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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局動態 
[日本、韓國、中國大陸] 
中日韓專利局攜手展開東協合作 
  2020 年 12 月 1 日，由韓國專利局主持第 20 屆中日韓專利局 (Trilater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s, TRIPO) 局長會議，透過視訊會議方式進行，針對三邊合作與東協合作

達成共識。 
  過去 20 年間，TRIPO 持續在專利和資訊化等六個合作領域方面舉行專家會議，致力

於提高智慧財產 (IP) 保護的水平，確保申請人迅速取得智慧財產權 (IPR)，並獲得良好的

保護。TRIPO 受理之專利案件數於 2001 年佔全球專利申請量的 40%，2020 年成長至約

60%，同一時期，商標申請之佔比從約 10%躍升至 60%。 
  TRIPO 為了紀念長達 20 年的合作，商定未來 10 年之合作願景，並提出以下行動計

劃： 
1. TRIPO 將共同應對數位轉型趨勢和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等新挑戰，並改善其 IP 審查

制度和實務以協助創造並保護創新技術。 
2. TRIPO 將透過改善各自所持有之專利相關資訊的易取得性和適用性，促進 3 個國家的

技術發展和創新成長。 
3. TRIPO 將透過促進 IP 合作，減少 3 局和東協之間在 IP 領域的差距。 
  今年的 TRIPO 會議別具意義，因為這是在 2020 年 11 月 15 日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之後，3 個國家首次開會

討論東協合作。 
  RCEP 包含 83 條與 IP 相關之條款，為了促使東協國家執行這些規定，他們必須對其

IP 法律進行廣泛的改革，然而，由於東協國家缺乏 IP 基礎設施，因此需要花費大量時間

和精力改革法律。有鑑於上述情況，3 局同意進行與東協之間的 IP 合作計劃，以利在改革

IP 法律和引進新的 IP 制度及政策方面，向東協國家提供支持與協助。 
 
資料來源：Heads of KIPO, CNIPA and JPO join hands for ASEAN cooperation, KIPO, 
December 11, 2020. 
<https://www.uspto.gov/about-us/news-updates/uspto-and-mexican-institute-industrial-p
roperty-announce-launch-parallel>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全面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助力高品質發展  
  2020 年，中國大陸進一步加大智慧財產權保護力度，完成專利法的第四次修正，新增

懲罰性賠償制度，透過提高侵權成本，對故意侵犯專利權行為形成有力法律震懾。修正後

的專利法規定，對故意侵犯專利權，情節嚴重的，人民法院可在按照權利人受到的損失、

侵權人獲得的利益或者專利許可使用費倍數計算數額的 1 到 5 倍內確定賠償數額。同時將

法定賠償額上限提高至 500 萬元人民幣、下限提高至 3 萬元人民幣。此外，透過深化智慧

財產權代理行業「藍天」專項整治行動、加強智慧財產權維權援助工作等一系列措施，中

國大陸全方位提升智慧財產權保護水準，為權利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維權途徑。 
  2020 年前 10 個月，中國大陸國知局受理發明專利申請量達 123.2 萬件，PCT 國際專

利申請受理量 5.5 萬件，在疫情影響下逆勢成長。中國大陸國知局正加快制定配合 2035
年智慧財產權強國戰略綱要和智慧財產權「十四五」規劃，推動智慧財產權向更高品質創

造、更高水準保護、更高效益運用方向發展。除持續加大智慧財產權保護力度，中國大陸

還透過促進轉化運用、創新維權方式、提升審查效率等，為創新主體、市場主體提供良好

的創新環境和市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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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病毒疫情發生後，中國大陸國知局採取設立質押登記綠色通道、協助企業智慧財

產權質押融資。成立智慧財產權保護中心，提供「一站式」糾紛解決方案。 
  2020 年前 10 個月，中國大陸境內專利商標質押融資總額達到 1,664 億元，較 2019
年同期增加 35%，全年有望突破 2,000 億元。1 月至 8 月，智慧財產權使用費進出口額達

到 291.3 億美元，較 2019 年同期成長 4.2%，其中出口 55.8 億美元，較 2019 年同期成長

26.4%。為進一步促進轉化運用，喚醒「沉睡」專利，修改後的專利法新增單位依法處置

職務發明相關權利、國家鼓勵被授予專利權的單位實行產權激勵的相關規定，並新增專利

開放許可制度。 
 
資料來源：新华社：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我国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助力高质

量发展，中國大陸國知局，2020 年 12 月 23 日。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0/12/23/art_55_155761.html> 
 
中國大陸國知局致力於提高服務水平 
  「十三五」期間（即 2016 年到 2020 年），中國大陸國知局大幅縮減專利商標註冊審

查週期，推進智慧財產權公共服務體系和資訊化建設，降低企業智慧財產權費用負擔。 
  2020 年新冠病毒疫情期間，智慧財產權服務在對抗疫情、促進經濟恢復成長中發揮重

要作用。各地開闢智慧財產權業務綠色通道，第一時間發布受疫情影響的智慧財產權便利

化救濟措施。國知局組織審查員篩選疫情防控相關專利技術 7,000 餘項，對 96 件專利申

請予以優先審查，開發上線疫情防控專利資訊共用平臺，發布涉及疫情防控的醫藥和醫護

用品專利資訊研究報告，持續追蹤分析抗新冠肺炎最新藥物專利申請，及時依法駁回易產

生不良影響的涉疫情商標申請。 
 
資料來源：知识产权报：提高服务水平 满足人民需求，中國大陸國知局，2020 年 12 月

23 日。<https://www.cnipa.gov.cn/art/2020/12/23/art_55_155757.html> 
 
[印尼、非洲] 
印尼專利局與 ARIPO 促成策略合作  
  印尼專利局日前與非洲區域專利組織 (ARIPO) 簽訂合作協議，ARIPO 表示促成此次

合作乃基於非洲的智慧財產權局對於採用印尼專利局所研發的著作權電子紀錄系統與智

慧財產權公開電子紀錄系統相當感興趣，印尼專利局將會提供著作權電子紀錄系統軟體及

遺傳資源、傳統知識及傳統文化表達之軟體予 ARIPO，並提供英文的指南及技術協助。透

過此次的合作，可協助非洲提供國際水準的智慧財產權保護。 
 
資料來源：DGIP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the IP Office of African countries, AMR 
Partnership, December 16, 2020.  
 
[巴西] 
巴西公布國家智慧財產策略 
  巴西政府為了改善智慧財產權環境，於 2020 年 12 月 11 日公布國家智慧財產策略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NIPS)，其 10 年階段性目標為：智慧財產密集型

產業對巴西國內生產毛額 (GDP) 的直接貢獻要超越 30%、創新型公司採取保護創新成果

的佔比要達到 80%、巴西要進入全球提出智慧財產申請案最多的國家前 10名排行榜。NIPS
之目的在建立有效率且平衡的智慧財產權系統，此系統應是廣為人知並廣泛被利用，鼓勵

投資於創新，以增進競爭力以及經濟和社會之建設。NIPS 共有 7 項行動目標，分別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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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財產的競爭力和發展、智慧財產的宣導和能力培訓、強化管理和制度、法制現代化、法

律之遵守與安定性、未來的智能發展與願景以及巴西在全球智慧財產系統中的定位，這些

行動目標都有配套的行動計畫。在 2021 上半年，巴西政府將公布第一項行動計畫。 
 
資料來源：Brazil announces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NIPS), Clarke Modet. 
December 15, 2020. 
<https://www.clarkemodet.com/en/news-posts/brazil-announces-national-intellectual-pro
perty-strategy-nips/> 
 
[歐洲] 
歐盟智慧財產局和 4iP 委員會簽署合作協議 
  歐盟智慧財產局 (EUIPO) 和 4iP 委員會 (4iP Council) 近日簽署了合作協議，共同致

力於加強中小企業的能力，並提倡智慧財產 (IP) 保護之益處。4iP 委員會是一個歐洲研究

委員會，為非營利組織，主要提供 IP 相關主題的學術見解和實證研究，4iP 委員會為創新

者和投資者提供指導，以增進他們對於 IP 的瞭解。 
  作為 EUIPO 戰略計畫中小企業項目的一部分，希望支持並強化中小企業在其商務路

程中的能力。近日啟動的「Ideas Powered for business」中心為中小企業提供量身訂做的

訊息，並可針對其 IP 問題簽署免費的個人化法律建議。 
  在新的合作協議下，兩大組織將製作教育內容並在中小企業間推廣 IP 聯合網路研討

會，並在各自的網站上分享 IP 資訊。 
 
資料來源：The EUIPO signs a collaboration agreement with 4iP Council, EUIPO, 
December 8, 2020. <https://euipo.europa.eu/ohimportal/news/-/action/view/8410214> 
 
歐洲專利局舉行 AI 對於專利系統帶來之影響會議 
  歐洲專利局日前舉行「專利在以 AI 為驅動力的世界扮演之角色」會議圓滿落幕，此場

會議提供商談 AI 的平台，也是 2020 年於線上舉行的第二場大型會議。為期兩天的會議中

吸引了來自於 70 個國家，3,000 名瀏覽者。該場會議以 AI 於專利世界所扮演的角色、其

帶來之挑戰與機會，與 AI 對於智慧財產策略所帶來的影響為開場。 
  於會議議程中，相關人士參與的話題包含 AI 與智慧財產權相關議題演講，多位主講人

進一步探討將 AI 做為於專利申請過程提高分類與檢索的強化效率工具這項議題。另外，也

介紹歐洲學習與智慧系統實驗室 (European Lab for Learning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ELLIS) 這項促進 AI 研究與協助提供經濟成長的學術措施，歐洲專利局預計於 2021 年與

ELLIS 簽訂 MoU。 
 
資料來源：Impact of AI of patent system explored at EPO digital event, December 18, 
2020. <https://www.epo.org/news-events/news/2020/202012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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