權同時並存。  

而突顯出上述矛盾點的經典司法案件，為舒學章被提

出無效宣告的案件，舒學章在 1991 年 2 月 7 日提出了一

件實用新型申請 (申請案號為 91211222.0)，該實用新型於

1992 年 2 月 26 日核准公告，並於 1999 年 2 月 8 日專利

權期間屆滿而當然消滅，舒學章亦在 1992 年 2 月 22 日提

出了一件發明申請 (申請案號為 92106401.2)，該發明於

1999 年 10 月 13 日授權公告，隨即於 2000 年 12 月 22

日被濟寧無壓鍋爐廠提起無效宣告，以該實用新型專利為

對比文件而認為有違重複授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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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整體審理過程中對於該發明及該實用新型是否

為相同發明有所爭議，但針對重複授權原則在各級審理中

均作出其不同解釋：  

專利復審委員會認為，重複授權係指在同一時間內不

存在兩個有相同保護範圍的專利權，由於該發明專利權核

准時，該實用新型專利權已當然消滅，故該發明專利權並

未違反重複授權的規定，而上訴至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

院時，中級人民法院亦認同此一觀念。  

但上訴至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時，高級人民法院完全

推翻上述觀念，高級人民法院表示，重複授權係指同樣的

發明創造被授予兩次的專利權，前述觀念不但有違立法本

意，且對公眾利益有所損害。  

針對高級人民法院的判決，復審委員會雖仍提起上訴

，但中國知識產權局隨即將該判決意旨引入 2006 年版審

查指南中，其中修改一案兩請的規定，規定當申請人選擇

放棄實用新型專利權而欲獲得發明專利權時，該實用新型

專利權自申請日起即予以放棄；  

然而，上訴至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時，最高人民法院又

再度推翻了高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最高人民法院於判決書

中明確表示：「“同樣的發明創造只能被授予一項專利”，

可以理解為是指同樣的發明創造不能有兩項或者兩項以上

的處於有效狀態的專利權同時存在；在現行的制度安排下

，同一申請人就同樣的發明創造既申請實用新型專利又申

請發明專利的，只要兩項專利權不同時存在，就不違反禁

止重複授權原則。」因此，至此確定了中國司法界對於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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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授權的解釋。  

儘管如此，前述的三個矛盾點仍然存在於 00 年版專

利法中，故 08 年版專利法採納了前述司法見解且更進一

步明確化一案兩請的規定。  

 
三、修法後的規定  

08 年版專利法第 9 條第 1 款規定：「同樣的發明創造

只能授予一項專利權。但是，同一申請人同日對同樣的發

明創造既申請實用新型專利又申請發明專利，先獲得的實

用新型專利權尚未終止，且申請人聲明放棄該實用新型專

利權的，可以授予發明專利權。」10 年版專利法實施細則

中規定，同一申請人同日對同樣的發明創造申請實用新型

專利及發明專利者，應該在申請時針對兩案分別提出聲明

，倘若未履行聲明義務者，未來將無法藉由放棄已取得的

實用新型專利權而獲得該發明專利權，且國務院專利行政

部門在公告授予實用新型專利權時，還應當公告本條第 1

款所述的聲明。  

可明顯看出，08 年版專利法將一案兩請的情形規定於

但書中，故視為重複授權的例外；再者，其正式將一案兩

請一事提高到法律所規定的位階，亦將一案兩請高調的視

為合理情形，但同時為了保護公眾利益，對於申請人也加

入了諸多原本沒有的限制：  

1、發明及實用新型需同日申請，故完全杜絕申請人

利用一案兩請來不當延長專利權的保護年限。  

2、兩案申請時均需同時聲明一案兩請的情形，且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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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核准公告的實用新型之公告本中將載明此事，讓公眾提

早得知相同的發明創造仍有審查中的發明專利申請案。  

3、欲核准該發明時，該實用新型專利權需尚未終止

，則可避免因發明審查時間過長導致該實用新型專利權期

限已屆滿、或申請人未繳費而放棄該實用新型專利權已當

然消滅後，公眾以為該技術已進入公領域而誤用的情形。  

再者，由 08 年版專利法第 9 條第 1 款的規定可以明

顯看出一案兩請的情形並非原法律可接受，而是特別列為

但書的例外條款，意即一案兩請本身仍然違反重複授權的

原則，但卻是被例外開放的，且對於不符合其所規範的例

外情形者均不符合重複授權的規定，以下列舉數種在 00

年版專利法中無法可駁，而在 08 年版專利法中明確不符

合重複授權規定的情形：  

1、同一人非同日申請，在 08 年版專利法中，此情形

除了有違重複授權原則外，亦有違 08 年版專利法中所規

定的抵觸申請 2；  

2、相同專利類型的兩申請案，例如兩案同為發明或

兩案同為實用新型。  

3、在發明申請被授予專利權之前，早已因申請人未

繳年費或因專利權期限到期而使該實用新型專利權當然消

滅者。  

針對該等有違重複授權原則的情形，08 年版專利法審

查指南草案亦有所規範：  

────────────────────────────────────── 
2 2008 年版中國專利法第 22 條第 2 款規定：「新穎性，是指該發明或者實用新型不屬於現有技術；也沒

有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就同樣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在申請日以前向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提出過申請，並

記載在申請日以後公佈的專利申請文件或者公告的專利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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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當兩案同為申請案時，官方應當就該兩件申請案

分別通知該申請人選擇或修改，倘若期滿未答覆，則相應

的申請案視為撤回；倘若修改或陳述意見後仍不符合規定

的，無論兩件申請日是否為同日申請，均予以駁回。  

2、當兩案為一件申請案而另一件為核准專利時，官

方僅能針對該申請案發出審查意見通知書，申請人縱使放

棄該已核准的專利仍不能使該申請案處於可核准的狀態，

申請人僅能透過修改該申請案而符合重複授權原則，倘若

期滿未答覆則同樣視為撤回；倘若修改或陳述意見後仍不

符規定，則將駁回該專利申請案。  

因此，相較於以往的規定而言，修法後針對一案兩請

的規定除了更明確化之外，亦更趨於嚴格。  

 
四、因應措施  

針對前述的新規定，申請人應注意以下事項：  

1、當提申相同內容的發明和實用新型申請案時，必

須嚴格要求在同日提出申請，一旦有前後申請的情形發生

，則將來在後提出申請的案件將違反抵觸申請的規定，但

倘若已先提出了一件申請而欲提出相同內容的另一件申請

時，則必須考慮以主張國內優先權的方式再同時提出一件

發明及一實用新型的申請案，方能符合前述規定。  

2、在提出一案兩請之後，當實用新型獲准專利而發

明申請案尚在審查中時，必須持續繳交實用新型的年費，

以維持實用新型專利權的續存，直至該發明申請案核准公

告而使得兩案的權利時間交接為止，否則將違反 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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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法第 9 條第 1 款前段的規定，倘若過早放棄該實用新

型專利權，則當該發明申請案仍在審查中而該實用新型專

利權已因未繳年費而消滅，則審查員可因該發明申請案不

符合 08 年版專利法第 9 條第 1 款後段的規定，而不將該

發明申請案視為重複授權的例外看待，直接以違反 08 年

版專利法第 9 條第 1 款前段的重複授權規定為理由核駁該

發明申請案，此時因為該實用新型專利權已不存在，故申

請人將無法藉由放棄該實用新型專利權而取得該發明專利

權，申請人僅能透過修改該發明申請案的權利範圍來克服

重複授權的核駁理由，否則將無法獲得該發明專利權。  

因此，除非申請人認為所申請的技術內容已不值得保

護，將來亦無意獲得該發明專利權，或者在發明的審查過

程中已得知該技術不具備新穎性或創造性而欲放棄，否則

申請人必須嚴格管控實用新型專利權年費的繳納，務必使

得兩案的權利時間順利銜接，方能符合新一案兩請的規定

。  

 
五、結 論：  

中國大陸在本次的修法中，呼應了以往的司法解釋且

明確了一案兩請的相關規定，消除了許多原在灰色地帶徘

徊的一案兩請案件，實務界在操作上必須較以往更為小心

謹慎，方能在盡了法律義務之餘，確保申請人能充分享受

一案兩請之優點的權益，因而在處理程序上亦須有所調整

，方能再符合法規的前提下滿足申請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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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考資料：  

(一 )08 年版中國專利法。  

(二 )10 年版中國專利法實施細則。  

(三 )00 年版中國專利法。  

(四 )00 年版中國專利法實施細則。  

(五 )01 年版中國專利法審查指南。  

(六 )06 年版中國專利法審查指南。  

(七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決書 (2007)

行提字第 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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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專利法修改後對 
專利權評價報告實務的影響 

林柄佑   

壹、背景  

中國大陸專利法的第 3 次修改工作係自 2005 年開始

進行準備工作，經過 3 年多的時間，於 2008 年 12 月 27

日第 11 屆中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修改專利法的決定 (以

下稱 08 年版 )，並自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配套修改

的專利法實施細則 (以下稱 10 年版實施細則 )於 2010 年 1

月 19 日公布，並自 2010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貳、中國大陸關於「專利權評價報告」規定的修改  

在專利法的部分，08 年版專利法對於「專利權評價報

告」的規定係在第 61 條第 2 款，該款規定：「專利侵權

糾紛涉及實用新型專利或者外觀設計專利的，人民法院或

者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可以要求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

出具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對相關實用新型或者外觀設計

進行檢索、分析和評價後作出的專利權評價報告，作為審

理、處理專利侵權糾紛的證據」，相較於 00 年版專利法 (

以下簡稱 00 年版 )第 57 條第 2 款後段：「涉及實用新型

專利的，人民法院或者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可以要求專利

權人出具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作出的檢索報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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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瞭解此次修改的專利法中，對於「專利權評價報告

」規定的修改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一、將報告的名稱由「檢索報告」修改為「專利權評

價報告」：  

對於報告名稱的修改，應當是為了避免原本的「檢索

報告」可能會被理解僅為檢索的結果，並未包括分析及評

價的過程，因此將報告名稱修改正名為「專利權評價報告」

，藉以與報告的實質內容相符合。  

二、將原僅適用於「實用新型專利」的規定，擴及為

適用於「實用新型專利或者外觀設計專利」：  

中國大陸的實用新型專利及外觀設計專利均係採取通

過初步審查即授與專利權的審查制度，實用新型專利權及

外觀設計專利權明顯存在不確定性。為了避免專利權人任

意以具不確定性的專利權提出訴訟，基於 "誰主張，誰舉證

"的舉證責任原則，在 2000 年修法時，中國大陸於 00 年

版專利法增訂第 57 條第 2 款後段，明訂人民法院或者管

理專利工作的部門，可以要求實用新型專利權人出具由國

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所作出的檢索報告之規定，藉以作為法

院和管理專利工作部門判斷實用新型專利權有效性的初步

證據。原本這樣的要求應當同樣適用於外觀設計專利權，

但是在 2000 修法時，基於外觀設計要進行檢索在條件上

存在相當的困難度，因此在 00 年版專利法未將外觀設計

專利權列入 1。  

隨著電腦設備技術及檢索技術的發展，國家知識產權

────────────────────────────────────── 
1 國家知識產權局條法司著，《新專利法詳解》，知識產權出版社，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324-3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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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以下簡稱SIPO)已經具備對將外觀設計進行檢索、分析

及評價的能力，因此在此次修法將要求出具「專利權評價

報告」的範圍擴及到外觀設計專利權，藉以利於外觀設計

侵權糾紛的解決，讓外觀設計專利權在行使權利時更為慎

重，避免影響社會公益 2。  

三、將原僅可要求「專利權人」出具的規定，修改為

可要求「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出具：  

依據 00 年版專利法第 57 條第 1 款之規定，專利權人

或者利害關係人 3均可以根據專利權被侵害而向人民法院

提起訴訟，然而在同條的第 2 款卻僅規定法院或管理專利

工作部門只能要求實用新型專利權人提出SIPO作出檢索報

告，並沒有將利害關係人列入。這是由於當年立法時 4考

量為了避免請求檢索報告的數量過多，會造成SIPO過大的

工作負擔，因此將檢索報告的請求人限制在實用新型專利

權人的範圍內。對於被許可人，可以透過許可合同來要求

專利權人提出檢索報告之請求，藉以初步確定所涉及的實

用新型專利權的有效性，對於被控侵權的行為人，可以通

過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檢索諮詢中心或者專利代理機構等

相關單位進行檢索及分析，不一定需要請求SIPO作出檢索

報告。  

此次修法時為了調和第 61 條與第 60 條所指的「利害

關係人」係為可以單獨提起專利侵權訴訟之人的規定，並

且評估 SIPO 已經足以承擔相關的工作負擔，因此在可以

────────────────────────────────────── 
2 同註 1。 
3 指專利權人被侵犯對他有利害關係的人。 
4 國家知識產權局條法司編，《專利法第三次修改導讀》，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 年 3 月第 1 版，第 73-

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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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出具專利權評價報告的對象由專利權人擴大到包括利

害關係人，這同時也表示可以向 SIPO 請求作出專利權評

價報告的請求人，由專利權人擴大到包括利害關係人。  

四、明訂專利權評價報告係經過進行檢索、分析和評

價後所作出的報告：  

在 00 年版的專利法及專利法實施細則 (以下簡稱 00

年版實施細則 )中，對於檢索報告的製作要求並無明確的規

範，為能釐清專利權評價報告的內容，在 08 年版專利法

明訂專利權評價報告係經過進行檢索、分析和評價後所作

出的報告。  

在中國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條法司編訂發行的 "《專利

法》第三次修改導讀 "乙書中，進一步指出SIPO會對授與

專利權的其他實質性條件 5，例如說明書的公開是否充分

、權利要求是否得到說明書的要求、修改是否超出範圍等

進行分析評價。如果依據SIPO的解釋，專利權評價報告的

性質，在實質上已經被設定成實用新型或者外觀設計專利

權核准公告後的實體審查程序，此舉確實有助於對實用新

型或者外觀設計專利權的穩定性之正確認識，不過對於這

樣的改變，未來的實務會如何運作，還有待進一步觀察及

瞭解，例如：若發現專利權的請求項之間不符合單一性之

規定，SIPO如何處理？以及在技術上如何審查是否涉及已

公開使用的情形 ...等等。  

五、明確專利權評價報告的性質及法律效力：  

00 年版專利法對於檢索報告的性質及法律效力沒有明

────────────────────────────────────── 
5 同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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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的 規 範 ， 雖 然 在 實 務 上 均 是 以 實 用 新 型 檢 索 報 告 是

SIPO 單方作出，且在形成結論的過程中沒有專利權人的

參與為由，將檢索報告視為只能作為實用新型專利權有效

性的初步證據而不是行政處分，若專利權人不同意檢索報

告的結論時，專利權人不能提出複審請求且不能向人們法

院起訴。  

不過還是有很多人對檢索報告的結論是否屬於行政處

分，以及檢索報告與專利權無效宣告之間的關係存有疑問

，為此，08 年版專利法明確規定專利權評價報告係提供人

民法院或者管理專利工作部門，作為審理、處理專利侵權

糾紛的證據，主要是幫助法院或者管理專利工作部門判斷

相關專利權的穩定性，藉以作為是否中止訴訟或侵權糾紛

處理的參考依據。從 08 年版專利法第 61 條規定可以理解

專利權評價報告既不是行政決定，也不是對專利權有效性

的正式判斷。  

在 10 年版實施細則中，涉及「專利權評價報告」的

相關規定係在第 56 條及第 57 條，相較於 00 年版實施細

則的第 55 條及第 56 條之規定，10 年版實施細則的修改

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一、依據 10 年版實施細則第 56 條第 1 款之規定，將

可以請求專利權評價報告的請求人的範圍，由專利權人擴

大到包括利害關係人，藉以呼應 08 年版專利法第 61 條第

1 款之規定，該條款所指的「利害關係人」係指有權根據

專利法第 60 條之規定就專利侵權糾紛向人民法院起訴或

者請求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處理的人，依據法院的實務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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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利害關係人」一般被理解為包括專利實施獨佔許可

合同的被許可人以及由專利權人授予起訴權的專利實施普

通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並排除普通許可的被許可人及非

自願許可的被許可人，其中的非自願許可的被許可人係指

強制許可 6的被許可人及推廣應用許可 7的被許可人。  

二、為了提高專利權評價報告的製作效率，此次在 10

年版實施細則第 57 條明確規定，SIPO 應當自收到專利權

評價報告請求書後 2 個月內作出專利權評價報告，相較於

以往 SIPO 大約會於 3~4 個月作出實用新型專利檢索報告

的速度相比較，進一步大幅加快專利權評價報告的製作速

度，藉以避免造成人民法院或者管理專利工作部門審理及

處理專利侵權糾紛的延宕。  

三、對於 00 年版專利法的檢索報告是否可以查閱或

影印的問題，10 年版實施細則第 57 條後段明確規定在

SIPO 作出專利權評價報告後，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可以查

閱或者複製該專利權評價報告。  

同時配合此次修法擴大可以提出請求專利權評價報告

的請求人的改變，在 10 年版細則第 57 條也明確規範針對

同一項實用新型或者外觀設計專利權，若有多個請求人請

求作出專利權評價報告的，SIPO 僅作出一份專利權評價

報告。  

 
參、我國對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的相關規定  

我國專利制度中的發明專利及新式樣專利，均必須經

────────────────────────────────────── 
6 依據 08 年版專利法第 48 條至第 51 條之規定而批准的推廣應用者。 
7 依據 08 年版專利法第 14 條之規定而給予實施的強制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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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實體審查才能取得專利權，因此我國專利法只有針對經

形式審查而核准的新型專利權設有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的相

關規定 8。相較於中國大陸在 00 年版專利法所規定的實用

新型專利檢索報告，我國的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的特色在於

，除了審查新穎性及進步性之外，還會進一步對是否違反

先申請原則進行審查。但是相對於中國大陸 08 年版專利

法將專利評價報告改變為公告後的實體審查性質，我國的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只有審查專利法所授與專利權條件的部

分項目，參考的性質大於實質作用。  

我國在 98 年 12 月 11 日由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的

專利法修正草案 9中，對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的相關修正

事項，除了為期明確而對相關文字進行修正之外，將現行

專利法第 105 條第 2 項有關於：「如係基於新型專利技術

報告之內容或已盡相當注意而行使權利者，推定為無過失

」之規定，修改為「但其係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

且已盡相當之注意而行使權利者，不在此限」，雖然只是將

「或」改為「且」之一個字的改變，卻將大幅地提高新型

專利權人以新型專利權行使權利的責任，原因在於智慧財

產局 (以下簡稱TIPO)希望透過這樣的修正，防止新型專利

權人不當行使權利或濫用權利。  

基於清楚顯示中國大陸與我國相對應規定之異同，特

別將兩岸有關於專利權評價報告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列表

比較如下：  

 
────────────────────────────────────── 
8 我國專利法第 103 條至第 105 條。 
9 98 年 12 月 11 日函請立法院審查的專利法修正草案第 117 條至第 11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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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 我  國 
 08 年版專利法規 00 年版專利法規 現行專利法規 專利法修正草案 

法條 
專利法§61 
實施細則 
§56 ~57 

專利法§57-2 
實施細則 
§55、56 

專利法 
§103 ~ 105 
施行細則 
§50、52 

草案§117 ~ 119 

名稱 專利權評價報告 檢索報告 新型專利 
技術報告 

新型專利 
技術報告 

申請 
時點 授權公告後 授權公告後 

公告後 
若在繳交證書

費及第 1 年專利

年費起至公告前

，提出申請會予

受理 10。 

公告後 

申請 
資格 

專利權人 
利害關係人 專利權人 任何人 任何人 

適用 
範圍 

實用新型專利 
外觀設計專利 實用新型專利 新型專利 新型專利 

規費 
人民幣 2,400 元 
(約新台幣

10,500 元) 
人民幣 2,400 元 新台幣 5,000 元 ？ 

報告 
內容 

對涉及不符合

專利法規定的授

權條件進行全面

分析和評價。 

對涉及不符合

專利法第 22 條

關於新穎性或者

和創造性的規定

的進行檢索及作

出結論。 

審查是否有違

反專利法第 94
條第 1 項第 1 款

(已見於刊物及已

公開使用)、第 2
款(已為公眾所知

悉)、第 4 項(進
步性)、第 95 條(
擬制新穎性)或第

108 條準用第 31
條(同一性)規定

之情事。 

審查是否有違

反專利法第 109
條第 1 項第 1 款

(已見於刊物)、
第 2 項(進步性)
、第 110 條(擬
制新穎性)或第

127 條準用第 31
條用第 31 條規

定之情事。 

意見 
參與 

專利權人無法

參與表示意見。 
專利權人無法

參與表示意見。 
若有全部請求

項均違反新穎性

及(或)進步性專

利要件時，TIPO

？ 

────────────────────────────────────── 
10 智慧財產局的專利 Q&A：「141、 何時可以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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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通知專利權人

提出說明 11。 
提出說明的期

限為 TIPO 發出

通知之日起的 30
天內，並且屬觀

念通知性質，無

法申請延期或面

詢適用之情事。 
任何人可以主

動提供資料，

TIPO 會列入考

慮。 

性質 
非行政處分 
非提起侵權訴訟

的要件 

非行政處分 
非提起侵權訴訟

的要件 12 

非行政處分。 
非提起侵權訴訟

的要件 

非行政處分 
非提起侵權訴訟

的要件 

效力 
及 

價值 

作為審理、處

理專利侵權糾紛

的證據。 
 
不是專利權有

效性的正式判定

。 
作為法院或管

理專利工作部門

是否中止訴訟或

侵權糾紛處理的

判斷參考。 
幫助專利權人

及他人正確認識

專利權的法律穩

定性。 

為實用新型專

利權有效性的初

步證據。 
 
不是專利權有

效性的正式判定

。 
提供專利權人

作為自律之參考

。 
作為法院或管

理專利工作部門

是否中止訴訟或

侵權糾紛處理的

判斷參考。 

作為權利行使

或技術利用之客

觀判斷的參考依

據。 
不是專利權有

效性的正式判定

。 
新型專利權人

行使新型專利權

時，應提示新型

專利技術報告進

行警告。 

作為新型專利

權人主張權利時

之參考依據。 
 
不是專利權有

效性的正式判定

。 
新型專利權人

行使新型專利權

時，應提示新型

專利技術報告進

行警告。 

處理 
時限 

應當自收到專

利權評價報告請

求書後 2 個月內

沒有明確規定 
一般為 12 個

月 13，若敘明有

非專利權人為商

？ 

────────────────────────────────────── 
11 智慧財產局的專利 Q&A：「153、 如果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不是專利權人所申請，是否會先通知專利權

人？如報告內容不利於專利權人，是否會先通知專利權人？」 
12 最高人民法院 2001 年 11 月 13 日在[2001]民三函字第 2 號答覆函。 
13 智慧財產局 97 年 1 月 10 日公告修正的「專利各項申請案件處理時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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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專利權評價

報告。 
業上之實施，並

檢附有關證明文

件者，TIPO應於

6 個月內完成。 

製作 
份數 

對同一項實用

新型或者外觀設

計專利權，SIPO
僅作出一份專利

權評價報告 

對同一實用新

型專利權，SIPO
僅會作出一份技

術報告。 

可依多次申請

而製作。 
？ 

刊載 
及 

查閱 

SIPO 會在公

佈相關訊息。 
SIPO 作出專

利權評價報告後

，任何人可以查

閱或者複製。 

無法查詢相關

訊息。 
非請求人不得

查閱或者複製。 

TIPO 必須將

申請新型專利技

術報告之事實刊

載於專利公報。 
TIPO 於新型

專利技術報告製

作完成後，任何

人皆可申請查閱

或影印。 

TIPO 必須將

申請新型專利技

術報告之事實刊

載於專利公報。 

 
肆、結語  

中國大陸 08 年版專利法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施行之

後，對於實用新型或者外觀設計的專利權評價報告，在實

質上已經變成專利權公告後的實體審查性質，將會對實用

新型或者外觀設計是否符合專利法規定的授權條件進行全

面性的檢索、分析及評價，藉以幫助確認實用新型或者外

觀設計專利權的有效性及穩定性，對於實用新型或者外觀

設計專利權人及社會大眾均會提供積極正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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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歷次修法及現行”強制許可”規定 
----兼談我國之”特許實施”制度 

杜燕文   

一、前言：  

我國現行專利法於第 1 條立法目的，即明述「為鼓勵

、保護、利用發明與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特制定本法

。」；因此，專利制度之建立，並非僅鼓勵、保護發明與創

作，若能利用發明與創作，使產業更加發展，更使專利之

價值提昇；因此雖專利權人可自行決定是否實施專利權，

然若專利權人未實施專利、專利權人未適當實施專利、專

利權人雖有實施但拒絕合理條件的授權請求以致阻礙經濟

的發展、或是未充分實施供應國內市場需求等等，均抹煞

了授予專利權之本意，顯有專利權人濫用權利之情形；因

此於巴黎公約第 5 條A項 (2)中即規定各同盟國家得立法規

定“特許實施 1”相關制度，以防止專利權人濫用專利權

之情形。  

我國雖非巴黎公約的會員國，然於 1944 年制定之專

利法 2於 1949 年開始施行之初，即已建構“特許實施”制

度 3，中國大陸於 1984 年通過而於 1985 年開始施行之專

利制度 4，同樣建構了“強制許可”的制度 5；故可得知，

────────────────────────────────────── 
1
此為我國專利法中規範之名詞，中國大陸稱“強制許可”，文中若述及中國大陸之規定，以“強制許可

”稱之，若我國及其他說明，則統一稱“特許實施”。 
2 1944 年 5 月 29 公布，於 1949 年 1 月 1 日施行。 
3 請參看我國 1944 年制定於 1949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67－71 條規定。 
4 1984 年 3 月 12 日通過，於 1985 年 4 月 1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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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對於專利權之濫用，均有防患的規定；然隨著時代的

變遷，兩岸的專利制度均已經過多次的變革，以呈現更國

際化、體制化及合理化的風貌，因此不論我國的“特許實

施”制度或中國大陸的“強制許可”制度，均經過大環境

的洗禮，展現絕然不同的風貌。  

因此，本文即針對國際智慧財產權相關條約、我國“

特許實施”制度及中國大陸“強制許可”制度作說明，以

進一步了解此制度對兩岸專利制度的影響。  

 
二、國際智慧財產權相關條約  

（一）巴黎公約  

“巴黎公約”於 1883 年制定之後，歷經了 7 次的修

改，其中第 5 條A項原僅記載 (1)有關專利物品輸入的部分

，而後於 1900 年 6、1911 年 7、1925 年 8及 1958 年 9的會

議中陸續修改，加入了 (2)、 (3)、 (4)各款中對於授予專利

後應實施專利權的義務及避免實施排他權後可能造成的濫

用；另於 1934 年 10的會議中加入了 (5)款於新型準用之規

定。  

於巴黎公約第 5 條 A 項 (2)中記載，各同盟國家得立法

規定特許實施，以防止專利權人濫用權利之情形，且明確

舉例“未實施專利”即屬濫用權利之情形，但為保障專利

權人被授予之專利，於 (3)款中另規定，除非特許實施不足

                                                                                                                                                           
5 請參看中國大陸 1984 年通過於 1985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52-58 條規定。 
6 布魯塞爾會議。 
7 華盛頓會議。 
8 海牙會議。 
9 里斯本會議。 
10 倫敦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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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止濫用之情形，否則不得撤銷該專利權；且進一步規

定，於首次特許實施之日起兩年內，不得執行專利之喪失

或撤銷專利之程序；另為使專利權人有充裕的時間實施其

被授予之專利權，於 (4)款中載明，自提出專利申請之日起

4 年內，或核准專利之日起 3 年內，任何人不得以專利權

人未實施或未充分實施專利權為由，而請求特許實施，且

若專利權人未實施或未充分實施專利權，是因確有正當事

由，即不應准予特許實施權之請求；並進一步規範，特許

實施人取得之特許實施權並不具排他性，也不得再授權，

且除了係與其經營授權之企業一併移轉，否則也不得移轉

取得之特許實施權。  

因此，由巴黎公約第 5 條 A 項之規定中，即可見及兩

岸專利法立法之初所建構之“特許實施”、“強制許可”

制度，均沿自於巴黎公約的規範，如我國於 1944 年制定

且於 1949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67 條即載明：「核准專利滿

3 年，無適當理由未在國內實施或未適當實施其發明者，

專利局得依職權撤銷其專利權或依關係人之請求，特許其

實施。並通知專利權人，但特許實施人對專利權人應予以

補償金，其數額有爭執時，由專利局定之。」，而中國大陸

1984 年制定於 1985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52 條則載明：「發

明和實用新型專利權人自專利權被授予之日起滿 3 年，無

正當理由沒有履行本法第 51 條規定的義務的，專利局根

據具備實施條件的單位的申請，可以給予實施該專利的強

制許可。」，雖兩岸現行專利法之規範差異甚大，但在立法

之初、建構專利制度之始，均認定“未實施”為專利權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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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情形。  

（二）“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  

“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 (以下簡稱TRIPS) 11為

世界貿易組織 12體系下的一個多邊條約，其係於 1994 年

世界貿易組織成立時所簽訂的；該協定簽訂之意旨，在於

減少國際貿易的扭曲與障礙，並同時考量智慧財產權有效

及適當保護之需要，且能確保在行使智慧財產權之程序中

，不致成為合法貿易的障礙。  

此協定共有 73 條，於第 1 條中即述及與“特許實施

”有關之內容，於第 1 條義務之性質及範圍 13中，第 3 項

前段即提及，會員應將本協定規定之待遇給予其他會員之

國民 14；且於第 7 條之宗旨 15中述及，智慧財產權之保護

及執行應有助於技術創新之推廣、技術之移轉與拓展，並

顧及技術知識之創造者與使用者之相互利益，且須有益於

社會與經濟福祉及權利與義務之平衡；甚者，於第 8 條原

則 16之第 1 項中載明，會員於訂定或修改其國內法律與規

則時，為保護公共健康及營養，且促進對社會經濟與技術

發展特別重要產業之公共利益，得採行符合協定規定的必

要措施；且於第 8 條第 2 項中，更進一步說明，在符合協

定規定下，可採取適當措施，以防止智慧財產權持有人濫

用其權利，或不合理之限制交易，或對技術之國際移轉有

────────────────────────────────────── 
11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TRIPS”。 
12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 
13 請參看“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第 1 條規定。 
14 “國民”在 WTO 個別關稅領域會員，係指自然人、法人、或於該關稅領域內有住所或有實際且有效之

產業、商業之營業場所者。 
15 請參看“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第 7 條規定。 
16 請參看“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第 8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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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之影響。  

故由TRIPS之第 1 條、第 7 條及第 8 條中，已建構了

在特定狀況下，可容許“特許實施”的觀念，因此於該協

定第 30 條即說明了授予權利之例外 17，會員可於考量第三

人合法利益之情況下，得對所授予之專利權為例外規定，

但該例外規定並不可抵觸專利權之正常使用，且不應損害

專利所有權人之合法權益；而在第 31 條未經權利持有人

授權之其他使用 18中更進一步說明會員之法律允許不經專

利權人之授權而為其他使用時，包括政府使用或政府授權

第三人實施，應遵守的 12 項規定。  

該 12 項規定，即為各會員國於制定“特許實施”制

度及其相關規定時的重要參考依據，其中 (a)中載明須基於

個案來考量；於 (b)中載明於請求特許實施前，須已向專利

權人以合理條件請求授權但遭拒絕，方可請求特許實施，

且基於國家緊急情況、其他緊急情況或基於非營利之公共

使用等情況，均可在特定條件下取得特許實施權； (c)中規

定使用之領域及期間限於特許實施權之範圍中； (d)中則規

範特許實施權無專屬性；於 (e)中則說明取得之特許實施權

除了與經營授權之企業一併移轉外，否則不得讓與； (f)中

則規定特許實施主要係供應國內市場之需求； (g)則在准予

特許實施之情況已不存在時，主管機關應有依職權審查是

否應終止特許實施權； (h)為應給予專利權人適當之補償金

； (i)中則規定，審查特許實施之處分，應由各會員的主管

機關決定； (j)中則進一步規定補償金數額之決定，應由各

────────────────────────────────────── 
17 請參看“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第 30 條規定。 
18 請參看“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第 31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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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的主管機關決定； (k)中則規範准予特許實施權或補償

金之給付，若與公平競爭行為相衝突時，主管機關應有權

拒絕特許實施之請求；於 (l)中則為再發明也得請求特許實

施之規定。  

因此，由上述 TRIPS 的規定，更能看到兩岸現行專利

法，甚至目前修法中有關“特許實施”相關規定之縮影。  

 
三、我國“特許實施”制度  

（一）我國現行專利法之前的“特許實施”規定  

1.我國 1944 年制定於 1949 年施行之專利法  

我國於 1944 年制定之專利法於 1949 年施行，於專利

法中即明述“特許實施”之相關規定，其載明核准專利滿

3 年，若無適當理由未在國內實施或未適當實施者，主管

機關得依職權撤銷其專利權或依關係人之請求特許實施 19

；當時的規定對於專利權人甚為嚴格，若核准專利滿 3 年

不僅可依關係人之請求而准予特許實施，甚至主管機關得

依職權撤銷專利權，而此早期的規定明顯與巴黎公約第 5

條A項 (3)及TRIPS第 30 條之規定相違背。  

另於當時之專利法中僅述及若有准予特許實施之情形

時，須通知專利權人，惟並未給予專利權人答辯之機會；

但於當時，針對特許實施人應支付專利權人補償金的部份

，已有明確的規定；再者，對於“未適當實施”於專利法

中明述四種態樣 20：專利品未大規模製造、專利品於國外

製造專利品再輸入國內、原發明人不授權再發明人實施、

────────────────────────────────────── 
19 請參看我國 1944 年制定於 1949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67 條規定。 
20 請參看我國 1944 年制定於 1949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68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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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外輸入零件而僅在國內裝配；但為維護專利權人之權

益 21，若特許實施人不適當實施，可依關係人之請求或依

職權撤銷其特許實施權，且針對上述之撤銷專利權、准予

特許實施權及撤銷特許實施權等之處分，各當事人均可請

求行政救濟 22。  

於當時之專利法中對於國內最需要的物品若專利權人

不能充份供應，主管機關可要求於期限內擴充製造 23，惟

當時之法令並未載明，若未於期限內擴充製造，他人是否

可提起特許實施之請求；再者，政府若有因軍事上之利用

或國營事業之需要 24，得限制或徵用專利權的一部分或全

部，但仍應給予專利權人補償金。  

2.我國於 1979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 25 

我國“特許實施”之相關規定及至 1979 年方進行修

改，其中原法條中有爭議，專利權人若未適當實施可撤銷

專利權之規定已刪除 26，而未發交專利權人答辯之規定也

已變動為須交專利權人 3 個月內答辯；且“未適當實施”

之態樣刪除專利品未大規模製造的規定 27，僅保留專利品

於國外製造專利品再輸入國內、原發明人不授權再發明人

實施、於國外輸入零件而僅在國內裝配等三種態樣；另若

專利權人期限內未擴充製造國內最需要的物品 28，他人也

可請求特許實施，但上述期限並容許專利權人得以申請延

────────────────────────────────────── 
21 請參看我國 1944 年制定於 1949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69 條規定。 
22 請參看我國 1944 年制定於 1949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71 條規定。 
23 請參看我國 1944 年制定於 1949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70 條規定。 
24 請參看我國 1944 年制定於 1949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72 條規定。 
25 1979 年 4 月 16 日修正公布，於同年 4 月 18 日施行。 
26 請參看我國 1979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第 67 條規定。 
27 請參看我國 1979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第 68 條規定。 
28 請參看我國 1979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第 69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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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限。  

而除上述差異外， 1979 年專利法中的其他規定，與

1949 年施行之專利法規定大致相同。  

3.我國 1986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 29 

我國於 1986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針對核准專利滿 3

年專利權人若未在國內實施或未適當實施之規定，更改為

專利權期間逾 4 年 30，而予專利權人更充裕的實施時間，

且為避免取得特許實施權之人擴張權利，規定除應與特許

實施有關之營業一併移轉外，不得允許他人實施；且又進

一步規定，若專利權人於第一次特許實施公告之日起逾 2

年，專利權人仍未實施或未適當實施，主管機關可依關係

人之請求撤銷其專利權 31，而此規定又回復到影響專利權

人合法權利之問題；另針對專利權人期限內未擴充製造國

內最需要的物品，他人也可請求特許實施之規定；再者，

原未明確規定於此狀況下專利權人可答辯及補償金之問題

，所以增列了準用之規定 32。  

4.我國 1994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 33 

我國 1994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為 1949 年專利法施

行以來修改幅度最大的一次，而於“特許實施”制度上也

有大幅度的改變，除了將“特許實施” 34與“再發明” 35以

不同的法條明確規範外，且明述更符合當時社會需求的特

────────────────────────────────────── 
29 1986 年 12 月 24 日修正公布，於同年 12 月 26 日施行。 
30 請參看我國 1986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第 67 條第 1 項規定。 
31 請參看我國 1986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第 67 條第 4、5 項規定。 
32 請參看我國 1986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第 69 條第 3 項規定。 
33 1993 年 1 月 21 修正公布，於同年 1 月 23 日施行。 
34 請參看我國 1994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第 78 條規定。 
35 請參看我國 1994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第 80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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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實施態樣為：因應國家緊急情況之非營利使用、增進公

益之非營利使用、申請人曾以合理之商業條件在相當期間

內仍不能協議授權 36、專利權人有不公平競爭之情事經法

院判決或經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 37、或再發明專利

權人與原發明專利權人於協議交互授權不成時等等，且規

定實施應以供應國內市場需要為主；另專利權人得針對特

許實施之請求於 3 個月內進行答辯 38、特許實施權人應給

予專利權人適當之補償金 39等規定，則與之前的規範相同

，但針對特許實施權移轉時之限制，除了要求應與特許實

施有關之營業一併移轉外，更規定不得轉讓、授權或設定

質權 40。  

再者，為藉由“特許實施”之制度確實達到廣泛實施

之目的，並規定特許實施權不妨礙他人就同一發明專利權

再取得實施權 41；而當請求特許實施之原因消滅，主管機

關得依請求而終止特許實施權 42；而若特許實施權人原係

以增進公益非營利之使用或因專利權人有不公平競爭之情

事而取得特許實施權，當特許實施權人違反請求特許實施

之目的時，主管機關得依專利權人之請求或依職權撤銷特

許實施權 43。  

5.我國 2002 年施行之專利法 44 
────────────────────────────────────── 
36 請參看我國 1994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 
37 請參看我國 1994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第 78 條第 2 項規定。 
38 請參看我國 1994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第 78 條第 3 項規定。 
39 請參看我國 1994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第 78 條第 5 項規定。 
40 請參看我國 1994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第 78 條第 6 項規定。 
41 請參看我國 1994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第 78 條第 4 項規定。 
42 請參看我國 1994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第 78 條第 7 項規定。 
43 請參看我國 1994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第 79 條規定。 
44 第 21、51、56、57、78~80、82、88、91、105、109、117、122 條文於 1997 年 5 月 7 日修正公

布、第 24、118-1 條文於 2001 年 10 月 24 日修正公布，上述條文於 2002 年 1 月 1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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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1 日 1 日我國正式成為WTO會員國之一，因

此於 1997 年及 2001 年修訂的部份條款，係於 2002 年 1

月 1 日才正式施行，其中與“特許實施”制度有關之第 78

條及第 79 條也為當時修訂之條款，惟其修訂之內容有三

部份，其一為就半導體技術專利請求特許實施者，僅以增

進公益之非營利使用為限 45；其二為特許實施人若有違反

請求特許實施之目的，主管機關得依專利權人之請求或依

職權撤銷特許實施權 46；其三為再發明須較原發明具有相

當經濟意義之重要技術改良，方可請求特許實施 47。  

（二）我國現行專利法 48的“特許實施”規定  

我國現行專利法“特許實施”之規定與 2002 年施行

之專利法，除了因行政救濟程序可直接依訴願法提起，而

於專利法中全面刪除行政救濟之規定外，其餘僅是文字上

之差異，實質內容並未有太大的變動，故以下即區分為可

請求特許實施之專利種類、可請求特許實施之人、可請求

特許實施之態樣、產業請求特許實施之限制、特許實施權

實施地區之限制、請求之程序、特許實施權人之義務、得

廢止特許實施權之規定及其他應規範之事項說明：  

1.可請求特許實施之專利種類：依我國現行專利法規

定，僅有發明專利得以請求特許實施，新型專利並不適用

。  

2.可請求特許實施之人：我國目前對於可請求特許實

施之人並未規範，因此法人及個人均為可請求之人。  
────────────────────────────────────── 
45 請參看我國 2002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 
46 請參看我國 2002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79 條規定。 
47 請參看我國 2002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80 條規定。 
48 2003 年 2 月 6 日修正公布，於 2004 年 7 月 1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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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請求特許實施之態樣：目前有五種態樣，其一為

因應國家緊急情況之非營利使用；其二為增進公益之非營

利使用；其三為請求人曾以合理的商業條件在相當期間內

仍不能協議授權 49；其四是專利權人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

競爭之情事經法院判決或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確

定 50；其五為再發明專利權人與原發明專利權人若協議交

互授權不成得請求特許實施，惟僅對具相當經濟意義之重

要技術，再發明專利權人方能提出請求 51。  

4.產業請求特許實施之限制：半導體技術專利請求特

許實施，僅以增進公益之非營利使用為限 52。  

5.特許實施權實施地區之限制：僅能供應國內市場需

要 53。  

6.請求之程序：若有專利法中所述可請求特許實施之

情形，可向主管機關提出請求 54，主管機關接到請求書後

，應將請求書副本送達專利權人，限期 3 個月內答辯 55，

屆期不答辯，主管機關得逕行處理。  

7.特許實施權人之義務：因專利權仍屬專利權人合法

取得之權利，故特許實施權人應給予專利權人適當之補償

金 56。  

8.得廢止特許實施權之規定：目前有二狀況可廢止特

────────────────────────────────────── 
49 請參看我國現行專利法第 76 條第 1 項規定。 
50 請參看我國現行專利法第 76 條第 2 項規定。 
51 請參看我國現行專利法第 78 條第 4 項規定。 
52 請參看我國現行專利法第 76 條第 1 項規定。 
53 請參看我國現行專利法第 76 條第 1 項規定。 
54 請參看我國現行專利法第 76 條第 1、2 項規定。 
55 請參看我國現行專利法第 76 條第 3 項規定。 
56 請參看我國現行專利法第 76 條第 5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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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實施權，其一是當請求特許實施之原因消滅時 57，主管

機關得依請求而廢止其特許實施權；其二是特許實施權人

，違反請求特許實施之目的時 58，主管機關得依專利權人

之請求或依職權廢止其特許實施。  

9.其他應規範之事項：有二部份，其一為特許實施權

不妨礙他人就同一發明專利權再取得實施權 59；其二為特

許實施權應與特許實施有關之營業一併轉讓、信託、繼承

、授權或設定質權 60。  

 
四、中國大陸“強制許可”制度  

（一）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之前的“強制許可”規定  

1.中國大陸 1984 年通過於 1985 年施行之專利法  

中國大陸於 1984 年通過專利法之制定而於 1985 年開

始施行，在立法之始同時已建構“強制許可”之相關規定

，而與我國“特許實施”最大的不同，在於中國大陸的專

利法明令，其係基於專利權人負有自己在中國製造其專利

產品、使用其專利方法或者許可他人在中國製造其專利產

品、使用其專利方法的義務 61；基於此義務，若專利權人

自專利權被授予之日起滿 3 年，無正當理由沒有履行時，

主管機關即可依請求給予實施該專利之強制許可權 62；再

者，另一與我國“特許實施”制度之差異，在於我國之“

特許實施”僅適用於發明專利，而中國大陸之“強制許可

────────────────────────────────────── 
57 請參看我國現行專利法第 76 條第 7 項規定。 
58 請參看我國現行專利法第 77 條規定。 
59 請參看我國現行專利法第 76 條第 4 項規定。 
60 請參看我國現行專利法第 76 條第 6 項規定。 
61 請參看中國大陸 1984 年通過於 1985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51 條規定。 
62 請參看中國大陸 1984 年通過於 1985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52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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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同時適用於發明專利及實用新型專利。  

另中國大陸於專利法中並明定再發明之技術若較先進

，再發明人可請求實施原發明案之強制許可，此時原發明

人可請求再發明案之強制許可 63；然對於請求實施強制許

可者，應當先提出未能以合理條件與專利權人簽訂實施許

可合同的證明 64；且主管機關若作出給予實施許可權的決

定，應當予以登記和公告 65；而取得實施強制許可者也不

可享有獨占的實施權，也無權允許他人實施 66；再者，取

得實施強制許可者應支付專利權人合理的使用費 67，而專

利權人對於可實施強制許可的決定或使用費的裁決不服時

，可以收到通知之日起 3 個月向人民法院起訴 68，而此規

定與我國為各當事人均可提起行政救濟的規定明顯有別。  

2.中國大陸 1992 年第一次修改，於 1993 年施行之專

利法 69 

1992 年中國大陸進行專利法之第一次修改，關於“強

制許可”之實質內容方面有極大幅度的改變，首先刪除了

專利權人義務之規定，因此在請求“強制許可”之態樣上

，即刪除了專利權人未履行義務而他人可請求強制許可的

規定，重新規定可請求強制許可之態樣有四：其一，曾以

合理的條件請求專利權人許可實施，但未獲專利權人同

意 70；其二，國家出現緊急狀態或非常狀態時 71；其三，

────────────────────────────────────── 
63 請參看中國大陸 1984 年通過於 1985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53 條規定。 
64 請參看中國大陸 1984 年通過於 1985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54 條規定。 
65 請參看中國大陸 1984 年通過於 1985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55 條規定。 
66 請參看中國大陸 1984 年通過於 1985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56 條規定。 
67 請參看中國大陸 1984 年通過於 1985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57 條規定。 
68 請參看中國大陸 1984 年通過於 1985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58 條規定。 
69 1992 年 9 月 4 日第一次修改通過，於 1993 年 1 月 1 日施行。 
70 請參看中國大陸 1992 年第一次修改通過於 1993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5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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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公共利益之目的 72；其四，再發明之技術若較先進，

再發明人可請求實施原發明案之強制許可，此時原發明人

可請求再發明案之強制許可 73。  

而除上述請求強制許可之態樣有大幅度改變外，其餘

的規定均是沿用 1984 年通過，而於 1985 年施行之專利法

所規範的內容。  

3.中國大陸 2000 年第二次修改，於 2001 年施行之專

利法 74 

中國大陸於 2000 年第二次修改之專利法，針對可請

求強制許可之態樣仍維持四種，僅於再發明人與原發明人

間可相互請求強制許可之規定中明述先進之定義應為“再

發明之技術內容相較於原發明之技術內容具有顯著經濟意

義的重大技術進步” 75。  

另因以往專利法中未針對強制許可理由消除時說明處

理方式，故於 2000 年修改之專利法中，即載明請求強制

許可的理由消除並不再發生時，可根據專利權人之請求，

經審查後作出終止實施強制許可之決定 76；且當給予強制

許可權時，應載明實施的範圍及時間 77；再者，原規定僅

專利權人可針對可實施強制許可之決定或使用費之裁決，

向人民法院起訴，於 2000 年修改之專利法中，修改為專

利權人可針對可實施強制許可之決定，及專利權人與取得

                                                                                                                                                           
71 請參看中國大陸 1992 年第一次修改通過於 1993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52 條。 
72 請參看中國大陸 1992 年第一次修改通過於 1993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52 條。 
73 請參看中國大陸 1992 年第一次修改通過於 1993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53 條。 
74 2000 年 8 月 25 日第二次修改通過，於 2001 年 7 月 1 日施行。 
75 請參看中國大陸 2000 年第二次修改通過於 2001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50 條。 
76 請參看中國大陸 2000 年第二次修改通過於 2001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52 條。 
77 請參看中國大陸 2000 年第二次修改通過於 2001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5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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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許可者之雙方，對於使用費之裁決不服時，可自收到

通知之日起 3 個月內向人民法院起訴 78。  

（二）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的“強制許可”規定  

中國大陸之專利法歷經多年的修改，於 2008 年 12 月

27 日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第三次修

改通過，確定於 2009 年 10 月 1 日施行，於法條中，增列

了許多更符合現行社會需求的規範，故以下即區分為可請

求強制許可之專利種類、可請求強制許可之人、可請求強

制許可之態樣、產業請求強制許可之限制、強制許可權實

施地區之限制、請求之程序、實施強制許可人之義務、得

廢止強制許可權之規定、救濟規定及其他應規範圍事項等

部分說明：  

1.可請求強制許可之專利種類：中國大陸從實施此制

度至今，可請求強制許可之專利種類均包括發明及實用新

型 79。  

2.可請求強制許可之人：單位或個人均可請求強制許

可 80。  

3.可請求強制許可之態樣：目前有六種態樣，其一為

專利權人自專利權被授予之日起滿 3 年，且自提出專利申

請之日起滿 4 年，無正當理由未實施或未充分實施 81；其

二為專利權人有不公平競爭行為 82；其三為國家出現緊急

狀態或非常情況時 83；其四是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 84；其

────────────────────────────────────── 
78 請參看中國大陸 2000 年第二次修改通過於 2001 年施行之專利法第 55 條。 
79 請參看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第 48 條前段規定。 
80 請參看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第 48 條前段規定。 
81 請參看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第 48 條第 1 款規定。 
82 請參看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第 48 條第 2 款規定。 
83 請參看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第 49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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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了公共健康目的，藥品銷往符合國際條約約定之國家

或地區 85；其六為再發明之技術若具有顯著經濟意義的重

大技術進步，再發明人可請求實施原發明案之強制許可，

此時原發明人可請求再發明案之強制許可 86。  

4.產業請求強制許可之限制：半導體技術業者請求強

制許可，僅限於為公共利益之目的及專利權人違反不公平

競爭之狀況 87。  

5.強制許可權實施地區之限制：除依專利權人違反不

公平競爭及為公共健康目的而藥品銷往符合國際條約約定

之國家或地區的強制許可外，主要係為了供應國內市場需

求 88。  

6.請求之程序：強制許可人向主管機關提出請求，若

主張專利權人無正當理由未實施或未充分實施，或者再發

明之強制許可，須提出曾以合理條件請求專利權人許可實

施，但未在合理時間內獲得許可之證明 89；而主管機關作

出給予強制許可權的決定時，應及時通知專利權人並予登

記及公告，且應根據請求強制許可的理由規定實施的範圍

及時間 90。  

7.取得強制許可人之義務：因專利權仍屬專利權人合

法取得之權利，故取得強制許可人應給予專利權人合理的

使用費 91。  
                                                                                                                                                           
84 請參看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第 49 條規定。 
85 請參看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第 50 條規定。 
86 請參看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第 51 條規定。 
87 請參看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第 52 條規定。 
88 請參看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第 53 條規定。 
89 請參看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第 54 條規定。 
90 請參看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第 55 條規定。 
91 請參看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第 57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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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得廢止強制許可之規定：若強制許可的理由消除並

不再發生時，可根據專利權人之請求，經審查後可作出終

止實施強制許可的決定 92。  

9.救濟規定：專利權人可針對可實施強制許可之決定

，及專利權人與取得強制許可者雙方，對於使用費之裁決

不服時，可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 個月內向人民法院起訴 93

。  

10.其他應規範之事項：取得實施強制許可之人不享用

獨佔的實施權，且無權允許他人實施 94。  

（三）其他相關規定  

中國大陸除了於專利法中有關於“強制許可”之規定

外，另制定了“涉及公共健康問題的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

法”及“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茲說明如下：  

1.中國大陸“涉及公共健康問題的專利實施強制許可

辦法”  

此辦法係於 2005 年 11 月 29 日制訂，並於 2006 年 1

月 1 日施行，全文共 13 條，其係基於世界貿易組織多哈

部長級會議《關於TRIPS協定與公共健康的宣言》 95和世界

貿易組織總理事會《關於實施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的多

哈宣言第 6 段的決議》 96，為解決中國大陸面臨的公共健

康問題，並幫助有關國家、地區其面臨的公共健康問題而

制定的辦法 97。  
────────────────────────────────────── 
92 請參看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第 55 條規定。 
93 請參看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第 58 條規定。 
94 請參看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第 56 條規定。 
95 於 2001 年 11 月 20 日通過，簡稱“多哈宣言”。 
96 於 2003 年 8 月 30 日通過，簡稱“總理事會決議”。 
97 請參看“涉及公共健康問題的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1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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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辦法中明定所稱之“傳染病”為導致公共健康問

題的愛滋病、肺結核、瘧疾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

治法》 98規定的其他傳染病；而藥品係指醫藥領域用於治

療上述傳染病的任何專利產品或通過專利方法製造的產

品 99；且明定上述為控制傳染病的出現、流行，及治療傳

染病均屬專利法第 49 條 100所述之為了公共利益目的之行

為 101，而若造成公共健康危機時，則屬於專利法第 49

條 102所述之國家緊急狀態。  

另於辦法中針對中國大陸是否有生產該藥品之能力作

明確之規定，若有生產之能力 103，則應請求強制許可，若

無生產之能力 104，則應准予進口，惟准予進口藥品之人，

不得再將藥品出口至其他國家或地區 105；另若該藥品已取

得中國大陸專利權，而任何人自國外向專利權人購買藥品

或於國外取得專利權人許可而製造時，無須於中國大陸再

取得強制許可 106；甚者，製造藥品者於國外已支付專利權

人報酬時，被許可人無須再支付專利權人報酬 107；另為協

助其他成員或國家，可基於總理事會決議的機制，使強制

許可之限制放寬 108。  

前述辦法於 2006 年施行，而於 2009 年 10 月 1 日施

────────────────────────────────────── 
98 於 1989 年 2 月 21 日制定，於 1989 年 9 月 1 日施行，現行法於 2004 年 8 月 28 日修改，於 2004 年

12 月 1 日施行。 
99 請參看中國大陸“涉及公共健康問題的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2 條規定。 
100 此處指中國大陸 2000 年第二次修改通過於 2001 年施行之專利法。 
101 請參看“涉及公共健康問題的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3 條規定。 
102 此處指中國大陸 2000 年第二次修改通過於 2001 年施行之專利法。 
103 請參看中國大陸“涉及公共健康問題的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4 條規定。 
104 請參看中國大陸“涉及公共健康問題的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5 條規定。 
105 請參看中國大陸“涉及公共健康問題的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6 條規定。 
106 請參看中國大陸“涉及公共健康問題的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8 條規定。 
107 請參看中國大陸“涉及公共健康問題的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7 條規定。 
108 請參看中國大陸“涉及公共健康問題的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9、10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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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專利法也加入為公共健康目的，藥品可銷往符合國際

條約約定之國家或地區 109的相關規定，且於目前修訂中之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細則”草案 110中，對於“強

制許可”之相關規定，更有極大幅度的修改，故由此可見

中國大陸近幾年來，確實朝向維護世界公共健康及建構更

完整強制許可制度的方向努力。  

2.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  

此辦法係於 2003 年 6 月 13 日制訂，並於 2003 年 7

月 15 日施行，全文共 39 條，其係為規範發明專利或實用

新型專利有關強制許可的給予、費用裁決和終止程序而根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 111、《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

實施細則》 112制定的辦法 113。  

該辦法在第一章總則中提及由國家知識產權局負責受

理和審查強制許可、強制許可使用費裁決和終止強制許可

的請求並作出決定 114；並規定請求時應以使用中文以書面

形式辦理，若為外文則須提交中譯本 115，若委託代理應檢

附委託書 116；且於辦法中明述各種請求強制許可態樣，於

何種狀況下得以准予強制許可之請求 117。  

於第二章強制許可請求的審查和決定中規定請求書應

撰寫之內容 118，而若同一專利權人有多項專利權，得以同

────────────────────────────────────── 
109 請參看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第 50 條規定。 
110 請參看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實施細則第 73 至 75 條規定。 
111 此處指中國大陸 2000 年第二次修改通過於 2001 年施行之專利法。 
112 此處指中國大陸 2000 年第二次修改通過於 2001 年施行之專利法實施細則。 
113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1 條規定。 
114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2 條規定。 
115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3 條規定。 
116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5 條規定。 
117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4 條規定。 
118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6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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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求書請求，但若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專利權人，則

須依不同專利權人分別提交請求書 119；且明定何種狀況國

家知識產權局應不予受理，且通知請求人 120；另對符合規

定之強制許可請求，應將請求書副本送交專利權人，專利

權人應在指定期限內陳述意見，期滿未答復的，不影響國

家知識產權局作出決定 121；另國家知識產權局應進行審查

，若欲撤回請求時，應先給予請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122；

另請求人或專利權人得要求聽證程序 123，且於辦法中也明

述何種情形應駁回強制許可之請求 124，但請求人得隨時撤

回其強制許可之請求 125；若沒有發現可駁回之理由，應作

出給予強制許可的決定 126，而專利權人若不服可自收到通

知之日起 3 個月內向人民法院起訴 127。  

而於第三章強制許可使用費裁決請求的審查和裁決中

，係針對國家知識產權局裁決強制許可使用費之請求規

定 128，並規定於何種狀況下，可不受理強制許可使用費之

裁決請求 129；而裁決強制許可使用費之請求書也應交予對

方，於指定期間內陳述意見，期滿未答復的，不影響國家

知識產權局作出決定 130；請求裁決之人可隨時撤回裁決請

────────────────────────────────────── 
119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7 條規定。 
120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8 條規定。 
121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10 條規定。 
122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11 條規定。 
123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12 條規定。 
124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13 條規定。 
125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14 條規定。 
126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15 條規定。 
127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車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16 條規定。 
128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18 條規定。 
129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20 條規定。 
130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22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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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131；且國家知識產權局應於 3 個月內作出裁決之決定 132

，專利權人與取得強制許可人之雙方，對於使用費之裁決

不服時，可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 個月內向人民法院起訴 133

。  

另於第四章終止強制許可請求的審查和決定中，述及

若給予強制許可的決定中所載之期限屆滿時，強制許可權

自動終止 134；而若期限屆滿前，請求強制許可的理由消除

並不再發生，專利權人可以請求國家知識產權局作出終止

強制許可的決定 135；且明定何種請求終止強制許可之狀況

，國家知識產權局應不予受理 136；國家知識產權局受理後

，應將請求書副本交予取得實施強制許可人陳述意見，期

滿未答復的，不影響國家知識產權局作出決定 137；而若經

審查認為請求終止之理由不成立，應駁回終止強制許可請

求的決定，專利權人可於收到通知之日起 3 個月內向人民

法院起訴 138；而專利權人可隨時撤回其終止強制許可請

求 139；若沒有發現可駁回之理由，應作出終止強制許可的

決定 140；但強制許可人不服時，可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 個

月內向人民法院起訴 141；且終止的決定應予登記及公告 142

。  
────────────────────────────────────── 
131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23 條規定。 
132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24、25 條規定。 
133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26 條規定。 
134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27 條規定。 
135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28 條規定。 
136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29 條規定。 
137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31 條規定。 
138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33 條規定。 
139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34 條規定。 
140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35 條規定。 
141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36 條規定。 
142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37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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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於第五章附則中，述及此辦法由國家知識產權局負

責解釋 143；且自 2003 年 7 月 15 日起施行 144。  

因此，中國大陸於“強制許可”制度之建構上，除了

於專利法、實施條例中詳加規範外，另佐以“專利實施強

制許可辦法”之制訂，可使程序之相關規定更加明確。  

 
五、結論：  

在 TRIPS 之架構下，我國與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中，

對於“特許實施”之制度，均有明確的規範，因中國大陸

現行專利法剛完成修法程序，故較符合 TRIPS 之規範，而

我國專利法之修法程序也緊鑼密鼓地在進行中，目前我國

專利法修正草案中對“特許實施”的制度也有極大幅度的

修改，因此未來可見，兩岸在“特許實施”上將可呈現更

完備的規範。  

 
法律資料：  

1. 巴黎公約。  

2. 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  

3. 我國 1944 年制定於 1949 年施行之專利法。  

4. 我國 1979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  

5. 我國 1986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  

6. 我國 1994 年修正施行之專利法。  

7. 我國 2002 年施行之專利法。  

8. 我國現行專利法。  
────────────────────────────────────── 
143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38 條規定。 
144

請參看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第 39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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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國大陸 1984 年通過於 1985 年施行之專利法。  

10. 中國大陸 1992 年第一次修訂通過於 1993 年施行

之專利法。  

11. 中國大陸 2000 年第二次修訂通過於 2001 年施行

之專利法。  

12. 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  

13. 中國大陸現行專利法實施細則。  

14. 中國大陸“涉及公共健康問題的專利實施強制許

可辦法”。  

15. 中國大陸“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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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歐洲專利公約 
林景郁、劉又安   

一、歐洲專利公約須知  

(一 )、歐洲專利公約組織  

歐洲專利公約 (EPC)係 1973 年簽訂於德國首都慕尼黑

，並於 1977 年正式在比利時、法國、德國、盧森堡、荷

蘭、瑞士及英國生效。其宗旨在於藉由統一之專利法，制

定一單元化之審查制度，以期使各會員國對專利之保護更

簡便、更經濟及更可靠。一獲准之歐洲專利案，其效力等

同於各會員國之國內專利權。  

1973 年制定的 EPC 條文一直未有大幅度調整，然而

為因應時代的變遷以及技術的演進，歐洲專利局 (EPO)於

2000 年 11 月 29 日正式通過修改決議，做成歐洲專利公

約 2000 年修訂案 (EPC 2000)，並規定自第 15 個國家加入

或批准後 2 年內生效。希臘於 2005 年 12 月 13 日成為第

15 個批准加入的國家，故 EPC 2000 於 2007 年 12 月 13

日開始生效，以下皆稱 EPC 2000 為 EPC。  

EPC的會員國已增加至目前的 36 個會員國及 3 個延

伸國 1。  

────────────────────────────────────── 
1 36 個會員國：奧地利(AT)、比利時(BE)、保加利亞(BG)、瑞士(CH)、塞普勒斯(CY)、捷克(CZ) 、德

國(DE)、丹麥(DK)、愛沙尼亞(EE)、西班牙(ES)、芬蘭(FI)、法國(FR)、英國(GB)、希臘(GR)、克羅

埃西亞共和國(HR)、匈牙利(HU)、愛爾蘭(IE)、冰島(IS)、義大利(IT)、列支敦斯登(LI)、立陶宛(LT)、
盧森堡(LU)、拉脫維亞(LV)、摩納哥(MC)、馬其頓(MK)、馬爾他(MT)、荷蘭(NL)、挪威(NO)、波蘭

(PL)、葡萄牙(PT)、羅馬尼亞(RO)、瑞典(SE)、斯洛法尼亞(SL)、斯洛法克(SK)、聖馬利諾(SM)以及

土耳其(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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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其他國際公約之關係  

1、巴黎公約 (Paris Convention)：EPC是在該公約第

19 條 2之下所構成之一項特別協定。  

2、專利合作條約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

：EPC是該條約第 45 條第 1 項 3所簽署的一個區域性專利

條約，故可透過PCT之途徑 (Euro-PCT route)取得歐洲專

利。  

3、共同體專例條約 (Community Patent Convention)

：此條約之訂立係以 EPC 為基礎，最初於 1975 年 12 月

15 日在盧森堡達成協議，爾後於 1989 年 12 月 15 日在盧

森堡修訂補充。  

(三 )、歐洲專利局 (EPO) 

EPO 是根據 EPC 於 1972 年正式成立的一個政府間組

織，其主要職能是負責歐洲地區的專利審查工作。該局的

工作地點分布在德國的慕尼黑、荷蘭的海牙、奧地利的維

也納以及德國的柏林 4 個城市。  

EPO 內設有下列幾個部門：  

1、受理處 (Receiving Section)：設在海牙分局，負責

申請案提申資料之形式審查，如申請文件是否齊全等形式

要件之審查工作。此外，還負責歐洲專利申請案之公開程

序。  

                                                                                                                                                           
3 個延伸國：阿爾巴尼亞(AL)、波斯尼亞及與赫塞哥維納聯邦(BA)以及塞爾維亞(RS)。 

2 巴黎公約之會員國在與公約之規定不相牴觸的範圍內，保留有相互間分別簽訂關於保護工業財產權之

專門協定的權利。 
3 第四十五條 地區專利條約 

(1)凡規定給予地區專利和按第九條對有資格提出國際申請的一切人給予提出專利申請權利的條約(「地

區專利條約」)，均可規定凡指定或選定地區專利條約和本條約的會員國的國際申請，均可作為請求這

種專利的申請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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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索部 (Search Divisions)：設在海牙分局，負責

處理歐洲專利檢索報告。  

3、審查部 (Examining Divisions)：負責歐洲專利申請

之審查。  

4、異議部 (Opposition Divisions)：負責對歐洲專利案

提出之異議進行審查。  

5、法務部 (Legal Division)：負責對歐洲專利登記簿

上之登載以及專利代理人之登錄與撤銷作出決定。  

6、上訴委員會 (Boards of Appeal)：專門處理對受理

處、檢索部、審查部、異議部以及法務部之決定所提起的

申訴進行審查。  

7、擴大上訴委員會 (Enlarged Board of Appeal)：只

受理有關上訴委員會所提法律觀點之決議以及對 EPO 局

長所提出之法律問題發表意見。  

(四 )、申請人資格  

任何自然人或法人，或相當於法人之團體，不分其國

籍、住所或營業所在地，均有資格提出歐洲專利申請。一

歐洲專利申請亦可由「共同申請人 (Joint Applicant)」，或

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會員國之申請人提出申請。  

(五 )、專利要件  

EPC 第 52 條第 1 項對發明之客體定義為：  

「歐洲專利將授予任何『新』並包含『發明進步性』

且可得為『產業利用』之任何發明。」  

歐洲專利之發明要件僅須符合上述要件 (新穎性、發明

進步性、產業利用性 )及非顯著性，且不在公約所預先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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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範圍內者，即不問所發明之客體為何，均可得專利。  

1、新穎性 (Novelty) 

一發明不得構成現有技術狀態之一部分，而現有技術

狀態是指任何在發明專利申請之前，以書面或口頭之敘述

、使用或其他方法，使大眾得以取得之物。現有技術狀態

亦包含先申請後公開之 EPC 申請案，無論該申請案是否與

歐洲專利申請案指定相同會員國。  

EPC 對於新穎性之規定為絕對新穎性，即申請前不得

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公開，但若於下列情形發生之日起

6 個月內提出申請者，將不會影響其新穎性：  

(1)、於官方認可之展覽會展示；  

(2)、因他人以不正當之方法而公開。  

2、發明進步性 (Inventive Step) 

發明不得為熟知該項技藝之人士顯而易知，才能視為

具有發明進步性。  

3 、 產 業 上 利 用 性 (Susceptible of Industrial 

Application) 
一發明可在各種產業所製造或使用，但不包含：  

(1)、發現、科學理論與數學方法；  

(2)、美的創作物；  

(3)、思想活動、遊戲或經營活動之計劃、規則及方法

與電腦程式；  

(4)、資訊之提供。  

(六 )、不受專利保護之標的  

1、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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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物或動物之變種或生產植物或動物之必要的生

物方法，但此禁止規定並不適用於微生物之製法或以此方

法所獲得之產物；  

3、對人體或動物之治療或外科手術之醫療方法，以

及用於人體或動物之診斷方法，但此禁止規定不適用在任

何用於上述方法之產品。  

(七 )、申請所需文件資料  

1、委任狀 (Authorization)：申請人簽署，無須公簽證

，可後補。  

2、宣誓書 (Declaration of Inventor)：發明人簽署，無

須公簽證，可後補。  

3、申請費及檢索費：最遲應於申請日起 1 個月內繳

納。  

4、申請書，內容包括：  

(1)、發明名稱；  

(2)、申請人姓名、地址、國籍、法人營業所；  

(3)、指定國家 4。  

5、說明書、摘要說明：共需 3 份，摘要說明字數不

得逾 150 個字 (含標號 )，且須單獨打字。紙張為標準 A4

紙，上、右、下邊留白各 2 公分，左為 2.5 公分。首頁上

邊留白 8 公分。  

6、圖式：共需 3 份，圖面使用不得超過 26.2 公分 x 

────────────────────────────────────── 
4 指定費最多僅需繳交 7 國，惟該費用之上限並不包括延伸國。若指定延伸國，仍需依指定國家數個別

繳交指定費。指定費可於該歐洲專利申請案公開後 6 個月內繳納。在歐洲專利申請案核准之前，可隨

時撤回所指定之國家，惟所繳納之指定費不予退費。 
EPC 2000 實施後，申請人不再需要指定會員國。至於繳交指定費的規定，自 2009 年 4 月 1 日起，改為

單一規費，即無論指定幾個國家皆是繳交 500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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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公分，上、左邊留白 2.5 公分，右為 1.5 公分，下為 1

公分。  

7、涉及微生物之發明：申請人必須於說明書上載明

生物之特性，並且在申請日起 2 個月內補呈蒐集之詳細資

料。  

8、語言：EPC 2000 實施後，歐洲專利申請案能以任

何語言提出申請，並於申請日起 2 個月內選用一 EPO 官

方語言 (英文、法文或德文 )提供譯本。一旦選定使用之語

言後，所有的申請文件必須以該種選定的語言撰寫，並於

後續的全部程序中使用該語言。若申請人未於期限內補交

譯本，EPO 會發函通知申請人於 2 個月內補交。若再次逾

越期限，申請案將被視為撤回。  

(八 )、分割申請 (Divisional Application) 

歐洲專利之分割申請必須直接向慕尼黑之 EPO 或其

海牙及柏林分局提出申請，所提出之分割申請享有原申請

案之申請日及優先權日，以及所有原申請案中指定之會員

國。分割申請之內容不得超出原申請案之內容。  

目前提出分割申請之時機為：  

1、歐洲專利申請案申請中的任何時間點。  

2、當一歐洲專利申請案不符合發明單一性之規定時

，審查委員發出通知書要求申請人作出選取的 2 個月時間

點。  

然而，為了避免申請人已超過了申請日起算 20 年還

維持一系列申請中的分割案，自 2010 年 4 月 1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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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O將限制歐洲專利申請案可以提出分割的時機點 5：  

1、自願性分割：分割申請必須在審查部對先申請案

發出首次審查意見書之日起 24 個月內提出 (例如：當一第

一階分割案欲再次提出第二階分割申請，該期限會自先申

請案接獲審查部之首次審查意見書之日起算 24 個月，而

非自第一階分割案之審查部首次審查意見書之日起算 )。依

EPO 在 2009 年 8 月 20 日對此規定的說明，先申請案檢

索報告中的書面意見不會引發上述 24 個月的起算。  

2、強制性分割：分割申請必須在審查部對先申請案

所發出任何不符單一性規定之通知日起 24 個月內提出。

依 EPO 在 2009 年 8 月 20 日對此規定的說明，雖先申請

案之檢索報告中書面意見已認為先申請案不符單一性規定

，惟因審查部還沒開始負責該先申請案，故不會引發上述

24 個月的起算。只有當審查部發出與檢索階段不同意見之

單一性通知，才可能使上述 24 個月自新通知之日起重新

起算 (例如：若審查過程中發現新的缺乏發明單一性的問題

，則提出分割申請的 24 個月期限會自該審查意見書發出

之日起重新起算 )。  

分割申請案之相關申請規費、繳納期限之規定均與原

申請案相同。原申請案之檢索報告若適用於分割申請中，

則分割申請之檢索費可全部或部分退還。分割申請提出之

時間若已超過原申請案 2 年者，則年費必須在提出分割申

請後 4 個月內繳納。  

申請人提出分割申請之同時不需具有申請專利範圍，

────────────────────────────────────── 
5 此規定雖於 2010 年 4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但有 6 個月的緩衝期，故自 2010 年 10 月 1 日以前，仍可

提出分割申請，即使已逾越修訂後可提出分割的時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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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可以於申請日起 2 個月內補交。另外，分割申請也能

使用原申請案提出申請，在此情形下，EPO 本身已保有原

申請案的文件，故不需提供原申請案的副本或譯本。  

(九 )、優先權  

申請人或其繼承人可在申請歐洲專利時要求主張發明

或新型優先權。一歐洲專利申請案允許主張多項優先權，

甚至是不同國家的多項優先權；惟主張多項優先權，其優

先權之期間將自最早的優先權日開始起算。優先權期間為

12 個 月 ， 若 逾 越 此 期 限 ， 得 以 透 過 請 求 復 權 (Re-

Establishment of Rights)延長 2 個月，故可於優先權日起

14 個月的期間內提出專利申請案。基礎案之國家及申請日

則應在 (最早 )優先權日起的 16 個月內載明。  

主張優先權之基礎案必須為巴黎公約會員國，但 EPC 

2000 實施後，優先權基礎案之範圍擴及到 WTO 會員國，

故台灣申請案已能作為歐洲專利申請案的基礎案。如果基

礎案為歐洲專利申請案或向 EPO 提出之 PCT 國際申請案

，則 EPO 本身即保有該基礎案，故無須再要求任何優先

權證明文件。此外，EPO 已與日本專利局、韓國專利局以

及美國專利局合作，交換優先權證明文件之電子檔，故申

請人能在不需任何費用下，請求 EPO 自行擷取下列優先

權證明文件之電子檔：  

1、日本發明或新型申請案；  

2、向日本專利局提出之 PCT 國際申請案；  

3、韓國發明或新型申請案；  

4、美國暫時或正式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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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優先權的主張，EPO 一般僅會審查優先權的形式

條件。在實體審查時，也只有當有效的先前技術落於歐洲

專利之申請日及優先權日之間時，才會審查優先權是否適

格，並考慮申請案之申請專利範圍是否直接而明確的可在

基礎案中找得到。  

 
二、歐洲專利申請程序  

(一 )、提出申請  

歐洲專利申請案可向位於慕尼黑之EPO，或其海牙分

局及柏林分局，以書面方式提出申請，亦可向特定會員國

之專利局 6提出申請，惟分割申請必須直接向EPO或其海

牙及柏林分局提出申請。  

歐洲專利申請案取得申請日之必備文件如下：  

1、准予專利之請求書 (Request for the Grant of a 

European Patent)；  

2、申請書明確載明申請人名稱；  

3、以官方語言撰寫之說明書 7。  

申請專利範圍則是可於申請日起 2 個月內補交，但不

得加入新實質 8。  

(二 )、檢索程序  

────────────────────────────────────── 
6 受理歐洲專利申請之會員國：奧地利(AT)、比利時(BE)、保加利亞(BG)、捷克(CZ)、丹麥(DK)、芬蘭

(FL)、法國(FR)、德國(DE)、希臘(GR)、冰島(IS)、愛爾蘭(IE)、列支敦斯登(LT)、盧森堡(LU)、摩納

哥(MC)、波蘭(PL)、葡萄牙(PT)、斯洛法克(SK)、斯洛法尼亞(SL)、瑞典(SE)、瑞士(CH)及英國(UK)
。 

7 申請人可選擇提供先前提申的申請案代替說明書。使用先前提申的申請案提出歐洲專利申請時，須提

供該案的申請日、申請案號以及所提申的專利局，並且可選擇以該案取代整份申請案，或僅取代說明

書及圖式，並於申請日起 2 個月內補交一份申請專利範圍。 
8 超過 15 項請求項者，須於提交申請專利範圍一個月內繳交超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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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歐洲專利申請案取得申請日 9後，檢索程序即由

海牙分局開始進行。檢索部必須以申請專利範圍為基礎，

針對說明書及圖式進行檢索並作出檢索報告。  

1、擴大檢索報告  

EPO會針對首次申請 (First Filing)10之歐洲專利申請案

寄發擴大檢索報告 (Extended European Search Report，

EESR)，擴大檢索報告除了列出檢索到的引證前案並將引

證前案與該申請案比對結果加以歸類 (如：X、Y、…等 )外

，擴大檢索報告還增加審查委員對申請案可專利性之意見

。該書面意見有可能包含不具可專利性之核駁，亦或是可

獲准專利之說明。是以，擴大檢索報告可讓申請人審視書

面意見後，再決定續行或放棄該申請案。  

值得注意的是，若歐洲申請案不符合單一性規定時，

EPO 不會立即發出檢索報告，而是會先發出部分檢索報告

，其中僅會明確指出已針對何組發明進行檢索以及尚未檢

索的發明，此類檢索報告不會檢附審查委員的書面意見。

申請人若欲針對尚未檢索的部分進行檢索，則須在 2 個月

內針對所欲檢索之各組發明繳交額外的檢索費，待該案進

入實體審查後，若審查委員認為無單一性問題，則會退還

申請人所額外繳交之費用。申請人繳交額外的檢索費後，

EPO 會做出第二次的檢索報告，針對已付費之各組發明提

供其檢索資料及書面意見。申請人若未於前述 2 個月的期

限內繳交額外的檢索費用，審查委員僅會於第二次的檢索

報告中載明先前部分檢索報告已陳述的各項事實並針對該

────────────────────────────────────── 
9 從送件到取得申請案號及申請日須約 1 至 1.5 個月。 
10 意指首次向 EPO 提出專利申請且未主張優先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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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已檢索的發明提供一份完整的書面意見。對於尚未檢索

的發明僅能透過分割申請取得保護。  

2、回覆書面意見之期限  

若擴大檢索報告之書面意見是屬於正面的並且在實體

審查中未發現新的引證前案資料，EPO 便會發出與書面意

見一致之核准通知書給申請人。若擴大檢索報告之書面意

見趨向於負面，申請人可藉由提出修正及答辯意見，嘗試

克服該申請案所存在之可專利性缺陷。  

自 2010 年 4 月 1 日起，申請人必須於提出實體審查

之期限 (即歐洲檢索報告公開之日起 6 個月 )內，針對該擴

大檢索報告進行意見回覆，如有必要，申請人可針對書面

意見中所提缺陷進行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和圖式的修正

。若申請人未於期限內回覆檢索報告，其歐洲專利申請案

將被視為撤回。  

(三 )、公開  

歐洲專利申請案應自申請日或最早優先權日起 18 個

月公開，但申請人亦可請求提前公開。公開文本之內容包

括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圖式、摘要以及檢索報告。若

公開時，檢索報告尚未完成，則將會於日後單獨公開。申

請人若於公開準備工作前提出申請專利範圍的修正，則公

開時，該修正本將連同原申請內容一併公開。  

歐洲專利申請案若於公開前即被視為撤回者，則將不

會予以公開。  

(四 )、審查流程  

1、請求實體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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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實體審查應於檢索報告之公開日起 6 個月內以書

面方式為之。提出請求時，須一併繳納實體審查費。一旦

提出時實體審查請求即不得撤回。未於期限內提出實體審

查請求者，則仍可於到期日後 2 個月內提出，惟須同時繳

納滯納金。  

申請人亦可於提出歐洲專利申請案之同時繳納實體審

查費，爾後若該申請案進行實體審查前被撤回、核駁或視

為放棄，則申請人可請求退還實體審查費。  

檢索報告公開前即已提出實體審查請求者，EPO 應於

檢索報告公開後，要求申請人於指定期限內表示是否要續

行該申請案之實體審查。  

2、申請案之主動修正  

目前歐洲專利申請案之檢索報告送達前，申請人不得

對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提出修正，只有在接獲檢索報告

後及接獲第一次審查意見通知書後，申請人才可主動對申

請案提出修正，惟修正內容不得超過原提出申請之內容或

是擴大保護範圍。自 2010 年 4 月 1 日起，主動修正的限

制更加嚴格，在 2010 年 4 月 1 日當天或之後完成檢索報

告或補充檢索報告之歐洲專利申請案，申請人僅能在回覆

檢索報告的同時主動修正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和圖式，

其他時間點非得審查部同意，均不准予修正。此外，當提

出修正請求時，申請人應指出修正之內容係依說明書何處

所提之修正。若審查部發覺有任何不符規定之情事，會通

知申請人於 1 個月內補正缺陷。  

3、審查意見通知書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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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請求實體審查後，EPO 即會對該申請案進行審查

。審查委員會參考檢索報告中所引證之前案資料，並審查

該發明之可專利性。一般來說，自實體審查請求日後約 1

年的時間，EPO 會發出第一次審查意見通知書。若申請人

未能於上述時間內接獲審查意見通知書，則可向 EPO 提

出催審。申請人亦可向 EPO 提出加速審查之請求。  

審查過程中，若 EPO 發現該申請案有不符合專利法

之規定，則審查委員得依規定要求申請人於一定期限內回

覆，逾期未回覆者，該申請案將視為撤回。  

較常出現於審查委員通知書之核駁原因如下：  

(1)、申請專利範圍缺乏新穎性；  

(2)、申請專利範圍缺乏發明進步性；  

(3)、申請專利範圍不夠簡單明確；  

(4)、申請案不符合發明單一性；  

(5)、發明為不可實施之發明；  

(6)、申請專利範圍之修正已超過原說明書中所揭露之

範圍。  

4、回覆審查意見通知書  

一般來說，回覆審查意見通知書可包含主動或依審查

意見通知書而修正的申請專利範圍和說明書以及答辯理由

書。若申請案是因不符合發明單一性之規定而遭核駁，則

申請人可考慮提出分割申請。  

5、期限  

回覆審查意見通知書之期限均取決於審查委員，一般

為 4 個月。若申請人無法於指定期限內提出回覆，則可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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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屆滿前向 EPO 提出延期請求。逾期未回覆者，申請

案即被視為撤回。  

6、申請案之核駁及核准  

(1)、核駁  

若審查委員認為該歐洲專利申請案無法符合 EPC 所規

定之可專利性要件時，即會對該申請案作出核駁之決定。

申請人若不服該決定，則可於該核駁決定日起 2 個月內向

上訴委員會提起上訴。  

(2)、核准  

當一歐洲專利申請案符合可專利性及形式審查之要求

時，審查委員即會發出含有建議修改之說明書及申請專利

範圍的核准先行通知書。申請人回覆上述通知書的同時，

必須一併繳納核准印刷費及另外兩種官方語言之申請專利

範圍譯本。  

然而，若申請人不同意審查委員之修改建議且意圖提

出申請專利範圍修正本時，則必須同時檢附修正本及另外

兩種官方語言之申請專利範圍譯本並繳納核准印刷費。若

審查委員接受申請人之修正本會立即發證公告，反之若審

查委員拒絕該修正本，則會發出審查意見通知書，給予申

請人一次表達其意見及進一步修正的機會。此時，若申請

人再次提出申請專利範圍修正本，仍必須提交另外兩種官

方語言之譯本。此類案件最後若遭到核駁或視為撤回，可

請求退還先前所繳納之核准印刷費。  

綜上所述，申請人在此階段每次修正申請專利範圍時

，皆有義務要同時檢附另外兩種官方語言之修正後申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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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範圍譯本。  

(五 )、向各指定會員國辦理核准專利手續  

歐洲專利申請案核准公告後，必須於公告日起 3 個月

內向各指定會員國辦理核准專利登記及公告，並提交該國

之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譯本。若是延伸國，則僅須提交

該國申請專利範圍之譯本及繳納核准印刷費即可。逾期未

辦理者，則在該會員國不具任何效力。  

(六 )、倫敦協議  

EPC 要求歐洲專利申請案之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翻

譯成各指定國之官方語言的規定，對申請人而言是一筆額

外的費用 (此費用可高達取得歐洲專利所需費用總額的

40%，平均約為 3,800 歐元 )，且歐洲專利皆是於核准公告

，即是提申後的 4 到 5 年，才須進行此翻譯，翻譯的內容

往往已無其實質用途，故如此高額的費用對專利權人在更

多會員國辦理登記的意願造成阻礙；此外，遇侵權訴訟時

，各國法院普遍以原核准歐洲專利的申請專利範圍作為基

準，而非以向各指定國提交的翻譯本為基準，如此更降低

了申請人在更多會員國辦理登記的意願。有鑑於此制度的

缺陷，EPC 會員國於 1999 年 6 月舉行政府與政府間的會

議，並於 2000 年 10 月締結倫敦協議。  

倫敦協議是EPC會員國間的一項選擇性條約，目的在

於降低專利翻譯的費用，卻不失其專利的品質。在此項協

議下，簽署國聲明放棄要求專利權人提供該國官方語言的

說明書譯本，故專利權人僅須提供申請專利範圍之譯本即

可。然而，發生專利糾紛時，專利權人仍須自費提供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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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翻譯給該國家之法院及侵權人。各會員國能自行選

擇是否加入倫敦協議，無時間及名額的限制。一旦有 8 個

國家批准或加入這項協議，該協議便會自第 3 個月生效，

但上述的 8 個國家中必須包含有德國、英國及法國。時至

2008 年，在法國政府交存批准書後，倫敦協議正式於

2008 年 5 月 1 日開始實施。目前，除了德國、摩納哥、

瑞士、英國、冰島、拉脫維亞、斯洛維尼亞及法國等加入

或批准的 8 個國家外，克羅埃西亞、丹麥、瑞典 /列支敦斯

登 11、立陶宛、盧森堡、荷蘭亦加入或批准了倫敦協議。

倫敦協議規定，自 2008 年 5 月 1 日以後公佈核准通知的

歐洲專利案皆適用新的翻譯規定，而瑞士 /列支敦斯登及英

國則是另制定過渡條條款，即於 2008 年 2 月 1 日以後公

佈核准通知的歐洲專利案亦適用新的翻譯規定。  

倫敦協議將 EPC 會員國分為下列二大類：  

1、官方語言為英文、法文或德文的會員國  

官方語言為英文、法文或德文的會員國同意免除翻譯

說明書的規定，即使該申請案之語言並非該國的官方語言

。然而，申請人仍須提交申請專利範圍之另外二種 EPO

官方語言之譯本。  

適用此項規定的國家為：法國、德國、列支敦斯登、

盧森堡、摩納哥、瑞士及英國。  

2、官方語言為非英文、法文或德文的會員國  

官方語言非英文、法文或德文的會員國則是指定其中

一 EPO 的官方語言 (英文、法文或德文 )作為該國之語言，

────────────────────────────────────── 
11 瑞典及列支敦斯登須同時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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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申請案是以所指定的語言撰寫，該國便同意免除翻譯說

明書的規定，但申請人同樣需要提供申請專利範圍之另外

二種 EPO 官方語言之譯本。此外，該國有要求申請專利

範圍譯成該國之官方語言的權利。  

(1)、須將申請專利範圍譯成該國之官方語言的國家：

克羅埃西亞、丹麥、冰島、拉托維亞、荷蘭以及斯洛維尼

亞。  

(2)、須將說明書譯成英文的國家：克羅埃西亞、丹麥

、冰島以及荷蘭。  

(3)、未規定需提供說明書譯本的國家，無須提供譯本

：拉脫維亞、立陶宛及斯洛維尼亞。  

至今，未簽署倫敦協議之 EPC 會員國有：奧地利、比

利時、保加利亞、塞普勒斯、捷克、愛沙尼亞、芬蘭、希

臘、匈牙利、愛爾蘭、義大利、馬爾他、挪威、波蘭、葡

萄牙、羅馬尼亞、斯洛法克、西班牙、聖馬利諾及土耳其

。對於這些會員國，辦理核准專利登記時仍須提供該國官

方語言之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的譯本。  

(七 )、歐洲專利權期間  

歐洲專利權期間為自申請日起 20 年。此專利期間之

保護乃對所有指定會員國均適用。歐洲專利自於歐洲專利

公報上公佈授予專利，且在其指定之會員國已核准專利登

記時起，在其指定會員國內即享有等同該國之國內專利所

授予之權利。  

(八 )、年費之繳納  

歐洲專利申請案應自申請日起第 3 年逐年繳交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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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未能如期繳納年費，則可於到期日後 6 個月內補繳，惟

須同時繳納滯納金。如未按期繳納年費及滯納金，則該專

利案即被視為撤回。  

 
三、其他  

(一 )、異議 (Opposition) 

歐洲專利申請核准後，任何第三人若對該專利之專利

性質疑時，可於公告日起 9 個月內向 EPO 提出異議。第

三人提出異議申請應以書面方式為之，並檢附異議理由及

相關證據及繳納規費。未繳納規費前，該異議請求視為未

提出。  

第三人僅能依下述理由對一歐洲專利案提出異議：  

1、該歐洲專利案之標的不具可專利性及產業利用性

；  

2、該歐洲專利案未能充分、完整揭露其發明，致使

熟習該項技藝之人士無法實施該發明；  

3、該歐洲專利案之標的已超出原提出申請之內容。  

異議申請受理後，EPO 即會對該異議案進行審查。在

審查過程中，EPO 必要時可要求專利權人於指定期限內，

針對異議人所提之理由及證據內容提出陳述意見或是修改

該歐洲專利申請內容。  

EPO 必須對異議申請作出決定，是否維持該歐洲專利

權之有效性或是撤銷該專利權。申請人或異議人不服 EPO

所為之決議時，則仍可提上訴。  

(二 )、上訴 (Appeal) 



專利專論集〔七〕 

-299- 

當申請人對於 EPO 之受理處、檢索部、審查部、異

議部及法務部所為之決定不服時，可於接獲決議通知書之

日起 2 個月內向上訴委員會以書面方式提起上訴並繳納相

關規費，而上訴理由書則應於 EPO 所為之決議通知書發

出起 4 個月內提出。  

(三 )、再審請願 (Petition for Review) 

因上訴委員會之決議導致不利影響之一方能向擴大上

訴委員會提出再審請願。值得注意的是，上訴委員會之決

議並不會因再審請願之提出而取消，而僅是重新進入上訴

委員會之前的程序。  

此再審請願僅有當下列情形發生時才可以提出：  

1、上訴委員會中一成員資格不符，但卻參與決議；  

2、違反 EPC 第 113 條之根本法則，即 EPO 在作出

決議之前，應給予一次陳述意見的機會，並會基於該陳述

意見為基礎作出決議，審查及決議過程中，應考慮申請人

所提供之資料；  

3、符合施行細則所規定的缺陷，即申請人所提出之

口頭審理程序未被受理，或上訴委員會所作出之決議與申

請人所提出上訴請求之理由不符；  

4、犯罪行為之發生，如文件之消滅或偽造的行為。  

(四 )、限 縮 及撤 回 程序 (Limitation and Revocation 

Procedure) 
在專利權人的請求下，即使該專利未遭到質疑，一歐

洲專利仍能透過限縮及撤回程序來限縮其申請專利範圍或

撤回其專利。這項程序會適用於核准授權後的專利，但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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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中的案件不得進入限縮及撤回程序，以免在異議過程中

進行申請專利範圍的更正。若專利權人先進入限縮程序才

有異議提出時，EPO 將終止限縮程序並會退還進入限縮程

序的規費。若專利權人先進入撤回程序才有異議提出時，

該申請案會直接被撤回。  

審查部會針對進入限縮及撤回程序的申請案進行單造

審查，但第三方能查閱程序的進行。審查過程中，EPO 僅

會審查形式上的內容，如：  

1、所提出之更正是否確實限縮申請專利範圍；  

2、所提出之更正是否清楚；  

3、所提出之更正有無增加新實質。  

由於 EPO 此時不會再去審查如新穎性、發明進步性

或產業利用性的實質內容，因此專利權人有義務確定符合

這部分的要求。專利權人提出此請求不受次數的限制，故

能在實施專利前或實施專利後加強其保護範圍。  

(五 )、回復狀態 (Further Processing) 

若一歐洲專利申請案因未遵守 EPO 所設的期限而使

得其被視為撤回，申請人可請求回復狀態以恢復該申請案

。申請人必須於 EPO 寄發未遵守期限或權利喪失通知函

的 2 個月內提出回復狀態請求，並於此 2 個月內完成先前

尚未完成的程序以及繳納滯納金。在請求回復狀態時，申

請人無須說明錯過期限的理由。  

大部分審查程序中的期限均能以回復狀態恢復該申請

案。不適用回復狀態的情況主要分為：  

1、不是由 EPO 控管的期限，如主張優先權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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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於申請案公開前須遵守的期限，如提交微生物保

管的期限；  

3、不屬於審查的程序，如請求重新檢視上訴委員會

決議的請願期限；  

4、自 2010 年 10 月 1 日起，允許提出分割申請的 24

個月期限。  

(六 )、復權 (Re-establishment of Rights) 

除了請求回復狀態外，申請人亦能透過請求復權補救

因未遵守期限而導致被視為撤回或喪失其權力的申請案。

然而，由於審查程序的期限能透過回復狀態補救，故復權

僅限於當申請人未遵守主張優先權的期限 12或錯過提出回

復狀態的期限。若申請人是基於正當理由而未能於期限前

履行應盡之義務，則可自原因消滅日起 2 個月內向EPO提

出復權請求，但最遲須於期限屆滿日起算 1 年內提出申請

才予以受理。復權申請書必須詳細載明理由，並檢附相關

事實證明及規費。  

(七 )、轉讓 (Transfer) 

歐洲專利申請案或專利權可部分或全部轉讓，以使得

在一個或一個以上指定的會員國生效。該轉讓申請應由雙

方以書面方式及共同簽署後向 EPO 提出登記方可生效。  

異議期間或異議程序進行中之專利權轉移亦應向 EPO

登記。  

 

 

────────────────────────────────────── 
12 如果申請人基於正當理由錯過主張優先權的期限，可於期限屆滿後 2 個月內提出復權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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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法條約介紹 
王錦寬   

一、全球化的趨勢  

傳統上，專利權具有屬地性，一發明如欲在一個國家

獲得專利的保護，只能逐一的在各個國家申請並取得專利

權；換言之，一個國家授予的專利權只有在該國受到專利

制度的保護，在其他國家沒有效力。隨著經濟發展的全球

化，一項發明往往須要在多個國家尋求專利保護，如果分

別向多個國家一一提出申請，除了需要支出龐大的費用，

由於申請人不大可能在各國同時提出申請，從而有可能導

致在後的申請喪失新穎性而不能取得專利權。  

在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1(以下簡稱WIPO)架構下，國

際間對此問題開始有人關注，並有倡導制定統一的全球專

利制度 2；「世界專利」制度仍遙不可及，亦有認為全球化

的顧慮仍應多予深思 3，但在WIPO主導的幾個國際間的條

約，則已提供解決部份問題的途徑。  

1883 年簽訂的「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 4」規定的國

────────────────────────────────────── 
1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為聯合

國組織系統中的 16 個專門機構之一。管理涉及智慧財產權保護的 23 項國際條約，2009 年 9 月止，該

組織共有會員國 184 個國家。 
2 Walter G. Parker, “Globalization, Patent Reform, and Patent Professional Service”, Journal of the 

Patent & Trademark Office Society，May 2000. 
3 「國際智慧財產權保護之發展驅勢」乙文第貳篇第(五)段 

http://www.tipo.gov.tw/dataserve/dataserve/public/public_case_5.asp 
袁真富著「世界專利制度，一個迷人的陷井」，2005 年 3 月 28 日，中國知識產權報， 
http://www.sipo.gov.cn/sipo/ywdt/gyzscqxx/t20050328_43487.htm  

4 保護工業産權巴黎公約(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2009 年 9 月止，

共有 173 個會員國。 

http://www.tipo.gov.tw/dataserve/dataserve/public/public_case_5.asp
http://www.sipo.gov.cn/sipo/ywdt/gyzscqxx/t20050328_434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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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待遇原則和優先權原則，為同一發明無法同時在各國提

出申請，提供一緩衝期間，而不致衍生新穎性的問題。  

1970 年通過的「專利合作條約，PCT 5」則建立了國

際申請的體系，一次申請可指定多個國家，使同一發明形

同在多國同時提出專利申請，提供另一方便的管道，但對

專利申請的審查、授權仍是由各指定國的專利局負責。  

2000 年 6 月通過的「專利法條約，PLT6」，著重於專

利申請及維護等程序性的規定，並未觸及專利審查及授權

的實質內涵。由於不同國家對新穎性、創造性、實用性的

規定及實務不盡相同，同一發明的專利申請在某些國家得

到批准、在另一些國家則不見得能獲准專利。WIPO專利

法執行委員會 (Standing Committee on the Law of Patent, 

SCLP)提出的「實質專利法條約，SPLT 7」草案，在專利

法條約之外，就實質專利審查及授權的內涵希望進一步取

得國際間的共識。  

我國 95(2006)年受理之專利件數突破八萬件 8，其中

外國人來台申請約佔四成 9。我國國人每年向外國申請的

專利件數亦有數萬件 10，在全球各國中雖尚難自稱為專利

────────────────────────────────────── 
5 專利合作條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為專利領域的一項國際合作條約，主要涉及專利申請

的提交、檢索、公開及審查，惟 PCT 並不對國際專利申請案授權，授予專利之任務及責任仍由尋求專

利保護的各個國家之專利局或行使其職權之機構掌握，2009 年 9 月止，共有 141 個會員國。 
6 2000 年 6 月 1 日，於日內瓦外交會議通過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ip/plt/statements.html 
7 Substantive Patent Law Treaty 是繼 2000 年通過 PLT 後，就形式要求以外的條件希望進一步取得國際

間的共識，其包括先前技術的定義、專利三要件的定義、申請專利範圍撰寫及解讀以及說明書充份揭

露要求等。 
8 依智慧局統計，民國 95 年共受理專利 80,988 件，民國 96 年及 97 年分別 81,834 件、83,613 件。 

http://www.tipo.gov.tw/ch/Download_DownloadPage.aspx?path=1647&Language=1&UID=10&ClsID=
16&ClsTwoID=24&ClsThreeID=0 97 年專利統計.pdf 

9 依智慧局統計，民國 97 年受理本國人申請 51,339 件專利，外國人申請 32,274 件專利。 
10 2001 年起，我國向美國專利局申請之發明專利超過一萬件，2008 年 18,001 件；我國國人至日本、

德國，每年亦有二、三千申請案，2001 年起國人每年至大陸之申請數亦均超過一萬五千件， 2008 年

為 21,70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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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但由於專利活動活躍，專利制度與國際調和始終為

熱門的議題。  

我國並非巴黎公約的會員國，亦未加入 PCT，但於

2002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後，專利法規及實務即朝

向與全球趨勢發展 11。實質專利法條約草案目前雖漸形成

共識，但仍未通過，而專利法條約已在 2005 年 4 月 28 日

生效。  

 
二、「專利法條約 (Patent Law Treaty, PLT)」的由來及其

內容：  

「專利法條約」 (以下簡稱條約 )，其目的在協調各國

和地區專利主管機關的形式要件，並不涉及實質專利法的

要求 12。2000 年 5 月 11 日至 6 月 2 日，在日內瓦召開的

外交會議，共有 130 多個國家，4 個政府間國際組織，20

多個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參加，通過了「專利法條約」、「專

利法條約施行細則」 (以下簡稱細則 )以及「外交會議的議

定聲明 13」。根據條約第 21 條，應在 10 個國家向WIPO總

幹事提交批准書和加入書後的三個月期滿之日生效。  

條約自通過後，至 2004 年底，僅有 9 個國家加入 14

────────────────────────────────────── 
11 我國專利審查基準訂定時，即參考 WIPO SCLP 專利委員會研討中最新版實質專利法條約(SPLT)，「

專利審查基準修訂之始末－代序言」， 
http://www.tipo.gov.tw/patent/patent_law/examine/patent_law_3.asp  

12 參照條約第 2 條第 2 項。 
13  Agreed Statements by the Diplomatic Conference regarding the Patent Law Treaty and the 

Regulations under the Patent Law Treaty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ip/plt/statements.html  

14 分別是摩爾多瓦共和國 Republic of Moldova(2001 年 9 月 27 日)，吉爾吉斯共和國 Kyrgyz Republic 
(2002 年 4 月 24 日)，斯洛維尼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Slovenia(2002 年 5 月 8 日)，斯洛伐克共和

國 Slovak Republic (2002 年 7 月 16 日)，奈及利亞聯邦共和國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2002 年

12 月 19 日)，烏克蘭 Ukraine (2003 年 3 月 31 日)，愛沙尼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Estonia (2003 年 4
月 14 日)，丹麥王國 Kingdom of Denmark (2004 年 3 月 16)，克羅埃西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Croatia 

http://www.tipo.gov.tw/patent/patent_law/examine/patent_law_3.asp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ip/plt/state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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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 月 28 日，羅馬尼亞外交部長向WIPO提交加

入條約文書，成爲自條約簽訂以來向WIPO遞交加入的第

10 個國家，而使條約在同年 4 月 28 日生效 15。  

條約共有條文 27 條，細則共有條文 21 條，內容涵蓋

原則、專利之核准、生效及修正等程序規定，其內容涉及

專利之申請日，專利代理人之委任，專利申請的有效及撤

銷等程序要件，並對期限延誤的補正及回復，優先權主張

及其修正、回復等有所規定，亦規定應由會員國成立大會

及國際局負責條約的執行及修訂工作。  

專利法條約，其規範的主要內容包括：  

(1)取得申請日的要件及文件補正程序。  

(2)專利申請及其表格之標準化。  

(3)簡化流程。  

(4)避免申請人因未遵守期限而非故意喪失權利的機制

。  

(5)適用電子申請的規則。  

上述第 (2)點係為減少存在各國、各區域專利組織及國

際申請系統間程序的隔閡，乃設立一項國際間對於專利申

請一致的標準，為了避免在國際間有兩套不同的標準，本

條約在制定時即形成一種共識，即本條約要和 PCT 有法律

和現實的聯繫。然而，PCT 僅協調國際申請的程式要求。

各國主管機關對本國和地區性申請所制定的程式要求，以

及進入國家申請階段的國際申請的程式要求，都有差別。

                                                                                                                                                           
(2004 年 12 月 20 日)。而羅馬尼亞 Romania 在 2005 年 1 月 28 日加入，成為關鍵的第 10 國，使專

利法條約依法在 2005 年 4 月 28 日生效。 
15 WIPO 宣佈專利法條約將在 2005 年 4 月 28 日生效 

http://www.wipo.int/edocs/notdocs/en/plt/treaty_plt_12.html  

http://www.wipo.int/edocs/notdocs/en/plt/treaty_plt_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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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可能並且適用的情況下，PCT 相關標準即被納入

本條約中。例如，PCT 國際申請在國際階段和國家階段的

程式和內容方面的要求被作爲參照資訊納入本條約中。  

上述第 (5)點則是在 2005 年 6 月 2 日之後，本條約建

立一套全球共存的紙本及電子申請的系統。  

至於上述第 (2)及 (5)點以外的內容，茲詳述如後。  

1. 取得申請日的要件及文件補正程序  

一專利提出申請之後，申請日的認定尤其重要，專利

申請案之申請日是作為認定專利案是否合於專利要件之基

準日，縱使像美國目前雖仍未放棄「先發明原則」，申請日

仍是作為專利要件認定重要的基礎。條約及細則在「申請

日」均有特別的條文予以明定，以下乃是條約及細則所述

之內容：  

(1)申請文件  

依條約第 5 條第 1 項 (a)款規定，取得申請日至少需要

有以下三份申請文件：  

a. 一份用以表示或暗示所提的內容是意圖作為一份申

請的說明。 (以下簡稱申請書 ) 

b. 能使主管機關 16確定申請人身份或與申請取得聯繫

的說明。 (以下簡稱身份陳述資料 ) 

c. 表面上顯示為一份說明書的部份。 (以下簡稱說明

書 ) 

上述三項文件齊備為取得申請日的條件 17，其中並明

────────────────────────────────────── 
16 條約第 1 條規定，條約所述之主管機關(Office)，是指會員國委託處理授予專利或本條約所涉其他事項

的機關。 
17 參照條約第 5 條第 4 項(a)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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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可接受附圖作為說明書的一部份 18，但並未規定上述說

明書應包括申請專利範圍。  

前述申請書及身份陳述資料在提出申請時，應使用主

管機關接受的語言，但說明書可使用任何語言提出申請 19

；惟對於未使用主管機關接受的語文的部份，可要求申請

人提供譯本 20。此外，雖然申請案已依各會員國可接受的

語文提出申請，但各會員國仍可要求申請人，對案件名稱

、申請專利範圍及摘要，提供另一種該國可接受的其他語

文之譯本 21。  

(2)申請文件補正  

申請時所應檢附之三項文件，如有缺漏，主管機關應

儘快通知申請人 22，自此通知發出之日起，至少給予兩個

月的時間 23，讓申請人有補正或陳述意見的機會。  

如因身份陳述資料未檢送，以致於主管機關無法聯繫

申請人，則自專利申請之日，至少仍應給予申請人兩個月

的時間進行補正 24。  

申請案應檢附的三項文件，逾越前述期限而未補正者

，申請案將被視為自始未提出申請，惟主管機關仍應就此

通知申請人，並說明其理由 25。  

(3)說明書或圖式之補正  

此處之說明書或圖式之補正，係指該說明書或圖式有

────────────────────────────────────── 
18 參照條約第 5 條第 1 項(b)款。 
19 參照條約第 5 條第 2 項(a)及(b)款。 
20 參照條約第 6 條第 3 項。 
21 參照細則第 3 條第 3 項。 
22 參照條約第 5 條第 3 項。 
23 參照細則第 2 條第 1 項。 
24 參照細則第 2 條第 2 項。 
25 參照條約第 5 條第 4 項(b)款。 



專利專論集〔七〕 

-309- 

缺漏的部份，而非指說明書或圖式之修正。  

a. 說明書或圖式之遺漏補正  

主管機關在確認申請日時，發現說明書有所遺漏或申

請中述及附圖而遺漏該附圖時，主管機關應立即通知申請

人 26，自申請案提出之日或自補正通知發出之日起，至少

給予兩個月的時間 27，通知申請人提出補正。  

說明書遺漏的部份或遺漏之附圖如應包括於申請中，

除 非 申 請 人 隨 後 在 主 管 機 關 通 知 的 期 限 內 聲 明 撤 回

(Withdrawn) 28，否則仍應以主管機關收到該等遺漏部份之

日，為該申請案之申請日 29。  

b. 說明書或圖式之補正與前案的關係  

說明書有所遺漏或附圖遺漏之補正，其是為了補齊對

某在先申請提出優先權要求的申請中遺漏的部份，則在細

則規定的期限內所提出之補正，將不影響申請日 30。這項

說明書或圖式之遺漏部份的補正，其內容應涵括於該先申

請案中 31；並應在補正時載明該先申請案及其譯文的哪一

部份載有該補正之內容 32。  

2. 簡化流程  

(1)代理人之指定條約規定會員國可以要求申請人、專

利權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為進行在各會員國主管機關之任

何程序之目的，委任代理人。但下列程序，申請之受讓人

────────────────────────────────────── 
26 條約第 5 條第 5 項 
27 細則第 2 條第 3 項 
28 條約第 5 條第 6 項第(c)款 
29 條約第 5 條第 6 項(a)款 
30 條約第 5 條第 6 項(b)款 
31 細則第 2 條第 4 項(iv)段 
32 細則第 2 條第 4 項(vi)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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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專利權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由其本人為之 33

。就一外國申請人而言，以下程序雖可不經指定代理人申

請，會員國主管機關仍可要求申請人提供在該會員國境內

之地址 34。  

a. 為申請之目的，提出申請。  

b. 僅為了繳交費用，其中專利之年費 (或維持費 )可由

任何人繳交 35。  

c. 在該會員國最初申請所提交之說明書或圖式的一部

份有缺漏，藉由較早申請案以確立該最初申請案之申請日

，為此目的而提交該較早申請案影本。  

d. 以非會員國接受語言之較早申請案取得申請日，而

提交該較早申請案影本。  

e. 會員國主管機關為前述程序所出具之收據或發出之

通知。  

(2)證據要求的限制  

a. 為減輕申請人不必要的負擔，在證據足以支持申請

案之內容的情形下，條約指出，會員國僅在對於優先權聲

明的真實性或優先權證明文件及相關譯本有合理的懷疑時

，才能要求在申請過程中，向該會員國主管機關提交事項

或譯本的證據 36。  

b. 對於有代理人委任時提供的任何通訊所載之任何事

項的真實性產生合理懷疑時，會員國得要求提出證據 37。  

────────────────────────────────────── 
33 條約第 7 條第 2 項(a)款及細則第 7 條第 1 項。 
34 條約第 8 條第 6 項及細則第 10 條第 2 項。 
35 條約第 7 項第 2 項(b)款。 
36 條約第 6 條第 6 項。 
37 細則第 7 條第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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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未變更申請人及專利權人，但要變更其姓名或地址

者，會員國主管機關在接受申請人或專利權人變更請求時

，對其所述之真實性於合理懷疑時，得要求提供證據。  

d. 會員國對於為任何通訊目的而要求簽名者，一般情

況會員國不得對其傳送至主管機關的簽名要求提交證明

(Attestation)、公證 (Notarization)、鑑定 (Authentication)

及法定認可或其他證明；僅能在可合理懷疑任何簽名的真

實性時，要求提交證據證明 38。惟上述規定對於以電子形

式提交通訊之簽名未呈現簽名之圖像者，會員國可要求以

其規定之電子簽章方式簽名 39。  

(3)要求提供較早或先前申請案副本及譯本之限制  

a. 以主張優先權為例，依條約規定之優先權證明文

件 40，會員國可依細則的規定 41，在最早申請案之申請日

起十六個月內提出。惟較早申請案與或先前申請案提出申

請的國家亦是條約的會員國，則會員國不得要求申請人提

供優先權證明文件 42。當然，這項禁止規定亦適用於會員

國間可經由電子圖書館取優先權文件者。  

b. 以優先權為例，一般情況，該優先權文件不須提供

譯本，但較早申請案並非以該會員國之官方語言在較早申

請國提出申請，而該優先權之主張對決定該發明是否有可

專利性有影響時，會員國可要求申請人在通知發出後二個

月或該較早申請案申請日起十六個月 (以較晚者為準 )提供

────────────────────────────────────── 
38 條約第 8 條第 4 項 c 款。 
39 細則第 9 條第 6 項。 
40 條約第 6 條第 5 項。 
41 細則第 4 條第 1 項。 
42 細則第 4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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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較早申請案之譯本 43。  

(4)文件簡化  

本條約允許申請人或專利權人於一份文件中提出多項

申請事項，以代理人委任書為例，一份單一的委任書，同

一人之一件以上申請案或專利案，或同一人之一件或多件

申請案與一件或多件專利案，只要該單一委任書已載明所

有有關之申請案或專利案，即已足夠。但各會員國可要求

申請人或專利權人就每一件相關申請案或專利案提交前述

委任書之影本 44。  

3. 避免申請人因未遵守期限而非故意喪失權利的機制  

(1)期限的救濟及恢復權利  

a. 本條約對於期限的救濟包含在期限之前、期限之後

或逾越前述期限而在進行中的案件均可進行救濟，以要求

期限延長至少兩個月 45。惟此處所指之期限救濟僅適用於

未遵守主管機關自行訂定的期限，並不適用於專利申請人

或專利權人未遵守法律規定的期限。對於申請人或專利權

人對期限救濟的申請，如未給予表示意見的機會，不得予

以駁回 46。  

b. 申請人或專利權人因非故意或已盡注意義務但仍延

誤期限而導致專利申請案或專利案失權者，條約提供復權

的機會。恢復權利請求的期限應在導致未能遵守系爭行為

期限之原因消除之日起二個月內或系爭行為期限屆滿之日

起十二個月內，以較早到期者為準；如申請人或專利權人

────────────────────────────────────── 
43 細則第 4 條第 4 項。 
44 細則第 7 條第 2 項 b 款。 
45 條約第 11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 
46 條約第 11 條第 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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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非故意或已善盡注意仍未能於期限之前完成進行申請或

專利相關程序之行為，而導致申請或專利相關權利喪失者

，在上述期限內陳述理由可向會員國主管機關要求恢復權

利。  

上項恢復權利要求的期限，如係繳交維持費 (年費 )的

情形，期限屆滿日起十二個月應自維持費 (年費 )補繳期限

六個月屆滿日起算。  

恢復權利的請求不僅適用於主管機關自訂的期限，亦

適用於法律制定的期限。對此請求主管機關可要求提供支

持此要求之理由的證據 47。恢復權利之請求，如未給予當

事人於合理期限內表示意見，不得全部或一部駁回上述請

求。  

(2)優先權主張之更改、增加以及優先權之恢復  

a. 申請案可就其主張之優先權申請更改或增加優先

權 48，但如申請人就該申請案已請求提早公開或加速處理

後才提出優先權更改或優先權的請求，除非於該申請案公

開之準備完成前已撤回提早公開或加速處理的要求，否則

會員國的主管機關沒有義務核准其優先權主張的改變或增

加 49。上述優先權之更改或增加之期限 50，不應少於PCT

相關規定 51。  

b. 對於非故意而未能符合期限規定以致喪失優先權者

，本條約允許申請人可請求恢復優先權的主張。其中第一

────────────────────────────────────── 
47 條約第 12 條第 4 項。 
48 條約第 13 條第 1 項。 
49 細則第 14 條第 1 項。 
50 細則第 14 條第 3 項。 
51 PCT 細則第 26 條之 2，為優先權十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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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況：該申請案原可主張較早申請案之優先權，但申請

案之申請日晚於優先權期間，惟只要優先權期間屆滿後二

個月內申請 52，且優先權主張提出未晚於該申請案公開之

任何準備完成之時 53，申請人可備具理由陳述不能於優先

權期間提出申請，說明該理由符合該會員國主管機關認為

儘管已盡當時情況所要求的適當注意或非故意的情況，則

可請求恢復優先權 54。  

主張優先權時，優先權證明文件應在最早申請案之申

請日起十六個月內提交到申請案之受理局，如逾此期限，

在下列情況下有補救，會員國主管機關應依申請人請求恢

復優先權 55：  

●在優先權日起算十六個月內向該申請案受理局申請

恢復權利 56。  

●說明已向先申請案受理局提出申請優先權文件及該

申請日期 57。  

●上項向先申請案受理局申請優先權文件之日期應不

晚於先申請案申請日 (最早的優先權日 )十四個月 58。  

先申請案之優先權文件應在先申請案受理局發出之一

個月內提交至後申請案之受理局 59。  

 

 
────────────────────────────────────── 
52 條約第 13 條第 2 項引言部份及細則第 14 條第 4 項 a 款。 
53 細則第 14 條第 4 項 b 款。 
54 條約第 13 條第 2 項。 
55 條約第 13 條第 3 項引言部份。 
56 條約第 13 條第 3 項第(ii)段。 
57 細則第 14 條第 6 項 a 款第(ii)段。 
58 條約第 13 條第 3 項第(iii)段及細則第 14 條第 7 項。 
59 條約第 13 條第 3 項第(iv)段及細則第 14 條第 6 項 b 款第(ii)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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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專利法條約規定會員國之專利主管機關，除了對於申

請日的認定以外，可規定從申請人和權利人的角度更為有

利的要求 60。條約的規定適用於國家專利申請案和地區專

利申請，也適用於PCT進入國家階段之後的申請程序。條

約的架構下，形式要件的標準化和簡單化將降低錯誤率並

有利當事人較少喪失權利的可能。此外，由於消除了複雜

的程式和簡化了專利流程，專利局可以更有效地操作並降

低費用，這些均可能對發明人、申請人和專利代理更為有

利。  

條約目前雖然僅在十幾個國家實施，但美國、法國、

德國及 EPO 等專利大國或區域均已簽署有意加入文件。

英國與瑞士分別於 2006 年 3 月 22 日及 2008 年 7 月 1 日

施行；在 2009 年的 3 月 16 日及 8 月 12 日澳洲、俄羅斯

亦開始實施。因此，各主要國家實施專利法條約只是時間

問題。我國智慧局內部有心人士亦早已在作謀劃，以求順

應時代變革。  

 
參考文獻  

1. Patent Law Treaty (adopted at Geneva on June 1, 

2000). 

2. Regulation Under the Patent Law Treaty (adopted 

at Geneva on June 1, 2000). 
參考網站  

────────────────────────────────────── 
60 參照條約第 2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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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審查高速公路介紹 
劉又安   

一、前言  

許多申請人係以相同技術內容至不同國家申請專利，

因此藉由分享各國的檢索結果將可避免各國專利局重複檢

索進而降低工作負擔。在 2003 年初期，美國專利局、歐

洲專利局和日本專利局 (以上為三邊局，Trilateral Offices)

即參與檢索交換計劃，目標在於增進檢索結果的互相利用

。此計劃的結果顯示，利用最先申請局 (Office of First 

Filing, OFF)的檢索結果有助於降低第二申請局 (Office of 

Second Filing, OSF)的工作負擔並改善審查品質。  

而後美國專利局與日本專利局逐漸開始建立「專利審

查高速公路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PPH)」。在此架

構下，申請人之申請專利範圍若於 OFF 認定為可允許 /可

准專利後，申請人即可請求其於 OSF 提申之相關對應申請

案優先進入審查程序 (如：進入加速審查 )。OSF 將利用

OFF 之檢索及審查結果，使申請人更快獲得提申於 OSF

之相關申請案的專利。  

美國專利局與日本專利局間的PPH試行辦法於 2006

年 7 月 3 日開始實施，並在試行 18 個月後，於 2008 年 1

月 4 日正式全面實施。韓國專利局也各別於 2009 年 1 月

29 日及 7 月 1 日與美國專利局及日本專利局正式全面實施

PPH。下表為美國專利局、日本專利局及韓國專利局所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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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加入參與PPH試行辦法的專利局 1：  
合作專利局 實施試行辦法日期 預定終止試行辦法 

美國專利局 

英國專利局 2007 年 9 月 4 日 2008 年 9 月 4 日 2 
加拿大專利局 2008 年 1 月 28 日 2011 年 1 月 28 日 
澳洲專利局 2008 年 4 月 14 日 2009 年 4 月 14 日 3 
歐洲專利局 2008 年 9 月 29 日 2010 年 9 月 29 日 
丹麥專利局 2008 年 11 月 3 日 2009 年 11 月 3 日 
新加坡專利局 2009 年 2 月 2 日 2010 年 2 月 2 日 
德國專利局 2009 年 4 月 27 日 2011 年 4 月 27 日 
芬蘭專利局 2009 年 7 月 6 日 2010 年 7 月 6 日 

日本專利局 

英國專利局 2007 年 7 月 1 日 2008 年 7 月 1 日 4 
德國專利局 2008 年 3 月 25 日 2010 年 3 月 25 日 
丹麥專利局 2008 年 7 月 1 日 未訂定 
芬蘭專利局 2009 年 4 月 20 日 未訂定 
俄羅斯專利局 2009 年 5 月 18 日 未訂定 
奧地利專利局 2009 年 7 月 1 日 2010 年 7 月 1 日 
新加坡專利局 2009 年 7 月 1 日 2010 年 7 月 1 日 
匈牙利專利局 2009 年 8 月 3 日 未訂定 
加拿大專利局 2009 年 10 月 1 日 2011 年 9 月 30 日 

韓國專利局 

丹麥專利局 2009 年 3 月 1 日 2010 年 3 月 1 日 
俄羅斯專利局 2009 年 11 月 2 日 未訂定 
英國專利局 2009 年 10 月 1 日 未訂定 
加拿大專利局 2009 年 10 月 1 日 2011 年 9 月 30 日 
芬蘭專利局 2010 年 1 月 4 日 2011 年 1 月 4 日 

此外，加拿大專利局除了與上述三個專利局合作之外

，亦於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與丹麥專利局實施為期二年的

PPH 試行辦法。  

 
二、參與 PPH 計劃 /試行辦法的基本條件  

────────────────────────────────────── 
1 截止至 2009 年 10 月 1 日。 
2 由於與英國專利局合作的 PPH 試行辦法之適用對象於 2008 年 1 月 28 日擴展至特定 PCT 國際申請案

，故美國專利局決定延長試行期間，試行辦法之終止日期會再另行公佈。 
3 美國專利局與澳洲專利局合作的 PPH 試行辦法將延長，試行辦法之終止日期會再另行公佈。 
4 由於與英國專利局合作的 PPH 試行辦法之適用對象於 2008 年 3 月 25 日擴展至特定 PCT 國際申請案

，故日本專利局決定延長試行期間，試行辦法之終止日期會再另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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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向 OSF 提出的申請案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有效主張 OFF 申請案優先權的申請案：此 OSF 申

請案包含進入國家階段的 PCT 國際申請案。  

2. 有效主張 PCT 國際申請案優先權的申請案：此

OSF 申請案包含進入國家階段的 PCT 國際申請案。被主

張優先權的 PCT 國際申請案不得主張其他優先權。  

3. 進入國家階段的 PCT 國際申請案：此類申請案未

主張任何優先權。  

4. 上述申請案之分割案。  

5. 美國專利局之間接申請案 (Bypass Application)：  

a. 該間接申請案為有效享有 PCT 國際申請案利益的

申請案，而該 PCT 國際申請案有效主張 OFF 申請案的優

先權。  

b. 該間接申請案為有效享有 PCT 國際申請案利益的

申請案，而該 PCT 國際申請案有效主張另一 PCT 國際申

請案的優先權，惟被主張 PCT 國際申請案不得再主張其他

優先權。  

c. 該間接申請案為有效享有 PCT 國際申請案利益的

申請案，而該 PCT 國際申請案未主張優先權。  

6. OSF申請案不得已進入實體審查 5。  

(二 ) 不具參與資格之申請案  

1. 暫時申請案；  

2. 植物申請案；  
────────────────────────────────────── 
5 當丹麥專利局作為 OSF 時，規定該申請案尚未作出核准預先通知書。 

當芬蘭專利局、奧地利專利局及匈牙利專利局作為 OSF 時，規定該申請案尚未作出核准通知書。 
當新加坡專利局作為 OSF 時，規定該申請案尚未作出審查報告或檢索及審查報告。 
當韓國專利局作為 OSF 時，則是無論是否進入實體審查皆不影響參與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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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式樣申請案；  

4. 再發證申請案；  

5. 進入復審程序申請案。  

(三 ) PPH 計劃之請求書應檢附之文件  

1. 有關可允許 /可准專利之請求項的審定書副本 6：若

該 審 定 書 副 本 可 由 OFF 的 檔 案 存 取 系 統 取 得 (Dossier 

Access System)，則申請人可請求OSF自行取得。若該副

本無法從檔案存取系統取得，申請人將會被告知此事實並

會被要求提供必要文件。  

當美國專利局及英國專利局作為 OSF 時，會要求英文

以外的 OFF 申請案提供英文譯本，其他非英語系國家的專

利局作為 OSF 時，則可選擇提供該國官方語言之譯本或英

文譯本。  

OFF 申請案為歐洲專利申請時，可提供正面的擴大歐

洲檢索報告 (Extended European Search Report, EESR)。  

2. 可允許 /可准專利的請求項副本 7：若該請求項副本

可由OFF的檔案存取系統取得，則申請人可請求OSF自行

取得該副本。若該副本無法從檔案存取系統取得，申請人

將會被告知此事實並會被要求提供必要文件。  

各國專利局要求請求項的翻譯規定與要求審定書副本

翻譯的規定一樣。  

3. 審定書中所舉出的引證前案副本：如果引證前案為

專利文獻，OSF 通常可自行取得該文件，故申請人無須再

提交。當 OSF 無法取得該專利文獻，申請人將會被告知此

────────────────────────────────────── 
6 當新加坡專利局作為 OSF 時，得以經認證的美國專利取代之，如適用。 
7 當新加坡專利局作為 OSF 時，得以經認證的美國專利取代之，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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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並會被要求提供必要文件。非專利文獻則必須提交。  

a. 美國專利局作為 OSF 時，申請人必須另外提交一

份 IDS，其中列出所有 OFF 審查委員於審定書中舉出的引

證前案。  

b. OFF 申請案為歐洲專利申請時，可提供正面的

EESR 所舉出的引證前案。  

4. 請求項對應表 (Claims Correspondence Table)：每

個請求參與 PPH 計劃的 OSF 申請案的請求項皆須充分對

應到，或進行修正以充分對應到，OFF 申請中之可允許 /可

准專利的請求項。除了因翻譯與請求項格式要求所造成之

差異外，當請求項具有相同或相似之範圍，將會被認定為

充分對應。申請人須將此整理成請求項對應表並說明 OSF

申請案中的所有請求項是如何對應到 OFF 申請案中的可允

許 /可准專利之請求項。當請求項是依照原文翻譯時，申請

人可註明「請求項為相同」即可。當請求項非依照原文翻

譯時，則必須將每一請求項修改成有充分對應到。  

若申請人於請求參與 PPH 試行辦法前，已提交上述 1

、2 及 3 項所指定的文件，則申請人無須重複提交，而僅

須於該請求中提及何時已向 OSF 提交上述文件即可。  

(四 ) PPH 計劃的審查程序  

當 OSF 申請案獲准參與 PPH 計劃並取得特別資格時

，OSF 審查委員便會在審查其他類別的申請案前優先審查

該申請案。  

任何於參與 PPH 計劃後進行修正或增加請求項者，皆

須充分對應到 OFF 申請案中一項或多項可允許 /可准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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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請求項。申請人亦須隨著修正本附上請求項對應表。若

所修正或新增之請求項無法充分對應 OFF 申請案中之可允

許 /可准專利之請求項，該修正將不被受理並且會視為無回

應之回覆 (Non-Responsive Reply)。申請人在參與 PPH 計

劃後，亦須持續提交每個 OFF 申請案之所有審定書副本，

特別是當 OFF 可能廢棄先前可准予專利之見解時。  

 
三、PPH 計劃之成果  

自 2006 年開始實施 PPH 試行辦法，美國專利局便開

始收集成果。根據美國專利局的統計，PPH 計劃特別有利

於特定技術領域，而整體來說，申請案在該計劃下的核准

率高達 94%，這是一般申請案核准率的二倍以上。此外，

一般美國申請案在核准或放棄之前平均會收到 3.2 至 3.4

份審定書，但參與 PPH 計劃的申請案平均只須發出 1.7 份

審定書即可作出決議。換言之，在 PPH 計劃下，申請人可

加倍核准的機率並減少一半與美國專利局互動的次數。這

是除了能在美國專利局取得優先審查利益之外的另一項參

與 PPH 的好處。  

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美國專利局一共接獲 980

件參與 PPH 的請求，其中 72%是來自電腦與電子技術中

心。美國專利局未統計參與 PPH 申請人的身份，但估計多

數申請人為大公司。  

 

 
四、PPH 計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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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申請人  

PPH 計劃的最大好處即是能幫助申請人在最短的時間

內於其他國家的專利局取得對應申請案的專利。對於生產

快速流動消費性商品的產業，PPH 計劃更是有實質的利益

。此外，有些代理人認為若能在他國專利局先提出申請，

反而能加快該申請案在本國申請的審查時間。例如，美國

申請人若先向英國專利局提出申請，再向美國專利局提出

參與 PPH 計劃，則可加速該美國專利申請之審查，如此能

避開美國專利局日益增加的積案。  

值得注意的是，參與 PPH 計劃僅是讓申請案優先審查

，但不意味著能讓申請案更容易在 OSF 獲得核准，所以申

請人會冒著 OFF 所准予的請求項在 OSF 卻無法取得專利

的風險。約有 6%參與 PPH 計劃的美國申請案就因此無法

取得專利權。  

在其他方面，根據負責英國專利局之 PPH 計劃的審查

委員表示，最初與日本專利局及美國專利局啟用 PPH 試行

辦法的 7 到 9 個月間，僅收到數十件的請求，而其中申請

人大多數是請求參與美國專利局與英國專利局間的 PPH 試

行辦法，而非日本專利局與英國專利局間的 PPH 試行辦法

。造成此現象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來自語言障礙的關係。

此外，日本申請人若欲在歐洲的國家取得專利保護，較常

會向歐洲專利局提出申請，而不會個別向歐洲的國家專利

局提出申請，目前還無法看出 PPH 計劃未來是否會影響此

趨勢。  

(二 ) 專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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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PPH 計劃相當有利於申請人，但此計劃主要目的

是降低審查委員的工作量並改善審查品質，故似乎受惠最

多的還是合作參與此計劃的專利局。根據美國專利局局長

表示，局對局的合作是管理工作量的基礎，並且能有助於

協調各國的專利制度，而在過程中又能透過分享對方的審

查結果以取得更有效率及更高品質的專利。  

然而，不是所有的專利局都如此樂觀，其中歐洲專利

局對 PPH 計劃仍持謹慎態度，主要原因是歐洲專利局的申

請程序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專利局。例如，提出歐洲專利申

請案，申請人大約 6 個月之內即可取得一份檢索報告及書

面意見。在美國，則須 26 個月左右才發出第一次審定書

，日本甚至更久。因此，歐洲專利局認為提供檢索報告及

書面意見已足夠使其申請案符合參與 PPH 計劃的條件。此

外，歐洲專利局加入 PPH 計劃的最大障礙在於，美國專利

局及日本專利局工作量龐大，致使歐洲專利局難以及時利

用其他兩局的審查結果。  

但歐洲專利局局長仍表明，歐洲專利局應在三邊局中

討論如何面對大量積案和較長審查期之問題扮演更重要的

角色，故該局將會重新加入三邊局的合作計劃。目前除了

與美國專利局簽訂 PPH 試行辦法，歐洲專利局亦考慮將來

與日本專利局合作。  

(三 ) WIPO 

根據《Future of the PCT》報告，WIPO 認為 PPH 計

劃將威脅到 PCT 制度。WIPO 的目標是將全球跨國的專利

在 PCT 的框架下進行，甚至在 PCT 的制度下，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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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的專利局，從全球的專利局選出幾位審查委員來評

估專利性，所獲准的專利將在所有的 PCT 會員國取得保護

。  

然而，PPH 計劃的重點在於依賴雙邊國家對申請案處

理的結果，此概念不符合 WIPO 所希望達到全球性的目標

。反而，由於申請案須先在 OFF 取得核准，故申請人是利

用 PCT 的 30 個月的優先權期間來延遲 OSF 申請案的進

度。此外，PPH 計劃不考慮 PCT 的檢索結果，如此不僅

是浪費 PCT 的資源，也影響到 PCT 審查報告作為高品質

審查的觀念。  

不過 WIPO 仍同意 PPH 計劃能有效實踐局與局之間

分享工作的概念。隨著 PPH 計劃的擴展，合作專利局也能

看到對方的審查過程並學著去信任對方所作的結果。  

 
五、三邊局啟動檢索共享「三邊 (Triway)」試行辦法  

歐洲專利局、日本專利局與美國專利局三局於 2008

年 7 月 28 日啟動了共享檢索的 Triway 試行辦法，並擬定

於 2009 年 7 月 28 日或美國專利局作為第一申請局受理

100 件申請時結束，以先到期者為準。  

在 Triway 框架中，第二申請局和第三申請局將利用第

一申請局的檢索結果，以減少每個專利局的檢索和審查的

重複工作，且申請人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收到每個專利局

的檢索和審查結果，進而同時考慮每個專利局的審查結果

以進行後續審查，例如修改申請專利範圍。同時，此試行

辦法將能檢驗這種框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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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速審查申請案策略性處理 (SHARE)」  

除了合作 PPH 計劃之外，美國專利局也自 2009 年 9

月 1 日起與韓國專利局實施 SHARE 試行辦法，即一發明

同時向美國專利局及韓國專利局提出申請時，第二申請局

便能利用第一申請局的審查資料進行相對應申請案的審查

。  

在此計劃下，審查委員會利用網路提供對方各種重要

資料，如先前技術、檢索策略、審查結果及審查技術。此

資料將有助於增進國際合作，同時提升審查品質並減少積

案。申請人也能在二國取得更可靠的專利。  

某種程度上，SHARE 計劃與 PPH 計劃類似，兩者皆

是透過國與國互相合作進行專利的審查。然而，不同於

PPH 計劃，SHARE 計劃不需要申請人提出請求即可進行

，且最先申請局的申請案有無取得專利不影響參與資格。  

美國與韓國之間的 SHARE 計劃將先針對燃料電池及

半導體製造技術領域的申請案試行一年，之後再漸漸擴展

至其他技術領域的申請案。  

 
七、我國之「發明專利加速審查作業方案」  

我國雖沒有與其他國家簽訂雙邊專利審查高速公路計

劃，但為加速審理目前日益增加的發明專利申請案，亦於

2009 年 1 月 1 日起開實施為期 1 年的「發明專利加速審

查作業方案」。此試行辦法是參採上述國外專利審查高速公

路制度的精神，使申請人能主動提供申請專利範圍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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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等，供審查委員加速審查。  

申請人若欲請求發明專利案加速審查，不須額外負擔

費用，惟該發明專利申請案必須是在外國之對應申請案已

經由外國專利審查而核准者。此外，此試行辦法不限制特

定國別或區域之專利局，故台商於中國大陸之對應申請案

也可以據以請求加速審查。原則上，智慧局將會在申請人

提出相關文件齊備後 6 個月內發出審查結果通知。  

 
八、結語  

在全球專利申請案數量不斷增加的趨勢下，PPH 計劃

的推行不啻為各國專利局之加速審查程序與減少工作負擔

的目標踏出一步，而我國智慧財產局亦針對發明專利初審

申請案訂定發明專利加速審查作業方案，試行採認外國專

利檢索報告及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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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專利申請程序 
劉又安   

一、韓國專利申請須知  

(一 ) 歷史背景  

韓國專利局最早在 1949 年設立於工商部，負責所有

發明、新型、工業設計以及商標項目。韓國 1961 年施行

專利法、新型法及新式樣法。1977 年專利局獨立成為專利

行 政 局 並 且 更 名 為 韓 國 工 業 財 產 局 (Korean Industrial 

Property Office)，2000 年又再度更名為韓國智慧財產局

(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為了能提升韓國工

業財產權制度，KIPO 歷年來作了許多調整，使其能成功

地吻合變動中之國際趨勢及標準。2006 年 5 月 1 日，

KIPO 改制成自負盈虧的企業性組織。  

(二 ) 韓國所屬之國際組織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 Strasbourg 

Agreement(關於國際分類 )、Budapest Treaty(關於微生物

) 、 Convention Establishing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TRIPS Agreement、Patent Law 

Treaty 以及 Substantive Patent Law Treaty。  

(三 ) 韓國專利種類  

1. 發明︰使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構想創作中具高階創作

者。審查制度為實審制。發明的專利年限為自申請日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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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關製藥的發明則可延長保護至 25 年 1。年費須於接

獲核准通知書時繳交第 1 年至第 3 年的年費，之後則是逐

年繳交，如逾期 3 個月未繳交年費，專利權人須於原期限

屆滿起 6 個月內補繳，但除原年費金額外，還須繳交滯納

金。若逾 6 個月補繳期仍未繳納年費及滯納金，該專利權

即告消滅，但自 6 個月補繳期限屆滿日起 3 個月繳納 3 倍

之正常年費金額，該專利權即可恢復。  

2. 新型：使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構想的創作，其主題須

與物品之形狀或結構或物品之組合相關。在現行的制度下

，新型的審查制度為實審制，但 1999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9 月 30 日所提出的新型申請採註冊制 2。新型的專利年

限是自申請日起 10 年。年費須於接獲核准通知書時繳交

第 1 年至第 3 年的年費，之後則是逐年繳交，如逾期 3 個

月未繳交年費，專利權人須於原期限屆滿起 6 個月內補繳

，但除原年費金額外，還須繳交滯納金。若逾 6 個月補繳

期仍未繳納年費及滯納金，該專利權即告消滅，但自 6 個

月補繳期限屆滿日起 3 個月繳納 3 倍之正常年費金額，該

專利權即可恢復。  

3. 新式樣：物品之結構、花紋或色彩或其組合於視覺

上具美感之創作。審查制度為實審制，但新式樣法在 1998

年 導 入 一 非 審 查 制 ， 使 歸 類 為 國 內 商 品 類 別 (National 

Goods Classes)之商品可以無須經實體審查而獲准註冊。

────────────────────────────────────── 
1 若審查時間超過 4 年或自提出實體審查請求之日超過 3 年，則申請人能因 KIPO 審查所延遲的時間請

求予以延長其專利年限。 
2 自 1999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9 月 30，KIPO 為縮短發明申請案的審查時間，而導入了新型的註冊制

。然而，由於未經實體審查的新型申請案出現了許多問題，且發明申請案之平均審查時間已從 1999 年

的 3 年縮短為 10 至 12 個月，故 KIPO 於 2006 年再度修法，恢復新型原先的實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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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商品大都屬於生命週期較短且流行性較強的產品，包

括加工食品、餐飾、衣物、被單、毛毯、窗簾、辦公紙、

列印物品、包裝紙、包裝容器以及布料。與一般新式樣不

同的是，非審查制的新式樣申請最多可含有 20 個或 20 個

以下的新式樣。新式樣的專利年限為自申請日起 15 年。

年費須於接獲核准通知書時繳交第 1 年至第 3 年的年費，

之後則是逐年繳交，如逾期 3 個月未繳交年費，專利權人

須於原期限屆滿起 6 個月內補繳，但除原年費金額外，還

須繳交滯納金。若逾 6 個月補繳期仍未繳納年費及滯納金

，該專利權即告消滅，但自 6 個月補繳期限屆滿日起 3 個

月繳納 3 倍之正常年費金額，該專利權即可恢復。  

(四 ) 專利要件  

1. 發明 /新型  

a. 新穎性 (Novelty)：一發明不得在提出申請前，於韓

國公開使用，或於韓國國內外的出版物公開。惟申請人在

其發明申請前以任何形式公開之日起 12 個月內提出申請

者，不影響其新穎性。然而，若該發明是在韓國國內外提

出申請而早期公開或核准公告者，由於申請人可以主張優

先權之方式提出申請，故此類型之公開不適用上述 12 個

月新穎性優惠期之規定。  

b. 進步性 (Inventive Step)：一發明提出申請時，其技

術層面不得為熟悉該技術領域的人所顯而易知的。  

c. 產業上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一發明如

可於任一產業中製造或使用，則符合產業上利用性之定義

，惟用於人體的內外科治療或診斷方法不屬於產業上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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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範圍，但此限制不適用於含有治療人體的物質或成分

的產品以及僅用於動物身上的發明。  

2.新式樣  

a. 新穎性 (Novelty)：一新式樣不得在提出申請前，於

韓國國內外公開使用或經由書面或其他方式公開。惟申請

人在新式樣申請前以任何形式公開之日起 6 個月內提出申

請者，不影響其新穎性。然而，若該新式樣是在韓國國內

外提出申請而早期公開或核准公告者，由於申請人可以主

張優先權之方式提出申請，故此類型之公開不適用上述 6

個月新穎性優惠期之規定。  

b. 獨創性 (Originality)：一新式樣不得在提出申請前

，與其他已公開使用或已知的新式樣相同或類似。此外，

一新式樣在申請前，不得為熟悉該技術領域的人依照已公

開使用或已知的新式樣輕易製造的創作。  

c. 產業上利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一新式樣

物品如可於任一產業中製造，則符合產業上利用性之定義

。  

(五 ) 不受專利保護之發明  

違反公共秩序、道德或有害大眾健康者皆不受發明、

新型及新式樣的保護，而新式樣另外規定下列之創作不得

註冊：  

1. 與國家或公共組織的旗子或勳章相同或近似者；  

2. 易與其他商品造成混淆者；  

3. 僅為確保物品之機能而不可或缺之形狀所構成之創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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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優先權  

韓國為巴黎公約及WTO會員國之一。申請人如已在其

他巴黎公約或WTO會員國申請專利，可於基礎案之申請日

起 12 個月內向韓國針對同一發明提出發明或新型申請，

新式樣則為 6 個月。主張優先權時，申請人須於申請之同

時提供基礎案之申請國、申請日及申請案號，並於申請日

起 4 個月內提供優先權證明文件 3。此外，申請人可於申

請日起 4 個月內對先前所陳報之優先權資料作更改或增加

主張其他優先權。  

 
二、韓國專利申請程序  

(一 ) 申請資格  

在韓國，任何發明人或其法律上之繼承人，不論法人

或自然人，皆可自行或委託韓國代理人向 KIPO 申請專利

。在韓國無住所或營業所的申請人則須透過韓國代理人提

出申請。  

(二 ) 專利申請所須文件  

1. 發明 /新型申請案  

a. 請求書：自從 KIPO 採用電子申請後，申請人須於

請求書中填入申請人代碼。若尚未取得申請人代碼，申請

人須提供給 KIPO 必要資料，如申請人及發明人的名稱、

地址以及國籍等等，以取得該申請人代碼。  

b. 委任狀：此文件無須公簽證並且可於 KIPO 發函通

────────────────────────────────────── 
3 KIPO 與 USPTO、JPO 及 EPO 合作交換優先權證明文件電子檔，故當基礎案為美國、日本或歐洲專

利，申請人無須再提供優先權證明文件。值得注意的是，若基礎案為美國申請案，該美國申請案必須

提出國外申請許可(Foreign Filing License)並且(1)申請人提出適當的書面授權給 KIPO 擷取申請案，或

(2)該美國申請案已公開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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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補文件的 1 個月內提供。申請人亦可選擇提供總委任狀

。  

c. 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必要圖式、摘要：說明書

須提供清楚且詳細的敘述，使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

者能容易實施該發明。說明書以書面提出申請時，頁數以

20 頁為準，每超出一頁須加收超頁費。  

申請專利範圍可於申請日起 18 個月內或是於 KIPO 發

出請求實體審查通知書的 3 個月內提供，以較早者為準。

申請專利範圍以 3 項請求項為準，每超出一項須加收超項

費。  

d. 申請費：若申請人為自然人或 KIPO 所承認之中小

企業，申請人便可享有 70%的規費減免。  

e. 其他：  

i. 有關微生物的發明須將該微生物的培養菌最遲於申

請日當日寄存於寄存機構。  

ii. 氨基酸或核甘酸序列表須以電子檔提供。  

2.新式樣申請案  

a. 請求書：自從 KIPO 採用電子申請後，申請人須於

請求書中填入申請人代碼。若尚未有申請人代碼，則須先

向 KIPO 提供必要資料，如申請人及發明人的名稱、地址

、國籍，以取得此代碼。  

b. 委任狀：此文件無須公簽證並且可於 KIPO 發函通

知補文件的 1 個月內提供。申請人亦可選擇提供總委任狀

。  

c. 圖式：圖式應提供各視面圖，必要時亦可提供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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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當該新式樣的物品為平面時，可只提供俯視圖及仰視

圖。此外，圖式得以照片、模型或樣品取代。  

d. 圖說  

e. 申請費：若申請人為自然人或 KIPO 所承認之中小

企業，申請人便可享有 70%的規費減免。  

(三 ) 發明及新型申請  

發明或新型申請提出後，KIPO 會檢視該申請案有無

符合取得申請日的資格。若有下列情形之一，KIPO 將不

會給予申請日，而是將申請案退還給申請人，該申請案將

視為從未提出：  

1. 未清楚載明案件性質；  

2. 未清楚載明申請人；  

3. 未以韓文撰寫；  

4. 申請案未附上說明書 (包含發明之詳細說明 )或新型

之必要圖式；或  

5. 申請人在韓國無住所或營業所且未委託韓國代理人

辦理申請案。  

一旦申請案符合取得申請日的條件後，KIPO 便會進

行形式審查，以檢視該申請案是否齊備。若有文件或資料

缺漏，如委任狀或代表人之名稱，KIPO 會寄發補正通知

書，要求申請人在期限內提供所缺漏的項目。通過審查後

，該申請案會於申請日或優先權日起 18 個月公開。  

一專利申請案僅有在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提出請求後

才會進行實體審查。發明申請之實體審查請求須於申請日

起 5 年內提出，新型申請則為 3 年。若未於此期間內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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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該申請案將被視為撤回。一旦提出實體審查請求後

，便不得撤回，而該申請案會依照所提出實體審查的順序

等待進入實體審查程序，但必要時，申請人可請求加速或

延遲進入實審程序 4。  

經審查後，審查委員會針對申請專利範圍中所有可能

造成核駁的請求項寄發審查意見通知書，並給予申請人 4

個月的期限提出答辯，此期限可在提出請求並附上適當的

理由下延長 5。申請人可隨答辯提出說明書或申請專利範

圍的修正。提出答辯後，審查委員若仍認為未能克服核駁

理由，便會寄發最終核駁通知書。申請人如不服審查結果

，可於接獲最終核駁理由通知書之日起 30 日內向智慧財

產法院 (Industrial Property Tribunal)提訴願。  

在舊法下，申請人可於訴願之同時附上說明書或圖式

的修正，如此該申請案便會在審判前再交由原審查委員進

行審查。然而，若申請人只希望進行復審，則在不必要的

情況下提出訴願會造成申請人的不便，特別是當只有一部

分的請求項被核駁。因此，韓國於 2009 年 1 月 20 日所頒

布的專利法修正案中新增復審制度的規定，即申請人若希

望審查委員重新審查該申請案，可改提出復審請求並一併

附上說明書或圖式的修正，儘管沒有針對審查委員的最終

────────────────────────────────────── 
4. KIPO 自 2008 年 10 月 1 日開始實施「客製化三軌專利審查制度(Customer-tailored Three Track 

Patent Examination System)」。在此制度下，申請人可依其實際需求選擇一般審查、快速審查及延遲審

查。 
一般審查－適用一般申請案，自提出實審請求之日起 16 個月內取得審查意見通知書。 
加速審查－須提出請願，自提出請願之日起 2 至 3 個月內取得審查意見通知書。 
延遲審查－須提請願並指定實審日期，此日期可為提出實審請求之日起 18 個月至申請日起 5 年(新型為

3 年)的任一時間點，自指定日期起 3 個月內取得審查意見通知書。  
5 若延長答辯期限的請求是於答辯期間內提出，該請求將會立即准予。若未於答辯期間內提出，審查委

員將會考慮該延長答辯之理由，以決定是否准予該延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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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駁通知書提出訴願。此規定將適用於所有自 2009 年 7

月 1 日起提申之申請案。提出復審請求後，該申請案之最

終核駁通知書將被撤回，而該申請案將重新進行審查以檢

視申請人有無克服核駁事項。  

當審查委員未找到任何核駁理由，或認為申請人所提

出的答辯克服核駁理由時，便會寄發核准通知書，而申請

人須於接獲此通知書的 3 個月內繳交第 1 年至第 3 年的年

費作為領證費。待申請人繳交領證費後，KIPO將會公告該

申請案，而任何人可自公告日起 3 個月內針對發明專利提

出無效審判請求 6，超過 3 個月則是僅有利害關係人或審

查委員能提出。經審查後，無論結果是撤銷專利權或維持

專利權之有效，不服該判決者皆可提出上訴。  

(四 ) 新式樣申請  

1. 實審制  

新式樣申請提出後，KIPO 會檢視該申請案有無符合

取得申請日的資格。若有下列情形之一，KIPO 將不會給

予申請日，而是將申請案退還給申請人，該申請案將視為

從未提出：  

a. 未清楚載明案件性質；  

b. 未清楚載明申請人；  

c. 未以韓文撰寫；  
────────────────────────────────────── 
6 在 2007 年 7 月 1 日以前，當第三人對專利權提出質疑時，所能採取的程序分別為異議及無效審判制度

2 種： 
異議制度：任何人可於公告日起 6 個月內提出請求。經審查後，若決定撤銷專利權，專利權人可提出

訴願，但若維持專利權有效，異議人則無法再提出訴願。 
無效審判制度：只有利害關係人或審查委員可提出，無任何時間的限制。經審查後，無論結果是撤銷

專利權或維持專利權之有效，不服該判決者皆可提出上訴。 
由於異議及無效審判制度在執行上有重疊之處，故在現行法中，KIPO 將異議及無效審判制度結合為新

無效審判制度。 



台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338- 

d. 未附上圖式；  

e. 未敘述實施新式樣之物品；或  

f. 申請人在韓國無住所或營業所且未委託韓國代理人

辦理申請案。  

一旦申請案符合取得申請日的條件後，KIPO 便會進

行形式審查，以檢視該申請案是否齊備。若有文件或資料

缺漏，如委任狀或代表人之名稱，KIPO 會寄發補正通知

書，要求申請人在期限內提供所缺漏的項目。經審查後，

申請人可請求提早公開，惟已接獲核准通知書或最終核駁

通知書者，無法再提出此請求。  

新式樣申請案會自動依照申請案所提申的順序進入實

體審查的程序。一般來說，自申請日起 1 年左右便可完成

審查程序。必要時，申請人亦可請求加速審查。  

若審查委員發現核駁理由時，便會寄發初步核駁通知

書並給予申請人 4 個月的期限提出答辯，此期限可在提出

請求並附上適當的理由下延長。 7提出答辯後，審查委員若

仍認為未能克服核駁理由，便會寄發最終核駁通知書。申

請人接獲審查委員寄發的最終核駁通知書之日起 30 天內

可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訴願。  

當審查委員未找到任何核駁理由，或認為申請人所提

出的答辯克服核駁理由時，便會寄發核准通知書，而申請

人須於接獲此通知書的 3 個月內繳交第 1 年至第 3 年的年

費作為領證費。待申請人繳交領證費後，KIPO 將會公告

該申請案，但申請人可請求自註冊之日起 3 年內不公開其

────────────────────────────────────── 
7 若延長答辯期限的請求是於答辯期間內提出，該請求將會立即准予。若未於答辯期間內提出，審查委

員將會考慮該延長答辯之理由，以決定是否准予該延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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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自公告之日 3 個月內，任何人可提出無效審判請求

，超過 3 個月則是僅有利害關係人或審查委員能提出。  

2. 非實審制  

對於屬非實審制的新式樣申請，審查委員僅會進行形

式審查，以檢視該新式樣申請有無違反公共秩序、道德或

有害大眾健康。非實審制的形式審查過程與一般新式樣的

形式審查類似。若該申請案存在缺陷，KIPO 會寄發補正

通知書，要求申請人在期限內提供答辯或修正。一旦該新

式樣滿足了形式審查的條件，審查委員會直接寄發核准通

知書。  

待申請人繳交領證費後，KIPO 將會公告該申請案，

而任何人可自公告日起 3 個月內針對新式樣專利提出異議

請求。經審查後，若決定撤銷專利權，專利權人可向智慧

財產法院提出訴願，但若維持專利權有效，異議人則無法

再提出訴願。  

 
三、其他  

(一 ) 改請  

在不超過原新型申請案之範圍內，申請人可自接獲第

一次核駁通知書之日起 30 日內將原新型申請案改請為發

明申請案。改請後之發明申請案可保留原新型申請案之申

請日，而在改請成發明申請案確認的同時，原新型申請案

即被視為撤回。  

(二 ) 分割申請  

一發明如含有 2 個或 2 個以上之發明時，可在能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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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的時機點提出分割申請，即在該申請案取得專利前的

任何時間均可提出分割申請。但有下列情形者，則須符合

下列的期限：  

1. 於核駁通知書所規定之期限的任何時間；  

2. 於申請人因不服最終核駁通知書而提出訴願之日起

30 日內。  

除了上述期限之外，韓國專利法在 2009 年 1 月 20 日

所頒布的修正案中，另外新增可提出分割的時間點。2009

年 7 月 1 日當日或之後提申之申請案，若欲提出分割申請

，亦可於接獲最終核駁通知書之日起 30 日內提出分割申

請，無論母案是否已逾越可提出修正的時間點。  

(三 ) 復權  

若因不可抗拒之因素無法在 KIPO 所要求之期限內進

行修正或無法在期限內提出訴願而造成專利權喪失者，申

請人可在該因素消失後的 14 日內辦理恢復其專利權，惟

復權請求必須於該期限逾期 1 年內提出，否則將喪失請求

資格。  

申請人逾年費繳納期限，依規定仍有 6 個月之補繳期

限，但若因不可抗拒之因素，仍無法於補繳期限內繳納年

費而造成專利權喪失者，申請人可在因素消失後的 14 日

內辦理恢復其專利權，惟復權請求必須於逾補繳期限 6 個

月內提出，否則將喪失請求資格。  

(四 ) 讓渡  

依專利法規定，專利權之讓渡須向 KIPO 註冊方可產

生效力。申請讓渡時，須具備的文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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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讓與人簽屬之讓渡文件；  

2. 由雙方簽屬之委任狀；以及  

3. 讓與人之國籍或法人證明。  

(五 ) 授權  

專利權人可授權他人實施其專利。授權可分為專屬授

權或非專屬授權。專屬授權必須向 KIPO 註冊方可產生效

力。申請授權時，須具備的文件有：  

1. 由授權人簽屬之授權文件；  

2. 由雙方簽屬之委任狀；以及  

3. 授權人之國籍或法人證明。  

(六 ) 強制授權  

任何人可根據下列事項向 KIPO 請求作出強制授權的

裁決：  

1. 在沒有正當的理由下，專利權人連續 3 年沒有實施

該專利權；  

2. 在沒有正當的理由下，專利權人連續 3 年之實施未

達商業或工業規模，或未能滿足韓國國內需求；  

3. 為增進公益之非營利使用；  

4. 為矯正經司法或行政所用以判斷專利實施為不公平

之使用；或  

5. 為出口藥物至需要該藥物的國家。  

若授權人未適當實施專利權，KIPO 可依其職權或根

據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撤銷原裁定。  

(七 ) 申請專利範圍確認程序  

申請專利範圍確認程序是韓國獨有的制度。當一利害



台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342- 

關係人欲確認某一項產品或方法有無落入他人之專利保護

範圍中，可向智慧財產法院提出進入審判 (Trial)的請求。

雖然一般都是由利害關係人提出此請求，但專利權人本身

也可提出此請求，以確認該產品或方法是否遭第三人使用

。  

四、韓國 2009 年專利法修正  

韓國專利法在 2009 年 1 月 20 日所頒布的修正案中除

了新增復審制度以及新增可提出分割的時間點以外，還包

括以下修正重點：  

(一 ) 延長最終核駁通知書提出訴願之期限  

修正前：只有在韓國無住所或營業所的申請人才可請

求延長訴願期限。  

修正後：任何人皆有一次機會於核駁通知書發文日起

30 日內請求延長訴願期限，最多可延長 60 天。  

適用對象：自 2009 年 1 月 30 日提出訴願之申請案。  

(二 ) 申請專利範圍之修正  

修正前：針對最終核駁通知書提出修正時，刪減請求

項會被視為對申請專利範圍作出實質上的修正，故此類之

修正往往不被准予。  

此外，當一修正因加入新實質內容而遭核駁，申請人

也無法刪除新實質內容以恢復先前的申請專利範圍。  

修正後：若最終核駁通知書之核駁理由得以透過刪減

請求項克服，則不會視為申請專利範圍實質上的修正。  

此外，當一修正因加入新實質內容而遭核駁，申請人

可以刪除新實質內容以恢復先前的申請專利範圍。  



專利專論集〔七〕 

-343- 

適用對象：自 2009 年 7 月 1 日提出修正之申請案。  

(三 ) 審查委員依職權更正申請案  

修正前：說明書、圖式或摘要存在有明顯的形式缺陷

或缺漏時，審查委員須寄發補正通知書要求申請人作修正

。  

修正後：為了避免因寄發不必要的補正通知書而延誤

審查程序，若申請案是可被核准的，審查委員將可依職權

更正明顯的形式缺陷或缺漏，並會隨著核准通知書一併告

知其修正，若申請人不同意該修正，可針對該通知書提出

答辯，此時審查委員所作的修正將會無效。  

適用對象：2009 年 7 月 1 日以後發出核准通知書之

申請案。  

(四 ) 韓文作為 PCT 國際公開使用之語言  

修正前：進入韓國國家階段的 PCT 國際申請案會在韓

國另外公開，故有關請求補償權利金的期間是從該申請案

在韓國公開時起算。  

修正後：自 2009 年 1 月 1 日，韓文列為 PCT 國際公

開使用之語言，故當 PCT 國際申請案是以韓文公開時，進

入韓國國家階段時會視為同時公開，故有關請求補償權利

金的期間會從國際申請案公開時起算。  

適用對象：於 2009 年 1 月 1 日提申之 PCT 國際申請

案。  

(五 ) 逾期繳交年費之滯納金計算  

修正前：申請人未於應繳納年費之期間內繳費，得於

屆滿之日起 6 個月內補繳，但年費應按規定之年費加倍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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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  

修 正 後 ： 韓 國 經 濟 部 (Ministry of Knowledge 

Economy)規定，逾期繳交之年費應按照天數計算：1 個月

(20%)、2 至 3 個月 (50%)、4 至 6 個月 (100%)。  

適用對象：於 2009 年 7 月 1 日逾期繳交年費的申請

案。  

(六 ) KIPO 人員透露機密資料之懲處  

修正前：在申請過程中，若任何 KIPO 或智慧財產法

院的現任或前任官員違反保密之義務，則可處 2 年以下有

限徒刑或韓幣 3 百萬元的罰款。  

修正後：在申請過程中，若任何 KIPO 或智慧財產法

院的現任或前任官員違反保密之義務，則可處 5 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韓幣 5 千萬元的罰款。  

實施日期：2009 年 1 月 30 日。  

(七 ) 有關製藥發明請求延長專利權期限  

修正前：申請人能修正申請案以符合延長專利權期限

的資格，惟此修正須於審查委員寄發延長專利權註冊證明

文件提出。  

修正後：由於能修正申請案以符合延長專利權期限資

格的時間點相當有限，故此次修法規定，申請人能於接獲

核駁通知書後，隨其答辯一併附上修正。  

適用對象：於 2009 年 1 月 30 日後首件請求專利權期

限延長之申請案。  

(八 ) 申請人於訴願時提出修正  

新增：若兩造訴願中的專利權人或單造訴願的原告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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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訴願的請求，該修正不得改變請求訴願的意圖或目的

，但仍可對申請案作修正，以使得該訴願請求被受理。  

適用對象：於 2009 年 1 月 30 日後首件請求訴願之申

請案。  

(九 ) 第三人之閱覽  

新增：為了符合現行實務，此次修法規定第三人僅能

於專利申請案註冊後閱覽或影印。  

實施日期：2009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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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CFR 修法內容簡介及現況 
粘竺儒   

一、前言：  

2006 至 2007 年間美國專利局為提昇其審查品質，簡

化並加速其審查程序，特針對 37 CFR(美國專利法細則 )部

份法條進行修法，原預定於 2007 年 11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

實 施 1 ， 但 在 公 佈 後 即 遭 到 Smithkline Beecham 

Corporation向美國維吉尼亞東區聯邦地方法院 (以下簡稱

為地方法院 )提出訴訟並請求發出暫時禁制令，而於實施前

夕由地方法院發出暫時禁制令，停止該法案的正式實行，

並且地方法院於 2008 年 4 月 1 日的判決 2中判定此次修法

超出美國專利局的職權，若欲進行該項修法必須取得國會

的授權才得以施行，所以該項修法被判定為無效並永久禁

止實施，對此美國專利局向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提

出上訴，而CAFC於 2009 年 3 月 20 日作出判決 3，裁定

部份修法被認定為無效確定，但部份仍發還地方法院重新

審理。  

因此，本文特針對美國專利局 2007 年當時對專利法

細則的修法內容及本案被 CAFC 發回的理由作一簡單的說

────────────────────────────────────── 
1 該修正係於 2007 年 8 月 21 日公佈 

,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com/sol/og/2007/week37/patchng.htm 
2 Tafas and Smithkline Beecham v. Dudas, 1:07cv846(JCC), April 1, 2008 
3 Triantafyllos Tafas, et al., v. John Doll, et al., Fed. Circ. No. 2008-1352, March 2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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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以作為日後觀察美國修法方向發展的基礎。  

 
二、當時擬修法的內容：  

美國專利局當年對專利法細則所發佈的修法大體包含

：  

1.在不需提交任何理由的情況下 4，僅允許申請人在提

出一申請案後提交兩次後續申請案 5；  

2.僅允許申請人在一個申請案家族 (包含母案及兩後續

申請案 )中提出一次請求續繼審查 (RCE)；以及  

3.當一申請案包含 5 項以上獨立請求項或總請求項數

超過 25 項時 (5/25 請求項門檻，5/25 claim threshold)，

申請人必須提交一份支援審查文件 (Examination Support 

Document，ESD)6，其適用對象包含：  

(1).所有 2007 年 11 月 1 日當天或之後提申的申請案

或再發證案 (Reissue)；以及  

(2).所有 2007 年 11 月 1 日以前提申但尚未收到第一

次官方通知書的申請案。  

但復審 (Reexamination)程序則不適用此一新修法內容

。  

另外，當一非暫時申請案尚未核准前，具有其他共同

申請案或專利案 (Commonly owned Application)時，申請

────────────────────────────────────── 
4 Final rule 78 and 114, 即修正後 CFR1.78 及 1.114 節之內容,一般簡稱“2+1 Rule”. Final rule 78 and 

114 permit an applicant as a matter of right to file two continuation or continuation-in-part 
applications, plus a single RCE, after an initial application. 

5 本文所稱之後續申請案包含 continuation application 及 continuation-in-part application 
6 Final rule 75 and 265,即修正後 CFR1.75 及 1.265 節之內容,一般簡稱 the “5/25 Rule”. Final rule 75 

permits an applicant to present a total of five independent claims or twenty-five total claims for 
examination without providing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ose claims. Final rule 265 provides the 
requirements of what an E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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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須主動將該其他共同申請案或專利案的案號，以獨立

的文件呈報，而所謂共同申請案係指：  

1.該其他共同申請案或專利案之申請日與該非暫時申

請案之申請日相同或相差兩個月以內；  

2.該其他共同申請案或專利案與該非暫時申請案具有

至少一個相同的發明人；以及  

3.該其他共同申請案或專利案與該非暫時申請案由同

一人所共有、或讓渡給同一人。  

申請人應在下列期限最晚到期者呈報該其他共同申請

案或專利案的案號：  

1.在該非暫時申請案依據 35 U.S.C. 111(a)規定向美

國專利局提申之日起 4 個月內；  

2.在該非暫時申請案依據 35 U.S.C. 371(b)和 (f)規定

進入美國國家階段之日起 4 個月內；或  

3.在該其他共同申請案之最初申請收據發出之日起 2

個月內。  

倘若申請人不慎未及時於前述的期限內呈報該其他共

同申請案或專利案的案號，則申請人應當儘快呈報以補救

之，美國專利局強烈建議申請人及專利代理人必須遵守上

述規定而誠實呈報，故美國專利局針對一再違反上述規定

之代理人，將會送交註冊懲戒辦公室 (Office of Enrollment 

and Discipline)進行適當處置。  

又，當計算一非暫時申請案的請求項是否符合 5/25 請

求項門檻時，除由該申請案本身的請求項項數進行計算外

，若其他相關申請案或專利案亦具有與該申請案之請求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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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可 專 利 性 不 具 有 區 別 的 請 求 項 (Patentably Indistinct 

Claims)時，則其他相關申請案的可專利性不具有區別的請

求 項 須 一 併 計 算 ， 並 且 可 能 會 因 重 覆 專 利 (double 

patenting)遭到核駁，其中當一非暫時申請案與其他相關申

請案或專利案完全符合以下條件時，審查委員將推定該非

暫時申請案與該其他相關申請案或專利案具有至少一可專

利性不具有區別的請求項：  

1.該相關申請案或專利案之申請日或優先權日與該非

暫時申請案之申請日或優先權日相同；  

2.該相關申請案或專利案與該非暫時申請案具有至少

一個相同的發明人；  

3.該相關申請案或專利案與該非暫時申請案由同一人

所共有或讓渡給同一人；以及  

4.該相關申請案或專利案與該非暫時申請案具有大體

上重疊的內容 (Substantial overlapping disclosure)。  

倘若上述推定成立時，申請人可採取以下行為加以克

服：  

1.倘若兩者之請求項在可專利性上係具有區別，則申

請人可提交一抗辯文以推翻上述假定；或  

2.倘若兩者之請求項在可專利性上係不具有區別，則

申請人可選擇提交一放棄聲明 (terminal disclaimer)以放棄

在該非暫時申請案中不當取得的部分專利權期間，且申請

人必須解釋為何必須要在兩個以上繫屬於審查中的申請案

內包含有在可專利性上不具有區別的請求項。  

且上述行為須於下列期限最晚到期者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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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該非暫時申請案依據 35 U.S.C. 111(a)規定向美

國專利局提申之日起 4 個月內；  

2.在該非暫時申請案依據 35 U.S.C. 371(b)和 (f)規定

進入美國國家階段之日起 4 個月內；  

3.在該等可專利性不具有區別的請求項提交時；或  

4.在該其他相關申請案之最初申請收據發出之日起 2

個月內。  

若當一申請案超過 5/25 請求項門檻時，申請人可在收

到第一次官方通知書之前進行以下任一動作：  

1. 提 交 一 份 支 援 審 查 文 件 (Examination Support 

Document，ESD)；  

2.倘若申請人認為該申請案中包含一個以上的發明，

則可提交一份建議限定要求書 (Suggested Requirements 

for Restriction，SRR)，並同時選取其中一發明以包含符

合 5/25 請求項門檻規定的請求項數；或  

3.修正申請專利範圍使其符合 5/25 請求項門檻。  

而若一申請案超過 5/25 請求項門檻而申請人未進行上

述動作，則審查委員將發出官方通知書通知申請人於兩個

月內 (不可延期 )進行以下任一動作：  

1.提交一份 ESD；或  

2.修正申請案以符合 5/25 請求項門檻。  

其中，ESD 必須包含：  

1.一份在審查前已先行檢索的聲明，該先行檢索聲明

中必須包含一聲明已完成符合 1.265(b)規定之檢索的聲明

書，並同時指出檢索的日期、檢索的美國專利分類及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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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及檢索的日期、檢索的資料庫、檢索邏輯等等，另外

，先行檢索的範圍必須包含 (1).美國專利及美國早期公開

案； (2).外國專利文件；及 (3).非專利文獻；  

2.針對每一請求項列出與其最相關的參考前案，應包

含一前案列表，除了美國專利及早期公開案以外，其餘文

件均須附上清楚的完整內容影本，而若該文件是非英語時

，需附上該文件的英文譯本；  

3.指出每一參考前案中所揭露之請求項限制條件；  

4.詳細解釋其可專利性，並明確說明為何每一獨立項

基於參考前案均具有其可專利性，同時申請人必須解釋為

何該等申請專利範圍基於該等參考前案係具有新穎性及非

顯而易見性；及  

5.證明其符合 35 U.S.C. 112 第一段的規定，其中：  

(1).申請人必須指出每一限制條件揭露在說明書中的

何處；  

(2).若該申請案有主張優先權，則亦必須指出母案何

處可支持每一限制條件；及  

(3).申請人必須指出每一手段功能用語 (means-plus-

function)相對應的結構等。  

而若有下列情形發生時申請人將需要提供修正或補充

ESD：  

1.當原本 ESD 或其先行檢索被認為是不充足的。  

2.當申請人所為之申請專利範圍修正本包含有原本

ESD 中未檢索之限制條件；或  

3.當申請人所提交之 IDS 中列舉的前案較原本 ESD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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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之前案更貼近所請求保護的發明。  

若美國專利局在審查時發現有上述情形時，將會通知

申請人於兩個月內 (不得延期 )遞交修正或補充 ESD 或重新

遞交申請專利範圍修正本。  

 
三、訴訟過程及判決理由  

在Smithkline Beecham Corporation向地方法院提起

訴 訟 時 ， 其 主 張 上 述 專 利 法 細 則 的 修 正 應 屬 於 實 質

(substantive)法條的制定，已超出了美國專利法 7賦予美國

專利局的職權，但美國專利局則主張對於專利法細則的修

法僅係規範專利申請時的相關事項，以簡化並加速專利申

請程序，並且所修正者僅關於程序 (procedural)相關法條的

制定，並未影響到可專利性的核心要件，如 101、102、

103 或 112 條等，所以符合其為專利法所授權的職權範圍

。  

針對申請人僅能提出兩件後續申請案部份，地方法院

認為，就 35 U.S.C. 120 本身及CCPA8之前的判例解釋，

35 U.S.C. 120 中並未限制申請人可據以提出後續申請案

的數量，而雖修正後的專利法細則並未完全禁止申請人提

出超出兩件的後續申請案，但在提出請願理由時，由於申

請人必須說明未能在先前程序中提出的理由，及超出兩件

────────────────────────────────────── 
7 35 USC 2(b) Specific Power -The Office- 
(2) may establish regulations,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e law, which- 
(A) shall govern the conduct of proceedings in the Office; 
(B) shall b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553 of title 5; 
(C) shall facilitate and expedite the process of patent application, particularly those which can be filed, 

stored, processed, searched, and retrieved electronically,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122 
8 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為 CAFC 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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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案的必要性，美國專利局顯然傾向會於大部份的情況

下否決超出兩件後續申請案的申請，因而造成了對後續申

請案數量的嚴格限制 (hard limit)，進而對申請人的權利造

成影響，故對於後續申請案數量限制的修法，係屬實質法

條的制定，不屬美國專利局的職權範圍。  

針對申請人僅可於一申請案家族中提出一件請求繼續

審查部份，地方法院認為，首先此一限制並非限制在單一

個別的申請案上，而是整個母案及兩個後續申請案的申請

案家族，但此顯然違反了 35 U.S.C. 132，美國專利局必

須 對 每 一 申 請 案 提 供 後 續 審 查 的 規 定 ， 其 次 ， 在 35 

U.S.C. 132(b) 所 述 的 “shall” 及 “at the request of the 

applicant”即表示申請人應可依其意願而提出不限次數的請

求繼續審查，所以此項細則的修法，已嚴重地改變了現存

的法條，並改變了申請人的權利，故亦屬於實質法條的制

定。  

最後針對 5/25 請求項門檻部份，地方法院認為，35 

U.S.C. 112 規定允許申請人在一個申請案中提出一個或超

過一個的請求項，且並未限制一個申請案請求項的數量，

申請人可依其需求提出任何所需數量的請求項，當然美國

專利局在審查中亦可對過度重覆的請求項加以核駁，但此

一 5/25 請求項門檻則對每一申請案可提出的請求項數量產

生了一個實質的限制，而且 ESD 將審查的責任由美國專利

局轉嫁到申請人身上，所以地方法院認為此亦為實質法條

的制定，因此認為上述專利法細則的修法已超出美國專利

局的職權，必須得到美國國會的授權方可施行，故該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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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定為無效。  

針對地方法院的判決，美國專利局向 CAFC 提出上訴

，主張地方法院在對於此項修正是否為實質或程序法條在

判定有上所錯誤，上述各項的修法應屬程序法條的制定，

係為 35 U.S.C. 2 所賦予美國專利局的職權範圍，故該地

院的判決應予駁回。  

而CAFC則在 2009 年 3 月 20 日所作出的判決中，首

先認同 35 U.S.C. 2 並未賦予美國專利局制定實質法條的

職權 9，因此此一判決的重點，即在於上述幾項的修正是

否屬於實質法條的制定亦或是程序法條的制定，若屬實質

法條的制定，則美國專利局並無此一職權，而若屬程序法

條的制定，則係屬於 35 U.S.C. 2 所賦予美國專利局的職

權，同時認為，改變申請人的權利與義務並非判斷是為屬

實質或程序修法的準則，CAFC最後判定上述各項修法應

屬程序法條的制定。  

其中較重要的是，關於 ESD 部份，CAFC 認為縱然要

求申請人在超出 5/25 請求項門檻時提出 ESD，但不表示

審查員即可不用進行審查的程序，審查員仍必須盡到對不

具可專利性的請求項提出自己的表見證據 (prima facie)的

義務，另針對不完整的 ESD 將會因不當行為而導致專利權

不可實施乙事，CAFC 認為，是否存在不當行為是屬法院

的認定，並不能因可能產生不當行為而排除美國專利局依

其職權發佈程序法條的權力。  

因此，CAFC 在判斷上述幾項修法是否合法時，是以

────────────────────────────────────── 
9 “We agree with the district court that §2(b)(2) does not vest the USPTO with any general substantive 

rulemaking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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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修法是否與現行專利法抵觸，來作為判斷標準。  

首先針對限制提出後續申請案數量乙事，CAFC 認為

此項修法確實與 35 U.S.C. 120 不一致，因 CAFC 認為凡

符合下列要件者，均可依 35 U.S.C. 120 取得較早申請日

的利益：  

1.一後續申請案所請求的發明必須已適當地揭露在較

早申請案中；  

2.後續申請案必須由較早申請案的發明人提出；  

3.後續申請案必須在較早申請案獲得專利、放棄或終

止程序前提出；以及  

4.後續申請案必須包含或修正以包含與較早申請案的

關係。  

因而，美國專利局對於後續申請案申請數量的限制，

是意圖對依 35 U.S.C. 120 取得較早申請日利益時附加額

外的要件，此與 35 U.S.C. 120 是不一致的，所以該項修

法應屬無效。  

其次，關於同一申請案家族僅能提出一件請求繼續審

查乙事，CAFC認為 35 U.S.C. 132 並未明確指出該法條是

適用於每一個單一個別申請案，所以認為該項規則亦可被

運用在一個申請案家族上，並且 35 U.S.C. 132 亦未明確

地指出申請人可提出不限次數的請求繼續審查，反而 35 

U.S.C. 132(b) 10規定美國專利局可制定相關規則來規範申

請人提出請求繼續審查的相關程序，因而CAFC認為此項

細則的修法並未與現行 35 U.S.C. 132 相抵觸。  
────────────────────────────────────── 
10 The Director shall prescribe regulations to provide for the continued examination of applications for 

patent at the request of th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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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關於 5/25 請求項門檻與 ESD 乙事，CAFC 認

為要求提出 ESD 並非用以限制申請人所能提出的請求項數

量，所以認為並未違反 35 U.S.C. 112 的規定，並且，美

國專利局有權要求申請人在審查過程中，提出在審查時必

要的相關資訊給美國專利局，所以 CAFC 認為根本沒有合

理的理由禁止美國專利局要求申請人提供必要的資訊，同

時，CAFC 認為要求提供 ESD 並非將專利審查的責任轉嫁

到申請人身上，且 ESD 亦未要求申請人對請求項的可專利

性提供表見證據，縱然此項規則要求申請人對先前技術進

行檢索，以及對於他的發明提出可專利性的意見，但並未

改變專利審查的標準，審查員並不能僅僅因申請人未檢索

出最相關的參考前案，或因認為申請人對先前技術的觀點

不具說服力，便核駁該申請案，審查員仍必須依專利法的

相關規定進行專利案的審查，並盡到提供請求項不具可專

利性的表見證據的責任，因此，CAFC 判定此項修法並未

與現行專利法相抵觸。  

因此，關於限制申請人僅能提出兩件後續申請案的修

法被 CAFC 確定無效，但對於申請人可提出請求繼續審查

次數及 5/25 請求項門檻與 ESD 兩項修法，CAFC 則發回

地院重新審理。  

 
四、小結  

對於上述美國專利局當時對於專利法細則的幾項修法

，其中以 5/25 請求項門檻與 ESD 所造成的衝擊為最大，

此項規則不僅可能會令大部份申請人將單一申請案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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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主動限制在 5/25 請求項的範圍內，以避免提出 ESD 的

可能，另外，製作出符合美國專利局要求的 ESD，也是對

申請人及專利從業人員相當大的挑戰；同時，在 CAFC 的

判決中亦未排除提供不完整的 ESD 是否有不當行為的可能

性，如此更會造成製作 ESD 時實質與心理層面上的多重壓

力，再加上檢索所需花費的時間及金錢，雖 CAFC 認為要

求提供 ESD 並非對一申請案之請求項造成絕對的限制，但

「實質」上的限制相信必然會產生。  

另外，關於請求繼續審查次數限制乙事，筆者認為其

影響的層面並非不如 5/25 請求項門檻與 ESD 來得大，將

請求繼續審查的次數限制在每一個專利申請案家族中只能

提出一次，是對於申請人獲得專利權可能性的實質限縮，

在一般合理的狀況下，母案及相關的後續申請案之請求項

在可專利性上應具有區別性，因為若彼此在可專利性上不

具區別性，現行即可依重覆專利來加以核駁或限制，同時

大部份的申請人應以獲得專利權保護為主要目的，無限期

延長專利獲准時間，並不是大部份申請人的期待與目的，

所以，實不必要以限制提出請求繼續審查次數的方式，來

限制申請人對每一申請案爭取獲得專利權的權利。  

再則，筆者所不解的是，CAFC 認為對後續申請案提

出次數的限制與 35 U.S.C. 120 相抵觸而無效的理由，是

該項修法意圖加入另一額外的要件，但若以相同理由或邏

輯，對於提出請求繼續審查次數限制的修法，亦何嘗不是

對提出請求繼續審查加入另一額外的要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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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後記  

此議題最新發展是，美國專利局局長於 2009 年 9 月

簽署了新的最終細則撤回修改提案，且美國專利局將會提

出請求駁回並撤銷地方法院的判決。因此，上述CFR修法

的「爭議」應已告一段落，也確定美國專利局不會按原本

計劃的修法內容實施，對於申請人方面應可暫時鬆了一口

氣。然而，上述的修法內容仍對未來美國專利局的修法方

向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尤其是目前有許多國家或地區的修

法方向，均朝向利用繳交額外規費、加強並嚴格實施單一

性認定等方式 11，來限制一個申請案中請求項之數量，或

單一申請案所能界定的發明數量等，來減輕審查員審查上

的負擔，並縮短審查的時程，相信日後美國專利局仍可能

會提出其他方案，來達到其所欲的提昇其審查品質，簡化

並加速其審查程序之目的，因此，在 2007 年美國專利局

所提出的CFR修法內容，及上述CAFC的主張，仍然值得

觀察與注意。  

────────────────────────────────────── 
11 如 EPC 現行提高超項規費，總項次超出 15 項後，每超出一項加收 200 歐元，若超出 50 項，每超出

一項加收 500 歐元，說明書超出 35 頁，每頁加收 12 歐元(以上 2008 年 4 月 1 日起適用)，另規定提

出分割案的時機，由現行的在取得專利權之前無時間限制，修改為自發出首次審查意見書之日起 2 年

內(自願性)或自發出有關缺乏單一性的審查意見書之日起 2 年內(強制性)，並嚴格限制每一發明類別除

特定情況下只能具備一個獨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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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專利資訊揭露聲明(IDS)之實務探討 
賴健桓   

一、前言  

在美國專利申請案的申請實務之中，美國專利資訊揭

露聲明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IDS)係申請人

所需負擔之義務，申請人所提出的 IDS 是否完整周全，往

往決定一專利案是否有瑕疵，而會在日後侵權訴訟之中被

對手作為專利無效之理由。目前實務上申請人所提出的

IDS 程序不在少數，惟針對非英語系國家專利局之檢索報

告 /審定書以及其所載之引證案來提出 IDS 程序的實務，仍

有諸多細節並未完全統一，亦未有確切訂立此實務各細節

的實施標準，因此，在辦理此類 IDS 程序時步調未必一致

。是以，筆者就美國專利法規以及相關實務透過研討以歸

納一套提申 IDS 的程序，以期未來提出美國申請案時，能

夠完善的提申 IDS，令美國申請案不會因為未正確處理

IDS 程序而產生瑕疵。  

 
二、CFR 1.56－揭露對專利性而言係為實質重要資訊之義

務 1：  

(a) 2 就本質而言，專利案與公眾利益息息相關。僅有

────────────────────────────────────── 
1 CFR 1.56 Duty to disclose information material to patentability.  
2 CFR 1.56(a) A patent by its very nature is affected with a public interest. The public interest is best 

served, and the most effective patent examination occurs when, at the time an application is being 
examined, the Office is aware of and evaluates the teachings of all information material to 
patentability. Each individual associated with the filing and prosecution of a patent application h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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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請案被審查當時，專利局已掌握所有對該申請案之專

利性有實質重要影響之資訊，方為最有效之專利審查，也

才能達到最佳的公眾利益。與專利申請案之提申或申請過

程有關之任何個體，皆須負起善意與坦白之義務，包括像

專利局揭露其所知之所有對專利性實質重要之資訊之義務

。對於任何尚在審查中之請求項皆負有資訊揭露之義務，

除非該請求項被刪除或取消，或是遭放棄。若該資訊對申

請案僅對一已被刪除或放棄之請求項之專利性而言為實質

重要之資訊，而其他尚在考量中之請求項之專利性而言不

具有實質重要性，則不需提交。簡言之，對任何請求項而

言非實質重要之資訊，則無揭露之義務。倘若專利局已引

用 所 有 對 專 利 性 而 言 實 質 重 要 之 資 訊 ， 或 是 按 照 CFR 

1.97(b)-(d)與 1.98 之規定提交該等資訊者，則被視為已盡

了資訊揭露之義務。然而，若有任何對專利局詐欺或意圖

詐欺之行為，亦或者所揭露之資訊不實、企圖誤導，則仍

無法核准該專利案。是以，專利局鼓勵申請人應詳細檢查

                                                                                                                                                           
duty of candor and good faith in dealing with the Office, which includes a duty to disclose to the Office 
all information known to that individual to be material to patentability as defined in this section. The 
duty to disclose information exists with respect to each pending claim until the claim is cancelled or 
withdrawn from consideration, or the application becomes abandoned. Information material to the 
patentability of a claim that is cancelled or withdrawn from consideration need not be submitted if the 
information is not material to the patentability of any claim remaining under consideration in the 
application. There is no duty to submit information which is not material to the patentability of any 
existing claim. The duty to disclose all information known to be material to patentability is deemed to 
be satisfied if all information known to be material to patentability of any claim issued in a patent was 
cited by the Office or submitted to the Office in the manner prescribed by §§ 1.97(b)-(d) and 1.98. 
However, no patent will be granted on an applic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which fraud on the Office was 
practiced or attempted or the duty of disclosure was violated through bad faith or intentional 
misconduct. The Office encourages applicants to carefully examine: (1) Prior art cited in search 
reports of a foreign patent office in a counterpart application, and (2) The closest information over 
which individuals associated with the filing or prosecution of a patent application believe any pending 
claim patentably defines, to make sure that any material information contained therein is disclosed to 
the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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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相關國外申請案之檢索報告中所引證之先前技

術；以及  

(2) 與該專利申請案之提申或申請過程相關個體（

參閱第 (c)節的定義）所認為 "據以定義與任何請求項專

利性之最接近資訊 "，以確認任何包含其中之實質重要資

訊已向專利局揭露。  

(b) 3 在本節中，若某資訊無法由紀錄中之資訊得到，

或無法由申請案中所紀錄之資訊累積加以獲得時，但卻有

符合以下條件時，則該資訊將被認為是實質重要的。  

(1) 該資訊本身或是與其他資訊結合可構成訴求一

請求項不專利性之表面證據案件；或者  

(2) 該資訊使得申請人於下列情況中，所持之論點

不符或不一致。  

(i) 對抗專利局指稱申請案不具專利性之爭辯；或  

(ii) 主張申請案具專利性之爭辯。  

在符合證據優勢、舉證責任標準、根據說明書內容解

釋最大之申請專利範圍之情形下，並於考量任何可被提交

來建立不具專利性之證據前，若該資訊可得出一請求項不

具專利性之結論時，即構成一不具專利性之表面證據案件

────────────────────────────────────── 
3 CFR 1.56(b) Under this section, information is material to patentability when it is not cumulative to 

information already of record or being made of record in the application, and (1) It establishes, by 
itself or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information, a prima facie case of unpatentability of a claim; or (2) It 
refutes, or is inconsistent with, a position the applicant takes in: (i) Opposing an argument of 
unpatentability relied on by the Office, or (ii) Asserting an argument of patentability. A prima facie case 
of unpatentability is established when the information compels a conclusion that a claim is 
unpatentable under the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burden-of-proof standard, giving each term in 
the claim its broadest reasonable construc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specification, and before any 
consideration is given to evidence which may be submitted in an attempt to establish a contrary 
conclusion of paten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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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4 本節中所指之與專利申請案或申請過程相關之個

體係指  

(1) 申請案中所具名之每一發明人；  

(2) 準備或參與申請過程之每一律師或代理人；  

(3) 實質上涉及申請案之準備或行政相關過程之人

，以及與發明人、受讓人或任何有責任指派該申請案者

。  

(d) 5 除律師、代理人或發明人外之個體，可依本節規

定向律師、代理人或發明人揭露資訊。  

(e) 6 在任何CIP申請案中，本節之揭露義務包括向專

利局揭露所知之對專利性而言具有如 (b)段中所界定之實質

重要性之資訊，其中，該資訊係在先前申請案申請日與

CIP之國家或PCT國際申請日日期之間可供獲得者。  

 
三、關於 CFR 1.56 之規定所衍生之實務問題：  

(一 ) 資訊揭露聲明中的資訊對於請求項之專利性必須

是實質重要的。因此，若國外專利局檢索出的引證案對於

專利申請案僅僅為技術相關（例如 EPO 檢索報告中的 A

────────────────────────────────────── 
4 CFR 1.56 (c) Individuals associated with the filing or prosecution of a patent application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is section are: (1) Each inventor named in the application; (2) Each attorney or agent 
who prepares or prosecutes the application; and (3) Every other person who is substantively involved 
in the preparation or prosecution of the application and who is associated with the inventor, with the 
assignee or with anyone to whom there is an obligation to assign the application. 

5 CFR 1.56 (d) Individuals other than the attorney, agent or inventor may comply with this section by 
disclosing information to the attorney, agent, or inventor.  

6 CFR 1.56 (e) In any continuation-in-part application, the duty under this section includes the duty to 
disclose to the Office all information known to the person to be material to patentability, as defined in 
paragraph (b) of this section, which became available between the filing date of the prior application 
and the national or PCT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of the continuation-in-part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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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引證案）而不構成新穎性或進步性之威脅時（即對專利

要件而言非屬實質重要者），該引證案是否有必要提交？  

筆者認為以目前提申 IDS 實務來說，即使美專申請案

相關國外案之檢索報告及／或審查意見中所引用的引證案

僅為技術相關，而不構成新穎性或進步性之威脅時，基於

CFR 對於 IDS 的法律規範，原應就檢索報告及／或審查意

見及其所有引證案向專利局提交 IDS。惟，經探究前述

CFR 1.56 法條之意旨，應可以不提交與申請案皆無專利性

關聯的檢索報告及／或審查意見及其引證案為 IDS 的資訊

，避免提交不必要的文件而造成美國專利局的審查負擔，

延誤審查進程。  

(二 ) 在提交前案時，檢索報告／審查意見書本身是否

需要一併提交？  

筆者認為：由於檢索報告／審定意見書多半會指出具

與申請案有新穎性或進步性相關的前案，有利於美國專利

局判斷專利案的可專利性，因此提交相關的檢索報告／審

定意見書，對於美國專利局之審查應有實質上的助益。  

 
四、提交 IDS 時間點  

由上述CFR 1.56 意旨可知，舉凡與未遭刪除或放棄的

請求項專利性實質相關的資訊，均應提交 IDS，而對於合

法提交 IDS的時間係規定於CFR 1.97 中，以下進一步說明

CFR 1.97－資訊揭露聲明之提申 7各項規定：  

(a) 8 在申請案的申請過程中，為了讓欲獲准專利或專

────────────────────────────────────── 
7 CFR 1.97 Filing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8 CFR 1.97 (a) In order for an applicant for a patent or for a reissue of a patent to have an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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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再發證的申請人能提出符合CFR 1.98 之規定的資訊

揭露聲明以供專利局考量，資訊揭露聲明必須滿足下列本

節中 (b)(c)或 (d)的其中之一段。  

(b) 9 若申請人在下列任何一期間內提出一資訊揭露聲

明，則專利局應考量該資訊揭露聲明：  

(1) 除了CFR 1.53(d) 10以外之國家申請案申請日後

三個月以內；  

(2) 國際申請案依據 CFR 1.491 提出而進入國家階

段日期後三個月以內；  

(3) 在第一次審定書 (Office Action on the Merits)寄

發以前；或  

(4) 在提出根據 CFR 1.114 之請求繼續審查後的第

一次審定書寄發以前；  

(c) 11 若一資訊揭露聲明在 (b)段所規定期間之後提出

，但卻早於根據CFR 1.113 的最終審定書、核准通知或是

終止申請案之審查程序的審定書寄發前提出，即可於資訊

揭露聲明中伴隨以下條件，則專利局應考量該資訊揭露聲

                                                                                                                                                           
disclosure statement in compliance with § 1.98 considered by the Office during the pendency of the 
application,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must satisfy one of paragraphs (b), (c), or (d) of this 
section. 

9 CFR 1.97 (b) A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shall be considered by the Office if filed by the 
applicant within any one of the following time periods: (1) Within three months of the filing date of a 
national application other than a continued prosecution application under § 1.53(d); (2) Within three 
months of the date of entry of the national stage as set forth in § 1.491 in an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3) Before the mailing of a first Office action on the merits; or (4) Before the mailing of a first Office 
action after the filing of a request for continued examination under § 1.114. 

10 Continuation or divisional application (but not a continuation-in-part) of a prior non-provisional 
application. 

11 CFR 1.97 (c) A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shall be considered by the Office if filed after the 
period specified in paragraph (b) of this section, provided that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is 
filed before the mailing date of any of a final action under § 1.113, a notice of allowance under § 
1.311, or an action that otherwise closes prosecution in the application, and it is accompanied by one 
of: (1) The statement specified in paragraph (e) of this section; or (2) The fee set forth in § 1.1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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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1) 本節 (e)段的聲明；或  

(2) CFR 1.17(p)的規費 12。  

(d) 13 若一資訊揭露聲明又晚於 (c)段所規定期間提出

，但尚未付費領證時，即可在付費領證之前提出並於該資

訊揭露聲明中伴隨以下條件，如此則該專利局應考量該資

訊階露聲明：  

(1) 本節 (e)段的聲明；以及  

(2) CFR 1.17(p)的規費。  

(e)14 本段的聲明必須如下列所述：  

(1) 資訊揭露聲明中各項資訊係第一次由國外專利

局對相對應國外申請案發出之任何訊息 (communication)

而來，且該訊息在資訊揭露聲明的前三個月以內；或  

(2) 資訊揭露聲明中沒有一項資訊是由國外專利局

對相對應國外申請案發出之訊息而來的，且沒有一項資

訊是 CFR 1.56(c)所指定之任何個體在資訊揭露聲明提

申時的三個月以前已經知曉的。  

────────────────────────────────────── 
12 CFR 1.17(p) For a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under § 1.97(c) or (d) or a submission under § 

1.9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0.00 
13 CFR 1.97 (d) A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shall be considered by the Office if filed by the 

applicant after the period specified in paragraph (c) of this section, provided that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is filed on or before payment of the issue fee and is accompanied by: (1) The 
statement specified in paragraph (e) of this section; and (2) The fee set forth in § 1.17(p). 

14 CFR 1.97 (e) A statement under this section must state either: (1) That each item of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was first cited in any communication from a foreign 
patent office in a counterpart foreign application not more than three months prior to the filing of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or (2) That no item of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was cited in a communication from a foreign patent office in a counterpart 
foreign application, and,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person signing the certification after making 
reasonable inquiry, no item of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was 
known to any individual designated in § 1.56(c) more than three months prior to the filing of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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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5 根據CFR 1.136 資訊揭露聲明之提申不得延期。

若誠實意圖符合CFR 1.98 但不慎遺漏所要求的內容，可給

予額外時間以完全符合規定。  

(g)16 依據本節所提出的資訊揭露聲明不應被解釋為已

經完成檢索。  

(h)17 資訊揭露聲明之提申不應被解釋為承認該聲明內

之資訊根據CFR 1.56(b)而為對專利性實質重要或者被列入

考量是否為對專利性實質重要。  

(i)18 若資訊揭露聲明不符合此節或CFR 1.98，其會被

列入檔案但並不會專利局列入考量。  

 
五、CFR 1.97 對於最終審定書以後提交 IDS 的限制：  

由上述 CFR 1.97 的規定看來，收到最終審定書後才

提交的資訊揭露聲明之資訊，必須是來自提交日前三個月

以內的所發出之國外檢索報告／審定書，或者相關人士必

須在提交日前三個月以內才知曉該資訊，若均不符合規定

者，如收到相關國外檢索報告已逾三個月才向專利局提交

，則不會被審查委員所考慮。  

嚴格來說，在最終審定書之後提交的 IDS 前案若已超

過上述的三個月期限，則不符合 CFR 1.97 之規定而無法

────────────────────────────────────── 
15 CFR 1.97 (f) No extensions of time for filing a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are permitted under 

§ 1.136. If a bona fide attempt is made to comply with § 1.98, but part of the required content is 
inadvertently omitted, additional time may be given to enable full compliance. 

16 CFR 1.97 (g) A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file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section shall not be 
construed as a representation that a search has been made. 

17 CFR 1.97 (h) The filing of a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shall not be construed to be an 
admission that the information cited in the statement is, or is considered to be, material to 
patentability as defined in § 1.56(b). 

18 CFR 1.97 (i) If a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does not comply with either this section or § 
1.98, it will be placed in the file but will not be considered by the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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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專利局列入考量，惟依據 CFR 1.97 (a)之規定，申請人

可提出請求繼續審查程序 (RCE)並同時提交 IDS 以讓前案

被專利局列入考慮。  

 

六、提交 IDS 之時間表  

 

 
IDS(1)、 IDS(2)在申請日至第一次審定書寄發日之間

提交者，無須規費。  

IDS(3)、 IDS(4)在第一次審定書寄發日至最終審定書

寄發日之間提交者，需附有 CFR1.97 (e)之聲明或是規費

。  

IDS(5)在最終審定書寄發日之後始提交者，需附有

CFR1.97 (e)之聲明以及規費。  

IDS(6)在 RCE 提申當日一併提交者，或 RCE 提申日

至第一次審定書寄發日之間提交者，無須聲明以及規費。  

IDS(7)在 RCE 後的第一次審定書寄發之日以後提交者

，需附有 CFR1.97 (e)之聲明或是規費。  

 
七、 IDS 應載內容  

CFR 1.56 與 1.97 已分別對 IDS 的義務及提出時間做

申請日 1st OA Final OA 核准通知 付費領證 

IDS(1) IDS(2) IDS(3) IDS(4) IDS(5) IDS(6) IDS(7) 

RCE 1
st OA 

核准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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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規定，惟未就 IDS 所載詳細內容作出確切規範，以下謹

就 CFR 1.98 對 IDS 表格的細目作出明確規範，以供申請

人作為提交 IDS 的依據。  

CFR 1.98－資訊揭露聲明之內容 19：  

(a)20 任何依據CFR 1.97 所提出的資訊揭露聲明須包

含本節 (a)(1), (a)(2)及 (a3)之資訊。  

(1) 一清單，其列出所有欲被專利局考量之專利、

公開本、申請案或其他資訊，且美國專利申請案公開本

必須單獨列在一區段內與其他文件分開。清單的各頁必

須包含下列內容：  

(i) 所要提出資訊揭露聲明的申請案案號。  

(ii) 一欄相鄰欲被考量文件的空格以便審查委員簽

字。  

(iii) 一清楚表示此清單為資訊揭露聲明之標題。  

(2) 下列文件的清楚副本：  
────────────────────────────────────── 
19 CFR 1.98 Content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20 CFR 1.98 (a) An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filed under § 1.97 shall include the items listed in 

paragraphs (a)(1), (a)(2) and (a)(3) of this section. (1) A list of all patents, publications, applications, 
or other information submitted for consideration by the Office. U.S. patents and U.S. patent 
application publications must be listed in a section separately from citations of other documents. Each 
page of the list must include: (i) The application number of the application in which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is being submitted; (ii) A column that provides a space, next to each document 
to be considered, for the examiner’s initials; and (iii) A heading that clearly indicates that the list is a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2) A legible copy of: (i) Each foreign patent; (ii) Each publication or 
that portion which caused it to be listed, other than U.S. patents and U.S. patent application 
publications unless required by the Office; (iii) For each cited pending unpublished U.S. application, 
the application specification including the claims, and any drawing of the application, or that portion of 
the application which caused it to be listed including any claims directed to that portion; and (iv) All 
other information or that portion which caused it to be listed. (3)(i) A concise explanation of the 
relevance, as it is presently understood by the individual designated in § 1.56(c) most knowledgeable 
about the content of the information, of each patent, publication, or other information listed that is not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The concise explanation may be either separate from applicant’s 
specification or incorporated therein. (ii) A copy of the translation if a written English-language 
translation of a non-English-language document, or portion thereof, is within the possession, custody, 
or control of, or is readily available to any individual designated in § 1.5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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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各國外專利；  

(ii) 公開案或使其被列在清單內的部分，美國專利

或是申請案則不需要，除非被要求；  

(iii) 針對所引用審查中的非公開美國申請案，其說

明書，包括請求項以及任何圖式，或是導致該申請案被

列入清單的部分以及針對該部分的請求項；  

(iv) 所有其他資訊或是導致該資訊被列入的部分；  

(3)  
(i) 關於對非英文形式的資訊、公開本、或其他列

在清單之內容有著最清楚認知的 CFR 1.56(c)之指定個

體，該個體目前所了解的一份相關簡要說明。  

(ii) 翻譯的副本，若 CFR 1.56(c)所指定個體具有、

保管、控制或可立即獲得一份非英文文件或其一部分的

書面英文翻譯。  

(b)21 
(1) 資訊揭露聲明中的美國專利必須載明發明人、

專利號以及核准日。  

(2) 資訊揭露聲明中的美國專利申請案公開本應載

明申請人、公開號以及公開日。  

(3) 資訊揭露聲明中的美國申請案必須載明發明人

────────────────────────────────────── 
21 CFR 1.98 (b) (1) Each U.S. patent listed in a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must be identified by 

inventor, patent number, and issue date. (2) Each U.S. patent application publication listed in a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shall be identified by applicant, patent application publication 
number, and publication date. (3) Each U.S. application listed in a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must be identified by the inventor, application number, and filing date. (4) Each foreign patent or 
published foreign patent application listed in a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must be identified 
by the country or patent office which issued the patent or published the application, an appropriate 
document number, and the publication date indicated on the patent or published application. (5) Each 
publication listed in a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must be identified by publisher, author (if 
any), title, relevant pages of the publication, date, and place of publication. 



台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374- 

、申請案號以及申請日。  

(4) 資訊揭露聲明中的國外公開申請案或是專利必

須載明該核准專利或公開申請案的國家或專利局、適當

的文件編號以及該專利或是公開申請案所標示的公開日

期。  

(5) 資訊揭露聲明中的公開刊物必須載明發行人、

作者（如果有）、標題、相關頁數、日期以及公開刊物的

地點。  

(c)22 當資訊揭露聲明所列二個以上的專利或公開本是

累加的（公開案以及公告案），可依據本節 (a)段之方式遞

交其中一專利或公開本的副本，並且說明其餘專利或公開

本是累加的，如此則無須遞交其餘的專利或公開本。  

(d) 23 任何列在資訊揭露聲明中如本節 (a)段所述之專

利、公開本、審查中的美國申請案或其他資訊，即使在較

早申請案已經被遞交，或者被引用，仍然必須提供副本，

除非有下列事項：  

(1) 該較早申請案適當地載於資訊揭露聲明中，且

根據 35 USC 120 而具有一較早的有效申請日；以及  

(2) 較早申請案的資訊揭露聲明符合本節 (a)-(c)段

────────────────────────────────────── 
22 CFR 1.98 (c) When the disclosures of two or more patents or publications listed in a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are substantively cumulative, a copy of one of the patents or publications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a) of this section may be submitted without copies of the other patents or 
publications, provided that it is stated that these other patents or publications are cumulative. 

23 CFR 1.98 (d) A copy of any patent, publication, pending U.S. application or other information,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a) of this section, listed in a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is required to 
be provided, even if the patent, publication, pending U.S. application or other information was 
previously submitted to, or cited by, the Office in an earlier application, unless: (1) The earlier 
application is properly identified in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and is relied on for an earlier 
effective filing date under 35 U.S.C. 120; and (2)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tement submitted in 
the earlier application complies with paragraphs (a) through (c) of this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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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CFR 1.98 對於 IDS 非英文本之規定：  

由 CFR1.98 (a)(3)可知，以國外專利局的非英文本引

證案提交 IDS 時，則申請人有義務提供一份簡要英文說明

，或者是引證案整件或部分英文翻譯。筆者建議提交非英

文本的引證案時，可針對該引證案的摘要進行英譯，以令

美國專利局審查委員能初步了解該引證案的技術內容。  

 
九、參考文獻  

（一）、美國專利法及其 CFR 

（二）、「簡介美國專利制度之資訊揭露義務」江健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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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實務看美國新式樣對於圖面之要求 
吳嘉敏、張瓊玉   

一、前 言：  

無獨有偶地美國新式樣申請案 (Design Application)與

我國新式樣申請案同樣採實體審查制度，為此不論就說明

書或圖式均有相關申請規定 1，作為準備該些申請內容的

依據；惟美國新式樣專利較我國開放更多的新式樣請求標

的，如部份新式樣、電腦圖像、多實施例等等，因此整體

新式樣專利的圖式規定更形複雜，相對地也造就審查實務

之多樣性。  

本文藉由近年累積美國新式樣申請案所接獲圖面核駁

理由以及所採取答辯方式，來反應目前美國專利局審查新

式樣專利圖面現況，作為準備美國新式樣申請案圖式的參

考。  

 
二、簡述美國新式樣專利圖式規定：  

美國新式樣申請案申請時必須檢附說明書及圖式，一

般說明書的申請專利範圍段落均直接記載如圖式所示，即

等同我國新式樣申請專利範圍如圖所示之意思，因此解讀

美國新式樣專利的申請專利範圍，仍是以圖式呈現的內容

為準，此大原則與其它國家無異。  

美國新式樣專利圖式的圖面呈現方式及數量並無明文

────────────────────────────────────── 
1 37 CFR 1.181-1.88; 37 CFR 1.152; and MPEP 1500 Design Pa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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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只要把握圖面所呈現的線條清晰且能為所屬技藝領

域中的人士可加以實施的原則即可。此原則看似簡單，但

套用在不同新式樣申請標的上即出現各式各樣的圖面表現

方式，亦造就核駁理由的多樣性。  

深究美國審查基準中對於圖式的細部規定，確實以舉

例方式說明圖面應表清晰的程度以及選用視圖 (View)數量

的原則 2，例如若圖式中包含二張完全相同或鏡射的視圖

則可省略其中一張，或採用清楚的立體圖則可省略其對應

三面平面視圖等等。此外，更分別針對特殊新式樣申請案

編列圖式的章節 3，作為準備大部份簡單且常見物品圖式

時的一項依據，但對於處理外形線條複雜物品的視圖來說

，則無法尋找對應且明確的規定，均須經由核駁程序及修

圖過程判斷美國新式樣圖面之審查準則。  

 
三、綜觀美國圖面核駁理由及所採修圖或答辯方式：  

以近年接獲數件美國新式樣申請案的審查意見書，統

計分析圖面核駁理由內容，並概分類如下：  

1. 圖式中部份視圖線條太細、線條太粗、線條粗細不

均、線條結構不完整 4。  

由於核准專利說明書及圖式必須經過公報公告，審查

上會特別注意線條、數字及文字是否能滿足複印後仍保清

晰的要求，而滿足此一要求的線條、數字及文字之特質在

於，所有圖式皆須依製圖方法或足以令其複製品質良好的

────────────────────────────────────── 
2 MPEP 1503.02 Drawing 
3 MPEP 1504.01 Statutory Subject Matter for Designs 
4 以 CFR§1.84 為核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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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繪製，圖式中每一條線、數字和文字皆須耐久、整潔

、黑色 (彩色圖式例外 )，夠濃夠深，且粗細一致及界線分

明，所有線條和文字皆須夠濃俾能適當複製。此項規定對

於任何粗細的線條，或陰影線和表示剖面圖中切割面之線

條，均一體適用；惟當不同粗細代表不同意義時，得在同

一圖式中使用不同粗細之線條和筆觸。  

實務上接獲上述核駁理由的新式樣物品，不外乎其外

形線條複雜，或是立體圖線條與相應平面視圖的部份對應

線條不一致。後者較常發生原因在於列印各視圖時並未注

意部份線條過密而重疊成一粗線條，致使對照相關視圖時

，線條數量無法一致而核駁。類似線條不明確的核駁理由

為，美國新式樣專利允許以虛線表示所請求保護的新式樣

實施在環境或物品上，因此在虛線與實線交疊位置產生不

明確問題，或是採用電腦繪圖直接設定過短線條表現虛線

時，實際上列印出圖式時竟為實線而造成線條不明確問題

；此類核駁狀況概因審查委員就視圖線條表現無法具體區

隔所欲請求保護新式樣的範圍，而作出核駁理由。  

對於如何克服線條太粗或線條粗細不均的核駁理由，

目前的修圖方式可採直接放大線距過小的視圖，並確認線

條間最好維持在 1 mm 以上的安全差距；亦或可斟酌線條

對於整體外形的影響，必要時可選擇刪除線條，使視圖之

間線條一致。至於視圖中有假想線表示的線條，務必於列

印圖式後仔細確認虛線與實線是否明確區隔。  

2. 線段無法判斷  

美國新式樣專利圖式之各視圖中以實線表示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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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樣申請案所欲請求保護的新式樣範圍，因此不保護看

不清楚具體形狀的線段，此外審查各視圖之間是否一致也

是相當重要。近一兩年來審查委員對於圖面的要求，在方

向上似乎有明顯改變且轉趨嚴格的趨勢，例如相關的各面

視圖之間必須能用以進一步確認其具體形狀，否則即會被

要求修改。因此，當相關的各面視圖不能進一步確認其具

體形狀，或圖面上出現無法判斷的線段時，經常會被要求

修改。  

上述核駁情況經常出現在具有孔、洞、槽部等結構外

殼的新式樣物品，由於此類新式樣物品外殼上的孔洞會看

穿外殼內部的結構，一般處理此類案件的圖面，原則上外

視可見及均繪入圖面中，故圖式中平面視圖孔洞位置會出

現有線段；然而，審查上會進一步比對相應視圖，如比對

結果為無法明確見及該平面視圖孔洞位置線段的具體形狀

時，即相當容易接獲圖面修正通知函。  

實務上在物品表現孔、洞、槽部內的線段，因為是隱

藏在物品內部結構的部份線條，但確實無法從其它視圖具

體且完整表現其整體外形；故基於新式樣乃保護外觀形狀

原則，通常將該等線段改採虛線表示之，將其排除在本案

所欲請求保護的新式樣範內，且不會有修正超出原揭露範

圍的問題。另一種修改方式，亦可基於不影響外觀判斷及

投影對應關係前提下，將孔、洞、槽內部的線條刪除。  

3. 圖式中輪廓未見於其他視圖  

基於圖式必須清楚且充份揭示所欲保護新式樣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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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此技術領域人士可據以實施 5之原則，審查時會判斷視

圖中的輪廓是否已為其它視圖所見及，據以判斷圖式是否

揭露充份且具體的外形。  

早期美國新式樣申請案較少接獲此類核駁意見，然而

近年來此類核駁頻率已有增加之趨勢，一般發生於底視平

面視圖和背視平面視圖繪製更多未曾出現在其它視圖的線

條，此核駁與上述第 2 點核駁狀況類似，如電器類產品在

底視平面視圖和背視平面視圖會有組裝孔或散熱孔等，故

視圖上會出現其它視圖所無法見及的線條。就審查立場上

亦認為僅在單一平面視圖呈現的輪廓是無法令此技術領域

人士可據以實施。  

實務上在接獲此類核駁理由，會先過濾底視平面圖或

後視平面圖上部份結構輪廓是否有與其它視圖有投影關係

，若有則保留該些結構輪廓並維持以實線表示之，反之則

可考慮改成虛線表示或刪除。類似問題偶有因審查委員本

身對於識圖能力較差出現誤解之情況，例如認為底視平面

視圖的部分結構應可見及於側視平面視圖中，而要求修正

。一般遇見如此核駁，通常因為圖式中僅包含一立體圖且

該立體圖未呈現底視平面視圖，致使審查委員因資訊不足

而有所誤判。然而，如依照審查委員要求逕自修改，會將

圖面修正與申請人的實際物品不符，故答辯方式應附上包

含有底面的立體圖，反駁審查意見並保留原本視圖的表現

方式。  

依據此一實務經驗，為避免落入因具體形狀線段不清

────────────────────────────────────── 
5 35 U.S.C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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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或各視圖間投影關係無法對應的核駁，準備此類型案

件的圖式時，可及早處理而不待接獲核駁理由後再為修正

，徒增審查時間影響申請人權益。以下為準備此類新式樣

物品圖式的建議。  

(1) 非關特徵的元件或構造，以虛線取代。  

(2) 非關特徵的元件或構造，其相關線條予以省略。  

(3) 對於具有具體形狀空間型態的新式樣物品，可提

交六平面視圖並配合兩個以上的立體圖來表現其造形特徵

。  

(4) 為避免接獲揭露不充足之核駁，對於以立體圖或

數張平面視圖組合後仍無法確認新式樣物品中的部份結構

者，可進一步判斷為非造形特徵者，即建議將相關線條予

以省略或以虛線表示。  

(5) 除非必要，建議儘量不使用狀態參考圖面。  

(6) 該平面視圖不具特徵，且無法以立體圖表現細節

之圖式線條時，該面視圖建議省略，於圖說中註明視圖省

略。  

 
四、美國專利特有虛線表現方式之注意事項  

美國新式樣專利允許以虛線表示所欲請求保護新式樣

的實施環境或物品 6，因此虛線常用於表現部份新式樣的

申請標的，惟須注意的是在繪製部份新式樣的圖式時，所

欲請求保護的範圍與不保護的範圍仍必須以虛線加以區隔

，以表現該物品所欲請求保護的區域範圍。  

────────────────────────────────────── 
6 MPEP 1503.02 III. BROKEN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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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當使用虛線表現所欲請求保護新式樣的實施環

境時，若欲主張新式樣在內而以虛線表現實施環境在外時

，虛線與實線會出現重疊及干擾的區域，因此虛線不得穿

過以實線表現所欲請求保護新式樣的區域，亦不可使用比

實線更重的線。  

 
五、結論  

美國新式樣專利允許多樣化的申請標的，相應圖式表

現方式自然演變成多種態樣，看似複雜、多變但總離不開

以圖面作為解讀新式樣申請專利範圍，而必須提供線條及

視圖清晰、投影關係明確且一致的基本原則，這也呼應為

何美國新式樣專利並無明文規定圖式的視圖數量及種類。

因此準備美國新式樣專利圖面時，必須對於不同種類的新

式樣物品準備適切的圖式，才能真正減少核駁機率，相對

地申請人亦必須瞭解美國新式樣專利圖面審查重點及原則

，才能避免核駁又能保護適切的申請專利範圍。  

 
法律資料：  

1. 35 USC(美國專利法 )。  

2. CFR(美國現行專利法施行細則 )。  

3. MPEP(美國現行專利審查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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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 Bilski-介紹美國方法發明是否為適格標

的之判斷原則 
張偉城   

一、本案背景  

Bernard L. Bilski 及 Rand A. Warsaw 為美國專利第

08/833,892 號申請案之申請人，該申請案之獨立項界定一

種商品風險成本的管理方法，其獨立項主要界定有三個步

驟，原文如下：  

1. A method for managing the consumption risk 

costs of a commodity sold by a commodity provider at a 

fixed price comprising the steps of: 

(a) initiating a series of transactions between said 

commodity provider and consumers of said commodity 

wherein said consumers purchase said commodity at a 

fixed rate based upon historical averages, said fixed rate 

corresponding to a risk position of said consumer; 

(b) identifying market participants for said 

commodity having a counter-risk position to said 

consumers; and 

(c) initiating a series of transactions between said 

commodity provider and said market participants at a 

second fixed rate such that said series of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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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 transactions balances the risk position of said 

series of consumer transactions. 
前述獨立項簡譯如下：  

「 1、一種管理商品之消費風險成本的方法，該商品

由一供應商以一固定價格販售，該方法之步驟包括：  

(a) 於該商品提供者及消費者之間啟始一系列的交易

，其中，該消費者根據歷史平均值以一固定利率購買該商

品，該固定利率對應於該消費者的風險立場；  

(b) 確認該商品之市場參與者，對於該消費者而言具

有反風險立場；及  

(c) 以一第二固定利率在該商品提供者及市場參與者

之間啟始一系列的交易，藉此，使市場參與者之系列交易

得以與消費者系列交易的風險立場相互平衡。」  

簡言之，該申請案針對在市場上沒有固定供應量、供

應價且供需狀況將導致消費者購買價格變動的商品，提供

一種由居中者以固定價格販售該商品，讓消費者毋須承擔

物價波動，居中者亦有機會藉此價差獲得利益。例如，以

煤為原料之火力發電廠 (即消費者 )需購買煤礦以產生電力

，若需求增加將導致價格及成本的增加，故不希望在市場

上有煤礦需求增加的風險；反面來看，煤礦公司 (即市場參

與者 )不希望有需求減少的風險以確保自己的售價能獲得利

潤。該申請案便是假定有居中者 (即商品提供者 )以定價將

煤礦賣予火力發電廠，並以第二定價向煤礦公司購得煤礦

。當煤礦需求量大增或價格上漲時，該商品提供者雖以不

利的定價賣給火力發電廠，但卻是以較有利的第二定價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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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煤礦。  

該申請案在 USPTO 審查時，以違反 35 U.S.C. §

101 為由而遭到核駁，主要理由是：「 claims 1-11, the 

invention is not implemented on a specific apparatus and 

merely manipulates an abstract idea and solves a purely 

mathematical problem without any limitation to a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refore, the invention is not 
directed to the technological arts」。USPTO 認為該發明

並不是實施在一特定裝置，且在缺乏任何實際應用的限制

下，只使用抽象觀念 (Abstract Idea)與解決純數學問題，

故該發明本身並不屬於技術領域。在申請過程中，申請人

亦自我承認該方法並不侷限於電腦上的操作。申請人不服

USPTO 之 核 駁 理 由 ， 向 上 訴 暨 衝 突 委 員 會 (以 下 簡 稱

BPAI)提出上訴。  

BPAI 認為 USPTO 不應以「技術領域 (Technological 

Arts)」進行判斷，因為在過去並無支持該方式的判例。另

外，USPTO 以要求實施在一特定裝置來判斷亦不適當，

因為只要請求項涉及實體標的從某一狀態轉換至另一狀態

，即使該請求項未界定特定裝置，仍是有機會成為適格標

的，其進一步說明，將兩種元素或化合物混合而產生一化

學物質或混合物，明顯為適格的轉換，縱使請求項未界定

實施該步驟之裝置或界定該步驟為手動實施。  

至此，BPAI 似乎是站在對申請人有利的一方進行論述

，但 BPAI 認為該申請案並未界定任何適格的請求項，並

認為其轉換是一種「商品提供者、消費者及市場參與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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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實體金融風險及其法律責任」，為非適格標的。BPAI 認

為該申請案的請求項是一種「不管藉由人為、任何機器、

或前述任何組合，搶佔 (Preempt)所主張方法之任何及所有

可能的實施方式」，而因此認為申請人所主張的方法是一種

非專利適格標的抽象觀念。最後，BPAI 認為該申請案之方

法 無 法 產 生 「 有 用 的 、 具 體 的 及 有 形 的 結 果 (Useful, 

Concrete and Tangible Result)」，故其方法非屬專利適格

標的。  

 
二、CAFC 參照最高法院判例  

申請人不服 BPAI 的決定，向 CAFC 提出上訴。CAFC

受理上訴後，一開始曾在 2007 年 10 月 1 日於陪審團面前

進行辯論，但在陪審團尚未做出決定之前，CAFC 即主動

發起全院審 (En Banc)，於 2008 年 5 月 8 日進行言詞辯論

，同年 10 月 30 日做出判決。  

35 U.S.C. §101 明確規定了四種適格專利標的，分

別為方法 (Process)、機器 (Machine)、製品 (Manufacture)

及組合物 (Composition of Matter)。本案的請求項明顯屬

於方法而非其餘三類， “方法 ”一詞之原意雖然具有廣泛的

涵意，但最高法院在過去的判例中已明確說明舉凡自然法

則 (Laws of Nature)、自然現象 (Natural Phenomenon)、

抽象觀念 (Abstract Idea)、心智活動 (Mental Process)等基

本原則 (Fundamental Principle)係排除在 35 U.S.C. §101

之外。因此本案主要的法律問題在於：何種測試方式或標

準可用以判斷方法 (Process)請求項，以確認其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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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U.S.C. §101 規定之適格專利標的或確認是否屬於基

本原則而為非適格標的。  

CAFC 在此引用 Benson、Flook 及 Diehr 等最高法院

之 判 例 來 肯 定 「 機 器 或 轉 換 測 試 法 (Machine-or-

Transformation Test)」，該測試法係判斷一方法請求項是

否僅界定一基本原理之特定應用，而非該原理本身。根據

此測試法，若一方法請求項滿足以下兩點任一時，則符合

35 U.S.C. §101 所規定之適格標的：  

(一 )、結合在一特定機器或設備上 (tied to a particular 

machine or apparatus)；或  

(二 )、將一特定物件轉換成為另一種不同的狀態或事

物 (transforms a particular article into a different state or 

thing)。  

Benson 提出一種將 BCD 碼轉換為二進位碼的資料轉

換方法，該方法係於一般的數位電腦 (Digital Computer)執

行，並不限制在特定的裝置。最高法院指出該發明除了與

數 位 電 腦 有 相 關 之 外 ， 並 無 任 何 實 際 應 用 (Substantial 

Practical Application)，若准予專利，即允許搶佔該數學方

程式，相當於對演算法本身賦予專利。Benson 案提到一

個重要的概念：「針對未包含特定機器的方法請求項，轉換

或還原一物件為另一不同狀態或事物，應是判斷該方法請

求 項 是 否 具 備 專 利 性 之 唯 一 線 索 (Transformation and 

reduction of an article to a different state or thing is the 

clue to the patentability of a process claim that does not 
include particular mach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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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Benson 案之後所作出的 Flook 案及 Diehr 案判

決，最高法院再度以機器或轉換測試法來判斷一方法請求

項是否為專利適格標的。在 Flook 案，最高法院說明一方

法請求項要符合法定適格定義，只有在該請求項是結合於

特定機器或是將材料轉換成為另一不同狀態或事物。在

Diehr 案當中，係界定一種製造合成橡膠的方法，在界定

的方法請求項中應用一種數學方程式 (Arrhenius Equation)

來計算橡膠硬化所需之時間，最高法院在該案指出：此製

法請求項並不是試圖取得一數學公式之專利，而是要尋求

硬化合成橡膠之方法專利保護，在其請求項中確實有界定

數學公式，但並不是要搶佔 (Preempt)該數學公式本身。以

機器或轉換測試法測試 Diehr 之請求項時，可得知皆滿足

前述兩要求，首先該方法是在一電腦化的橡膠硬化設備上

所操作，其次，該方法將橡膠原物料轉換為壓模成型之硬

化橡膠。  

雖然最高法院從未指出機器或轉換測試法 (Machine-

or-Transformation test)為判斷是否符合適格標的唯一作法

，但基於前述三個最高法院的判例，CAFC 肯定「機器或

轉 換 測 試 法 」 為 適 合 判 斷 一 方 法 請 求 項 是 否 符 合 35 

U.S.C. §101 之法定適格標的，該測試法為一種雙枝式

(Two-Branched)的判斷方式，換言之，申請人之請求項若

能滿足以下任一條件： (1).其結合於一特定機器，或 (2).其

達成物件轉換，便可證明該請求項為法定適格標的。在實

際運用此測試法時，CAFC 提醒以下幾點注意事項：  

(一 )、不得僅界定使用範疇 (Field of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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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iehr 案中指出，單純加入使用範疇之限定條件，

通常是不足以令非適格標的變成為適格標的。例如一抽象

的數學公式本身是非適格標的，無論其是否限定於特定的

使用。相反的，若是結合至一特定裝置或具有一特定物品

的轉換，便不是搶佔基本原則的各種使用，而是被限定於

特別的使用及應用。  

(二 )、請求項中所涉及之機器或轉換，不得為無關緊

要之額外解決手段 (Extra-Solution Activity) 

Diehr 案中指出，加入無關緊要之額外解決手段並無

法將非專利的原理轉變為可專利的方法。Flook 一案舉例

：有能力的專利撰稿者幾乎可在任何數學公式加上一些額

外解決手段，假設欲申請的發明是一畢氏定理公式，縱使

在最後一個步驟中限定當公式解開後，可應用於現有的量

測技術，則仍是無法取得專利。  

(三 )、判斷流程請求項是否符合適格標的，與其新穎

性及非顯而易見性之判斷無關  

雖然 35 U.S.C. §101 當中的用詞提到：新且有用

“(New and Useful)”的方法，但這僅僅是一廣泛的說法。新

穎性及非顯而易見性仍是要根據 35 U.S.C. §102 及 35 

U.S.C. §103 分別判斷。  

(四 )、判斷是否為適格標的時，應以請求項整體加以

判斷，而不是以請求項當中個別的限定條件是否屬於適格

標的來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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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AFC 依據機器或轉換測試法判斷本案是否為適格標的  

(一 )、機器判斷部分  

當 CAFC 以「機器或轉換測試法」對 Bilski 之請求項

進行判斷時，如前所述，該測試法包含有兩條件，針對第

一條件，因為申請人已經表明其界定的方法請求項不限制

在特定機器或裝置上，故此條件無法滿足，而這部分的詳

細判斷作法，例如結合「電腦」之方法請求項是否足以符

合測試條件中的「機器」即留待日後的案件再加以說明；

所以，第二判斷條件即作為重要關鍵。  

(二 )、轉換判斷部分  

何種「物件 (Article)」之轉換才能符合測試法中的第

二項條件，CAFC 首先說明實體物件或物質其物理或化學

轉換，可明顯得知是符合法定適格標的。然而在資訊時代

，有許多的原始材料 (Raw Materials)是以電子信號或電子

格式資料來呈現；又在商業方法領域，例如本案，涉及有

法律責任、組織關係及商業風險之抽象觀念。CAFC 舉出

其過去的判例 Abele 來說明電子信號的轉換：若原始材料

轉換成為一實體物件的視象描劃 (Visual Depiction)，此轉

換可使得所主張之方法更具有專利適格性。  

CAFC 判定 Bilski 之請求項並未將任何物件轉換成為

不同狀態或事物。其請求項僅是界定交易活動，就其整體

而言，並無涉及任何實體物件或物質的轉換，或涉及代表

實體物件或物質之電子信號，因此不符合第二判斷條件。  

 

 



專利專論集〔七〕 

-393- 

四、結論  

CAFC 在本案中明確宣告「機器或轉換測試法」為判

斷方法發明是否為適格標的之檢驗準則，同時也聲明放棄

過去沿用以久的「有用的、具體的及有形的結果 (Useful, 

Concrete and Tangible Result)測試法」，惟本案之上訴人

Bilski 仍不服 CAFC 的決定並已請求將此案移審至最高法

院，目前最高法院已受理此案但尚未作出判決，因此，「機

器或轉換測試法」是否為一適當的檢驗準則仍有待觀察。

再者，關於結合特定機器之判斷條件，CAFC 在本案並未

詳細說明。在商業方法或軟體相關案件中所用的一般電腦

是否屬於特定機器或裝置，仍有待日後 CAFC 對此提出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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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R 判決介紹 
胡書慈   

前言  

美國在判定專利中所請求保護的範圍是否具有非顯而

易見性 (Non-Obviousness)時，除了依據 35 U.S.C. 103(a)

的規定外，還會參考以往CAFC或美國最高法院作出的判

決中對於法條本身的解釋或所建立的判斷標準。在美國最

高法院作出KSR判決 1後，一般認為將對非顯而易見性的

認定標準有所影響，本文中將先簡單介紹兩個由以往的判

例所建立之用於判斷非顯而易見性的標準，接著介紹KSR

判決的內容，最後討論KSR判決對日後認定非顯而易見性

的影響。  

 
一、現有標準  

(一 )Graham分析法 2 

根據 35 U.S.C. 103(a)的規定，當一申請案中所請求

保護的標的與先前技術間存在差異，但該差異為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運用申請前之先前技術而能輕易完

成者，則該申請案不得獲准專利。為了替前述規定建立較

為有效的判斷法則，美國最高法院於 1966 年在 Graham

判例中建立了 Graham 分析法，其中提出了如下所述的四

────────────────────────────────────── 
1 KSR International Co. v. Teleflex Inc. et al.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No. 04-1350, April 30, 2007. 
2 Graham v. John Deere Co., 383 U. S. 1, 148 U.S.P.Q. 459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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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分析要素：  

1、決定先前技術的範圍及內容。  

2、確定先前技術與所請求保護之發明的差異。  

3、決定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的技術水

準。  

4、考慮輔助性判斷因素，例如商業上的成功、長久

以來該技術領域中未滿足的需求、他人的失敗等等。  

其中針對第 1 要素及第 2 要素的分析屬於較為明確且

不同判斷者間容易取得共識，但針對第 3 要素則較屬於主

觀意識的判斷。  

(二 )TSM 測試法  

TSM 測試法係為 CAFC 所建立判斷非顯而易見性的標

準 ，「 T 」 代 表 「 Teaching 」 即 為 教 示 、「 S 」 代 表 「

Suggestion」即為啟發、「M」代表「Motivation」即為

動機，TSM 測試法的用意在於，當所請求保護的發明可藉

由結合兩個以上先前技術而推知時，為了避免該組合係起

因於閱讀了所請求保護的發明之後所產生的後見之明，

CAFC 認為必須在先前技術中找出令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組合該等先前技術的教示、啟發、或動機。  

而組合該等先前技術的教示、啟發或動機可明確地或

隱含地源自於：  

1、該等先前技術本身所揭露的內容。  

2、對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該等先

前技術所揭露的內容係能引起關注或為特別重要的。  

3、基於所欲解決之問題的本質，會使得發明人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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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該等先前技術以解決該問題。  

 
二、KSR 判決歷程  

(一 )背景  

本案的兩造分別為 Teleflex 與 KSR 兩間公司，其為設

計及製造車輛踏板系統的競爭者。  

車輛踏板系統包含油門踏板、煞車踏板及離合器踏板

，在踏板系統的發展歷史中，一方面為了配合不同身高的

駕駛人，而設計了可調整位置的踏板系統，另一方面，由

於線傳控制系統 (Drive-By-Wire)的發展，車輛中原本由機

械動作加以控制的裝置逐漸均改由電子訊號的傳輸來加以

控制，故設計了具有電子感測裝置的踏板系統。  

Teleflex所擁有的Engelgau專利案 3(以下簡稱系爭案 )

中設計了一種踏板系統，其同時具有可調整裝置及電子感

測裝置，其主要訴求係解決習用裝置構造複雜、不易安裝

等缺點，因此具有結構簡單、便於安裝等優點，其中系爭

案之申請專利範圍第 4 項 (以下簡稱系爭請求項 )所請求保

護的結構包含有：  

「一支架固設於車體中；  

一可調整的踏板組樞設於支架上，其包含有一可前後

移動的踏板臂；  

一用以樞接踏板組及支架的樞軸，其具有一樞轉軸線

；  

一電子控制裝置設於支架中；  

────────────────────────────────────── 
3 US 6,237,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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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徵在於，該電子控制裝置係用以反應該樞軸的動

作而提供一訊號，該訊號對應於該踏板臂相對於該樞轉軸

線所樞轉的位置，且當該踏板臂前後移動時，該樞軸位置

不變。」  

由系爭案的說明書內容及系爭請求項的特徵部分可得

知該電子控制裝置係用以作為電子感測裝置。  

KSR 同樣設計且販賣了一款具有可調整裝置及電子感

測裝置的踏板系統，因此 Teleflex 基於系爭請求項向地方

法院控告 KSR 侵權，而 KSR 則基於數個引證前案而對系

爭請求項提出請求其為無效之簡易判決。  

在前案Asano 4中，揭露了一種可調整式踏板系統，當

前後調整其踏板位置時，踏板的樞轉軸位置不變，使得無

論踏板位置調整至何處，對踏板施加同樣的力量將會得到

同樣的效果，亦即對踏板的施力大小不需隨著踏板的位置

調整而改變。  

在前案Rixon 5中，揭露了一種結合電子感測裝置的可

調整式踏板系統，其中包含有一導桿、一架體設於導桿上

且可相對於導桿前後移動、一踏板樞設於架體上、一電子

感測裝置設於架體上，故在Rixon裝置中，踏板的樞轉軸

位置會隨著架體移動而改變。  

在前案Smith 6中，揭露了一種具有電子感測裝置的油

門踏板系統，並於其先前技術中提到：「…電子元件的線路

必須加以固定，以避免磨耗進而防止電子元件故障。因此

────────────────────────────────────── 
4 US 5,010,782. 
5 US 5,819,593. 
6 US 5,06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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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板系統的電子線路必須避免設置於任何會移動之處。  

(二 )地方法院判決  

地方法院基於 Graham 分析法，判斷最接近的先前技

術 Asano 案的教示內容與系爭請求項僅有些微不同，地方

法院認為，除了電子感測裝置之外，Asano 裝置揭露了系

爭請求項其餘的技術特徵，而電子感測裝置也已見於先前

技術中，同時，地方法院認為該等先前技術的結合基於以

下理由已滿足 TSM 測試法：  

1、在該技術領域的發展中，將電子感測裝置與可調

整式踏板相結合為不可避免的趨勢。  

2、Rixon 案中已提供了前述結合的基礎。  

3、由於電子感測裝置裝設在踏板上，Rixon 裝置之

電子線路有容易磨損的缺點，但 Smith 案中已教示了將電

子感測裝置設置固定的結構上以避免線路磨損。  

基於以上理由，地方法院認為對於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而言，結合 Asano 案與先前技術而得到系爭

請求項係為顯而易見的，因此准予 KSR 所請求的簡易判決

，認定系爭請求項不具非顯而易見性。  

(三 )CAFC 判決  

Teleflex 不服地方法院的判決而向 CAFC 提起上訴，

CAFC 對於非顯而易見性的問題進行重新審查。  

CAFC 認為地方法院並未完全正確的應用 TSM 測試法

，並認為地方法院必須明確找出先前技術中已教示將先前

技術以所請求保護的方式結合之啟發或動機，亦即先前技

術中必須教示將電子感測裝置裝設於 Asano 裝置之支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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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啟發或動機。在本案中，CAFC 認為 Asano 案並未提及

系爭案所要解決的問題，Asano 裝置的發明目的為「無論

踏板調整至哪個位置，對踏板施加同樣的力量將會得到同

樣的效果」，而 Rixon 裝置亦同樣未解決系爭案所要解決

的問題，至於 Smith 案，CAFC 認為其僅教示了「若要使

得踏板系統中的線路不受磨損，則線路不能承受任何移動」

，因此，Smith 案並未提供足夠的動機將電子感測裝置設

於支架上，再者，解決線路磨耗的問題與解決結構複雜的

問題為兩個完全不同的目的，更何況 Smith 裝置並非針對

可調整式踏板系統，因此 Smith 案並未提及可調整式踏板

系統中有關於線路磨耗的問題。CAFC 認為，目前的爭點

不在於「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是否具有將電子

感測裝置與可調整式踏板系統相結合的動機」，而在於「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是否具有將電子感測裝置

設於可調整式踏板的支架上的動機」。  

CAFC 基於以上的種種理由，撤銷原地方法院所裁定

的簡易判決，要求地方法院針對非顯而易見性的問題加以

重審，並認為必要時，一併考慮進行侵權與損害賠償的審

理。  

(四 )最高法院判決  

KSR 不服 CAFC 的判決而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最高

法院同樣對於非顯而易見性的問題進行重新審查。  

首先，最高法院認為，針對非顯而易見性的判定，

Graham 分 析 法 提 供 了 較 廣 泛 且 較 有 彈 性 的 方 法 ， 而

CAFC 在本案中應用 TSM 測試法的標準係與 Graham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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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相符合，最高法院認為，當藉由已知的方式組合先前

技術的構件，且最終獲得預期的結果時，該組合為顯而易

見的，故法院需考慮該組合所達成的功效是否超越了該等

先前技術構件所能預期的功效。  

其次，最高法院認為 TSM 測試法提供了一個有益的

觀點：「當一專利由許多元件所組成時，不能僅以各元件已

個別揭露於先前技術中為理由，就因此認定該專利不具非

顯而易見性，而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要組合該

等元件的理由可作為重要的考量。」然而，該觀點固然有

益，但卻並非死板而強制的標準，如果將其視為必須強制

應用的標準，如同 CAFC 在本案中的應用方式，則將與

Graham 分析法所建立的標準及 35 U.S.C. 103(a)的規定

相違背。  

最高法院認為 CAFC 在本案中犯了 4 項錯誤：  

1、CAFC 認為法院及審查委員僅需考慮專利權人所

欲解決的問題：  

最高法院認為，任何在該技術領域中的需求及問題與

該專利案所提出的問題，都可能提供將已知元件以所請求

保護之手段結合的理由。  

2、CAFC 認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在考

量先前技術時，僅會參照與其所欲解決之問題相同的先前

技術：  

最高法院認為，CAFC 僅僅由於 Asano 案所欲解決的

問題與系爭案不同，而否定發明人將電子感測裝置設於

Asano 裝置的可能性，最高法院又認為，已知的元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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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超出其主要目的但顯而易見的用途，而所屬技術領域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一般具有能力將多個專利的教示內容如

同拼圖一般加以拼湊，不論 Asano 裝置的主要目的為何，

其的確已教示了一具有固定軸心之可調整式踏板系統，而

其餘先前技術中也已充分的教示該固定軸心為設置電子感

測裝置的最佳部位。  

3、CAFC 認為僅揭示「已知元件的結合為明顯可嘗

試的」係不足以證明該專利為顯而易見的：  

最高法院認為，當解決一特定問題源自於其設計上的

需求或市場上的壓力時，必然使得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有理由利用已知的元件進行相關的技術改良，若

其已形成可預料的成功，則該產品非屬創新而僅為常識。  

4、CAFC 為了避免後見之明的產生而不願冒險  

最高法院認為，CAFC 嚴格的採用 TSM 測試法而不願

求助於通常知識，不但為不必要的行為，同時已經違背了

最高法院的判例法。  

基於以上考量，最高法院認為原地方法院的見解為正

確的，最高法院撤銷原 CAFC 的判決，將本案發還 CAFC

重審。  

 
三、後續影響  

(一 )USPTO 

在最高法院於 2007 年 4 月 30 日作出 KSR 判決後，

USPTO 隨 即 於 2007 年 5 月 3 日 發 布 了 一 備 忘 錄

(Memorandum)，USPTO 表示其內部正在研究 KSR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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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會參考 KSR 判決發布相關的審查指南給專利審查委

員，但在該審查指南發布之前，USPTO 先給專利審查委

員有關 KSR 判決的數個重點提示：  

1、最高法院再次肯定 Graham 分析法作為用於判斷

非顯而易見性的準則。  

2、最高法院並未否定 TSM 測試法，最高法院仍認可

TSM 測試法的使用可避免後見之明的產生。  

3、但最高法院反對強制應用 TSM 測試法於每一個案

件，理由在於證明一發明為顯而易見時並不一定非得在先

前技術中找到組合該等先前技術的教示、啟發或動機。  

4、然而最高法院認為在證明一發明為顯而易見時，

仍然需要找到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組合先前技

術的理由，惟可於多方面尋找該組合的理由，例如相關專

利案的教示、該技術領域或市場的需求、該技術領域的通

常知識等，皆可作為參考而得到組合先前技術的理由。  

因此，USPTO 認為，當基於多個先前技術的組合而

以 35 U.S.C. 103(a)加以核駁時，仍然需要提供理由來證

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具有以所請求保護的方

式來加以組合該等先前技術的理由。  

(二 )Leapfrog判決 7 

Leapfrog判決為 CAFC在最高法院作出 KSR判決後首

件針對非顯而易見性的判決，Leapfrog公司所擁有的系爭

專利 8之申請專利範圍第 25 項係針對一種全電子式的互動

式學習裝置，其中包括：  
────────────────────────────────────── 
7 Leapfrog Enterprises, Inc. v. Fisher-Price Inc. Fed Cir. No. 06-1402, May 9, 2007. 
8 US 5,813,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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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有複數個按鍵的殼體；  

一發聲系統，其與按鍵相連接並包含有一處理器及一

記憶體；  

至少具有一串字母的標示塊，每一字母對應於一相對

的按鍵；  

一用以辨識所放置標示塊的讀取裝置；  

當按下所對應字母的按鍵時觸發處理器，使得發聲系

統產生相對應該字母的發音訊號，該發音取決於該字母在

該單字中的位置。」  

其預設使用對象為學齡前的幼兒，使用者插入特定的

學習卡片後，系統利用讀取裝置來辨識所放置的卡片為何

，當使用者按下卡片上所示之字母相對應的按鍵時，系統

根據該字母在該單字中的發音而產生聲音訊號，以教導幼

兒認字及讀字。  

CAFC基於Bevan案 9及德州儀器 (TI)的Super Speak 

and Read(SSR)裝置的結合，認為系爭案之申請專利範圍

第 25 項不具非顯而易見性。Bevan案揭露的裝置為一種純

機械結構配合留聲唱片的互動式學習裝置，SSR裝置為一

種電子式的互動式學習裝置，其同樣具有一殼體，而使用

者放入特定的書籍後，按下書籍首頁的預設按鈕以讓系統

辨識所放置的書籍為何，在翻開到特定的頁數時，再按下

每一頁的預設按鈕以讓系統辨識所閱讀的頁數為何，而使

用者按下每一單字的字首字母時，系統根據該字首字母在

該單字中的發音而產生聲音訊號，當使用者按下每一單字

────────────────────────────────────── 
9 US 3,748,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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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餘字母時，系統則發出該單字的完整發音。  

而 CAFC 認同地方法院的意見，認為 Bevan 案所揭露

的裝置具有與系爭請求項相同的操作方法，而 SSR 裝置揭

露了將該裝置電子化的指標性裝置，CAFC 認同地方法院

的意見，認為對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基

於增進產品功能、縮小體積、提高可靠度等等理由，將現

代電子裝置與舊有的機械設備相結合係為顯而易見的，因

此將 Bevan 裝置與 SSR 裝置加以結合係為顯而易見的，

然而在 Bevan 案及 SSR 裝置中均未揭露系爭專利其中一

必要元件 (即讀取裝置 )，但地方法院認為該必要元件屬於

該技術領域的通常知識，CAFC 認同該意見，因此認為結

合 Bevan 案、SSR 裝置及通常知識而得到系爭請求項係

為顯而易見的，則 CAFC 維持地方法院的原判決而認定系

爭請求項不具非顯而易見性。  

 
結論  

在判斷非顯而易見性時，除了先前技術所揭示的內容

之外，亦加入了許多判斷者對該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的採

納，來決定基於該等先前技術而言，所請求保護的發明是

否為顯而易見，當判斷者要求先前技術所揭示的內容越多

而對通常知識的採納越少，一發明就越難被認定為不具非

顯而易見性，反之，當判斷者要求先前技術所揭示的內容

越少而對通常知識的採納越多，一發明就越容易被認定為

不具非顯而易見性。  

在本案中，不難發現以 CAFC 判決中嚴格採用 T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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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法的標準而言，其幾乎不採納該技術領域的通常知識

，而僅以先前技術中所揭露的內容為判斷基準，而最高法

院基於應有限度的採納該技術領域的通常知識為由而推翻

CAFC 的原判決，一般看來最高法院係將非顯而易見性的

標準提高，而讓專利權更加難以取得亦更加難以維持，尤

其對於化學及生物科技領域的專利而言影響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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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0016719 號令，九十三年七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六日修正公布「專利法」刪除現行之

第八十三條、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二十六條、第一百二十八

條、至第一百三十一條，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施行

。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與創作，以促進產業

發展，特制定本法。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專利，分為下列三種：  
一、發明專利。  
二、新型專利。  
三、新式樣專利。  
第 三 條 本法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專利業務，由經濟部指定專責機關辦理。  
第 四 條 外國人所屬之國家與中華民國如未共同參加保

護專利之國際條約或無相互保護專利之條約、協定或由團體、機

構互訂經主管機關核准保護專利之協議，或對中華民國國民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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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不予受理者，其專利申請，得不予受理。  
第 五 條 專利申請權，指得依本法申請專利之權利。  
專利申請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指發明

人、創作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  
第 六 條 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均得讓與或繼承。  
專利申請權，不得為質權之標的。  
以專利權為標的設定質權者，除契約另有約定外，質權人不

得實施該專利權。  
第 七 條 受雇人於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

，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屬於雇用人，雇用人應支付受雇人適當

之報酬。但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前項所稱職務上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指受雇人於僱傭關

係中之工作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  
一方出資聘請他人從事研究開發者，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

之歸屬依雙方契約約定；契約未約定者，屬於發明人或創作人。

但出資人得實施其發明、新型或新式樣。  
依第一項、前項之規定，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歸屬於雇用人

或出資人者，發明人或創作人享有姓名表示權。  
第 八 條 受雇人於非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新式

樣，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屬於受雇人。但其發明、新型或新式

樣係利用雇用人資源或經驗者，雇用人得於支付合理報酬後，於

該事業實施其發明、新型或新式樣。  
受雇人完成非職務上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應即以書面通

知雇用人，如有必要並應告知創作之過程。  
雇用人於前項書面通知到達後六個月內，未向受雇人為反對

之表示者，不得主張該發明、新型或新式樣為職務上發明、新型

或新式樣。  
第 九 條 前條雇用人與受雇人間所訂契約，使受雇人不

得享受其發明、新型或新式樣之權益者，無效。  
第 十 條 雇用人或受雇人對第七條及第八條所定權利之

歸屬有爭執而達成協議者，得附具證明文件，向專利專責機關申

請變更權利人名義。專利專責機關認有必要時，得通知當事人附

具依其他法令取得之調解、仲裁或判決文件。  
第  十一  條 申請人申請專利及辦理有關專利事項，得委任

代理人辦理之。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者，申請專利及辦理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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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事項，應委任代理人辦理之。  
代理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以專利師為限。  
專利師之資格及管理，另以法律定之；法律未制定前，代理

人資格之取得、撤銷、廢止及其管理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二  條 專利申請權為共有者，應由全體共有人提出申

請。  
二人以上共同為專利申請以外之專利相關程序時，除撤回或

拋棄申請案、申請分割、改請或本法另有規定者，應共同連署外

，其餘程序各人皆可單獨為之。但約定有代表者，從其約定。  
前二項應共同連署之情形，應指定其中一人為應受送達人。

未指定應受送達人者，專利專責機關應以第一順序申請人為應受

送達人，並應將送達事項通知其他人。  
第  十三  條 專利申請權為共有時，各共有人未得其他共有

人之同意，不得以其應有部分讓與他人。  
第  十四  條 繼受專利申請權者，如在申請時非以繼受人名

義申請專利，或未在申請後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變更名義者，不

得以之對抗第三人。  
為前項之變更申請者，不論受讓或繼承，均應附具證明文件

。  
第  十五  條 專利專責機關職員及專利審查人員於任職期內

，除繼承外，不得申請專利及直接、間接受有關專利之任何權益

。  
第  十六  條 專利專責機關職員及專利審查人員對職務上知

悉或持有關於專利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或申請人事業上之秘

密，有保密之義務。  
第  十七  條 凡申請人為有關專利之申請及其他程序，延誤

法定或指定之期間或不依限納費者，應不受理。但延誤指定期間

或不依限納費在處分前補正者，仍應受理。  
申請人因天災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延誤法定期間者，於其

原因消滅後三十日內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回復

原狀。但延誤法定期間已逾一年者，不在此限。  
申請回復原狀，應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行為。  
第  十八  條 審定書或其他文件無從送達者，應於專利公報

公告之，自刊登公報之日起滿三十日，視為已送達。  
第  十九  條 有關專利之申請及其他程序，得以電子方式為

之；其實施日期及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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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  條 本法有關期間之計算，其始日不計算在內。  
第五十一條第三項、第一０一條第三項及第一一三條第三項

規定之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當日起算。  
 

第 二 章 發明專利  
第 一 節 專利要件  
第二十一條 發明，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  
第二十二條 凡可供產業上利用之發明，無下列情事之一者

，得依本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  
一、申請前已見於刊物或已公開使用者。  
二、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發明有下列情事之一，致有前項各款情事，並於其事實發生

之日起六個月內申請者，不受前項各款規定之限制：  
一、因研究、實驗者。  
二、因陳列於政府主辦或認可之展覽會者。  
三、非出於申請人本意而洩漏者。  
申請人主張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情事者，應於申請時敘明

事實及其年、月、日，並應於專利專責機關指定期間內檢附證明

文件。  
發明雖無第一項所列情事，但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仍不得依本法申請

取得發明專利。  
第二十三條 申請專利之發明，與申請在先而在其申請後始

公開或公告之發明或新型專利申請案所附說明書或圖式載明之內

容相同者，不得取得發明專利。但其申請人與申請在先之發明或

新型專利申請案之申請人相同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四條 下列各款，不予發明專利：  
一、動、植物及生產動、植物之主要生物學方法。但微生物

學之生產方法，不在此限。  
二、人體或動物疾病之診斷、治療或外科手術方法。  
三、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衛生者。  
第 二 節 申  請  
第二十五條 申請發明專利，由專利申請權人備具申請書、

說明書及必要圖式，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之。  
申請權人為雇用人、受讓人或繼承人時，應敘明發明人姓名

，並附具僱傭、受讓或繼承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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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發明專利，以申請書、說明書及必要圖式齊備之日為申

請日。  
前項說明書及必要圖式以外文本提出，且於專利專責機關指

定期間內補正中文本者，以外文本提出之日為申請日；未於指定

期間內補正者，申請案不予受理。但在處分前補正者，以補正之

日為申請日。  
第二十六條 前條之說明書，應載明發明名稱、發明說明、

摘要及申請專利範圍。  
發明說明應明確且充分揭露，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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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潔之方式記載，且必須為發明說明及圖式所支持。  
發明說明、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之揭露方式，於本法施行細

則定之。  
第二十七條 申請人就相同發明在世界貿易組織會員或與中

華民國相互承認優先權之外國第一次依法申請專利，並於第一次

申請專利之日起十二個月內，向中華民國申請專利者，得主張優

先權。  
依前項規定，申請人於一申請案中主張二項以上優先權時，

其優先權期間之起算日為最早之優先權日之次日。  
外國申請人為非世界貿易組織會員之國民且其所屬國家與我

國無相互承認優先權者，若於世界貿易組織會員或互惠國領域內

，設有住所或營業所者，亦得依第一項規定主張優先權。  
主張優先權者，其專利要件之審查，以優先權日為準。  
第二十八條 依前條規定主張優先權者，應於申請專利同時

提出聲明，並於申請書中載明在外國之申請日及受理該申請之國

家。  
申請人應於申請日起四個月內，檢送經前項國家政府證明受

理之申請文件。  
違反前二項之規定者，喪失優先權。  
第二十九條 申請人基於其在中華民國先申請之發明或新型

專利案再提出專利之申請者，得就先申請案申請時說明書或圖式

所載之發明或創作，主張優先權。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主

張之：  
一、自先申請案申請日起已逾十二個月者。  
二、先申請案中所記載之發明或創作已經依第二十七條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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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主張優先權者。  
三、先申請案係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分割案或第一０二

條之改請案。  
四、先申請案已經審定或處分者。  
前項先申請案自其申請日起滿十五個月，視為撤回。  
先申請案申請日起十五個月後，不得撤回優先權主張。  
依第一項主張優先權之後申請案，於先申請案申請日起十五

個月內撤回者，視為同時撤回優先權之主張。  
申請人於一申請案中主張二項以上優先權時，其優先權期間

之起算日為最早之優先權日之次日。  
主張優先權者，其專利要件之審查，以優先權日為準。  
依第一項主張優先權者，應於申請專利同時提出聲明，並於

申請書中載明先申請案之申請日及申請案號數，申請人未於申請

時提出聲明，或未載明先申請案之申請日及申請案號數者，喪失

優先權。  
依本條主張之優先權日，不得早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二十

六日。  
第  三十  條 申請生物材料或利用生物材料之發明專利，申

請人最遲應於申請日將該生物材料寄存於專利專責機關指定之國

內寄存機構，並於申請書上載明寄存機構、寄存日期及寄存號碼

。但該生物材料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易於獲得時，

不須寄存。  
申請人應於申請日起三個月內檢送寄存證明文件，屆期未檢

送者，視為未寄存。  
申請前如已於專利專責機關認可之國外寄存機構寄存，而於

申請時聲明其事實，並於前項規定之期限內，檢送寄存於專利專

責機關指定之國內寄存機構之證明文件及國外寄存機構出具之證

明文件者，不受第一項最遲應於申請日在國內寄存之限制。  
第一項生物材料寄存之受理要件、種類、型式、數量、收費

費率及其他寄存執行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一條 同一發明有二以上之專利申請案時，僅得就其

最先申請者准予發明專利。但後申請者所主張之優先權日早於先

申請者之申請日者，不在此限。  
前項申請日、優先權日為同日者，應通知申請人協議定之，

協議不成時，均不予發明專利；其申請人為同一人時，應通知申

請人限期擇一申請，屆期未擇一申請者，均不予發明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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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申請人為協議時，專利專責機關應指定相當期間通知申請

人申報協議結果，屆期未申報者，視為協議不成。  
同一發明或創作分別申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者，準用前三

項規定。  
第三十二條 申請發明專利，應就每一發明提出申請。  
二個以上發明，屬於一個廣義發明概念者，得於一申請案中

提出申請。  
第三十三條 申請專利之發明，實質上為二個以上之發明時

，經專利專責機關通知，或據申請人申請，得為分割之申請。  
前項分割申請應於原申請案再審查審定前為之；准予分割者

，仍以原申請案之申請日為申請日。如有優先權者，仍得主張優

先權，並應就原申請案已完成之程序續行審查。  
第三十四條 發明為非專利申請權人請准專利，經專利申請

權人於該專利案公告之日起二年內申請舉發，並於舉發撤銷確定

之日起六十日內申請者，以非專利申請權人之申請日為專利申請

權人之申請日。  
發明專利申請權人依前項規定申請之案件，不再公告。  
第 三 節 審查及再審查  
第三十五條 專利專責機關對於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實體審查

，應指定專利審查人員審查之。  
專利審查人員之資格，以法律定之。  
第三十六條 專利專責機關接到發明專利申請文件後，經審

查認為無不合規定程式，且無應不予公開之情事者，自申請日起

十八個月後，應將該申請案公開之。  
專利專責機關得因申請人之申請，提早公開其申請案。  
發明專利申請案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公開：  
一、自申請日起十五個月內撤回者。  
二、涉及國防機密或其他國家安全之機密者。  
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第一項、前項期間，如主張優先權者，其起算日為優先權日

之次日；主張二項以上優先權時，其起算日為最早之優先權日之

次日。  
第三十七條 自發明專利申請日起三年內，任何人均得向專

利專責機關申請實體審查。  
依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分割，或依第一０二條規定改

請為發明專利，逾前項期間者，得於申請分割或改請之日起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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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實體審查。  
依前二項規定所為審查之申請，不得撤回。  
未於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之期間內申請實體審查者，該發明

專利申請案，視為撤回。  
第三十八條 申請前條之審查者，應檢附申請書。  
專利專責機關應將申請審查之事實，刊載於專利公報。  
申請審查由發明專利申請人以外之人提起者，專利專責機關

應將該項事實通知發明專利申請人。  
有關生物材料或利用生物材料之發明專利申請人，申請審查

時，應檢送寄存機構出具之存活證明；如發明專利申請人以外之

人申請審查時，專利專責機關應通知發明專利申請人於三個月內

檢送存活證明。  
第三十九條 發明專利申請案公開後，如有非專利申請人為

商業上之實施者，專利專責機關得依申請優先審查之。  
為前項申請者，應檢附有關證明文件。  
第  四十  條 發明專利申請人對於申請案公開後，曾經以書

面通知發明專利申請內容，而於通知後公告前就該發明仍繼續為

商業上實施之人，得於發明專利申請案公告後，請求適當之補償

金。  
對於明知發明專利申請案已經公開，於公告前就該發明仍繼

續為商業上實施之人，亦得為前項之請求。  
前二項規定之請求權，不影響其他權利之行使。  
第一項、第二項之補償金請求權，自公告之日起，二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  
第四十一條 前五條規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二十六

日起提出之發明專利申請案，始適用之。  
第四十二條 專利審查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  
一、本人或其配偶，為該專利案申請人、代理人、代理人之

合夥人或與代理人有僱傭關係者。  
二、現為該專利案申請人或代理人之四親等內血親，或三親

等內姻親。  
三、本人或其配偶，就該專利案與申請人有共同權利人、共

同義務人或償還義務人之關係者。  
四、現為或曾為該專利案申請人之法定代理人或家長家屬者

。  



專利專論集〔七〕 

-417- 

五、現為或曾為該專利案申請人之訴訟代理人或輔佐人者。  
六、現為或曾為該專利案之證人、鑑定人、異議人或舉發人

者。  
專利審查人員有應迴避而不迴避之情事者，專利專責機關得

依職權或依申請撤銷其所為之處分後，另為適當之處分。  
第四十三條 申請案經審查後，應作成審定書送達申請人或

其代理人。  
經審查不予專利者，審定書應備具理由。  
審定書應由專利審查人員具名。再審查、舉發審查及專利權

延長審查之審定書，亦同。  
第四十四條 發明專利申請案違反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六條、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十一條、第三十

二條或第四十九條第四項規定者，應為不予專利之審定。  
第四十五條 申請專利之發明經審查認無不予專利之情事者

，應予專利，並應將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公告之。  
經公告之專利案，任何人均得申請閱覽、抄錄、攝影或影印

其審定書、說明書、圖式及全部檔案資料。但專利專責機關依法

應予保密者，不在此限。  
第四十六條 發明專利申請人對於不予專利之審定有不服者

，得於審定書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備具理由書，申請再審查。但

因申請程序不合法或申請人不適格而不受理或駁回者，得逕依法

提起行政救濟。  
經再審查認為有不予專利之情事時，在審定前應先通知申請

人，限期申復。  
第四十七條 再審查時，專利專責機關應指定未曾審查原案

之專利審查人員審查，並作成審定書。  
前項再審查之審定書，應送達申請人。  
第四十八條 專利專責機關於審查發明專利時，得依申請或

依職權通知申請人限期為下列各款之行為：  
一、至專利專責機關面詢。  
二、為必要之實驗、補送模型或樣品。  
前項第二款之實驗、補送模型或樣品，專利專責機關必要時

，得至現場或指定地點實施勘驗。  
第四十九條 專利專責機關於審查發明專利時，得依職權通

知申請人限期補充、修正說明書或圖式。  
申請人得於發明專利申請日起十五個月內，申請補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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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書或圖式；其於十五個月後申請補充、修正說明書或圖式者

，仍依原申請案公開。  
申請人於發明專利申請日起十五個月後，僅得於下列各款之

期日或期間內補充、修正說明書或圖式：  
一、申請實體審查之同時。  
二、申請人以外之人申請實體審查者，於申請案進行實體審

查通知送達後三個月內。  
三、專利專責機關於審定前通知申復之期間內。  
四、申請再審查之同時，或得補提再審查理由書之期間內。  
依前三項所為之補充、修正，不得超出申請時原說明書或圖

式所揭露之範圍。  
第二項、第三項期間，如主張有優先權者，其起算日為優先

權日之次日。  
第  五十  條 發明經審查有影響國家安全之虞，應將其說明

書移請國防部或國家安全相關機關諮詢意見，認有秘密之必要者

，其發明不予公告，申請書件予以封存，不供閱覽，並作成審定

書送達申請人、代理人及發明人。  
申請人、代理人及發明人對於前項之發明應予保密，違反者

，該專利申請權視為拋棄。  
保密期間，自審定書送達申請人之日起為期一年，並得續行

延展保密期間每次一年，期間屆滿前一個月，專利專責機關應諮

詢國防部或國家安全相關機關，無保密之必要者，應即公告。  
就保密期間申請人所受之損失，政府應給與相當之補償。  
第 四 節 專利權  
第五十一條 申請專利之發明，經核准審定後，申請人應於

審定書送達後三個月內，繳納證書費及第一年年費後，始予公告

；屆期未繳費者，不予公告，其專利權自始不存在。  
申請專利之發明，自公告之日起給予發明專利權，並發證書

。  
發明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二十年屆滿。  
第五十二條 醫藥品、農藥品或其製造方法發明專利權之實

施，依其他法律規定，應取得許可證，而於專利案公告後需時二

年以上者，專利權人得申請延長專利二年至五年，並以一次為限

。但核准延長之期間，不得超過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取得許

可證所需期間，取得許可證期間超過五年者，其延長期間仍以五

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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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申請應備具申請書，附具證明文件，於取得第一次許可

證之日起三個月內，向專利專責機關提出。但在專利權期間屆滿

前六個月內，不得為之。  
主管機關就前項申請案，有關延長期間之核定，應考慮對國

民健康之影響，並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核定辦法。  
第五十三條 專利專責機關對於發明專利權延長申請案，應

指定專利審查人員審查，作成審定書送達專利權人或其代理人。  
第五十四條 任何人對於經核准延長發明專利權期間，認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附具證據，向專利專責機關舉發之：  
一、發明專利之實施無取得許可證之必要者。  
二、專利權人或被授權人並未取得許可證。  
三、核准延長之期間超過無法實施之期間。  
四、延長專利權期間之申請人並非專利權人。  
五、專利權為共有，而非由共有人全體申請者。  
六、以取得許可證所承認之外國試驗期間申請延長專利權時

，核准期間超過該外國專利主管機關認許者。  
七、取得許可證所需期間未滿二年者。  
專利權延長經舉發成立確定者，原核准延長之期間，視為自

始不存在。但因違反前項第三款、第六款規定，經舉發成立確定

者，就其超過之期間，視為未延長。  
第五十五條 專利專責機關認有前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

，得依職權撤銷延長之發明專利權期間。  
專利權延長經撤銷確定者，原核准延長之期間，視為自始不

存在。但因違反前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六款規定，經撤銷確定者

，就其超過之期間，視為未延長。  
第五十六條 物品專利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

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

目的而進口該物品之權。  
方法專利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

同意而使用該方法及使用、為販賣之要約、販賣或為上述目的而

進口該方法直接製成物品之權。  
發明專利權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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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審酌發明說明及圖式。  
第五十七條 發明專利權之效力，不及於下列各款情事：  
一、為研究、教學或試驗實施其發明，而無營利行為者。  
二、申請前已在國內使用，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但在申



台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420- 

請前六個月內，於專利申請人處得知其製造方法，並經專利申請

人聲明保留其專利權者，不在此限。  
三、申請前已存在國內之物品。  
四、僅由國境經過之交通工具或其裝置。  
五、非專利申請權人所得專利權，因專利權人舉發而撤銷時

，其被授權人在舉發前以善意在國內使用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

。  
六、專利權人所製造或經其同意製造之專利物品販賣後，使

用或再販賣該物品者。上述製造、販賣不以國內為限。  
前項第二款及第五款之使用人，限於在其原有事業內繼續利

用；第六款得為販賣之區域，由法院依事實認定之。  
第一項第五款之被授權人，因該專利權經舉發而撤銷之後，

仍實施時，於收到專利權人書面通知之日起，應支付專利權人合

理之權利金。  
第五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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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九條 發明專利權人以其發明專利權讓與、信託、授

權他人實施或設定質權，非經向專利專責機關登記，不得對抗第

三人。  
第  六十  條 發明專利權之讓與或授權，契約約定有下列情

事之一致生不公平競爭者，其約定無效：  
一、禁止或限制受讓人使用某項物品或非出讓人、授權人所

供給之方法者。  
二、要求受讓人向出讓人購取未受專利保障之出品或原料者

。  
第六十一條 發明專利權為共有時，除共有人自己實施外，

非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不得讓與或授權他人實施。但契約另有

約定者，從其約定。  
第六十二條 發明專利權共有人未得共有人全體同意，不得

以其應有部分讓與、信託他人或設定質權。  
第六十三條 發明專利權人因中華民國與外國發生戰事受損

失者，得申請延展專利權五年至十年，以一次為限。但屬於交戰

國人之專利權，不得申請延展。  
第六十四條 發明專利權人申請更正專利說明書或圖式，僅

得就下列事項為之：  
一、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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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誤記事項之訂正。  
三、不明瞭記載之釋明。  
前項更正，不得超出申請時原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且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申請專利範圍。  
專利專責機關於核准更正後，應將其事由刊載專利公報。  
說明書、圖式經更正公告者，溯自申請日生效。  
第六十五條 發明專利權人未得被授權人或質權人之同意，

不得為拋棄專利權或為前條之申請。  
第六十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發明專利權當然消滅：  
一、專利權期滿時，自期滿之次日消滅。  
二、專利權人死亡，無人主張其為繼承人者，專利權於依民

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條規定歸屬國庫之日起消滅。  
三、第二年以後之專利年費未於補繳期限屆滿前繳納者，自

原繳費期限屆滿之次日消滅。但依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回復原狀

者，不在此限。  
四、專利權人拋棄時，自其書面表示之日消滅。  
第六十七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專利專責機關應依舉發或

依職權撤銷其發明專利權，並限期追繳證書，無法追回者，應公

告註銷：  
一、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四條、第二

十六條、第三十一條或第四十九條第四項規定者。  
二、專利權人所屬國家對中華民國國民申請專利不予受理者

。  
三、發明專利權人為非發明專利申請權人者。  
以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或有前項第三款情事，提起舉發

者，限於利害關係人；其他情事，任何人得附具證據，向專利專

責機關提起舉發。  
舉發人補提理由及證據，應自舉發之日起一個月內為之。但

在舉發審定前提出者，仍應審酌之。  
舉發案經審查不成立者，任何人不得以同一事實及同一證據

，再為舉發。  
第六十八條 利害關係人對於專利權之撤銷有可回復之法律

上利益者，得於專利權期滿或當然消滅後提起舉發。  
第六十九條 專利專責機關接到舉發書後，應將舉發書副本

送達專利權人。  
專利權人應於副本送達後一個月內答辯，除先行申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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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予展期者外，屆期不答辯者，逕予審查。  
第  七十  條 專利專責機關於舉發審查時，應指定未曾審查

原案之專利審查人員審查，並作成審定書，送達專利權人及舉發

人。  
第七十一條 專利專責機關於舉發審查時，得依申請或依職

權通知專利權人限期為下列各款之行為：  
一、至專利專責機關面詢。  
二、為必要之實驗、補送模型或樣品。  
三、依第六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更正。  
前項第二款之實驗、補送模型或樣品，專利專責機關必要時

，得至現場或指定地點實施勘驗。  
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更正專利說明書或圖式者，專利專責機

關應通知舉發人。  
第七十二條 第五十四條延長發明專利權舉發之處理，準用

第六十七條第三項、第四項及前四條規定。  
第六十七條依職權撤銷專利權之處理，準用前三條規定。   
第七十三條 發明專利權經撤銷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

為撤銷確定：  
一、未依法提起行政救濟者。  
二、經提起行政救濟經駁回確定者。  
發明專利權經撤銷確定者，專利權之效力，視為自始即不存

在。  
第七十四條 發明專利權之核准、變更、延長、延展、讓與

、信託、授權實施、特許實施、撤銷、消滅、設定質權及其他應

公告事項，專利專責機關應刊載專利公報。  
第七十五條 專利專責機關應備置專利權簿，記載核准專利

、專利權異動及法令所定之一切事項。  
前項專利權簿，得以電子方式為之，並供人民閱覽、抄錄、

攝影或影印。  
第 五 節 實 施  
第七十六條 為因應國家緊急情況或增進公益之非營利使用

或申請人曾以合理之商業條件在相當期間內仍不能協議授權時，

專利專責機關得依申請，特許該申請人實施專利權；其實施應以

供應國內市場需要為主。但就半導體技術專利申請特許實施者，

以增進公益之非營利使用為限。  
專利權人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情事，經法院判決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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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確定者，雖無前項之情形，專利專責機

關亦得依申請，特許該申請人實施專利權。  
專利專責機關接到特許實施申請書後，應將申請書副本送達

專利權人，限期三個月內答辯；屆期不答辯者，得逕行處理。  
特許實施權，不妨礙他人就同一發明專利權再取得實施權。  
特許實施權人應給與專利權人適當之補償金，有爭執時，由

專利專責機關核定之。  
特許實施權，應與特許實施有關之營業一併轉讓、信託、繼

承、授權或設定質權。  
特許實施之原因消滅時，專利專責機關得依申請廢止其特許

實施。  
第七十七條 依前條規定取得特許實施權人，違反特許實施

之目的時，專利專責機關得依專利權人之申請或依職權廢止其特

許實施。  
第七十八條 再發明，指利用他人發明或新型之主要技術內

容所完成之發明。  
再發明專利權人未經原專利權人同意，不得實施其發明。  
製造方法專利權人依其製造方法製成之物品為他人專利者，

未經該他人同意，不得實施其發明。  
前二項再發明專利權人與原發明專利權人，或製造方法專利

權人與物品專利權人，得協議交互授權實施。  
前項協議不成時，再發明專利權人與原發明專利權人或製造

方法專利權人與物品專利權人得依第七十六條規定申請特許實施

。但再發明或製造方法發明所表現之技術，須較原發明或物品發

明具相當經濟意義之重要技術改良者，再發明或製造方法專利權

人始得申請特許實施。  
再發明專利權人或製造方法專利權人取得之特許實施權，應

與其專利權一併轉讓、信託、繼承、授權或設定質權。  
第七十九條 發明專利權人應在專利物品或其包裝上標示專

利證書號數，並得要求被授權人或特許實施權人為之；其未附加

標示者，不得請求損害賠償。但侵權人明知或有事實足證其可得

而知為專利物品者，不在此限。  
第 六 節 納 費  
第  八十  條 關於發明專利之各項申請，申請人於申請時，

應繳納申請費。  
核准專利者，發明專利權人應繳納證書費及專利年費；請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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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延展專利者，在延長、延展期內，仍應繳納專利年費。  
申請費、證書費及專利年費之金額，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八十一條 發明專利年費自公告之日起算，第一年年費，

應依第五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繳納；第二年以後年費，應於屆期前

繳納之。  
前項專利年費，得一次繳納數年，遇有年費調整時，毋庸補

繳其差額。  
第八十二條 發明專利第二年以後之年費，未於應繳納專利

年費之期間內繳費者，得於期滿六個月內補繳之。但其年費應按

規定之年費加倍繳納。  
第八十三條 發明專利權人為自然人、學校或中小企業者，

得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減免專利年費；其減免條件、年限、金額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七 節 損害賠償及訴訟  
第八十四條 發明專利權受侵害時，專利權人得請求賠償損

害，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專屬被授權人亦得為前項請求。但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

定。  
發明專利權人或專屬被授權人依前二項規定為請求時，對於

侵害專利權之物品或從事侵害行為之原料或器具，得請求銷燬或

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發明人之姓名表示權受侵害時，得請求表示發明人之姓名或

為其他回復名譽之必要處分。  
本條所定之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行為及賠償義務人時起

，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第八十五條 依前條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下列各款擇一計

算其損害：  
一、依民法第二一六條之規定。但不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

其損害時，發明專利權人得就其實施專利權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

，減除受害後實施同一專利權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

。  
二、依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於侵害人不能就其成

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以銷售該項物品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  
除前項規定外，發明專利權人之業務上信譽，因侵害而致減

損時，得另請求賠償相當金額。  
依前二項規定，侵害行為如屬故意，法院得依侵害情節，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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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損害額之三倍。  
第八十六條 用作侵害他人發明專利權行為之物，或由其行

為所生之物，得以被侵害人之請求施行假扣押，於判決賠償後，

作為賠償金之全部或一部。  
當事人為前條起訴及聲請本條假扣押時，法院應依民事訴訟

法之規定，准予訴訟救助。  
第八十七條 製造方法專利所製成之物品在該製造方法申請

專利前為國內外未見者，他人製造相同之物品，推定為以該專利

方法所製造。  
前項推定得提出反證推翻之。被告證明其製造該相同物品之

方法與專利方法不同者，為已提出反證。被告舉證所揭示製造及

營業秘密之合法權益，應予充分保障。  
第八十八條 發明專利訴訟案件，法院應以判決書正本一份

送專利專責機關。  
第八十九條 被侵害人得於勝訴判決確定後，聲請法院裁定

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登報，其費用由敗訴人負擔。  
第  九十  條 關於發明專利權之民事訴訟，在申請案、舉發

案、撤銷案確定前，得停止審判。  
法院依前項規定裁定停止審判時，應注意舉發案提出之正當

性。  
舉發案涉及侵權訴訟案件之審理者，專利專責機關得優先審

查。  
第九十一條 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或團體就本法規定事項得

提起民事訴訟。但以條約或其本國法令、慣例，中華民國國民或

團體得在該國享受同等權利者為限；其由團體或機構互訂保護專

利之協議，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亦同。  
第九十二條 法院為處理發明專利訴訟案件，得設立專業法

庭或指定專人辦理。  
司法院得指定侵害專利鑑定專業機構。  
法院受理發明專利訴訟案件，得囑託前項機構為鑑定。  
 

第 三 章 新型專利  
第九十三條 新型，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

形狀、構造或裝置之創作。  
第九十四條 凡可供產業上利用之新型，無下列情事之一者

，得依本法申請取得新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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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前已見於刊物或已公開使用者。  
二、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新型有下列情事之一，致有前項各款情事，並於其事實發生

之日起六個月內申請者，不受前項各款規定之限制：  
一、因研究、實驗者。  
二、因陳列於政府主辦或認可之展覽會者。  
三、非出於申請人本意而洩漏者。  
申請人主張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情事者，應於申請時敘明

事實及其年、月、日，並應於專利專責機關指定期間內檢附證明

文件。  
新型雖無第一項所列情事，但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顯能輕易完成時，仍不得依本法申請

取得新型專利。  
第九十五條 申請專利之新型，與申請在先而在其申請後始

公開或公告之發明或新型專利申請案所附說明書或圖式載明之內

容相同者，不得取得新型專利。但其申請人與申請在先之發明或

新型專利申請案之申請人相同者，不在此限。  
第九十六條 新型有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衛生者，不

予新型專利。  
第九十七條 申請專利之新型，經形式審查認有下列各款情

事之一者，應為不予專利之處分：  
一、新型非屬物品形狀、構造或裝置者。  
二、違反前條規定者。  
三、違反第一０八條準用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四項規定之

揭露形式者。  
四、違反第一０八條準用第三十二條規定者。  
五、說明書及圖式未揭露必要事項或其揭露明顯不清楚者。  
為前項處分前，應先通知申請人限期陳述意見或補充、修正

說明書或圖式。  
第九十八條 申請專利之新型經形式審查後，認有前條規定

情事者，應備具理由作成處分書，送達申請人或其代理人。  
第九十九條 申請專利之新型，經形式審查認無第九十七條

所定不予專利之情事者，應予專利，並應將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

公告之。  
第一００條 申請人申請補充、修正說明書或圖式者，應於

申請日起二個月內為之。  



專利專論集〔七〕 

-427- 

依前項所為之補充、修正，不得超出申請時原說明書或圖式

所揭露之範圍。  
第一０一條 申請專利之新型，申請人應於准予專利之處分

書送達後三個月內，繳納證書費及第一年年費後，始予公告；屆

期未繳費者，不予公告，其專利權自始不存在。  
申請專利之新型，自公告之日起給予新型專利權，並發證書

。  
新型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十年屆滿。  
 
第一０二條 申請發明或新式樣專利後改請新型專利者，或

申請新型專利後改請發明專利者，以原申請案之申請日為改請案

之申請日。但於原申請案准予專利之審定書、處分書送達後，或

於原申請案不予專利之審定書、處分書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後，不

得改請。  
第一０三條 申請專利之新型經公告後，任何人得就第九十

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項、第九十五條或第一０八條

準用第三十一條規定之情事，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新型專利技術

報告。  
專利專責機關應將前項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事實，刊載

於專利公報。  
專利專責機關對於第一項之申請，應指定專利審查人員作成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並由專利審查人員具名。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如敘明有非專利權人

為商業上之實施，並檢附有關證明文件者，專利專責機關應於六

個月內完成新型專利技術報告。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申請於新型專利權當然消滅後，仍得為

之。  
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申請，不得撤回。  
第一０四條 新型專利權人行使新型專利權時，應提示新型

專利技術報告進行警告。  
第一０五條 新型專利權人之專利權遭撤銷時，就其於撤銷

前，對他人因行使新型專利權所致損害，應負賠償之責。  
前項情形，如係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或已盡相當注

意而行使權利者，推定為無過失。  
第一０六條 新型專利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

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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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而進口該新型專利物品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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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０七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專利專責機關應依舉發撤

銷其新型專利權，並限期追繳證書，無法追回者，應公告註銷：  
一、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九十三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一

００條第二項、第一０八條準用第二十六條或第一０八條準用第

三十一條規定者。  
二、專利權人所屬國家對中華民國國民申請專利不予受理者

。  
三、新型專利權人為非新型專利申請權人者。  
以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或有前項第三款情事，提起舉發

者，限於利害關係人；其他情事，任何人得附具證據，向專利專

責機關提起舉發。  
舉發審定書，應由專利審查人員具名。  
第一０八條 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至第三

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二項、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五條第二項、

第五十條、第五十七條、第五十九條至第六十二條、第六十四條

至第六十六條、第六十七條第三項、第四項、第六十八條至第七

十一條、第七十三條至第七十五條、第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四項、第七十九條至第八十六條、第八十八條至第九十二條

，於新型專利準用之。  
 

第 四 章 新式樣專利  
第一０九條 新式樣，指對物品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

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  
聯合新式樣，指同一人因襲其原新式樣之創作且構成近似者

。  
第一一０條 凡可供產業上利用之新式樣，無下列情事之一

者，得依本法申請取得新式樣專利：  
一、申請前有相同或近似之新式樣，已見於刊物或已公開使

用者。  
二、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新式樣有下列情事之一，致有前項各款情事，並於其事實發

生之日起六個月內申請者，不受前項各款規定之限制：  
一、因陳列於政府主辦或認可之展覽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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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出於申請人本意而洩漏者。  
申請人主張前項第一款之情事者，應於申請時敘明事實及其

年、月、日，並應於專利專責機關指定期間內檢附證明文件。  
新式樣雖無第一項所列情事，但為其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藝易於思及者，仍不得依本法申請取

得新式樣專利。  
同一人以近似之新式樣申請專利時，應申請為聯合新式樣專

利，不受第一項及前項規定之限制。但於原新式樣申請前有與聯

合新式樣相同或近似之新式樣已見於刊物、已公開使用或已為公

眾所知悉者，仍不得依本法申請取得聯合新式樣專利。  
同一人不得就與聯合新式樣近似之新式樣申請為聯合新式樣

專利。  
第一一一條 申請專利之新式樣，與申請在先而在其申請後

始公告之新式樣專利申請案所附圖說之內容相同或近似者，不得

取得新式樣專利。但其申請人與申請在先之新式樣專利申請案之

申請人相同者，不在此限。  
第一一二條 下列各款，不予新式樣專利：  
一、純功能性設計之物品造形。  
二、純藝術創作或美術工藝品。  
三、積體電路電路布局及電子電路布局。  
四、物品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衛生者。  
五、物品相同或近似於黨旗、國旗、國父遺像、國徽、軍旗

、印信、勳章者。  
第一一三條 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經核准審定後，申請人應

於審定書送達後三個月內，繳納證書費及第一年年費後，始予公

告；屆期未繳費者，不予公告，其專利權自始不存在。   
申請專利之新式樣，自公告之日起給予新式樣專利權，並發

證書。  
新式樣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十二年屆滿；聯合新式樣

專利權期限與原專利權期限同時屆滿。  
第一一四條 申請發明或新型專利後改請新式樣專利者，以

原申請案之申請日為改請案之申請日。但於原申請案准予專利之

審定書、處分書送達後，或於原申請案不予專利之審定書、處分

書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後，不得改請。  
第一一五條 申請獨立新式樣專利後改請聯合新式樣專利者

，或申請聯合新式樣專利後改請獨立新式樣專利者，以原申請案



台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430- 

之申請日為改請案之申請日。但於原申請案准予專利之審定書送

達後，或於原申請案不予專利之審定書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後，不

得改請。  
第一一六條 申請新式樣專利，由專利申請權人備具申請書

及圖說，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之。  
申請權人為雇用人、受讓人或繼承人時，應敘明創作人姓名

，並附具僱傭、受讓或繼承證明文件。  
申請新式樣專利，以申請書、圖說齊備之日為申請日。  
前項圖說以外文本提出，且於專利專責機關指定期間內補正

中文本者，以外文本提出之日為申請日；未於指定期間內補正者

，申請案不予受理。但在處分前補正者，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  
第一一七條 前條之圖說應載明新式樣物品名稱、創作說明

、圖面說明及圖面。  
圖說應明確且充分揭露，使該新式樣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能瞭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  
新式樣圖說之揭露方式，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  
第一一八條 相同或近似之新式樣有二以上之專利申請案時

，僅得就其最先申請者，准予新式樣專利。但後申請者所主張之

優先權日早於先申請者之申請日者，不在此限。  
前項申請日、優先權日為同日者，應通知申請人協議定之，

協議不成時，均不予新式樣專利；其申請人為同一人時，應通知

申請人限期擇一申請，屆期未擇一申請者，均不予新式樣專利。  
各申請人為協議時，專利專責機關應指定相當期間通知申請

人申報協議結果，屆期未申報者，視為協議不成。  
第一一九條 申請新式樣專利，應就每一新式樣提出申請。  
以新式樣申請專利，應指定所施予新式樣之物品。  
第一二０條 新式樣專利申請案違反第一０九條至第一一二

條、第一一七條、第一一八條、第一一九條第一項或第一二二條

第三項規定者，應為不予專利之審定。  
第一二一條 申請專利之新式樣經審查認無不予專利之情事

者，應予專利，並應將圖面公告之。  
第一二二條 專利專責機關於審查新式樣專利時，得依申請

或依職權通知申請人限期為下列各款之行為：  
一、至專利專責機關面詢。  
二、補送模型或樣品。  
三、補充、修正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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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二款之補送模型或樣品，專利專責機關必要，時得至

現場或指定地點實施勘驗。  
依第一項第三款所為之補充、修正，不得超出申請時原圖說

所揭露之範圍。  
第一二三條 新式樣專利權人就其指定新式樣所施予之物品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為販

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新式樣及近似新式

樣專利物品之權。  
新式樣專利權範圍，以圖面為準，並得審酌創作說明。  
第一二四條 聯合新式樣專利權從屬於原新式樣專利權，不

得單獨主張，且不及於近似之範圍。  
原新式樣專利權撤銷或消滅者，聯合新式樣專利權應一併撤

銷或消滅。  
第一二五條 新式樣專利權之效力，不及於下列各款情事：  
一、為研究、教學或試驗實施其新式樣，而無營利行為者。  
二、申請前已在國內使用，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但在申

請前六個月內，於專利申請人處得知其新式樣，並經專利申請人

聲明保留其專利權者，不在此限。  
三、申請前已存在國內之物品。  
四、僅由國境經過之交通工具或其裝置。  
五、非專利申請權人所得專利權，因專利權人舉發而撤銷時

，其被授權人在舉發前善意在國內使用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  
六、專利權人所製造或經其同意製造之專利物品販賣後，使

用或再販賣該物品者。上述製造、販賣不以國內為限。  
前項第二款及第五款之使用人，限於在其原有事業內繼續利

用；第六款得為販賣之區域，由法院依事實認定之。  
第一項第五款之被授權人，因該專利權經舉發而撤銷之後仍

實施時，於收到專利權人書面通知之日起，應支付專利權人合理

之權利金。  
第一二六條 新式樣專利權人得就所指定施予之物品，以其

新式樣專利權讓與、信託、授權他人實施或設定質權，非經向專

利專責機關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但聯合新式樣專利權不得單

獨讓與、信託、授權或設定質權。  
第一二七條 新式樣專利權人對於專利之圖說，僅得就誤記

或不明瞭之事項，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更正。  
專利專責機關於核准更正後，應將其事由刊載專利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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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經更正公告者，溯自申請日生效。  
第一二八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專利專責機關應依舉發或

依職權撤銷其新式樣專利權，並限期追繳證書，無法追回者，應

公告註銷：  
一、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０九條至第一一二條、第一

一七條、第一一八條或第一二二條第三項規定者。  
二、專利權人所屬國家對中華民國國民申請專利不予受理者

。  
三、新式樣專利權人為非新式樣專利申請權人者。  
以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或有前項第三款情事，提起舉發

者，限於利害關係人；其他情事，任何人得附具證據，向專利專

責機關提起舉發。  
第一二九條 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三條至第三

十五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五條第二項、第四十

六條、第四十七條、第六十條至第六十二條、第六十五條、第六

十六條、第六十七條第三項、第四項、第六十八條至第七十一條

、第七十三條至第七十五條、第七十九條至第八十六條、第八十

八條至第九十二條規定，於新式樣專利準用之。  
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所定期間，於新式樣專利案為六個月。  
 

第 五 章 附則  
第一三０條 專利檔案中之申請書件、說明書、圖式及圖說

，應由專利專責機關永久保存；其他文件之檔案，至少應保存三

十年。  
前項專利檔案，得以微縮底片、磁碟、磁帶、光碟等方式儲

存；儲存紀錄經專利專責機關確認者，視同原檔案，原紙本專利

檔案得予銷燬；儲存紀錄之複製品經專利專責機關確認者，推定

其為真正。  
前項儲存替代物之確認、管理及使用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  
第一三一條 主管機關為獎勵發明、創作，得訂定獎助辦法

。  
第一三二條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前所提出之申

請案，均不得依第五十二條規定，申請延長專利權期間。  
第一三三條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二十四日修正施行前

所提出之追加專利申請案，尚未審查確定者，或其追加專利權仍



專利專論集〔七〕 

-433- 

存續者，依修正前有關追加專利之規定辦理。  
第一三四條 本法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修正施行

前，已審定公告之專利案，其專利權期限，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

定。但發明專利案，於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

生效之日，專利權仍存續者，其專利權期限，適用修正施行後之

規定。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三日修正施行前，已審定公告之

新型專利申請案，其專利權期限，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新式樣專利案，於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

生效之日，專利權仍存續者，其專利權期限，適用本法中華民國

八十六年五月七日修正施行後之規定。  
 
第一三五條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三日修正施行前，

尚未審定之專利申請案，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  
第一三六條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三日修正施行前，

已提出之異議案，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三日修正施行前，已審定公告之

專利申請案，於修正施行後，仍得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提起異

議。  
第一三七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三八條 本法除第十一條自公布日施行外，其餘條文之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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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 

(1984 年 3 月 12 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

次會議通過  根據 1992 年 9 月 4 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的

決定》第一次修正 根據 2000 年 8 月 25 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

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 根據 2008 年 12 月 27 日第十一屆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

和國專利法〉的決定》第三次修正 )，此次修正在 2008 年 12 月

27 日公布，200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目  錄  
第一章  總  則  
第二章  授予專利權的條件  
第三章  專利的申請  
第四章  專利申請的審查和批准  
第五章  專利權的期限、終止和無效  
第六章  專利實施的強制許可  
第七章  專利權的保護  
第八章  附  則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了保護專利權人的合法權益，鼓勵發明創造，推動

發明創造的應用，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和經濟社會

發展，制定本法。  
第二條  本法所稱的發明創造是指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

。  
發明，是指對產品、方法或者其改進所提出的新的技術方案

。  
實用新型，是指對產品的形狀、構造或者其結合所提出的適

於實用的新的技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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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設計，是指對產品的形狀、圖案或者其結合以及色彩與

形狀、圖案的結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並適於工業應用的新設計。  
第三條  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負責管理全國的專利工作；統一

受理和審查專利申請，依法授予專利權。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負責本行

政區域內的專利管理工作。  
第四條  申請專利的發明創造涉及國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

保密的，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對違反法律、社會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發明創造

，不授予專利權。  
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獲取或者利用遺傳資源，並依

賴該遺傳資源完成的發明創造，不授予專利權。  
第六條  執行本單位的任務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單位的物質技術

條件所完成的發明創造為職務發明創造。職務發明創造申請專利

的權利屬於該單位；申請被批准後，該單位為專利權人。  
非職務發明創造，申請專利的權利屬於發明人或者設計人；

申請被批准後，該發明人或者設計人為專利權人。  
利用本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所完成的發明創造，單位與發明

人或者設計人訂有合同，對申請專利的權利和專利權的歸屬作出

約定的，從其約定。  
第七條  對發明人或者設計人的非職務發明創造專利申請，任

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壓制。  
第八條  兩個以上單位或者個人合作完成的發明創造、一個單

位或者個人接受其他單位或者個人委託所完成的發明創造，除另

有協定的以外，申請專利的權利屬於完成或者共同完成的單位或

者個人；申請被批准後，申請的單位或者個人為專利權人。  
第九條  同樣的發明創造只能授予一項專利權。但是，同一申

請人同日對同樣的發明創造既申請實用新型專利又申請發明專利

，先獲得的實用新型專利權尚未終止，且申請人聲明放棄該實用

新型專利權的，可以授予發明專利權。  
兩個以上的申請人分別就同樣的發明創造申請專利的，專利

權授予最先申請的人。  
第十條  專利申請權和專利權可以轉讓。  
中國單位或者個人向外國人、外國企業或者外國其他組織轉

讓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的，應當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

定辦理手續。  



專利專論集〔七〕 

-437- 

轉讓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的，當事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

並向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登記，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予以公告

。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的轉讓自登記之日起生效。  
第十一條  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權被授予後，除本法另有規定

的以外，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未經專利權人許可，都不得實施其專

利，即不得為生產經營目的製造、使用、許諾銷售、銷售、進口

其專利產品，或者使用其專利方法以及使用、許諾銷售、銷售、

進口依照該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產品。  
外觀設計專利權被授予後，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未經專利權人

許可，都不得實施其專利，即不得為生產經營目的製造、許諾銷

售、銷售、進口其外觀設計專利產品。  
第十二條  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實施他人專利的，應當與專利權

人訂立實施許可合同，向專利權人支付專利使用費。被許可人無

權允許合同規定以外的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實施該專利。  
第十三條  發明專利申請公佈後，申請人可以要求實施其發明

的單位或者個人支付適當的費用。  
第十四條  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的發明專利，對國家利益或者公

共利益具有重大意義的，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和省、自治區、直

轄市人民政府報經國務院批准，可以決定在批准的範圍內推廣應

用，允許指定的單位實施，由實施單位按照國家規定向專利權人

支付使用費。  
第十五條  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的共有人對權利的行使有約

定的，從其約定。沒有約定的，共有人可以單獨實施或者以普通

許可方式許可他人實施該專利；許可他人實施該專利的，收取的

使用費應當在共有人之間分配。  
除前款規定的情形外，行使共有的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應

當取得全體共有人的同意。  
第十六條  被授予專利權的單位應當對職務發明創造的發明人

或者設計人給予獎勵；發明創造專利實施後，根據其推廣應用的

範圍和取得的經濟效益，對發明人或者設計人給予合理的報酬。  
第十七條  發明人或者設計人有權在專利文件中寫明自己是發

明人或者設計人。  
專利權人有權在其專利產品或者該產品的包裝上標明專利標

識。  
第十八條  在中國沒有經常居所或者營業所的外國人、外國企

業或者外國其他組織在中國申請專利的，依照其所屬國同中國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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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的協定或者共同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依照互惠原則，根據本

法辦理。  
第十九條  在中國沒有經常居所或者營業所的外國人、外國企

業或者外國其他組織在中國申請專利和辦理其他專利事務的，應

當委託依法設立的專利代理機構辦理。  
中國單位或者個人在國內申請專利和辦理其他專利事務的，

可以委託依法設立的專利代理機構辦理。  
專利代理機構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按照被代理人的委

託辦理專利申請或者其他專利事務；對被代理人發明創造的內容

，除專利申請已經公佈或者公告的以外，負有保密責任。專利代

理機構的具體管理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第二十條  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將在中國完成的發明或者實用新

型向外國申請專利的，應當事先報經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進行保

密審查。保密審查的程式、期限等按照國務院的規定執行。  
中國單位或者個人可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的有關國際

條約提出專利國際申請。申請人提出專利國際申請的，應當遵守

前款規定。  
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的有關國際條

約、本法和國務院有關規定處理專利國際申請。  
對違反本條第一款規定向外國申請專利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

，在中國申請專利的，不授予專利權。  
第二十一條  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及其專利復審委員會應當按

照客觀、公正、準確、及時的要求，依法處理有關專利的申請和

請求。  
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應當完整、準確、及時發佈專利資訊，

定期出版專利公報。  
在專利申請公佈或者公告前，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的工作人

員及有關人員對其內容負有保密責任。  
 

第二章 授予專利權的條件  
第二十二條  授予專利權的發明和實用新型，應當具備新穎性

、創造性和實用性。  
新穎性，是指該發明或者實用新型不屬於現有技術；也沒有

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就同樣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在申請日以前向國

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提出過申請，並記載在申請日以後公佈的專利

申請文件或者公告的專利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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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性，是指與現有技術相比，該發明具有突出的實質性特

點和顯著的進步，該實用新型具有實質性特點和進步。  
實用性，是指該發明或者實用新型能夠製造或者使用，並且

能夠產生積極效果。  
本法所稱現有技術，是指申請日以前在國內外為公衆所知的

技術。  
第二十三條  授予專利權的外觀設計，應當不屬於現有設計；

也沒有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就同樣的外觀設計在申請日以前向國務

院專利行政部門提出過申請，並記載在申請日以後公告的專利文

件中。  
授予專利權的外觀設計與現有設計或者現有設計特徵的組合

相比，應當具有明顯區別。  
授予專利權的外觀設計不得與他人在申請日以前已經取得的

合法權利相衝突。  
本法所稱現有設計，是指申請日以前在國內外為公衆所知的

設計。  
第二十四條  申請專利的發明創造在申請日以前六個月內，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喪失新穎性：  
(一 )在中國政府主辦或者承認的國際展覽會上首次展出的；  
(二 )在規定的學術會議或者技術會議上首次發表的；  
(三 )他人未經申請人同意而泄露其內容的。  
第二十五條  對下列各項，不授予專利權：  
(一 )科學發現；  
(二 )智力活動的規則和方法；  
(三 )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方法；  
(四 )動物和植物品種；  
(五 )用原子核變換方法獲得的物質；  
(六 )對平面印刷品的圖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結合作出的主要

起標識作用的設計。  
對前款第 (四 )項所列產品的生產方法，可以依照本法規定授

予專利權。  
 

第三章 專利的申請  
第二十六條  申請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的，應當提交請求書

、說明書及其摘要和權利要求書等文件。  
請求書應當寫明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的名稱，發明人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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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姓名或者名稱、地址，以及其他事項。  
說明書應當對發明或者實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說明，以

所屬技術領域的技術人員能夠實現為準；必要的時候，應當有附

圖。摘要應當簡要說明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的技術要點。  
權利要求書應當以說明書為依據，清楚、簡要地限定要求專

利保護的範圍。  
依賴遺傳資源完成的發明創造，申請人應當在專利申請文件

中說明該遺傳資源的直接來源和原始來源；申請人無法說明原始

來源的，應當陳述理由。  
第二十七條  申請外觀設計專利的，應當提交請求書、該外觀

設計的圖片或者照片以及對該外觀設計的簡要說明等文件。  
申請人提交的有關圖片或者照片應當清楚地顯示要求專利保

護的產品的外觀設計。  
第二十八條  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收到專利申請文件之日為申

請日。如果申請文件是郵寄的，以寄出的郵戳日為申請日。  
第二十九條  申請人自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在外國第一次提出專

利申請之日起十二個月內，或者自外觀設計在外國第一次提出專

利申請之日起六個月內，又在中國就相同主題提出專利申請的，

依照該外國同中國簽訂的協定或者共同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依

照相互承認優先權的原則，可以享有優先權。  
申請人自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在中國第一次提出專利申請之日

起十二個月內，又向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就相同主題提出專利申

請的，可以享有優先權。  
第三十條  申請人要求優先權的，應當在申請的時候提出書面

聲明，並且在三個月內提交第一次提出的專利申請文件的副本；

未提出書面聲明或者逾期未提交專利申請文件副本的，視為未要

求優先權。  
第三十一條  一件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申請應當限於一項發

明或者實用新型。屬於一個總的發明構思的兩項以上的發明或者

實用新型，可以作為一件申請提出。  
一件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應當限於一項外觀設計。同一產品兩

項以上的相似外觀設計，或者用於同一類別並且成套出售或者使

用的產品的兩項以上外觀設計，可以作為一件申請提出。  
第三十二條  申請人可以在被授予專利權之前隨時撤回其專利

申請。  
第三十三條  申請人可以對其專利申請文件進行修改，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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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申請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說明書和權利

要求書記載的範圍，對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

圖片或者照片表示的範圍。  
 

第四章專利申請的審查和批准  
第三十四條  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收到發明專利申請後，經初

步審查認為符合本法要求的，自申請日起滿十八個月，即行公佈

。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可以根據申請人的請求早日公佈其申請。  
第三十五條  發明專利申請自申請日起三年內，國務院專利行

政部門可以根據申請人隨時提出的請求，對其申請進行實質審查

；申請人無正當理由逾期不請求實質審查的，該申請即被視為撤

回。  
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認為必要的時候，可以自行對發明專利

申請進行實質審查。  
第三十六條  發明專利的申請人請求實質審查的時候，應當提

交在申請日前與其發明有關的參考資料。  
發明專利已經在外國提出過申請的，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可

以要求申請人在指定期限內提交該國為審查其申請進行檢索的資

料或者審查結果的資料；無正當理由逾期不提交的，該申請即被

視為撤回。  
第三十七條  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對發明專利申請進行實質審

查後，認為不符合本法規定的，應當通知申請人，要求其在指定

的期限內陳述意見，或者對其申請進行修改；無正當理由逾期不

答覆的，該申請即被視為撤回。  
第三十八條  發明專利申請經申請人陳述意見或者進行修改後

，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仍然認為不符合本法規定的，應當予以駁

回。  
第三十九條  發明專利申請經實質審查沒有發現駁回理由的，

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作出授予發明專利權的決定，發給發明專

利證書，同時予以登記和公告。發明專利權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第四十條  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申請經初步審查沒有發現

駁回理由的，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作出授予實用新型專利權或

者外觀設計專利權的決定，發給相應的專利證書，同時予以登記

和公告。實用新型專利權和外觀設計專利權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第四十一條  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設立專利復審委員會。專利

申請人對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駁回申請的決定不服的，可以自收



台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442- 

到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向專利復審委員會請求復審。專利復審

委員會復審後，作出決定，並通知專利申請人。  
專利申請人對專利復審委員會的復審決定不服的，可以自收

到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向人民法院起訴。  
 

第五章 專利權的期限、終止和無效  
第四十二條  發明專利權的期限為二十年，實用新型專利權和

外觀設計專利權的期限為十年，均自申請日起計算。  
第四十三條  專利權人應當自被授予專利權的當年開始繳納年

費。  
第四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專利權在期限屆滿前終止：  
(一 )沒有按照規定繳納年費的；  
(二 )專利權人以書面聲明放棄其專利權的。  
專利權在期限屆滿前終止的，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登記和

公告。  
第四十五條  自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公告授予專利權之日起，

任何單位或者個人認為該專利權的授予不符合本法有關規定的，

可以請求專利復審委員會宣告該專利權無效。  
第四十六條  專利復審委員會對宣告專利權無效的請求應當及

時審查和作出決定，並通知請求人和專利權人。宣告專利權無效

的決定，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登記和公告。  
對專利復審委員會宣告專利權無效或者維持專利權的決定不

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向人民法院起訴。人民法

院應當通知無效宣告請求程式的對方當事人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

。  
第四十七條  宣告無效的專利權視為自始即不存在。  
宣告專利權無效的決定，對在宣告專利權無效前人民法院作

出並已執行的專利侵權的判決、調解書，已經履行或者強制執行

的專利侵權糾紛處理決定，以及已經履行的專利實施許可合同和

專利權轉讓合同，不具有追溯力。但是因專利權人的惡意給他人

造成的損失，應當給予賠償。  
依照前款規定不返還專利侵權賠償金、專利使用費、專利權

轉讓費，明顯違反公平原則的，應當全部或者部分返還。  
 

第六章 專利實施的強制許可  
第四十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根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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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實施條件的單位或者個人的申請，可以給予實施發明專利或者

實用新型專利的強制許可：  
(一 )專利權人自專利權被授予之日起滿三年，且自提出專利

申請之日起滿四年，無正當理由未實施或者未充分實施其專利的

；  
(二 )專利權人行使專利權的行為被依法認定為壟斷行為，為

消除或者減少該行為對競爭產生的不利影響的。  
第四十九條  在國家出現緊急狀態或者非常情況時，或者為了

公共利益的目的，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可以給予實施發明專利或

者實用新型專利的強制許可。  
第五十條  為了公共健康目的，對取得專利權的藥品，國務院

專利行政部門可以給予製造並將其出口到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參

加的有關國際條約規定的國家或者地區的強制許可。  
第五十一條  一項取得專利權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比前已經取

得專利權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具有顯著經濟意義的重大技術進步

，其實施又有賴於前一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的實施的，國務院專利

行政部門根據後一專利權人的申請，可以給予實施前一發明或者

實用新型的強制許可。  
在依照前款規定給予實施強制許可的情形下，國務院專利行

政部門根據前一專利權人的申請，也可以給予實施後一發明或者

實用新型的強制許可。  
第五十二條  強制許可涉及的發明創造為半導體技術的，其實

施限於公共利益的目的和本法第四十八條第 (二 )項規定的情形。  
第五十三條  除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條第 (二 )項、第五十條規定

給予的強制許可外，強制許可的實施應當主要為了供應國內市場

。  
第五十四條  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條第 (一 )項、第五十一條規定

申請強制許可的單位或者個人應當提供證據，證明其以合理的條

件請求專利權人許可其實施專利，但未能在合理的時間內獲得許

可。  
第五十五條  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作出的給予實施強制許可的

決定，應當及時通知專利權人，並予以登記和公告。  
給予實施強制許可的決定，應當根據強制許可的理由規定實

施的範圍和時間。強制許可的理由消除並不再發生時，國務院專

利行政部門應當根據專利權人的請求，經審查後作出終止實施強

制許可的決定。  



台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444- 

第五十六條  取得實施強制許可的單位或者個人不享有獨佔的

實施權，並且無權允許他人實施。  
第五十七條  取得實施強制許可的單位或者個人應當付給專利

權人合理的使用費，或者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的有關國際條

約的規定處理使用費問題。付給使用費的，其數額由雙方協商；

雙方不能達成協定的，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裁決。  
第五十八條  專利權人對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關於實施強制許

可的決定不服的，專利權人和取得實施強制許可的單位或者個人

對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關於實施強制許可的使用費的裁決不服的

，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向人民法院起訴。  
 

第七章 專利權的保護  
第五十九條  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以其權利要

求的內容為準，說明書及附圖可以用於解釋權利要求的內容。  
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保護範圍以表示在圖片或者照片中的該產

品的外觀設計為準，簡要說明可以用於解釋圖片或者照片所表示

的該產品的外觀設計。  
第六十條  未經專利權人許可，實施其專利，即侵犯其專利權

，引起糾紛的，由當事人協商解決；不願協商或者協商不成的，

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也可以請求管理

專利工作的部門處理。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處理時，認定侵權行

為成立的，可以責令侵權人立即停止侵權行為，當事人不服的，

可以自收到處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

訴訟法》向人民法院起訴；侵權人期滿不起訴又不停止侵權行為

的，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進行處理

的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應當事人的請求，可以就侵犯專利權的賠

償數額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當事人可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

國民事訴訟法》向人民法院起訴。  
第六十一條  專利侵權糾紛涉及新產品製造方法的發明專利的

，製造同樣產品的單位或者個人應當提供其產品製造方法不同於

專利方法的證明。  
專利侵權糾紛涉及實用新型專利或者外觀設計專利的，人民

法院或者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可以要求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

出具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對相關實用新型或者外觀設計進行檢

索、分析和評價後作出的專利權評價報告，作為審理、處理專利

侵權糾紛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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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條  在專利侵權糾紛中，被控侵權人有證據證明其實

施的技術或者設計屬於現有技術或者現有設計的，不構成侵犯專

利權。  
第六十三條  假冒專利的，除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外，由管理專

利工作的部門責令改正並予公告，沒收違法所得，可以並處違法

所得四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可以處二十萬元以下的

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六十四條  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根據已經取得的證據，對涉

嫌假冒專利行為進行查處時，可以詢問有關當事人，調查與涉嫌

違法行為有關的情況；對當事人涉嫌違法行為的場所實施現場檢

查；查閱、複製與涉嫌違法行為有關的合同、發票、賬簿以及其

他有關資料；檢查與涉嫌違法行為有關的產品，對有證據證明是

假冒專利的產品，可以查封或者扣押。  
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依法行使前款規定的職權時，當事人應

當予以協助、配合，不得拒絕、阻撓。  
第六十五條  侵犯專利權的賠償數額按照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

到的實際損失確定；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可以按照侵權人因侵

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權利人的損失或者侵權人獲得的利益難以

確定的，參照該專利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賠償數額還應

當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  
權利人的損失、侵權人獲得的利益和專利許可使用費均難以

確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專利權的類型、侵權行為的性質和情

節等因素，確定給予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賠償。  
第六十六條  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有證據證明他人正在實

施或者即將實施侵犯專利權的行為，如不及時制止將會使其合法

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可以在起訴前向人民法院申請採取

責令停止有關行為的措施。  
申請人提出申請時，應當提供擔保；不提供擔保的，駁回申

請。  
人民法院應當自接受申請之時起四十八小時內作出裁定；有

特殊情況需要延長的，可以延長四十八小時。裁定責令停止有關

行為的，應當立即執行。當事人對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請復議一

次；復議期間不停止裁定的執行。  
申請人自人民法院採取責令停止有關行為的措施之日起十五

日內不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解除該措施。  
申請有錯誤的，申請人應當賠償被申請人因停止有關行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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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的損失。  
第六十七條  為了制止專利侵權行為，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

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可以在起訴前向

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  
人民法院採取保全措施，可以責令申請人提供擔保；申請人

不提供擔保的，駁回申請。  
人民法院應當自接受申請之時起四十八小時內作出裁定；裁

定採取保全措施的，應當立即執行。  
申請人自人民法院採取保全措施之日起十五日內不起訴的，

人民法院應當解除該措施。  
第六十八條  侵犯專利權的訴訟時效為二年，自專利權人或者

利害關係人得知或者應當得知侵權行為之日起計算。  
發明專利申請公佈後至專利權授予前使用該發明未支付適當

使用費的，專利權人要求支付使用費的訴訟時效為二年，自專利

權人得知或者應當得知他人使用其發明之日起計算，但是，專利

權人於專利權授予之日前即已得知或者應當得知的，自專利權授

予之日起計算。  
第六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視為侵犯專利權：  
(一 )專利產品或者依照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產品，由專利權

人或者經其許可的單位、個人售出後，使用、許諾銷售、銷售、

進口該產品的；  
(二 )在專利申請日前已經製造相同產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

已經作好製造、使用的必要準備，並且僅在原有範圍內繼續製造

、使用的；  
(三 )臨時通過中國領陸、領水、領空的外國運輸工具，依照

其所屬國同中國簽訂的協定或者共同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依照

互惠原則，為運輸工具自身需要而在其裝置和設備中使用有關專

利的；  
(四 )專為科學研究和實驗而使用有關專利的；  
(五 )為提供行政審批所需要的資訊，製造、使用、進口專利

藥品或者專利醫療器械的，以及專門為其製造、進口專利藥品或

者專利醫療器械的。  
第七十條  為生產經營目的使用、許諾銷售或者銷售不知道是

未經專利權人許可而製造並售出的專利侵權產品，能證明該產品

合法來源的，不承擔賠償責任。  
第七十一條  違反本法第二十條規定向外國申請專利，泄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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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秘密的，由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七十二條  侵奪發明人或者設計人的非職務發明創造專利申

請權和本法規定的其他權益的，由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

予行政處分。  
第七十三條  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不得參與向社會推薦專利產

品等經營活動。  
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違反前款規定的，由其上級機關或者監

察機關責令改正，消除影響，有違法收入的予以沒收；情節嚴重

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

分。  
第七十四條  從事專利管理工作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以及其他

有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玩忽職守、濫用職權、徇私舞弊，構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  
 

第八章 附則  
第七十五條  向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申請專利和辦理其他手續

，應當按照規定繳納費用。  
第七十六條  本法自 1985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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