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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1-1 專利種類
1-1-1 專利申請之種類及其定義
1. 發明 - 發明，指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專 21)
2. 新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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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93)
3. 新式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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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109 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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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109 二)
1-1-2 各別或併案申請
1. 申請專利，應就每一發明各別提出申請。但兩個以上發明，屬於一個廣義發明概念者，得於一申請案中提
出申請。(專 32、108 新型準用)
2. 申請新式樣專利，應就每一新式樣提出申請。(專 119)
1-2 法定不予專利項目
1.不予發明專利之情形(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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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疾病之診斷、治療或外科手術方法。
三) 有妨害共秩序、善良風俗或衛生者。
2.不予新型專利之情形(専 96)
一)
非屬物品形狀、構造或裝置者。
二)
有妨害公共秩序、善良風俗或衛生者
三) 違反第 108 條準用第 26 條第 1 項、第 4 項規定之揭露形式者。
四) 違反第 108 條準用第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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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不予新式樣專利之情形 (專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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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發明/創作人
1. 發明人或創作人乃發明或創作該申請專利標的之人，以自然人為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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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7)。
3. 發明人或創作人之姓名表示權受侵害時，得請求表示發明人或創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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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34、專 84、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1-4 申請權人
1-4-1 申請權人之定義
專利申請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或契約另有約定外，係指發明人、創作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專 5 二)。
1-4-1-1 雇傭關係下專利申請權之歸屬
受雇人於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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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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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限於必須
於工作地點所完成。
■報奨金及び補償金
「報奨金、補償金は給与・賞与に含める」という契約の合法性に関する論議。
【解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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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に、被雇用者が雇用者に対して、職務上の発明の対価である「報酬」を請求するという案件は、台湾
には余りありません。台湾でよく生じている紛争は、被雇用者が先に自己の名義で特許を出願して特許権を
取得した後、雇用者が当該特許は職務発明であると考え、専利法の規定に基づき、被雇用者に対して当該特
許権の返還請求、或いは特許権及び特許出願権の帰属についての確認請求を行うというものです。
前記の「報酬」を、「研究発明奨金（和訳：研究発明賞与）」或いは給与に含めるとし、雇用者は別途給付
しないという契約の有効性については、専利法第 7 条第 1 項において、「被雇用者が職務により完成した発
明、実用新案、又は意匠（注：「専利」と総称する）について、その専利出願権及び専利権は使用者に属し、
雇用者は被雇用者に適切な報酬を支払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但し、契約に別段の約定がある場合はその約定
に従う。」と規定されています。したがって、契約自由の原則に基づき、労働契約において、雇用者は適切
な報酬を支払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規定を排除する旨、別途約定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また、実務上、「研究開発職員」である被雇用者が、雇用者に給与の他、別途適切な報酬を支払うよう請求
する権利を有するか否かという案件につき、台湾高等裁判所は次のように認定しています。被雇用者は、設
計職務により、毎月 7 万元の給与を受領しており、これは適切な報酬であり、雇用者は別途給付する義務は
ない、との判断を示しました（台湾高等裁判所の 93 年度労上易字第 31 号判決をご参照）。上記裁判所の
見解は、おそらく本案件の被雇用者が研究開発のために雇用されたという背景と関係があると思われます。
1-4-1-2 受雇人非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
1、其專利申請權及專利權屬於受雇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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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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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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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3 出資約聘關係下專利申請權之歸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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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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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申請權人之限制
1. 申請人如為外國人、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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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不予受理者，其
專利申請得不予受理。(專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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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15)
1-4-3 真正專利申請權人之申請日追溯權
專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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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34、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1-5 申請權之移轉性
1-5-1 專利申請權之讓與
1. 專利申請權得讓與。（專 6）
2. 受讓專利申請權者，如在申請時非以受讓人名義申請專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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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1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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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13）
4. 申請讓與專利申請權，應備具下列書件：
一) 申請書一份，由原申請人或受讓人提出申請。（應由原申請人或受讓人簽名或蓋章；其委任代理人者，得
僅由代理人簽名或蓋章）。
二) 讓與契約書正本或經認證或申請人切結之讓與契約書影本一份。公司因併購申請承受專利申請權登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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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併購之證明文件。
三) 受讓人之代理人委任書（未委託專利代理人辦理者免附）。
四) 申請費。
5. 申請讓與專利申請權，其他注意事項：
一) 代表人如同時代表公司與自己為讓與行為，或讓與人及受讓人雙方之代表人為同一人時，其公司或讓與人
應簽署之文件須由監察人（股份有限公司）或不執行業務股東（有限公司）連署，並附具公司變更登記事項卡
正、反面影本。
二) 讓與人之姓名或名稱、印章、代理人應與專利專責機關卷存者相同，如有不同時，應同時繳納變更規費三
百元辦理變更。變更印章，應檢附切結書與身分證明或法人證明文件影本。
三) 讓與人之地址如有變更，應於申請書中敘明變更，並載明正確之地址，無須繳納變更規費。
四) 讓與人之代表人如有變更，應於申請書中敘明變更事實即可，不需另行辦理變更。
五) 聯合新式樣需與母案同時辦理讓與登記，並分別附具申請文件及繳納規費。
1-5-2 專利申請權之繼承
1. 專利申請權得繼承。（專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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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14）
3. 申請繼承專利申請權，應備具下列書件：（專施 13）
一) 申請書一份（應由繼承人簽名或蓋章；其委任代理人者，得僅由代理人簽名或蓋章）。
二) 全戶戶籍騰本（本國人）乙份或其他繼承證明文件（外國人）。
三) 死亡證明書乙份。
四) 委任專利代理人者，應檢附委任書，載明代理之權限及送達處所。
五) 繼承系統表一份（自繪）。
六) 申請費。
4. 申請繼承專利申請權，其他注意事項：
一) 繼承人尚未成年者，應由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連署。拋棄繼承者，應檢附法院出具之拋棄繼承證明文件。
二) 繼承人有多人時，全體繼承人應共同申請繼承登記。僅由其中一人或數人繼承時，並應檢附以下文件之一：
a) 法院出具之拋棄繼承證明文件。
b) 遺囑公證本。
c) 全體繼承人共同簽署之遺產分割協議書暨全體繼承人之印鑑證明。
三) 主張發明人已死亡者，需具備其繼承人簽署之申請權證明書及該繼承人之繼承證明文件（如遺囑，法院判
決等證明文件）。
四) 在中民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者，應委任代理人代為辦理。
五) 聯合新式樣需與母案同時辦理繼承登記，並分別附具申請文件及繳納規費。
1-6 申請權證明書
1. 申請權證明書為證明申請人對於該發明或創作有申請專利之權利之文書（例如受讓人或繼承人之文件）。
凡專利申請人與發明人或創作人非同一人者，應附送申請權證明書以證明其申請專利之權利。(專 10、專 25、
108 新型準用、專 116)
2. 申請人因發明人或創作人拒絕簽署、生病、死亡或無法聯絡等事實上之問題，以致無法取得發明人或創作
人簽署之申請權證明書時，可採取檢附切結書或相關證明文件代之。切結書內容應記載發明或創作名稱、取得
專利申請權之依據及聲明願負一切法律責任。所謂相關證明文件，係指申請人足資佐證其所述者為真實之證明
文件，例如：
(1) 主張發明人或創作人因病無法簽署者，該發明人或創作人醫療證明文件。
(2) 主張發明人或創作人已死亡者，其繼承人簽署之申請權證明書及該繼承人之繼承證明文件（如遺囑，法院
判決等證明文件）。
(3) 主張僱傭關係或職務上發明或創作者，其僱傭契約或職務上發明或創作之證明文件。(審查基準 1-1-7)
3. 同一技術曾在外國申請專利，且發明人或創作人已有簽署同意將該技術之專利申請權讓與申請人向全世界
各地申請者，已足以證明本案申請人取得申請權，其與上述無法取得發明人簽署之申請權證明書時之情形不
同，因此，申請人只要檢附在外國申請時，發明人或創作人曾簽署同意將本案申請權讓與申請人向全世界各地
申請之證明文件即可視該文件為申請權證明文件，毋庸另行簽署讓與申請人在我國申請之文件。(審查基準
1-1-7)
4. 上述文件之補正指定期間，由專利專責機關通知申請人限期四個月補正。申請人無法依限補正而須展期者，
應於屆期前聲明理由，申請展期，專利專責機關原則上准予展期二個月，即所有補正期間自申請人提出申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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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以不超過六個月為原則。逾期未補正，則處分不受理。但於該不受理處分合法送達前補正者，專利專責
機關仍應受理。(審查基準 1-1-3)

1-7 委託代理人申請
1-7-1 專利代理人之委任
1. 申請人申請專利及辦理有關專利事項，得委任專利代理人辦理之。(專 11)
2.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者，申請專利及辦理專利有關事項，應委任代理人辦理之。(專 11)
3. 申請人委任專利代理人者，應檢附委任書，載明代理之權限及送達處所。(專施 8)
4. 申請人變更代理人之權限或更換代理人時，非以書面通知專利專責機關，對專利專責機關不生效力。(專施
8)
5. 專利代理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理申請人。(專施 8)
1-7-2 專利代理人之資格限制
1. 代理人，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以專利師為限。(專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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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11)
3. 專利代理人之送達處所、印章變更時，應向專利專責機關申請變更。(專施 8)
1-7-3 委任書之格式及限制
1. 委任書為申請人向主管機關陳述並證明其委任代理人代辦申請專利及有關專利事項之文書。應由委任人及
受任人雙方簽章，載明代理之權限。
2. 委任代理人之專利申請案件，代理人在其權限內提出之文件，申請人得不蓋章，但應將代理權限於委任書
內指明，以憑辨認。
3. 公司代表人在委任書上簽名者，嗣後有關文件亦應簽名，必須前後一致以便辨識。
4. 同一申請人之概括委任書只要其地址、代表人未變更，其使用期間不限。該文件正本送交專利專責機關後﹐
日後同一申請人有需要再使用該文件時﹐只須呈送該正本文件之影本即可﹐但須在影本上註明正本呈送之申請
案號及呈送日期。
5. 委任書經當事人釋明與原本或正本相同者，得以影本代之。
1-7-4 委任書之提出期限
申請人若委任代理人代辦申請專利及有關專利事項，應於申請同時提出委任書。委任書得申請展期，但申請延
展之期間，自該案提出申請之日起，不得逾六個月。

1-8 國籍或法人證明
1-8-1 國籍或法人證明之檢附通知
1. 身分證明或法人證明文件於申請或提起舉發時不必呈送，但專利專責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得通知申請人檢
附該文件。(專施 2)
2. 大陸地區人民(包括港澳地區)申請時，應檢附身分證明或法人證明文件。(大陸地區人民在台申請專利及商
標註冊作業要點 7)
1-8-2 國籍或法人證明之提出期限及其影本之使用規定
1. 檢附之證明文件，以原本或正本為之，但經釋明與原本或正本相同者，得以影本取代。(專施 4)
2. 國籍或法人證明文件之正本送交專利專責機關後，同一申請人有需要再使用該文件時，只須呈送該正本文
件之影本即可，但須在影本上註明正本呈送之申請案號及呈送日期。
3. 申請案之申請人應於接獲專利專責機關之通知時提出國籍或法人證明文件。該文件得申請展期，但申請延
展之期間，自該案提出申請之日起，不得逾六個月。

1-9 提出專利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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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申請應備書件及其他規定事項
1. 申請專利，由專利申請權人備具下列書件向專利專責機關申請之:(專 25、108 新型準用、專 116)
一) 申請書乙份: 欲主張優先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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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28、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二) 申請權證明書乙份：專利申請權人為雇用人、受讓人或繼承人時，應敘明發明人或創作人姓名，並附具僱
傭、受讓或繼承證明文件。
三) 原文說明書及必要圖式（或新式樣圖說）一式二份：申請人為外國人者始須附送。
四) 中文說明書及必要圖式（或新式樣圖說）一式三份。
五) 委任書：委任專利代理人代為申請者或指定第三人為送達代收人者須附送。
六) 優先權證明文件：有主張優先權者須附送。(專 28)
七) 生物材料或利用生物材料之寄存證明文件或易於獲得之證明文件：有關生物材料之發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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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須附送易於獲得之證明文件。申請
人應於申請日起三個月內檢送寄存證明文件。申請前如已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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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申請日起三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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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之證明文件者也可。(專 3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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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11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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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12)。
【IPO 法務室提供之補充資料】
■關於專利申請時之必要文件，我們的瞭解是有申請書、讓渡證書、說明書、摘要及必要圖示、申請人所出具
關於台灣代理人之委任狀、優先權證明文件、用以說明可構成新穎性喪失之例外之證明書、（如有必要時再加
上）微生物材料寄存證明書、法人‧國籍證明書等，惟其中關於在申請時之必要文件，僅為申請書、說明書及
必要之圖示即可嗎？（即其他文件可接受後補嗎？）
答：
1. 專利申請日係申請日備齊取得申請日之必要文件，向智慧局提出專利申請，而發生專利法上所定效果之日
期。其與申請人實際遞交申請文件之日期，未必相同，亦即如取得申請日之必要文件欠缺或不符法定程式而得
補正者，該申請日可能會延後。
2. 依據專利法第 25 條第 3 項之規定，「申請發明專利，以申請書、說明書及必要圖示齊備之日為申請日。」
因此，在提出專利申請後，智慧局首先將進行程序審查，即審查前開三者是否皆已依規定提出，如審查通過，
會給予專利申請案之申請日。前開三者以外之其他文件，原則上係允許後補的。
3. 惟申請人如欲在取得申請日以外，進一步主張其他權利（例如新穎性優惠期、優先權、生物材料寄存等）
者，則須依各該相關規定為之。說明如下：
(1)新穎性優惠期：應於申請時敘明事實及其年、月、日，並應在指定期間內檢附證明文件。
(2)優先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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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優先權
證明文件應於申請日起四個月內提出。
(3)生物材料寄存：原則上申請日前應完成寄存，惟如申請前已在國外寄存者，且於申請時聲明其事實，並在
申請日起三個月內檢送相關證明文件，亦視為完成寄存。
4. 除上述 3 以外，其他在申請日應於申請書一併聲明之事項還包括（專利法施行細則第 14 條）：
(1)發明名稱
(2)發明人姓名、國籍
(3)申請人姓名、國籍、住居所或營業所；有代表人者，其代表人姓名
(4)委任專利代理人者，其姓名、事務所等。

■2 補完期限４ヶ月以内、更に２ヶ月の延長も可能
【解説】
優先権証明書の提出期限は出願日より 4 ヶ月であり、延期の請求は不可です。微生物材料寄託証明書の提出
は、出願日より 3 ヶ月であり、延期は不可です。その他の補完書類の提出期限は出願日より 4 ヶ月であり、
さらに 2 ヶ月延長できます。
■3 包括（一括）委任状による手続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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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説】
委任状に関し、包括委任状による手続きは可能です。
■4 優先権証明書の翻訳
【解説】
通常優先権証明書の表紙のみを翻訳しますが、主務機関から求めがあった場合のみ全文翻訳を提出します。
■5 台湾中国間の優先権主張
知的財産保護協力協定により、両国間の優先権主張が可能となる見込み。
【解説】
2010 年 6 月 29 日に調印された知的財産保護協力協定により台湾と中国の両方は相手の優先権主張を認める
ことに合意しましたが、適用の期日はまだ決まっていません。

1-9-2 申請文件補正期限
1. 申請案主張國際優先權者，應於申請之日起四個月之「法定」期間內，檢送優先權證明文件。（專 28、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2. 專利申請案之說明書､圖式或圖說以外文本提出者，應於專利專責機關指定之期間內補正中文本；逾期而
在處分前補正者，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審查基準)
3. 申請權人非發明人時，其申請權證明書需於專利專責機關指定之期間內補正。(審查基準)
4. 申請人委任專利代理人辦理申請專利及有關專利事項時，其委任狀需於專利專責機關指定之期間內補正。
(審查基準)
5. 申請文件除屬「法定」期間不能延期外，申請人得於專利專責機關「指定」期間屆滿前，載明理由向專利
專責機關申請延展。申請案指定期間之延展，自申請之日起，以不超過六個月為原則。(專施 6、審查基準)
6. 申請文件不符合法定程式而得補正者，專利專責機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不齊備
者，若為延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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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17 一、專施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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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17 二、三、專施 10)
有關權利取得問題:
依專利法之修法，將對申請人造成何種影響?
（添付資料 2：「台湾専利法全般にわたる改正案の大綱（骨子）」TIPLO News (2010-09)をご参照）
■専利法改正に伴う出願人への影響
【解説】
今回の改正法案は、出願人にとって手続きの面が大分緩和されました。その改正要点は次の通りです。
(1)出願後の優先権の追加主張が可能
現行法では、優先権を主張する場合、出願時の願書に記載して宣告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出願後の追加
出願は不可ですが、改正法案では、優先権日より 16 ヶ月以内であれば、出願後の追加主張は可能であると
改正されました。
(2)新規性喪失の例外規定の適用緩和
現行法では、政府主催又は政府の認可した展覧会での公開、実験又は研究による公開、出願人本人の意思に
反する公開に限って新規性喪失の例外規定を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が、出願人自らよる一般の刊行物への
公開は新規性喪失の例外規定を適用できないこととなっていますが、改正法案では、出願人自らによる刊行
物への公開も新規性喪失の例外規定を適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3)発明者による譲渡証明書の提出不要
現行法では、出願人は雇用者、譲受人または承継人である場合、発明者による署名又は捺印済みの譲渡証明
書を提出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となっています。今回の改正法案により、この譲渡証明書の提出は不要と
なりました。
(4)自発補正時期の緩和。
現行法第 49 条により出願人の自発補正は、出願日（優先権主張の場合、優先日）より 15 ヶ月以内、審
査意見通知書の応答期間内、実体審査請求と同時、再審査請求と同時、再審査理由書の提出期限内に限ら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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ていますが、今回の改正法案では、出願してから一回目の審査意見通知書が発行されるまで、いつでも自発
補正を行うことができ、一回目の審査意見通知書を受けた後、通知書の応答期間内に限って自発補正を行う
ことができると改正されました。
(5)分割出願手続きの時期の緩和。
現行法では、特許査定を受けるまでに、又は再審査拒絶査定を受けるまでに分割手続きを行わなければな
らなく、特許査定を受けてからもう分割できなくなりますが、改正法案では、初審の段階において特許査定
を受けて 30 日以内に分割手続きを行う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改正されました。
(6)意匠出願における部分意匠制度の導入
現行法では、部分意匠の制度がなく、改正法案では、部分意匠の制度を導入しました。

1-10 說明書及圖式（圖說）
1-10-1 說明書記載內容及提出期限
1. 專利說明書及圖式（圖說），為記述有關申請人、發明人或創作人資料及該發明或創作之各項技術內容之
文書。
2. 申請人得以原文說明書先行提出申請，並應於申請之日起四個月內補正中譯本。申請人無法依限補正而需
展期者，應於屆期前，以書面敘明理由，向專利專責機關申請。但申請延展之期間，自該案提出申請之日起，
不得逾六個月。(專 25、審查基準)
在台灣，專利申請係接受以日文說明書所提出者，且須於所定期間內翻譯成中文。請問此時之中文翻譯，一定
要以直譯之方式進行嗎？是否接受在不變動內容之情形下換另一種說法之翻譯呢？
答：
1. 依專利法第 25 條第 3 項之規定，「申請發明專利，以申請書、說明書及必要圖示齊備之日為申請日。」同
條 4 項規定，「前項說明書及必要圖示以外文本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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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開條文可知，專利說明書及圖示之範圍應以申請日當時所界定者為準，在申請日後雖允許補充、修正，
惟均應以限定在申請日當時之原說明書及圖示所揭露之範圍內始得為之，此即專利法第 49 條第 4 項「依前三
項所為之補充、修正，不得超出申請時原說明書或圖示所揭露之範圍」之立法意旨所在。
3. 本題問及中文翻譯是否應以直譯方式進行或接受他種翻譯之表現形態，毋寧該中文翻譯是否改變了原本在
申請日之日文說明書所揭露之範圍，亦即，申請人不得藉由中文翻譯之提出，而實質上進行補充、修正，並超
出了申請時原說明書所揭露之範圍。
4. 換言之，如果中文翻譯並未造成上述情事，則不論是直譯方式或不變動內容之情形下換另一種說法之翻譯，
皆是可以被接受的。

1-10-2 發明及新型之說明書及圖式
發明及新型專利之說明書及圖式，應載明下列事項：（專 26、108 新型準用、專施 15、16、17）
一) 發明或新型名稱：應與申請專利範圍內容相符﹐不得冠以無關的文字。
二) 發明人或創作人姓名、國籍。
三) 申請人姓名或名稱、國籍、住居所或營業所；有代表人者，並應載明代表人姓名。
四) 主張國際優先權者，各第一次申請專利之國家、申請案號及申請日。
五) 曾向外國申請者，應載明受理申請之國家、申請日、申請案號。
六) 主張國內優先權者，各申請案號及申請日。
七) 主張新穎性優惠期者，並敘明事實及其年、月、日。
八) 申請生物材料或利用生物材料之發明專利，應載明寄存機構名稱、寄存日期及寄存號碼；申請前如已於國
外寄存機構寄存者，其寄存機構名稱、寄存日期及號碼。無需寄存生物材料者，應註明生物材料取得之來源。
九) 發明或新型摘要：應敘明發明或新型所揭露內容之概要，並以所欲解決之問題、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及主
要用途為限；其字數，以不超過二百五十字為原則；有化學式者，應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之化學式。並不得
記載商業性宣傳詞句。（專施 16）
十) 發明或創作說明：（專施 17）
1) 應敘明下列事項：
a. 發明或新型所屬之技術領域。
b. 先前技術：就申請人所知之先前技術加以記載，並得檢送該先前技術之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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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發明或新型內容：發明或新型所欲解決之問題、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及對照先前技術之功效。
d. 實施方式：就一個以上發明或新型之實施方式加以記載，必要時得以實施例說明；有圖式者，應參照圖式
加以說明。
e. 圖式簡單說明：其有圖式者，應以簡明之文字依圖式之圖號順序說明圖式及其主要元件符號。
2) 發明或新型說明應依前項各款所定順序及方式撰寫，並附加標題。但發明或新型之性質以其他方式表達較
為清楚者，不在此限。
3) 發明專利包含一個或多個核酸或胺基酸序列者，應於發明說明內依專利專責機關訂定之格式單獨記載其
序列表，並得檢送相符之電子資料。
4) 申請生物材料或利用生物材料之發明專利，應載明該生物材料學名、菌學特徵有關資料及必要之基因圖譜。
十一) 申請專利範圍：
1) 申請專利範圍，應具體指明申請專利之標的、技術內容及特點，並依下列規定敘述：（專施 18）
a. 申請專利範圍得以一項以上之獨立項表示，其項數應配合發明或創作之內容，必要時，得有一項以上之附
屬項。
b. 獨立項、附屬項，應以其依附關係，依序以阿拉伯數字編號排列。
c. 獨立項應敘明申請專利之標的及其實施之必要技術特徵。
e. 附屬項應敘明所依附之項號及申請標的，並敘明所依附請求項外之技術特徵；於解釋附屬項時，應包含所
依附請求項之所有技術特徵。
f. 依附於二項以上之附屬項為多項附屬項，應以選擇式為之。
g. 附屬項僅得依附在前之獨立項或附屬項。但多項附屬項間不得直接或間接依附。
h. 獨立項或附屬項之文字敘述，應以單句為之；其內容不得僅引述說明書之行數、圖式或圖式之元件符號。
i. 申請專利範圍得記載化學式或數學式，不得附有插圖。
j. 複數技術特徵組合之發明，其申請專利範圍之技術特徵，得以手段功能用語或步驟功能用語表示。
k. 於解釋申請專利範圍時，應包含發明說明中所敘述對應於該功能之結構、材料或動作及其均等範圍。
2) 發明或新型獨立項之撰寫，以二段式為之者，前言部分應包含申請專利之標的及與先前技術共有之必要技
術特徵；特徵部分應以「其改良在於」或其他類似用語，敘明有別於先前技術之必要技術特徵。解釋獨立項時，
特徵部分應與前言部分所述之技術特徵結合。（專施 19）
十二) 圖式：（專施 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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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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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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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サポート要件不足による追加補充、補正の条件と限度
【解説】
通常審査段階の応答で提出された追加の実施例については「サポート要件違反」として指摘されるもので
なく、「サポート要件不足」として、審査段階で指摘される場合があります。
通常、出願の明細書は技術文献及び特許文献として、出願時に提出した明細書でその発明を明確且つ充分
にその特許出願の発明を開示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もので、発明の説明及び図式の内容で特許請求の範囲で述
べた特許出願の発明をサポート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審査段階で発明の説明不足または開示不足故に、その属する技術分野における通常の知識を有するもの
が、その内容を理解して実施できないものは、専利法第２６条第２項の規定により拒絶されることになりま
す。
通常「サポート要件不足」によって、特許付与の要件不足として指摘された場合、実施例の追加、補足は
特許出願時に提出した明細書の補充、追加と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が、拒絶理由に応答するための理由書に添
付して説明の根拠と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す。それによって、その際提示された拒絶理由をクリアできるかは、
やはり審査官の裁量によりますが、その追加された実施例がその後の審査段階で考慮されて、やや広い範囲
の特許付与となった場合、対抗する業者が、その案件の特許審査の経過を調べて、追加した実施例によって
付与された特許の無効を主張する無効審判を提起する可能性も生じます。

1-10-3 新式樣之圖說
新式樣專利之圖說，應載明下列事項：（專 117、專施 31、32、33）
一) 新式樣物品名稱：應明確指定所施予新式樣之物品，不得冠以無關之文字；其為物品之組件者，應載明為
何物品之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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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人姓名、國籍。
申請人姓名或名稱、國籍、住居所或營業所；有代表人者，並應載明代表人姓名。
主張國際優先權者，第一次申請專利之國家、申請案號及申請日。
曾向外國申請者﹐應載明受理申請之國家、申請日、申請案號。專利局認為必要時，得通知限期檢送其向外國
申請之有關證件。(專施 15)
主張新穎性優惠期者，並敘明事實及其年、月、日。
二) 新式樣創作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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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式樣圖面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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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圖面：
1) 應標示各圖名稱。
2) 應由立體圖及六面視圖（前視圖、後視圖、左側視圖、右側視圖、俯視圖、仰視圖），或二個以上立體圖
呈現；新式樣為連續平面者，應以平面圖及單元圖呈現。並得繪製其他輔助之圖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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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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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專利說明書及圖式、圖說之補充、修正
1.發明專利申請人申請補充、修正之時機：
於發明專利申請日起(如有主張優先權者,其起算日為優先權日)十五個月內
其於發明專利申請日起(如有主張優先權者,其起算日為優先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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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申請實體審查之同時。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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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專利專責機關於審定前通知申復之期間內。
4)申請再審查之同時，或得補提再審查理由書之期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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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49)
2. 新型專利申請人得申請補充、修正說明書或圖式之時機：
應於申請日起二個月內為之。
3.新式樣專利申請人得申請補充、修正說明書或圖式之時機：於審查中均得為之。(基準 1-5-3)
4.發明或新型依本法規定申請補充、修正說明書或圖式者，應備具之文書：
一)申請書
二) 補充、修正部分劃線之說明書或圖式修正頁。
三) 補充、修正後無劃線之說明書或圖式替換頁；如補充、修正後致原說明書或圖式頁數不連續者，應檢附補
充、修正後之全份說明書或圖式。(專施 28)
5.新式樣依本法規定申請補充、修正圖說者，應備具之文書：
一)申請書
二) 補充、修正部分劃線之圖說修正頁。
三) 補充、修正後無劃線之全份圖說。但僅補充、修正圖面者，應檢附補充、修正後之全份圖面。(專施 35)
台灣專利法修正草案第 44 條中，有新增「修正，除誤譯之訂正外，不得超出申請時說明書、申請專利範圍或
圖示所揭露之範圍。誤譯之訂正，不得超出申請時外文本所揭露之範圍」之規定，惟如修正草案在施行後如有
誤譯之情形時，是否可理解為可基於外文文件之記載而進行補正呢？
1. 依現行專利法第 25 條第 3 項之規定，「申請發明專利，以申請書、說明書及必要圖示齊備之日為申請日。」
同條 4 項規定，「前項說明書及必要圖示以外文本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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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開現行條文可知，專利說明書及圖示之範圍應以申請日當時所界定者為準，在申請日後雖允許補充、
修正，惟均應以限定在申請日當時之原說明書及圖示所揭露之範圍內始得為之，此即專利法第 49 條第 4 項「依
前三項所為之補充、修正，不得超出申請時原說明書或圖示所揭露之範圍」之立法意旨所在。
3. 本題問及修正草案第 44 條在施行後針對誤譯之情形，是否可理解為可基於外文文件之記載而進行補正者，
其實不論在修法前後，皆認為有關專利說明書及圖示之範圍應以申請日當時所界定者為準，此點並無不同。惟
就誤譯之情形，應如何進行比對？由於在修法後對於修正及更正採取較現行法為寬鬆之標準，因此除題示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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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條之規定外，更在修法理由中明確指出「是否有誤譯之情事，係以外文本為比對之對象」，從而本題所
理解之修法後可基於外文文件之記載進行補正之方向，原則上應予肯認。

於再審查階段之補正中，是否有類似日本之最後之拒絕理由通知時之補正規定呢？僅以初審階段來進行補正之
比較即可。
1. 相較於初審階段之補正，台灣專利法第 46 條第 2 項特別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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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規定係對於申請人之程序保障，智慧局如未踐行該等程序則有違法之
虞。實務上關於前開通知的公函稱為「再審查核駁理由先行通知書」。
2. 再審查階段如經審查認為不應給予專利時，用以核駁之引證案及核駁理由應使申請人清楚瞭解並據以申
復，否則將被法院認為未踐行核駁理由先行通知之程序。此外，如未於再審查核駁理由先行通知書中檢附之證
據，不得逕為不予專利審定之理由依據。
3. 此外，曾有法院判決，明確要求智慧局以再審查核駁理由先行通知書限期通知申復必須以書面為之，不得
以面詢的告知取代此一程序。
4. 相較於上開再審查階段之程序上規定，初審就無如此嚴格之規定，惟實務上為免爭議，仍常見智慧局亦適
用類似之程序，只是其並無強制性而已。

補充修正可否超出申請時原揭露範圍
爭點：專利審查中，申請人申請補充、修正之內容恐有超出申請時原說明書或圖式所揭露之範圍之虞，應如何
處理？
依專利法第 49 條第 4 項之規定，補充、修正，不得超出申請時原說明書或圖示所揭露之範圍。另於同法第 100
條、第 122 條，關於新型、新式樣專利亦有類似之規定。
再者，如申請人所為之補充、修正有超出申請時原說明書或圖式所揭露之範圍之情事，則該補充、修正不應准
許（99 年行專訴字第 1 號判決）；如智慧財產局誤為准許，則為法定舉發之事由之一（同法第 67 條第 1 項第
1 款）。
申請人如遇有本案例之情形時，可能之補救性作法，係嘗試找出說明書中相關之先前技術，再適當地將所欲進
行之補充、修正添加記載於先前技術中，則該補充、修正可能被視為先前技術之一部而獲得准許，惟如此一來，
也形同將該補充、修正自本發明之專利範圍中排除。

1-12 發明單一性及分割申請
1-12-1 分割申請
1. 申請專利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實質上為兩個以上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時，經專利專責機關指示或據
申請人申請，得於原申請案再審查審定前提出分割之申請。如准予分割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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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33、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2. 准予分割後，分割申請案應就原申請案已完成之程序續行審查。（專 33、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1-12-2 分割申請時機
1. 分割申請應於發明、新式樣專利原申請案再審查審定前為之，新型專利應於原申請案處分前為之。(專 33、
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2. 分割申請，必須原申請案仍繫屬於專利專責機關始得為之。若原申請案已撤回、放棄、不受理、初審不予
專利或准專利之審定書已送達，則不得申請分割。因此，若已收到初審不予專利審定書者，必須先申請再審查，
始得提出分割。(審查基準 2-7-1)
1-12-3 申請實審
發明專利申請案於初審核駁審定前，提出分割申請者，分割申請案需請求實體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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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分割申請應備具之書件
申請人改為分割申請，應備具下列書件，向專利專責機關申請之：（專施 24, 34）
一) 敘明理由之申請書一份。
二) 分割申請之各申請案說明書、必要圖式(或新式樣之圖說)各一式二份
三) 原案(分割申請前)與修正後之說明書、必要圖式(或新式樣之圖說)各一份
四) 有其他分割案者，其他分割案說明書、必要圖式。
五) 主張原申請案之優先權者，原申請案之優先權證明文件。
六) 原申請案有主張新穎性優惠期者，其證明文件。
七) 原申請案之申請權證明書。
八) 規費。
主張原申請案之優先權者，並應於每一分割申請案之申請書聲明之並檢附原申請案之優先權證明文件影本一
份。
另，分割申請，不得變更原申請案之專利種類。
■分割出願における親出願の優先権証明書の提出
■1 手続き方法
【解説】
分割出願をする時に、親出願の優先権証明の提出が必要です。台湾の実務により、同一出願人から複数の出
願を行い、その複数の出願は同一の優先権を主張した場合、その複数の出願の中、1 件だけ優先権証明書の
原本を提出すればそれでよく、その他の出願は提出された優先権証明書原本のコピーを提出し、且つ原本は
どの案件に提出したかと公文書に述べればそれでよいことなります。分割出願の時、分割手続きを行う前に、
特許主務機関へ親出願の優先権証明書のコピーの発行を請求し、その優先権証明書のコピーを入手した後、
分割手続きと同時に提出します。
■2.他国特許主務機関との電子データ交換の可否
【解説】
現行法では、出願人から優先権証明書を提出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となっていますので、他国特許主務機
関との電子データ交換の手続きはできません。

1-13 微生物寄存
1-13-1 有關生物材料及利用生物材料之發明專利之申請及准予專利
有關微生物學之生產方法得予發明專利。 (專 24)
1-13-2 有關生物材料及利用生物材料之發明專利申請寄存
1-13-2-1 有關生物材料及利用生物材料之發明專利申請寄存手續規定
1.申請有關生物材料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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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30 一)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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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30 二)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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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受最遲應於申請
日在國內寄存之限制。(專 30 三)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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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30
四)
1-13-2-2 生物材料易於獲得之認定基準
1. 專利法第三十條但書有關「生物材料為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易於獲得」而無須寄存之生物材料，
包括在申請日前已符合下列情事之一者: （審查基準）
一) 商業上公眾可購得之生物材料﹐例如麵包酵母菌、 酒釀麴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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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前業已保存於具有公信力之寄存機構（如國內之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或依布達佩斯條約寄存於國際專
利組織指定之專利寄存機構等）且已可自由分讓之生物材料。
三) 熟習該項技術者根據發明說明之揭露而無需過度實驗即可製得之生物材料。
1-13-2-3 專利專責機關指定之國內寄存機構
經濟部指定「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以下簡稱為食研所）為生物材料發明專利之國內寄存機構（智法字第
09418600030 號公告）。
1-13-2-4 指定寄存機構之保密義務
食研所對所受理寄存之生物材料及其相關資訊﹐負有保密之義務，並不得將有關受理寄存之生物材料樣品及其
相關資訊提供予第三人。（寄存辦法 15）
1-13-2-5 可接受寄存之生物材料種類
食研所目前可接受寄存之生物材料包括：細菌、放線菌、酵母菌、黴菌、蕈類、質體、噬菌體、病毒、動物細
胞株、植物細胞株及融合瘤等。（寄存辦法 3）
1-13-2-6 生物材料寄存之流程及所需之文件
1. 專利代理人之委任: 國外之生物材料申請寄存者﹐應委任國內之專利代理人辦理寄存﹐由該代理人為相關事
務之聯絡人﹐並提供專利生物材料寄存申請委任書。
2. 初步審核：將欲寄存生物材料之基本資料連同寄存申請書先一併送交食研所作初步審核﹐以確定食研所能
夠接受此項生物材料之寄存﹐及所需之資料已完整。
3. 輸入許可證明：經上述審核確定得以寄存後﹐代理人應檢具生物材料相關資料向我國相關之主管單位（例
如衛生署、商檢局、農委會）申請核發生物材料輸入許可證明。
4. 生物材料樣品之進口：收到輸入許可證明後﹐國外申請寄存者始得憑該輸入許可證將該生物材料樣品以規
定之型式及數量進口來台。
5. 寄存證明書：食研所將以下列文件、樣品及費用送達該所之日為寄存日期﹐並開具「寄存證明書」﹐同時
給予受理該寄存之號數：
一) 委託寄存申請書;
二) 寄存生物材料基本資料﹐並註明其培養與保存方法;
三) 委任書：國外之申請寄存者委任專利代理人辦理申請寄存生物材料;
四) 輸入許可證明影本;
五) 必要數量之生物材料;
六) 相關規費
1-13-2-7 拒絕受理生物材料之寄存
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寄存機構得拒絕受理：（寄存辦法 8）
一) 未依寄存辦法第二條規定提出申請寄存者。
二) 未依寄存辦法第四至七條之規定提出適當型式及必要數量之生物材料者。
三) 依法令管制之生物材料。但經特許者不在此限。
四) 生物材料已有明顯的退化、污染﹐或依科學理由﹐無法寄存者。
寄存機構拒絕受理前，應先將拒絕理由通知申請人，限期陳述意見。
1-13-2-8 寄存生物材料之存活試驗、存活證明書及生物材料之保存
1.寄存機構對受理寄存之生物材料，應於下列之時間，進行存活試驗: (寄存辦法 10)
一) 開具「寄存證明書」之日起一個月女內。
二) 該生物材料在保管上認有必要時。
三) 寄存者之申請時。
2.寄存機構為進行存活試驗，需特殊成分之培養材料者，必要時得通知寄存者提供之。
依規定進行存活試驗，而未能證明該生物材料存活時，寄存者應於寄存機構指定期限內補正該生物材料之相關
資料或其培養材料。
寄存者未依規定補正，或補正後所進行之存活試驗仍不能證明該生物材料存活者，寄存機構應通知寄存者及專
利專責機關。（寄存辦法 11）
3.依前項進行存活試驗﹐經確認存活後﹐應開具「存活證明書」給予申請寄存者。並將存活的生物材料進行保
存。（寄存辦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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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專利專責機關於審查有必要時﹐得要求食研所提供存活試驗報告。
5.生物材料寄存於寄存機構之期間為三十年。
前項期間屆滿前，寄存機構受理該生物材料之分讓申請者，自該分讓申請之日起，至少應再保存五年。
前二項規定之寄存期間屆滿後，寄存機構得銷燬寄存之生物材料。（寄存辦法 13）
1-13-2-9 補提生物材料之義務
寄存之生物材料原已確認存活而後發現不再存活或有其他情形，致寄存機構無法繼續提供分讓者，寄存者如於
接獲寄存機構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重新提供該生物材料者，得以原寄存之日為寄存日。
寄存者因生物材料之性質或其他正當事由致未能於前項期間內重新提供，經寄存機構准予延展者，前項期間得
延展之。
寄存者依前二項規定重新提供生物材料者，應就其所重新提供之生物材料與原寄存之生物材料確屬相同，提出
切結書。
重新提供之生物材料未於期限內送達寄存機構者，以重新送達寄存機構之日為寄存日。
寄存者未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重新提供生物材料者，寄存機構應通知專利專責機關。(寄存辦法 20)
1-13-2-10 生物材料寄存之撤回
寄存者於專利申請案審定前﹐得以書面向食研所申請撤回生物材料之寄存。
依前項規定撤回寄存者﹐寄存機構應銷燬該生物材料並開具撤銷寄存之證明予原申請寄存者及專利專責機關。
(寄存辦法 14)
1-13-2-11 寄存生物材料之資料修正及讓與
1. 申請寄存者在寄存期間若有資料需要修正﹐應以書面向食研所申請。
2. 寄存生物材料之讓與應附具由各當事人署名之讓與證明書並繳交費用向食研所申請換發寄存證明書。
1-13-2-12 寄存生物材料菌種樣本之提供
1. 寄存機構對下列申請者，應提供分讓寄存之生物材料：（寄存辦法 16）
一) 專利專責機關。
二) 寄存者或經寄存者之承諾者。
三) 依寄存辦法第十七條規定得申請者。
寄存機構依前項分讓予寄存者以外之人後，應將該分讓情事以書面通知寄存者。
寄存機構依第一項規定提供分讓時，應同時提供寄存者所賦予生物材料之學名。
申請人申請寄存機構提供其培養或保存生物材料之條件者，寄存機構應予提供。
2. 為研究或實驗之目的，欲實施寄存之生物材料有關之發明，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向寄存機構申請提供分
讓該生物材料： (寄存辦法 17)
一)有關生物材料之發明專利申請案經公告者。
二)依專利法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受發明專利申請人書面通知者。
三)專利申請案被核駁後，依專利法第四十六條規定申請再審查或申復者。
依前項規定取得之生物材料，不得提供他人利用。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提供分讓，應備具下列文件：
一) 申請書。
二) 公告、發明專利申請人書面通知或專利專責機關核駁審定書影本。
三) 僅為研究或實驗目的使用之切結。
四) 不將該生物材料提供予他人之切結。
3. 拒絕提供：（寄存辦法 18）
寄存機構對依第十六條之申請，因申請提供者未具備專業知識或處理該生物材料之環境，而對環境、植物或人
畜健康有危害或威脅時，得拒絕提供分讓該生物材料。
4. 取得寄存生物材料應注意之事項：
依規定申請取得具病原性及危害環境之生物材料者，使用後應立即銷燬，並通知寄存機構。（寄存辦法 19）

1-14 國際優先權
1-14-1 主張優先權之基本要件
1. 申請人(ＷＴＯ會員國之國民、或其所屬國家與我國相互承認優先權者、或非上述二者但於ＷＴＯ會員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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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國領域內，設有住所或營業所者)就相同發明在ＷＴＯ會員國或與我國相互承認優先權之外國第一次依法
申請專利，並於優先權期間內，向中華民國提出申請專利者，得享有優先權。(專 27、108 新型準用、129 新
式樣準用)
2. 主張優先權者，應於申請專利同時提出聲明，並於申請書中載明優先權案在外國之申請日及受理該申請之
國家﹐並於申請日起四個月內檢送經該國政府證明受理之申請文件(即優先權證明文件)。(專 28、108 新型準
用、129 新式樣準用)
1-14-2 優先權之態樣 (審查基準 2-5-1)
1. 一般優先權：我國申請案之申請專利範圍全部揭露於一件優先權基礎案，而該我國申請案僅主張該一件優
先權基礎案者。
2. 複數優先權：我國申請案之申請專利範圍揭露於一個以上之外國基礎案並主張其優先權者，各該外國基礎
案並不以向同一互惠國申請者為限，且不得違反專利法上『一發明一申請』之『單一性』原則。其優先權主張
期間之計算應以數案中最早申請者之申請日起算。(專 27、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3. 部分優先權：我國申請案之申請專利範圍所記載之複數個發明中之一部分已揭露於一件或多件優先權基礎
案，並主張其優先權者，且該申請案符合專利法上『一發明一申請』之『單一性』原則者。
1-14-3 優先權之主張及該基礎案基本資料之呈送時機及其修正(審查基準 2-5)
1. 未於申請專利同時提出聲明主張優先權，及於申請書中缺少優先權基礎案在外國之申請日、受理該申請之
國家等事項者，其優先權之主張不予受理。
2. 申請書上所載之前述法定聲明事項，倘有明顯誤繕者，得依據證明文件所載之正確內容提出修正。
1-14-4 優先權之主張期間
1. 發明、新型： 由ＷＴＯ會員國或相互承認之外國且為國際間之第一次提出申請專利案之申請日起 12 個月
內。(專 27)
2. 新式樣：由ＷＴＯ會員國或相互承認之外國且為國際間之第一次提出申請專利案之申請日起 6 個月內。本
國案或優先權案有一申請案為新式樣者即適用之。至於本國案原申請為新型專利，而後改請為新式樣者，其優
先權期間亦為 6 個月。(專 129、審查基準 2-5)
3. 主張複數優先權者，其優先權主張期間之計算應以數件外國基礎案中最早申請者之申請日之次日起算。(專
27)
4. 互惠國國民所主張之優先權日不得早於相關互惠國與我國互惠公告生效之日。若涉及二互惠國以上者，優
先權日不得早於所涉及互惠國中互惠公告生效日較晚者。(審查基準 2-5)
5. ＷＴＯ會員國之國民所主張之優先權日，為自 2002 年 1 月 1 日起。(審查基準 2-5)
6. 其期間之末日為星期六、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代之。
1-14-5 申請人/受讓人之資格
1. ＷＴＯ會員國所屬國民、或其所屬國家與我國相互承認優先權者、或非上述兩者但於ＷＴＯ會員國或互惠
國領域內設有住所或營業所者為限。申請人有兩人以上者﹐每一申請人所屬之國家均須符合前述條件。(專 27、
審查基準 2-5)
2. 若本國案之申請人與優先權案之申請人或受讓人不一致時﹐只要本國案所附之申請權證明書已由發明人或
創作人合法簽署﹐基於優先權係附隨申請權而來﹐其優先權之主張仍應受理。惟嗣後如有爭議﹐由本國案之申
請人自負法律責任。(審查基準 2-5)
3. 已受理優先權主張之申請案，於申請之後辦理讓與，其優先權主張是否受理，依下列情況而不同：
■於核准審定前辦理讓與:
一) 若受讓人均為 WTO 會員國國民或互惠國國民，不影響其優先權之主張。
二) 若受讓人中有一非屬互惠國國民者或 WTO 會員國國民，其優先權之主張應不予受理。
■於核准審定後辦理讓與:
不論受讓人是否為互惠國國民或 WTO 會員國國民，不影響其優先權之主張，亦即其優先權之主張仍應受理。
1-14-6 據以主張優先權之基礎案必須具備之要件
1. 『本國案』與『主張優先權之基礎案』必須為『相同之發明、新型或新式樣』。凡向我國主張優先權之申
請案之申請專利範圍之發明，有揭露於主張優先權之基礎案之說明書或圖式者，認定為『相同發明、新型或新
式樣』。(審查基準 2-5)
2. 主張優先權之基礎案必須係向ＷＴＯ會員國或與我國相互承認優先權之外國提出申請，且該申請為國際間
之第一次申請。該外國申請案係依照該國之規定程序﹐提出形式上具備法定申請要件之申請﹐並經受理且能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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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提出申請專利之申請日者﹐而不問其後申請人是否有撤回,放棄或不受理之事實。(審查基準 2-5)
3. 所謂『第一次申請』﹐以美國之連續申請案及美國、澳洲之臨時案說明如下: (審查基準 2-5)
一) 母案、臨時案所揭露之技術內容為『第一次申請』
。
二) 連續申請案、正式案所揭露之技術內容與母案、臨時案相同部分﹐非為『第一次申請』。
三) 連續申請案、正式案所揭露之技術內容與母案、臨時案不同部分﹐為『第一次申請』
。
若第一次專利申請之後﹐在該國有第二次申請﹐而在該第二次申請之前或申請之同日﹐該第一次專利申請已撤
回、放棄或不受理﹐且未公開供大眾審閱﹐及未被主張為優先權基礎者﹐則第二次申請專利可視為第一次專利
申請。
4. ＷＴＯ會員所屬國民向我國申請專利，如係依據ＰＣＴ或ＥＰＣ所提出之國際申請案，並以ＷＴＯ會員國
為指定國，且其指定國之國內法規定，視為合格申請案者，可以主張優先權。(審查基準 2-5)
日本公司於中國設立研究中心，在此研究中心完成之發明於台灣提出專利申請時，有何應注意之事項?(特別是
利用台灣•中國間之智慧財產保護協定所提出之優先權主張)
中國新專利法保密審查對日商之影響
日商在中國境內中國完成之技術研發，依中國專利法第 20 條及實施細則第 8 條規定，必須先向中國提出保密
審查申請，否則其在中國之發明申請案，將不准專利。
提出保密審查申請後，中國知識產權局如認為該發明可能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利益，將發出保密審查通知；但
申請人如自申請後 4 個月未收到前述保密審查通知者，即可向外國申請專利。惟申請人如收到中國知識產權局
發給之保密審查通知後，自最早提出保密審查申請起 6 個月，如果未收到進一步需保密之決定者，即可向外國
申請專利。
由於向中國提出保密審查申請，必須得到不需保密之通知或未收到任何需保密之決定後，方得向其他國家提出
專利申請，但因兩岸尚未相互承認優先權，其保密審查期間確實出現技術保護之空窗期，對在中國完成技術研
發，且欲同時向台灣申請專利之日商有相當程度之影響。例如日商在中國研發之技術於 2010/2/1 向中國知識
產權局提出專利申請，並同時申請保密審查，嗣經中國知識產權局通知無保密必要後，於 2010/6/1 在台灣提
出專利申請案，惟於 2010/5/1 已有其他廠商以相同技術先在台灣提出申請，因為前述在中國研發之申請案無
法在台灣主張優先權，基於先申請原則，前述日商在台灣之申請日 6/1，即會晚於其他廠商 5/1 之申請日。
所以，前述保密審審查所影響者，為在中國設研發中心之日商，對日商而言，基於市場經濟之考量，勢必仍需
在中國申請專利保護。因此，兩岸如能相互承認優先權，對中國日商而言，其研發成果能得到兩岸之專利保護，
將更為周全。
前於中國專利法修正公布時，經濟部智慧局已注意此項規定對日商之影響，前於 2009 年 11 月已在中國舉辦
之「兩岸專利論壇」反映日商所遭遇之問題，並已獲初步回應，中國知識產權局將儘量縮短其保密審查之期間。
惟如兩岸得以相互承認優先權，將可削除此項規定對日商之衝擊，因此兩岸相互承認優先權之議題將更形迫切。

1-14-7 優先權證明文件檢送期限
1. 申請人應於申請日起四個月內檢送經該國政府證明受理之申請文件(包括說明書、必要圖式、申請專利範圍
及其他有關文件)正本、首頁影本及其中譯本各乙份，逾前述四個月法定期間未檢送者，其優先權之主張應不
予受理。(專 28、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2. 若申請人因天災或不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延誤前述四個月法定期間者﹐申請人得依專利法第十七條之規定﹐
於原因消滅後三十日內檢送經該國政府證明受理之申請文件正本、首頁影本及其中譯本各乙份﹐再以書面敘明
理由並檢附有關之證明文件向專利局申請回復原狀。但延誤法定期間已逾一年者﹐不在此限。(專 17)
3. 同一申請人向我國提出多件申請案並主張同一件外國基礎案之優先權時，其優先權證明文件可僅送一份正
本，其他案件得以其全份影本代之，惟須註明正本附於何案件內。(審查基準 2-5-1)
1-14-8 主張優先權案件之專利要件審查基準及優先權主張之援用：
1. 主張優先權者，其專利要件之審查，以優先權日為準。(專 27、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2. 申請人將一實質上為兩個以上之專利申請案改為各別申請時，如有優先權者，仍得保留其優先權之主張。(專
33、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3. 經申請人改請之申請案，如有優先權者，亦得保留其優先權之主張。

1-15 國內優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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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 主張國內優先權之基本要件
1. 申請人基於其在我國先申請之發明或新型專利申請案再提出專利之申請時，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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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29、108 新型準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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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29、
108 新型準用）
3. 主張國內優先權申請案之申請人，必須與先申請案之申請人為同一人。如先申請案為複數申請人時，也應
該完全一致。如有不一致時，應同時辦理申請權讓與，使先、後申請案申請人一致，始可受理。（審查基準
1-2-1）
4. 先申請案自其申請日起滿 15 個月，視為撤回。而且專利專責機關不需通知或處分。（專 29）
5. 自先申請案申請日起 15 個月後，不得撤回優先權主張。（專 29）
1-15-2 不得主張國內優先權者
1. 自先申請案申請日起已逾 12 個月者。（專 29、108 新型準用）
2. 先申請案已經有主張國際優先權或國內優先權者。（專 29、108 新型準用）
3. 先申請案為分割後之子案或改請案者。（專 29、108 新型準用）
4. 先申請案已經初審審定核駁或審定核准或處分者。(專 29、108 新型準用)
5. 先申請案已經撤回、拋棄或不受理者。（審查基準 1-2-1）
6. 新式樣專利申請案不得主張國內優先權，新式樣專利也不得作為先申請案，而被據以主張國內優先權。（審
查基準 1-2-1）
1-15-3 主張國內優先權之期間
1. 主張國內優先權時，必須於先申請案之申請日起 12 個月內。（專 29、108 新型準用）
2. 主張之國內優先權日，不得早於 2001 年 10 月 26 日。（專 29、108 新型準用）

1-16 申請日
1-16-1 申請日之取得
1. 申請專利以申請書、說明書及必要圖式(或圖說)齊備之日為申請日。其說明書、圖式(或圖說)以外文本提出
者，應於專利專責機關指定期間內補正中文本；在處分前補正者，則以補正之日為申請日。(專 25 三、四、108
新型準用、116 三、四)
2. 申請權人為雇用人、受讓人或繼承人時，應敍明發明人姓名，並附具雇傭、受讓或繼承證明文件，於專利
專責機關指定期間內補正。（專 25 二、108 新型準用、116 二）
3. 申請專利文件之送達，以書面提出者，應以書件或物件送達專利專責機關之日為準。但以掛號郵寄方式提
出者，以交郵寄當日之郵戳所載日期為準。（專施 5）
1-16-2 相同申請日之處理
1. 同一發明、新型(或相同或近似之新式樣)有二以上之專利申請案時，應就最先申請者准予專利。但後申請者
所主張之優先權日早於先申請者之申請日時，不在此限。（專 31 一、108 新型準用、118 一）
2. 如前項之申請日、優先權日皆相同，專利專責機關應通知各申請人協議定之，並指定相當期間申報協議結
果，屆期未申報者，視為協議不成，均不予專利。（專 31 三、108 新型準用、118 三）
3. 如前項之申請人為同一人時，專利專責機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擇一申請，屆期未擇一申請者，均不予專利。
（專 31 二、108 新型準用、118 二）
4. 同一發明或創作分別申請發明專利及新型專利者，準用上述三項規定。(專 31 四、108 新型準用)
同日申請之多數申請案‧專利案，因協議不成等因素而全部不予發明專利確定後，（我們猜測）應該會對於同
一發明之其他後申請人亦不予專利，且係以前述不予發明專利確定之先申請案為核駁基礎。請問這樣的認識有
無錯誤？這有規定在法律或行政命令的那一部份嗎？
答：
1. 對於發明專利申請案是否給予專利之審定，應根據台灣專利法第 44 條之規定，例如，對於違反第 31 條「先
申請主義」或第 23 條「擬制喪失新穎性」者，均不予發明專利。
2. 根據第 31 條第 2 項之規定，同日申請之多數申請案，如有協議不成時均不予發明專利，已如題示。
3. 惟對於其他同一發明之後申請人而言，有何法律效果？此應涉及第 31 條第 2 項之相關規定。亦即，同一發
明有二以上之專利申請案時，如該二申請案之申請日、優先權日為同日者，適用第 31 條第 2 項之規定；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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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優先權日為不同日者，則適用第 31 條第 1 項之規定。
4. 題示對於同一發明之其他後申請人亦不予專利，其認識並無錯誤；至於理由，則應基於「先申請主義」，
依據第 31 條第 1 項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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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為其核駁之基礎。

1-16-3 改請案原申請日之援用
先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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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申請發明或新型專利改
請新式樣專利者，或申請獨立新式樣專利後改請聯合新式樣者，或申請聯合新式樣專利後改請獨立新式樣者，
得以其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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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14、115）
1-16-4 分割案原申請日之援用
一發明專利申請案，實質上包含二個以上之發明時，得於原申請案再審查審定前申請分割，准予分割之分割案
仍以原申請案之申請日為申請日。(專 33、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1-16-5 非專利申請權人申請專利﹐其申請日之援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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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專利申請權人申請之日為專利申請權人之申請日。（專 34、108 新型準用、
129 新式樣準用）
2. 依上述規定申請專利者，申請人應備具申請書、原案說明書、必要圖式或圖說及舉發審定書影本向專利專
責機關申請之。(專施 25)
1-16-6 申請日之變更
1. 申請專利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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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在指定期間內補正者，申請案不予受理。但在處分前補正者，其申請日將以補正之日為申
請日。(專 25 四、108 新型準用、116 四)
2. 申請時說明書部分缺頁或必要圖式或圖面有部份缺漏﹐申請日將變更為補正之日。但其補正部分已見於所
主張優先權之先申請案者，仍以原申請日為申請日。(專施 21)

1-17 改請
1-17-1 不同專利種類間之改請
1. 發明 ÅÆ 新型
申請發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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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2. 新型 ÅÆ 新式樣
申請新型專利後改請新式樣專利者，或申請新式樣專利後改請新型專利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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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專102）
3. 發明 Æ 新式樣
申請發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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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114）
4. 新案申請時如有主張優先權或新穎性優惠期者，改請之後得聲明保留其優先權或新穎性優惠期之主張。(審
查基準)
5. 改請後之申請案件，專利專責機關應重編列申請案號；並回到初審階段重新審查。
6. 上述改請，應備具下列書件：
一) 申請書一份。
二) 專利說明書及圖式（圖說）一式三份。
三) 原申請案與修正後之說明書及圖式(圖說)各一份。
四) 申請權證明書、委任書或優先權証明文件、國籍或法人證明等得以原案文件移用。
五) 申請費。
22

台灣專利實務手冊（中文版）20101202

7. 若原申請案業經實體審查，其一經改請，則不得將該改請案再改請回原申請案之種類。(審查基準)
8. 改請發明案如有申請實體審查之必需時，自原申請案申請日起 3 年內為之，如改請發明已逾 3 年期間，得
於改請發明之日起 30 日內，申請實體審查。(審查基準)
1-17-2 同專利種類間之改請
1. 獨立新式樣 ÅÆ 聯合新式樣 (專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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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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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改請之後，專利專責機關應重編列申請案號；並回到初審階段重新審查。如有主張優先權或新穎性優惠期
者，改請之後得聲明保留其優先權或新穎性優惠期之主張。(審查基準)
3. 上述改請，應備具下列書件：
一)申請書一份。
二)圖說一式三份
三)原申請案與修正後之圖說各乙份（聯合改獨立者免附）。
四)申請權證明書、委任書、國籍或法人證明或優先權証明文件等，得以原案文件移用。
五)申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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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利要件
2-1 產業利用性
1. 若申請專利之發明在產業上能被製造或使用，則認定該發明可供產業上利用，具產業利用性。其中，能被
製造或使用，指在產業上實施具有技術特徵之技術手段，即能製造所發明之物或能使用所發明之方法。具產業
利用性之發明並非僅指製造產物或使用方法而已，只要該發明能加以實際利用，而有被製造或使用之可能性即
符合產業利用性，並不要求該發明已經被製造或使用。惟理論上可行之發明，若其實際上顯然不能被製造或使
用者，亦不具產業利用性，例如為防止臭氧層減少而導致紫外線增加，以吸收紫外線之塑膠膜包覆整個地球表
面的方法。
2. 若是否具產業利用性並不明確時，應於發明說明中記載該發明可供產業上利用之方式。
■特許要件
ソフトウェア発明以外にも認められる機能的クレーム
【解説】
機能的クレームについて、ソフト発明以外には認めれら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ありません。審査基準で記載さ
れているように、「4.3 手段機能言語およびステップ機能言語に段落では、“一般的には、物の発明に対して、
その構造や性質でクレームを限定し、方法の発明に対して、その条件やステップでクレームを限定すべきで
ある。しかし、ある技術特徴が構造や性質、ステップで限定できない場合、或いは機能で限定することはよ
り明確にする場合には、明細書において実験や操作を明確で充分に規定しており、その機能を直接かつ確実
に検証できれば、機能で請求の範囲を限定することが許される。複数の技術特徴からなる発明は、その請求
の範囲の技術特徴が、手段機能言語やステップ機能言語で示すことが許され、請求の範囲を解釈するとき、
明細書の記載における対応する該当機能の構造、材料、動作およびその均等なる範囲を含めて考慮すべきで
ある。」という前書き（実際、ソフトウェア発明に関する記載は第２段から）があります。この文によると、
明白ではありませんが、手段機能言語は単にソフト発明に適用するのではなく、全般的な発明に適用できる
ことになります。
実際に、現在で弊所で扱っているケースの中で、機械分野の物でも、機能的クレームとして知恵財産法院
に認められたケースが存在します。

2-2 新穎性
（審查基準 2-3-4）
2-2-1 新穎性
申請專利範圍中所載之發明未構成先前技術的一部分時，稱該發明具新穎性。
2-2-2 先前技術
1. 先前技術應涵蓋申請日之前（不包括申請當日）所有能為公眾得知（available to the public）之資訊，並不
限於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語言或任何形式，例如書面、電子、網際網路、口頭、展示或使用等。
2. 「能為公眾得知」，指先前技術處於公眾有可能接觸並能獲知該技術之實質內容的狀態。負有保密義務之
人所知悉應保密之技術不屬於先前技術；惟若其違反保密之約定或默契而洩漏技術，以致該技術之實質內容能
為公眾得知時，則該技術構成先前技術的一部分。反之，若該技術處於保密狀態，公眾無法接觸或無法獲知其
實質內容時，即使申請前該技術已存在並已為負有保密義務之人知悉，仍非屬先前技術。保密義務，不僅指有
明文約定之保密義務，尚包含社會觀念或商業習慣上認為應負保密責任的默契保密義務，例如公司行號所屬之
職員對於公司之事務通常負有保密義務。
2-2-3
■網頁作為引證之注意事項：
由於網路的性質與紙本刊物不同，公開於網路上之資訊皆為電子形式，難以判斷出現在螢幕上之資訊內容或『公
開之時間點是否曾遭變更』。因此，若引證網路上之資訊時，應注意網站之可信度，對於網路上之資訊內容或
『公開之時間點有質疑時』，應取得該網站出具的證明；若無法取得證明文件以確信其真實性時，不得引證網
路上之資訊。
■交付特定人之文書非屬公開刊物：
原告所提系爭設計圖樣，固與系爭新式樣專利十分近似，然系爭設計圖樣畢竟係一影印之私文書，此等參與比
價之衛星公司，當為原告所信任之特定公司，既為特定公司，其設計圖當屬尚未公開，而不特定第三人亦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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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故原告所提之設計圖當屬內部文書，非屬「公開刊物」，亦不符合新式樣的「已公開使用」的定義。（98
年行專訴字第 80 號）
■新穎性的審查原則：
審查新穎性時，應以引證文件中所公開之內容為準，包含形式上明確記載的內容及形式上雖然未記載但實質上
隱含的內容，而引證文件揭露之程度必須足使該發明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能製造或使用申請專利之
發明。
■新式樣新穎性之判斷
（審查基準 3-3-2-2.4）
相同或近似之新－式樣共計四種態樣，屬於下列其中之一者即不具新穎性：
(1)應用於相同物品之相同設計，即相同之新式樣
(2)應用於相同物品之近似設計，屬近似之新式樣
(3)應用於近似物品之相同設計，屬近似之新式樣
(4)應用於近似物品之近似設計，屬近似之新式樣
2-2-4 喪失新穎性之例外情事
申請專利之發明於申請日之前有專利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各款喪失新穎性之例外情事之一，而在申請前已見於
刊物、已公開使用或已為公眾所知悉者，申請人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六個月內提出申請，敘明事實及有關之期
日，並於指定期間內檢附證明文件，則與該事實有關之技術不致使申請專利之發明喪失新穎性。

2-2-5 擬制喪失新穎性
先前技術涵蓋申請日之前所有能為公眾得知之技術。申請在先而在後申請案申請日之後始公開或公告之發明或
新型專利先申請案原本並不構成先前技術的一部分；惟專利法第二十三條將發明或新型專利先申請案所附說明
書或圖式載明之內容以法律擬制（legal fiction）為先前技術，若後申請案申請專利範圍中所載之發明與先申請
案所附說明書、圖式或申請專利範圍中所載之技術相同時，則擬制喪失新穎性。
在刊物上之發表及網路上之發表，我們係理解為不適用於新穎性喪失之例外情形的，請問這樣的理解是正確的
嗎？
答:
1. 關於發明不具新穎性之規定，係專利法第 22 條第 1 項，「申請前已見於刊物或已公開使用者」以及「申請
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皆會導致發明不具新穎性而不得取得專利。因此，在刊物上之發表，已由上開條文明
定為新穎性之喪失事由，並無題示所謂例外規定之情形。合先敘明。
2. 至於網路上之發表，根據智慧局審査基準之相關記載，認為網路的性質與紙本刊物不同，公開於網路上之
資訊皆為電子形式，難以判斷出現在螢幕上之資訊內容或公開之時間點是否曾遭變更。因此，在引證網路上之
資訊時，應注意網站之可信度，對於網路上之資訊內容或公開之時間點有質疑時，應取得該網站出具的證明；
若無法取得證明文件以確信其真實性時，不得引證網路上之資訊。
3. 此外，上開審査基準並認為，網路上之資訊易於變更，引證時，應依網頁格式列印該先前技術之內容，並
在該列印本上註記取得日期、網站的固定資源位置及所審查之申請案號等，以避免該先前技術嗣後被網路維護
者刪除或變更。
4. 據上，如欲引用網路上之發表作為新穎性喪失（或未喪失）之證明資料時，由於其有變造可能性之問題存
在，智慧局往往會以嚴格之標準要求，甚至於要提出網站出具之證明，從而始得實務上網路上之發表內容常無
法成功地作為新穎性喪失之引證資料。

2-3 進步性
新型專利中「顯能輕易完成」之判斷
新型專利中之所謂「顯能輕易完成」之判斷，目前法院實務認為，雖不以申請專利之新型與申請前先前技術間
差異之多寡為必然之依據，亦不以增進功效為必要，然基於專利制度係具有鼓勵創新及促進產業技術發展之目
的，為避免單純組合已知元件而不具創新性之技術取得專利權保護，因而阻礙他人利用該技術之產業發展，倘
申請專利之新型與申請前先前技術差異微小，所須組合之先前技術愈少，且該組合僅係產生已知之功效，而其
差異之技術特徵復已見於完全相同技術領域之先前技術文獻中，而為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之人面對該
申請專利新型所欲解決之技術問題時，所得合理參考或查詢之資料，足以啟發所屬技術領域人士組合該先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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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時，應認先前技術已隱含組合之理由，而認申請專利之新型不具進步性。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8 年行專訴
字第 97 號判決）（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98 年行專訴字第 104 號判決）
2-3-1 進步性概念
雖然申請專利之發明與先前技術有差異，但該發明之整體係該發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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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該發明不具進步性。
2-3-2 輕易完成、顯而易知
該發明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依據一份或多份引證文件中揭露之先前技術，並參酌申請時的通常知
識，而能將該先前技術以轉用、置換、改變或組合等方式完成申請專利之發明者，該發明之整體即屬顯而易知，
應認定為能輕易完成之發明。顯而易知，指該發明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以先前技術為基礎，經邏輯
分析、推理或試驗即能預期申請專利之發明者。
2-3-3 進步性之審查原則
進步性之審查應以每一請求項中所載之發明的整體為對象，亦即將該發明所欲解決之問題、解決問題之技術手
段及對照先前技術之功效作為一整體予以考量，逐項進行判斷。
2-3-4 進步性的輔助性判斷因素
1.發明具有無法預期的功效
2.發明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
3.發明克服技術偏見
4.發明獲得商業上的成功
【行政救濟部廖文慈律師提供提供進步性判決】
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98 年行專訴字第 136 號
【事實】：參加人前於 2003 年 4 月 4 日以「影像顯示轉接卡之晶片組冷卻元件」向被告申請發明專利，經被
告即智慧局編為第 92107693 號審查准予專利後，發給發明第 I227824 號專利證書。嗣原告以其違反專利法第
22 條第 4 項之規定，對之提起舉發，案經被告審查，於 2009 年 5 月 15 日以（98）智專三 04087 字第
09820286930 號專利舉發審定書為「舉發不成立」之處分。原告不服，提起訴願，經遭駁回，遂向智慧財產
法院提起行政訴訟。
【裁判要旨】：按審查進步性時，得以多份引證文件中之全部或部分技術內容的組合，或一份引證文件中之部
分技術內容的組合，或引證文件中之技術內容與其他形式已公開之先前技術內容的組合，判斷申請專利之發明
是否能輕易完成。而判斷技術內容的組合對於該發明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是否能輕易完成，應考量
引證文件所屬技術領域之關連性及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倘兩引證文件所欲解決之問題相同或相近，而有共
通的技術內容，並發揮共通之功效，則引證文件之技術內容即已促使該發明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將
其所揭露的技術內容予以組合，而為該發明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所能輕易完成。查引證 1為解決電
子元件散熱問題之冷卻裝置，依其說明書第 7 欄第 6-22 行記載「本發明最佳實施例係用於電腦CPU，惟本發
明可使用在任何需要冷卻之固態裝置上，．．.所述固態裝置的類型並不受限制，可以是音頻、無線電功率放
大器、遙控設備、自動機器伺服放大器、變頻驅動器．．」，說明書第 10 欄第 47-50 行記載「熱橋(38)亦可
為熱管」，而引證 2之終端產品雖為馬達，惟說明書第【0004】欄則記載「本發明之目的是提供一種能夠良好
冷卻變頻器單元，抑制電子元件之熱惡化，同時減少對馬達熱影響，且冷卻構造簡單、電力消耗小之設有變頻
器單元之馬達」，是以兩者均為解決電子元件散熱問題之冷卻裝置，引證 1 已揭示其亦可使用於需要冷卻之變
頻器裝置及以熱管取代熱橋，引證 2 亦係採用熱管之設計，俾以節省連接兩散熱器之空間，是以該發明所屬技
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即具有合理之動機組合上開兩引證文件，且系爭專利申請專利範圍第 1 項之整體技術
特徵，亦未產生功效之增進，故引證 1 及 2 之組合可證系爭專利申請專利範圍第 1 項不具進步性，被告所辯
即非可採。

■進歩性に関する最近の事例
（１）事例１
智慧財産局が進歩性なしという理由で、「無効審判の請求が成立し、専利権を取消すべし」という処分結果
を、智慧財産裁判所が無効審判の証拠は係争特許に進歩性がないことを証明できないという理由で、「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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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と原処分ともに取消すべし」と判決した事例（99 行専訴 55 号判決書）。「連接棒構造」事件。
判決要旨：
被請求案件は、発明 I291914 号の「連結棒構造」に係る特許で、無効審判の証拠 2 は、公告番号 521684 号
の「アダプター構造改良」に係る実用新案である。
原処分は、単に係争専利の請求項 1 と証拠 2 の棒体スリーブにリング状構造とバネとが設けられていること
だけにより、すぐに係争専利の請求項 1 のバネ（16）と証拠 2 のバネ（50）とが対応するもので、且つ固
定リング（50）と証拠 2 の位置決めスリーブ（60）とが対応するものと認定しているが、調べによると、
原処分では、各部材の連結関係及び機能効果に言及していないし、且つ上記分析結果によれば、係争専利の
請求項 1 の固定リング（50）と証拠 2 の位置決めスリーブ（60）とが、スライティングスリーブとの結合
関係や機能効果などについては、別に相当なものではなく、バネの組立て位置も変更しており、棒体やスラ
イティングスリーブの内部構造も同じではないので、被告（智慧財産局）のなした対比方式は採用できない。
且つ係争専利の請求項 1 には、棒体（20）を挿入棒（23）が入れ替え可能なものに特定しており、しかも
スライティングスリーブ（30）と棒体（20）の内部構造の変更により、バネ（40）の組立て位置の制限も
変更されることは、確かに証拠 2 よりも連接棒の適応性が増加し、且つ組立ての手順を簡略化できる効果が
得られるため、係争専利の請求項 1 はその属する技術分野における通常の知識を有する者が出願前の先行技
術である証拠 2 を運用して容易に完成できるものではないので、進歩性がある。
（２）事例２
智慧財産局による「無効審判の請求不成立、専利権を維持すべし」という処分結果を、智慧財産裁判所が原
告が提出した無効審判の証拠 5 と証拠 6 との組合せは、請求項 1～5 に進歩性がない」という理由で、「訴
願決定と原処分ともに取消し、被告（智慧財産局）がＭ313375 号『アウターローター式モーターのステー
ター構造改良』の登録実用新案についての無効審判請求した事件について、無効審判が成立し、専利権を取
消すべし」と判決した事例（99 行専訴 37 号判決書）。「アウターローター式モーターのステーター構造改
良」事件。
判決要旨：
被請求案件は、公告番号Ｍ313375 号の「アウターローター式モーターのステーター構造改良」に係る登録
実用新案で、無効審判の証拠 5 と 6 は、公告番号Ｍ313375 号の「アウターローター式モーターのステータ
ーの改良構造」に係る実用新案と、公告番号Ｍ243849 号の「家庭用ＡＣファンモーター」に係る実用新案
である。
但し、係争専利は、明らかに巻き線の単位数を減少することにより、前記「巻き線の材料を節約することで、
コストダウンと省エネルギー」という効果を達成するもので、この効果は明らかに予期可能なもので、且つ
巻き線の単位数を減少すれば回転トルクや風量もそれにつれて小さくなるので、これらのファンの効果が悪
化する。よって、原告（無効審判請求人）は「係争専利と証拠 5 との対比に回帰してみると、係争専利は証
拠 5 の６単位分の巻き線を４単位分まで減縮することで、一見して『巻き線の材料を節約する』や『コスト
ダウン』などの効果があるように見えるが、相対的に、その回転トルクや風量及び消費する電流などは何れ
も証拠 5 よりも悪い。これは一体両面なことで、これを以って係争専利が証拠 5 と異なる部分は単に巻き線
の単位数の選択に過ぎなく、何らかの新規的なところがないことをより一層確定できる。もっと重要なのは、
係争専利は単に巻き線の単位数を減少することでは、そのもたらす効果も証拠 5 から予期できるものであ
る・・・」などを主張しているが、その理由は採用できる。これに対し、被告（智慧財産局）は、係争専利
の起動巻き線と運転巻き線の巻き方法は証拠 5 と異なると答弁し、且つ被告が 2010 年 6 月 30 日に本裁判
所での準備手続きの際に、「回転磁界は異なる信号に接続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く、巻き線の巻き方式が異なる
ため、運転も異なってくる」と答弁しているが、調べによると、係争専利の明細書と図面から総合に判断す
ると、係争専利が強調している効果は、やはり主に巻き線の数量の変更によってもたらす効果であり、且つ
被告も上記答弁論点は通常の知識を持っている者による推論であることを自ら承認していることから、被告
は証拠を提出することによりその推論が本当であるかを裏付け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ため、その答弁は採用でき
ない。よって、係争専利の請求項 1 は、モータの技術分野における通常の知識を持っている者が出願前の先
行技術である証拠 5 と証拠 6 との組合せにより、明らかに容易に完成できるものであるため、進歩性がない。
（３）事例３
判決：知的財産裁判所 98 年行專訴字第 136 号
【事実】：
参加人はかつて 2003 年 4 月 4 日に被告に対して「影像表示アダプターのチップセット冷却素子」を特許出
願し、被告即ち智恵局より第 92107693 号として審査を経て特許を許可され、次いで、特許第 I227824 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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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証書の発給を受けた。その後原告はそれが特許法第 22 条第 4 項の規定に違反するとして、無効審判を請
求したが、被告による審査の結果、2009 年 5 月 15 日に（98）智專三 04087 字第 09820286930 号特許無効
審判審決書を以って「無効審判不成立」の処分を下した。原告はこれを不服とし、訴願を提起したが棄却さ
れたので、知的財産裁判所へ行政訴訟を提起した。
【裁判要旨】：
進歩性を審査する際は、複数の引例文書中の全部若しくは一部の技術内容の組合せ、又は一つの引例文書中
の一部の技術内容の組合せ、若しくは引例文書中の技術内容とその他既に公開された先行技術内容の組合せ
を以って、特許請求の発明が容易に完成できるものなのかを判断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技術内容の組合せが、
当該発明が属する技術分野に於いて通常の知識を有する者が容易に完成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どうかを判断
する際、引例文書が属する技術分野の関連性及び解決しようとする問題の共通性を考慮すべきである。もし、
二つの引例文書が解決しようとする問題が同一又は近似していて、共通の技術内容があり、同時に共通の機
能を発揮している場合、即ち引例文書の技術内容が、既に当該発明が属する技術分野に於いて通常の知識を
有する者に、その開示された技術内容を組合せるよう促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ので、当該発明が属する技術分
野に於いて通常の知識を有する者が容易に完成できるものとなる。調べたところ、引例 1は電子素子の放熱
問題を解決する冷卻裝置であり、その明細書第 7 欄 6-22 行に記載されている「本発明の最もよい実施例は
コンピューターCPUであるが、本発明は如何なる冷卻の固体装置が必要なものにも使用することができ．．.
その述べられている固体装置の類型は制限を受けることななく、オーディオ、RFパワー増幅器、リモコン
設備、自動サーバ機械増幅器、インバータ駆動器も可能であり．．」。そして、明細書第 10 欄 47-50 行に
記載されている「熱橋 (38)もサーモチューブとすることができ」に依れば、引例 2の最終製品はモーターで
あるものの、しかし明細書第【0004】欄では「本発明の目的は一種の良好な冷卻ができるインバータユニ
ットを提供して、電子素子の熱劣化を抑制し、同時にモーターの熱影響を減らすことであり、なお且つ冷卻
構造がシンプルで、消費電力が小さいインバータユニットを有するモーターである」と記載されているので、
両者はいずれも電子素子の放熱問題を解決する冷卻裝置であり、引例 1 はそれが冷卻が必要なインバータに
も使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たサーモチューブを以って熱橋に代えるものであると開示しており、引例 2 もサ
ーモチューブの設計を採用して、二つの放熱器を連接するスペースを節約している。よって、当該発明が属
する技術分野に於いて通常の知識を有する者は上記の二つの引例を組合わせる合理的な動機を有し、なお且
つ係争特許の特許請求範囲第 1 項の全体技術特徴も、機能の増進を生じさせてはいない。従って、引例 1
及び 2 の組合わせは係争特許請求の範囲第 1 項が進歩性を備えていないことを証明しているので、
被告の弁
論は採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2-4 創作性
2-4-1 創作性
雖然申請專利之新式樣與先前技藝不相同亦不近似，但該新式樣之整體設計係該新式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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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該新式樣不具創作性。
2-4-2 創作性之審查原則
1.新式樣專利係保護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其創作內容在於物品外觀之設計而非物品本身。雖然申請專利之新
式樣的實質內容係由物品結合設計所構成，創作性之審查應以圖面所揭露之點、線、面所構成申請專利之新式
樣的整體設計為對象，判斷其是否易於思及，易於思及之新式樣即不具創作性。（審查基準 3-3-3.3）
2.創作性之審查應以申請專利之新式樣整體設計為對象。雖然不得將整體設計拆解為基本的幾何線條或平面等
設計元素，再審究該設計元素是否已見於先前技藝，惟在審查的過程中，得就整體設計在視覺上得以區隔的範
圍審究其是否已揭露於先前技藝或習知設計，並應就整體設計綜合判斷是否為易於思及。
（審查基準 3-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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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審查

3-1 發明專利之審查
3-1-1 早期公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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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主張優先權者，其起算日為最早優先權日之次日）後，將該申請案公開之。(專 36 一、36
四)
2. 申請人於於申請日 15 個月內撤回優先權主張者，致申請案的最早優先權日變更或無優先權日時，公開期限
應自變更後的最早優先權日或申請日之次日起算。（審查基準 1-2-2）
3. 專利專責機關得因申請人之申請，提早公開其申請案。(專 36 二)
4. 發明專利申請案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予公開：(專 36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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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發明專利申請案，如有應不予公開之事實，專利專責機關將通知申請人申復，逾限未申復，則不予公開。
（審查基準 1-2-2）
5. 申請人於申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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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49 二)
6. 專利專責機關公開發明專利申請案時，應將下列事項公開之：（專施 54 一）
一.申請案號。
二.公開編號。
三.公開日。
四.國際專利分類。
五.申請日。
六.發明名稱。
七.發明人姓名。
八.申請人姓名或名稱、住居所或營業所。
九.委任專利代理人者，其姓名。
十.發明摘要。
十一.最能代表該發明技術特徵之圖式。
十二.主張國際優先權者，該外國優先權案之申請日、申請案號數及受理該申請之國家。
十三.主張國內優先權者，該先申請案之申請日及申請案號數。
十四.有無申請實體審查。
十五.有無申請補充、修正。
7. 經公開之申請案，任何人均得申請閱覽、抄錄、攝影或影印其說明書或圖式。（專施 54 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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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39
一)
審査基準中有「申請人申請將其專利申請案提早公開時，應以書面向本局申請為之」之記載，惟從申請時就可
以申請嗎？實際上會多早被公開呢？
1. 根據台灣專利法第 36 條第 1 及 2 項之規定，專利申請文件自申請日起十八個月後應該申請案公開，且智慧
局得因申請人之申請，提早公開其申請案。故題示申請人得申請提早公開乙節，確有相關之規定。
2. 又根據智慧局出版之早期公開 Q＆A 中，有記載為使申請人得以迅速實施、製造、販賣，並及早獲致公開
權利保護等考量，申請人得申請提早公開其申請案。惟由於早期公開之行政作業時間約需三個月，故得申請提
早公開之時間為自申請之次日（如有主張優先權者，為最早優先權日之次日）起算十五個月內，超過該十五個
月期間者，智慧局因已開始進行公開準備作業，即將公開之故，而不再接受申請提早公開。
3. 自申請提早公開之日起，約於一至二個月內會被公開。

3-1-2 實體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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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 依申請進行實體審查
發明專利申請案需申請人提出實體審查申請，專利專責機關才進行實體審查，申請人不提出申請，專利專責機
關不對該案進行實體審查。
3-1-2-2 發明專利申請案申請實體審查之期間
1. 自發明專利申請案之申請日起算 3 年內。（專 37 一）
2. 分割案：
一) 自原案（母案）之申請日起逾三年者，得於申請分割之日起 30 日內，申請實體審查。（專 37 二）
二) 自原案（母案）之申請日起三年未滿前辦理分割者，於屆滿三年以前，申請實體審查。（專 37）
3. 改請為發明申請案：
一) 自申請日起逾三年者，於改請日起 30 日內，申請實體審查。(專 37)
二) 自申請日起三年未滿前辦理改請者，於屆滿三年以前，申請實體審查。（專 37）
4. 於再審查之階段，提起分割或改請者，將直接對該分割案或改請案進行實體審查，申請人不需申請實體審
查。
3-1-2-3
發明專利申請案申請實體審查之注意事項
1. 自申請日起算 3 年內未申請實體審查者，該案視為撤回。（專 37 四）
2. 除該發明專利申請案之申請人本身可請求實體審查外，申請人以外之任何人皆可對該發明專利申請案請求
實體審查。（專 37 一）
3. 發明專利申請案請求實體審查之事實會刊載於專利公報。（專 38 二）
4. 實體審查一經申請之後，即不得撤回。（專 37 三）
3-1-2-4 有關生物材料或利用生物材料之發明專利申請
1. 發明專利申請案之申請人提出實體審查請求時，應同時提出寄存機構出具之存活證明。（專 38 四）
2. 發明專利申請案之申請人以外之人申請實體審查時，專利專責機關應通知發明專利申請人於三個月之內提
出存活證明。（專 38）
１)有關「發明專利加速審查作業方案」(以下稱 AEP 制度)，是否有外國(特別是日本)申請人應注意之事項？
■審査手続
加速審査で出願登録後に、提出されていた対応外国の登録クレームが無効になった場合の影響。
【解説】
影響を受け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加速審査はあくまでも台湾出願の外国対応出願の登録により台湾出願の審
査を早めるものであり、実体審査を経て審査結果を出しますので、加速審査において登録になった後に加速
審査において提出された対応外国出願の登録クレームが無効になった場合も、その台湾出願の登録件が影響
を受け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
【解説】
台湾特許庁は特許出願の審査待ち時間を短縮するために 2009 年 1 月 1 日より 1 年間を試行期間として加速
審査制度を導入し、試行の効果を鑑みてよりよく出願人に利用してもえるよう、2010 年 1 月 1 日より申請
に必要な条件を更に緩和して正式施行することとしました。この新しく施行される加速審査制度を利用すれ
ば、6 ヶ月ないし 9 ヶ月で審査結果を出願人に送付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加速審査請求する場合、次の三つの条件のいずれかに合致すれば加速審査を請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a）台湾出願の外国対応出願が特許査定を受けた場合、加速審査を請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この場合、次の書類を提出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1）外国対応出願の特許公報及びクレームの中文訳、または特許査定を受けて公告されていない場合、特
許査定書のコピー、クレーム及びクレームの中文訳。
（2）外国対応出願が審査中の場合、受けた審査意見通知書及びサーチレポート。これらの書類が中国文ま
たは英文でない場合、中文の訳文を提出すべき。
（3）台湾特許出願のクレームと外国対応出願のクレームの相違点説明。
（4）外国対応出願が審査中で、引例が審査官に提示され、その引例が特許文献ではない場合、その特許文
献のコピーを提出すべき。
この場合は書類完備の日から 6 ヶ月以内に審査結果通知が発行され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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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台湾出願の外国対応出願がまだ特許査定を受けていないが、米国、日本またはヨーロッパ特許庁から
オフィスアクションを受けた場合、加速審査を請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この場合、次の書類を必要とします。
（1）日本、米国又はヨーロッパ特許庁の発行したオフィスアクションの審査対象となるクレーム及びクレ
ームの中文訳。
（2）そのオフィスアクションのコピー及びサーチレポートのコピー、これらの書類が英文でない場合、そ
の中文訳を提出すべき。
（3）当該対応外国出願のクレームと台湾出願のクレームの相違点説明。
（4）そのオフィスアクション又はサーチレポートに新規性又は進歩性がないコメントが含まれる場合、答
弁の理由を提出すべき。
（5）オフィスアクションに提示された引例が特許文献でない場合、その引例のコピーを提出すべき。
この場合は書類完備の日から 9 ヶ月以内に審査結果通知が発行されます。
（c）出願人による商業上の実施行為がある場合、加速審査を請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この場合、次の書類を必要とします。
（1）出願人が商業上の実施を行うために、早期に特許性の有無を確定したい場合、その商業上の実施に該
当する証明資料、例えば、契約書、カタログなどを提出すること。
この場合は書類完備の日から 9 ヶ月以内に審査結果通知が発行されます。
実際の効果について、特許庁の統計データによれば、2009 年 1 月から 2010 年 9 月まで計 2070 件あまりの
加速審査請求案件があり、平均 67.5 日間で審査結果が発行されたとのことです。
ご留意いただきたいのは、PPH と違って、審査着手されても加速審査請求できることです。台湾出願のク
レームを加速審査請求に提示された対応外国出願のクレームと一致するように補正する場合、その旨を加速
審査請求の時に公文書に記載します。審査官がその要望に応じて電話で出願人に補正指令を出し、出願人は
この職権による補正指令に従ってクレームを対応外国出願と同一クレームに補正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3-1-3 補償金之請求
3-1-3-1 補償金之請求要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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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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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得請求補償金。
3-1-3-2 補償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
補償金請求權，自公告之日起，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3-1-4 再審查
3-1-4-1 初審 - 審定不予專利
1. 發明、新式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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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46 一、129 新式樣準用）
2. 申請專利之新型經形式審查後，認有第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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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98)
3-1-4-2 再審查審查委員之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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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再審查之審定書應送達
申請人。（專 47、129 新式樣準用）
3-1-4-3 通知限期申復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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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46 二、129 新式樣準用）
3-1-4-4 再審－審定不予專利
對於再審查之審定不服者，得於審定書送達之日起 30 日內，依法提起訴願。(訴願法 1、訴願法 1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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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5 審定應予專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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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45)
2. 申請專利之新型，經形式審查認為無第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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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99)
3. 申請專利之新式樣經審查認為無不予專利之情事者，應予專利，並應將圖面公告之。(專 121)

3-2 新型專利之審查
3-2-1 形式審查
專利專責機關對於新型專利申請案之審查，依據新型專利說明書及圖式判斷是否滿足形式要件，而不進行須耗
費大量時間之前案檢索以及是否滿足專利要件之實體審查。
3-2-2 形式審查範圍
1.是否屬於對物品之形狀、構造或裝置之創作。
2.是否有妨害公共秩序、善良風俗或衛生。
3.說明書是否載明新型名稱、新型說明、摘要及申請專利範圍。
4.新型說明、申請專利範圍及圖式之揭露方式是否合於規定。
5.是否符合單一性。
6.說明書及圖式是否已揭露必要事項且其揭露有無明顯不清楚之情事。
請問智慧局接受一案兩請之制度係何時（開始）的？
答：一案兩請之方式，係實務上申請人考慮到本身專利技術之層次，不是很有把握時，所逐漸發展出來的一種
申請方式。原則上一專立法第 31 條規定，同一創作人之同一創作如經核准登錄新型後，如該創作人亦同時申
請發明專利，則縱該發明專利經審查認為可核准者，因審查委員已無法應命該申請人擇一申請，故應對該專利
申請案予以核駁。如該專利申請案尚在審查階段，且新型案亦尚未核准登錄，則應命其擇一申請。

3-3 新式樣專利之審查
3-3-1 依職權進行實體審查──新式樣專利申請案不需提出實體審查之申請，新案申請後，專利專責機關主
動進行實體審查，不須申請人提出實體審查請求。（審查基準 1-2-3）
3-3-2 再審查
新式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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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129 新式樣準用）

3-4 審查委員之指定、其義務及應迴避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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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35、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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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16）
3. 專利審查人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自行迴避：（專 42、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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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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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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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面詢、實驗、補具說明書、模型或樣品審查中之案件
專利專責機關於審查發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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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48、
專 122、專施 29）
一) 至專利專責機關面詢。
二) 為必要之實驗（限發明專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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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補充、修正圖說。(限新式樣-依本款所為之補充、修正，不得超出申請時原圖說所揭露之範圍。)
四) 申請人屆期未辦理或未依通知辦理者，專利專責機關得依據現有資料續行審查。(專施 29)
外國申請人在台灣取得權利時，是否有應注意之事項(說明書之記載、審查人員之面談等)?
■外国出願人が台湾で権利取得する上での留意点（明細書の記載、審査官面接等）
【解説】
出願人の自発補正は特許法 49 条により、出願日（優先権主張の場合、優先日）より 15 ヶ月以内、審査
意見通知書の応答期間内、実体審査請求と同時、再審査請求と同時、再審査理由書の提出期限内に限って認
められ、これらの期間以外に自発補正をしたくても法律の制限で認められないこととなっていますが、2010
年 6 月から特許主務機関は新たしい制度を導入し、この制度により上記補正可能な期間以外の時期に自発補
正を行いたい場合、補正を行いたい旨の公文書を特許主務機関へ提出し、審査官はその要望に応じて電話に
て出願人に補正してよいとの職権による補正指令を出し、出願人はこの電話による補正指令に従って補正を
提出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即ち、自発補正の手続きについて実務では大分緩和されました。
分割出願について特許査定または再審査拒絶査定が出されるまでに分割手続きを行うことができ、特許査
定を受けた後、または再審査拒絶査定を受けた後、分割手続きを行うことができないこととなっています。
（化学・医薬・微生物特許）
（１）数値限定について
特許請求の範囲における数値での限定について、次の表現は許されません。
*「以上」（或いは少なくとも・・・）：下限のみを表示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
*「多くても」（或い・・・以下）：単に上限のみを表示している。
*「０～０．０３６％重量」：０％によってその成分の存在がなくなる表示となる。
*「およそ・・・」：その発明と従来の技術との区別ができなくなる。
*「約・・・、約・・・」：その範囲を確実に特定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ので、従来の技術と区別がつかない。
*特許請求の範囲で、「低温」、「重圧」、「し難い」、「厚い」、「薄い」、「強い」、「弱い」で表現
することは、特許請求の範囲を不明確にさせるおそれがある。
（２）実施例の補充について
通常台湾で出願した特許は、日本またはその他の国で出願した出願を、優先権として主張しているもので、
その審査は優先権を主張した、出願時に提出された明細書のみに基づくものとなります。
従って、審査段階で、さらに実施例を明細書に追加補充することは許されません。特に審査段階で提出す
る応答書に添付して、追加の実施例で審査官の審査に応答、説明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すが、それによって拒絶
理由をクリアできるかは、審査官の裁量に依ります。特に補充された実施例によって、特許付与の範囲を特
定、拡張することも、ほとんど許されません。
（３）審査段階で、拒絶理由をクリアするために、所有の実験データを補充して説明することは可能ですが、
審査官にすべて採択されるかは、一概に言えません。その実験データが出願前既に完成されたものであれば、
その証拠を合せて提出し、採択してもらうよう取り計ることも一策です。
（機械・意匠）
台湾の特許明細書の記載には「符号の説明」という項目が要求されますが、一部の日本出願人からの和文明
細書には、この「符号の説明」の項目がないか、又は符号の説明が不足で、智慧財産局の審査官に補足を要
求されるケースがありますので、和文明細書を作成する際に、事前に充分な「符号の説明」を記載しておい
た方がよいです。
また、専利法施行細則第 20 条第 2 項では、「図面には図号及びエレメントの符号を註明すべき、必要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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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記を除いて、その他の説明文字を記載してならない」という規定があるため、智慧財産局の一部の審査官
は、図面に記載されている説明文字について厳しく規制しているので、もし、図面には既にエレメントの符
号が標記されている場合、そのエレメントについての説明文字の標記を削除した方がよいです。
（電気・電子・半導体）
（１）出願時に提出する明細書は原文として、英文と和文などが扱えますが、これらの原文明細書は、さら
に中国文に翻訳するので、内容はなるべく言語を統一させるほうが、翻訳者も容易に対処できます。
（２）また、コンピュータソフトウェアの基準の改正により、もともと出願標的として使えなかった、“プ
ログラム”、“システム”などは、基準の配布により、標的として扱え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ので、今後、“プロ
グラム“などの標”的を記録媒体”に変更しなくても、問題にはならないことになります。
■明細書作成の留意点
■1 中国語への翻訳時に誤りやすい単語、フレーズ、表現
【解説】
和文／原文

３－１ 金属製導管中を、自由表
面を有するようにしなが
ら溶融ガラスを水平方向
に流し、

誤訳文

正しい訳文

説明

將金屬製導管構成為具 使熔融玻璃以一面具有自
有自由表面之方式朝水 由表面之方式朝水平方向 "を"の数が多く出る場
合、中国文の意味が明
平方向流動熔融玻璃 流動於金屬製導管中，
確に叙述できない。
（誤譯）

３－１ 互いに結合してヘテロ原 形成具有互相結合之雜 互相結合形成具有雜原子
子を有してもよい単環ま 原子亦可的單環或多環 亦可的單環或多環之基亦 "してもよい"の数が多
く出る場合、中国文の
可
たは多環の基を形成して 之基亦可
意味が明確に叙述でき
もよく
ない。
按照對應於前述導電電 按照對應於前述導電電路
３－１
前記導電炉形成部のパタ 路形成部的圖
一つの段落に名詞が幾
形成部圖案的圖案
ーンに対応するパターン
つも重複されている場
に従って
合、中国文の意味が明
確に叙述できない。
３－１ ポリカーボネート有機溶 聚碳酸酯有機溶液與水 可實質不形成聚碳酸酯有
液と水性洗浄液とが有機 性洗淨液分離為有機相 機溶液與水性洗淨液分離 "と"の数が多く出る場
相と水相との二相分離し 與水相之二相，可實質 為有機相與水相之二相的 合、意味が明確に叙述
できない
界面
た実質的な界面を形成し 不形成界面
ないように、
３－１ …勘合・固定されてなる …核對、固定…
…嵌合…
常用な用語ではない場
…
合、その用語の真意が
解読できない。
含フッ素橋かけ環構造を 一種鹼溶解性之浸漬式 一種鹼溶解性之浸漬式微
"含有"の数が多く出る
有する重合体（fm）の重合 微影術用光阻保護膜組 影術用光阻保護膜組成
により形成された繰り返 成物，其特徵為含有聚 物，其特徵為含有聚合物 場合、
し単位（FU）を含む重合 合物(B)，該聚合物(B) (F)、羥基、羧基、碸酸基、中国文の意味が明確に
体（Ｆ）と、ヒドロキシ 含有，聚合物(F)：含有 磺醯醯胺基及聚合物(B)， 叙述できない。
３－１
"含有"の数が多く出る
其更含有(E) 含具有.. 其更含有含(E)具有..基
更に(E)..基を有する..
場合、
（E1）と.…（E2）と. を 基之…（E1）及…..（E2）之…（E1）及…..（E2）
中国文の意味が明確に
之….
之.….
含有する…を含有する
叙述でき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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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１

"含有"の数が多く出る
其更含有(E) 含具有.. 其更含有含(E)具有..基
更に(E)..基を有する..
場合、
（E1）と.…（E2）と. を 基之…（E1）及…..（E2）之…（E1）及…..（E2）
中国文の意味が明確に
之….
之.….
含有する…を含有する
叙述できない
前記第一の接続端子と対
向配置されるとともに電
気的に接続された第二の
接続端子を有する第二の
回路部材

具有與第一連接端子對
向配置,且與第一連接
端子電連接之具有第二
連接端子之第二電路構
件

装置、部品の関連性の
具有與第一連接端子對向
表現が濃縮すぎて簡略
配置,且與第一連接端子電
すぎる場合、構成内容
連接之第二連接端子之第
の説明が曖昧不明にな
二電路構件
る。

意見：
叙述が長すぎて、区切りがない、助詞（例えば、含有、を、になど）の数が３個以上である場合、フレーズ
の意味の判断が間違いやすくなり、形容詞が沢山(２、３個以上)ある場合、中国文に表現するのが難しくな
ります（例えば、性能が優しく、… 良いなもの）。
間違いやすい用語
日本文 / 英文
スルホラン
3-2
3-2

塩基性

誤訳文
碸

正しい訳文
環丁碸

鹽基性

鹼性

説明
容易に混同
される専門用語
容易に混同
される専門用語
該分野の專門用語

トレンチ溝
電纜溝
配線溝
3-2
意見：
常用でない用語且つ専門常用でない用語（例えば、ホスファイト（ホスフィット）、ホスフェート（ホスホ
ネーと、ホスホナート）、専門分野の装置、常用語の略語（例えば、レジスト分野のＭＥＥＦ、ＥＬなど）、
カタカナで表現されている薬名、装置名、会社名などについては英語で後付けした方が、正確性を向上させ
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指摘されても問題のない態様の例
和文

訳文

客先よりの訂正案

二価フェノール
二價酚
二元酚
～より
選自由
選自
～である
係為
係
～からなる
所構成
由~~~構成
環状部分に～
於…環狀部分
在・・・環狀部分
少なくとも一つを含む
為，含有～所選～一種
含有選出之至少一種物質
得られた～
所得到之
得到之
配合して
搭配
配合
さらに～
再
進一步
水酸基価
羥價
羥值
の組合せ
組合
之組合
下記一般式～で示され
下述以一般式～
以下述一般式
示し
係表示
係為
選ばれる
由～～所選出之
由～～選出之
100℃における
100℃的
100℃下之
意見：
翻訳者の習慣は人によってそれぞれ異なり、また、台湾と中国大陸の文法および用語もやや異なっているの
で、一部指摘されても、補正しなくてもよい用語、またはフレーズもあります。
日本語からの翻訳時に誤りやすい単語、フレーズ、表現について
1) 例えば、千鳥形になったフランジに・・・、ここの「千鳥形」というのは、台湾人の翻訳者にとっ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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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しにくい場合が多い。
2) 例えば、記録媒体に格納されたレシピに従って・・・、ここの「レシピ」というのは、台湾人の翻訳者
にとって理解しにくい場合が多い。
3) 例えば、「回転」と「回動」の意味を正確に理解しにくい場合が多い。
4) 例えば、「フレーム」、「フィールド」などの技術分野により、意味が違う用語など。
5) 通常のカタカナ辞典に掲載されないカタカナ外来語について、その原語を付記してほしい。

前記マスクパターンがブロック…のミクロドメインのパタ
ーンである
シリコン基板
付勢手段
オフセット印刷法
蝶番
によって活動自在

原文
ブロック

正確
嵌段

間違い
塊狀

シリコン
付勢
オフセット印刷
法
蝶番

矽
彈推
平版印刷
法
鉸鏈

聚矽氧
供勢
偏移印刷
法
樞鈕

■2 専門用語（テクニカルターム）を翻訳する際の問題点
【解説】
専門用語（テクニカルターム）について、
1）台湾人の翻訳者にとって意味が判りにくい用語例：
「渡設」、「屈設」、「画設」、「橋設」、「形設」、「定設」、「別設」、「固設」、「遊着」、「碇着」、
「橋架」、「載架」、「遊架」、「潜通」、「曲成」、「欠成」、「係回」、「協働」、「段差」、「付勢」、
「賦勢」、「螺接」、「密目」、「粗目」、「枢結」、「当接」、「係止」、「歩留」、「自在」、「重架」、
「重層」、「圧下」、「介在」、「介装」、「保持」、「冠着」、「周設」、「仮設」、「封止」、「衝止」、
「衝合」、「拘束」、「拘持」、「挟持」、「掛合」、「成形」、「成型」、「懸架」、「摺動」、「摺接」、
「挿脱」、「歯合」、「掴持」、「被包」、「被覆」、「積重」、「巻回」、「巻架」、「巻張」、「着座」、
「着接」、「締結」、「締着」、「繋着」、「緊締」、「勾配」、「バラツキ」、「テーパー」。
■3 翻訳精度確保の為に日本出願人が留意すべき点
【解説】
1 冗長な文章の問題
原文を適切に区切って理解できる文章に翻訳することが大事です。原文は適切な長さのほうが理想的。
台湾専利法第 26 条第三項には、
「特許請求の範囲は特許を受けようとする発明を明確に、請求項ごとに簡潔
に記載し、かつ発明の説明及び図面によって根拠付けされたもの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記載されている
ため、読者が必要とする情報に最速で達するために、同じことを表現できるなら、短く明白な方式を選ぶべ
きです。例えば、日本語明細書にはよく見られる「Ａは、Ｂを有すＣを含む」の記載について、この場合中
国語で、「ＡはＣを含み、ＣはさらにＢを有する」と訳せば結構です。
なお、翻訳者が日本文の冗長表現を簡潔にする過程では、原文にある情報を欠いたり、原意を誤解したりし
てはなりません。図面を参照しながら、明細書の内容の真意を理解して、冗長な内容を簡潔な二つ以上の文
章に分割し、適切な接続詞で間をつなぐことが必要でです。
2 直訳と意訳の問題
日本語の文法構造を維持する必要はなく、自然で明瞭な中国語を主眼にして訳すことが大事です。
台湾専利法第 26 条において、「前条の明細書には、発明の名称、発明の説明、要約及び特許請求範囲を明
確に記載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発明の説明は、その発明の属する技術分野における通常の知識を有する者が
その内容を理解し、それに基づいて実施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明確かつ十分に示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
い。特許請求の範囲は特許を受けようとする発明を明確に、請求項ごとに簡潔に記載し、かつ発明の説明及
び図面によって根拠付けされたもの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発明の説明、特許請求範囲及び図面の開示方法は、
本法施行細則の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る。」と規定されているため、日本語明細書を中国語明細書に翻訳する場
合に、中国語の文法正確性と流暢さを確保し、独自に作成した語句や意味不明な語法を避ける必要があり、
科学用語の訳語については、台湾国立編訳館の採択した訳語があるときは、その訳語を基準にしなければな
りません。しかし、多く翻訳者は日本語明細書を中国語明細書に翻訳する際に、日本語明細書に記載された
36

台灣專利實務手冊（中文版）20101202

内容を忠実に再現するため、自然な中国語を無視してそのまま中国語に直訳してしまうことがあります。こ
の場合に審査官は、発明の属する技術分野における通常の知識を有する者がその出来上がった中国語明細書
の内容を理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いう理由で、その出願を拒絶します。
3 曖昧な表現の問題
台湾向けの明細書のクレームでは、曖昧な用語を避けるべきです。
請求項に記載されている曖昧な用語例えば「ほぼ等しい」、「略平坦」、「同等以上」を明確な数値に基づ
いて表現しないと出願できないと指摘されるケースが多いです。一方、台湾専利審査基準 2-1-29 にも「請
求項で数値を特定するのに使われる用語、単なる最小値、最大値、又は 0 を含むこと、若しくは 100％の数
値を特定する場合、例えば、「…より大きい」、「…より小さい」、「少なくとも…」、「最大…」、「…
以上」、「…以下」、「0～…％」又はその類似用語を使用したら、特許請求の範囲が不明確となる場合が
多い。」と述べています。
確かにこのような「ほぼ等しい」、「同等以上」などの用語を使用した場合、その大きさを計って比べる基
準は具体的に何を指しているのか？しかも、「略平坦」というのは、3 次元に関しているので、その平坦度
をどう計って比べ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があります。よって、なるべく請求項からこのような曖昧な用語の記載
を排除すべきです。ただし、この種の用語が特殊な技術分野で明確な意味を有する場合、又は該発明の属す
る技術分野における通常の知識を有する者が発明の詳細な説明を基礎としてその範囲を理解でき、且つ特許
請求の範囲が不明確になる可能性がない場合のみ、この種の用語による表現が認められます。
4 カタカナ用語の問題
訳者は常にカタカナに警戒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把握できないカタカナがあれば、原文明細書作成者に聞く
べきです。
日本語明細書には、同じ意味を持つカタカナと漢字例えば「カーペット」と「絨毯」、「海綿」と「スポン
ジ」、「側壁」と「サイドウォール」などが同時に存在することがよくあります。中国語では上記ような名
詞が全く同じなので、翻訳者にとって二つの違う中国語にて同じ意味を持つカタカナと漢字を区別して表現
することは非常に困難であり、その代わりに、独自に作成した語彙や本来の意味に近い語彙を使用し、その
結果、語彙の選択を誤ったことにより、情報を変えてしまう恐れが大きくなります。
上記ような用語は、日本語においても違う表現がないと思いますが、明細書作成者は、該類語彙を使用する
必要性があると思う場合、その目的を翻訳者に十分に分かるように補充説明すべきです。
また、日本語明細書に難しくて分からないカタカナ用語例えば「キャッシュ(Kish graphite)」或は誤解しや
すいカタカナ用語例えば「リスト（Wrist）」と「リスト（List）」などがある場合、該用語の後ろに括弧を
つけて、その中に英文を記述すべきです。
他には、数字の「一」をカタカナの長音と誤解して誤訳になってしまうこともあります。例えば、「モータ
一体型」が「モータ体型」に相当する意味不明の中国語に翻訳されます。
5 符号や縮語（簡略表現）の問題；業界専門用語の留意
日本語の符号をそのまま中国語明細書に移植する必要はありません。
中国語明細書には、日本語明細書に使用される符号をそのまま転用したものも多く見られます。ただし、日
本語に使用される符号と中国語に使用される符号が異なるので注意が必要です。
台湾専利施行細則第 18 条第 6 項に規定されている「独立項又は従属項の文字記述は、一つの文でこれをし
なければならず、その内容は単に明細書の行数、図面又は図面の符号を引用したものであってはならない。」
によれば、各請求項ごとに、最後に打つ句点（。）が一つしか付けられないことが分かり、上記句点以外、
点（，）、コロン（：）、セミコロン（；）を使っても文章を適当に区切ることが可能です。
日本語の請求項には、「及び／又」という表現方式がよく記載され、このような表現方式が中国語本や雑誌
にもよく見られるが、台湾特許審査では、このような表現方式が明確ではないと認められているため、請求
項には「及び／又」を記載しないほうが良いです。
なお、日本語では、複合語（二語以上の単語で一つの意味を構成する用語）をカタカナ書きした際、「・」
（中点）を使い、例としては「ソース・ドレイン領域」、「小型．薄型」があります。中国語では、「・」
（中点）が音訳の名字と名前とを区別したい際しか使われていないので、日本語明細書に「・」（中点）が
存在する場合、中国語でそのまま直訳するのではなく、該（中点）を使うべきか否かを判断する必要があり
ます。
又業界では当たり前の専門的な用語や表現の使用については、誤解を招かないように、注釈や説明をつけた
ほうが安心です。例えば「千鳥状排列」や「勾玉状」など、業界のベテランにとっては当然の用語でも、翻
訳する際は慣れない場合がよくあるので、やはりより丁寧に注釈や説明をつけておいたほうが無難です。
37

台灣專利實務手冊（中文版）20101202

6.「前記」と「該」の使い分け
クレームに書く構成要件のうち、新しく出る名詞と既に出た名詞を区別するために、英語では不定冠詞と定
冠詞を使いますが、日本語では、「前記」の有無で区別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この「前記」と同じような意
味で用いられるものとして、「該」もあります。しかし、
「前記」は、既に前に出ているものであり、「該」
は、直前に出ているものであるというにように使い分けたほうが良く、中国語においても同じだと思われま
す。
7 漢字や送り仮名の変換ミスの問題
自動変換ミスによる問題の回避
中国語の文字入力もピンイン（拼音）方式や注音符号方式の普及と共に、自動変換ミスがよく見られるよ
うになりました。一方、日本語の文字入力自動変換機能は大変発達していて、既に定着していますが、時折
変換ミスがそのまま紙面に残って送信されてしまうこともあります。作成者自身でさえ復元することが出来
ない、意味不可解で奇妙な変換ミスも時々目にしますが、このような著しい問題はむしろ注意を引くので誤
解を招かなくて済みます。特に同音語が多い日本語の漢字表現の場合､間違っても特に違和感がない用語が
そのままチェックから漏れて、文章の意味を微妙にミスガイド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例えば「減少」と「現
象」
、「現像」と「原像」
、「良好」と「両行」
、「注記」
「中期」等々、前後の文章から判断が付かない表記ミ
スの問題がたまに起きます。自動変換ミスを回避する工夫も重要ですが、文献を解読する時に文章の方向性
と合理性を適宜に意識して行うことも大事だと考えられます。
8 明細書のハードコピーは密集する印字スタイルを避けるべき
適切な行間と字の間隔、及び読みやすいフォントのサイズが読み手の負担を軽減し、ミスの発生をより防止
します。
英文字の特許明細書の一行以上空く行間間隔と固まらない文字間隔と比べて、日本語特許明細書の文面は一
段と固まって文字が密集している印象が強いです。行間が殆どなく、原稿を区切ったり注記を書き入れたり
するスペースの余裕が殆どありません。それが明細書全般ばかりでなく、大事なクレームですら高密度の印
字スタイルが支配的です。このような書面がファックス送信で届くと、その原稿が読みづらいほど画像が荒
れ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が、作業する際は比較的不便で読み間違うリスクを感じます。電子ファイルがあれ
ば別ですが、ハードコピーの書式印字スタイルはなるべく行間を 1～2 行ほど空けて、文字間隔は標準で、
サイズは 12～14 号程度の大きさに調整したほうが翻訳者の作業の精度向上に寄与できるかと思われます。

■審査に関する規定及びデータ
■1 審査官面接の申し込みと制約
【解説】
審査官面接の申し込みは、書面にて行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ず、直接電話で行う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審査官面接に出席する人員は、身分証明書を持参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身分証明書を持参せず、即時に補
正しない場合、審査官はその面接を取り消すことができます。
■2 再審査請求料
【解説】
特許出願の再審査請求料は初審査の審査請求と異なり、一律台湾ドル 8000 です。
■3 再審査請求及び訴願成功率に関するデータ
【解説】
特許出願及び意匠出願における拒絶査定に対する再審査請求の登録率は約 90％であり、訴願の成功率は
26％です。

3-6 審定及處分
3-6-1 准予專利之審定（ 發明、新式樣）或處分（新型）
1. 專利申請案，經審查認無不予專利之情事者，專利專責機關應准予專利，並作成審定書（ 發明、新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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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處分書（新型）送達申請人或其代理人，審定書應由專利審查人員具名。（專 43、129 新式樣準用、專 45、
99、121）
2. 專利專責機關應於原新式樣申請案核准審定後，始得核准聯合新式樣申請案。（專施 36）
3-6-2 初審不予專利之審定 － 發明、新式樣
1. 發明、新式樣專利申請案經審查不予專利者，專利專責機關應備具理由作成審定書送達申請人或其代理人。
審定書應由專利審查人員具名。（專 43、129 新式樣準用、專 45、99、121）
2. 發明、新式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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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法請求再審查。（專 46 一、129 新式樣準用）
3-6-3 再審不予專利之審定 － 發明、新式樣
1. 發明、新式樣專利申請人申請再審查時，專利專責機關應指定未曾審查原案之審查委員審查，並作成審定
書；再審查之審定書應送達申請人。（專 47、129 新式樣準用）
2. 經再審查認為有不予專利之情事時，專利專責機關在審定前應先通知申請人，限期申復。（專 46 二、129
新式樣準用）
3. 發明、新式樣專利申請人對於專利專責機關再審查之審定有不服時，得於審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依法提起行政救濟。（訴願法第 1 條及第 14 條第 1 項）
3-6-4 新型專利－不予專利之處分
1. 新型專利申請案經形式審查，認有不予專利之情事者，專利專責機關應先通知申請人限期陳述意見或補充、
修正說明書或圖式。（專 97 二）
2. 新型專利申請案申請人經上述陳述意見或補充、修正說明書或圖式後，專利專責機關若仍認有不予專利之
情事者，應備具理由作成處分書，送達申請人或其代理人。（專 98）
3. 新型專利申請案之申請人對於處分書之處分有不服時，得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法提起行政
救濟。（訴願法第 1 條及第 14 條第 1 項）

3-7 公告
3-7-1 延緩公告
專利申請人有延緩公告專利之必要者，應於繳納證書費及第一年年費時，備具申請書，載明理由向專利專責機
關申請延緩公告。所請延緩之期限，不得逾三個月。(專施 56)
3-7-2 應予專利之公告
1. 申請人於審定書或處分書送達後三個月內，繳納證書費及第一年年費後，專利專責機關應將申請專利範圍
及圖式或圖面公告之。（專 51、101、113、45、99、12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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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45 二、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3-7-3 核准更正之公告
1. 申請更正請准專利之說明書及圖式或圖說，專利專責機關於核准後，應將其事由刊載專利公報。(專 64 三、
108 新型準用、127 二)
2. 說明書、圖式或圖說經更正公告者，溯自申請日生效。(專 64 四、108 新型準用、127 三)
3-7-4 其他應公告事項
發明、新型、新式樣專利權之核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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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74、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3-7-5 不予公告之專利
發明、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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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不予公告，申請書件予以封存，不供閱覽。（專 50、108 新型準用）
3-7-6 不再公告之案件
專利為非專利申請權人請准專利，經專利申請權人於該專利案審查確定後二年內申請舉發，並於舉發撤銷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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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次日起六十日內申請者，以非專利申請權人申請之日為專利申請權人申請之日。前項申請之案件，不再公告。
（專 34、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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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許権
4-1 專利權之發生
發明、新型、新式樣專利案經核准審定後，於審定書或處分書送達後 3 個月內，繳納證書費及第 1 年年費後始
予公告，自公告日起給予專利權，並發證書。屆期未繳納者，不予公告，其專利權自始不存在。（專 51、101、
113）
4-2 專利權之維持
4-2-1 專利年、證費之繳納及其期限
1. 核准專利者，專利權人應繳證書費及專利年費，請准延長、延展專利者，在延長、延展期內，仍應繳專利
年費。申請費、證書費及專利年費之金額，由主管機關定之。（專 80、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2. 核准之專利，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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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81、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3.所謂「屆期前」，係指當年期開始前，例如取得專利權後，第二年自九十四年一月一日開始，則第二年年費，
應於九十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繳納，餘類推。
4-2-2 專利年費之逾期補繳
專利權人應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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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82、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4-2-3 專利年費之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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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83、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4-2-4 繳納專利年費之委任
1. 專利年費不限於專利權人本人或其合法委任人始得繳納，其依民法委任之規定委任他人代繳或他人未受委
任而代繳，均無不可。（經(72)技 08082 號）
2. 數人或數代理人對於一專利權與專利權人分別繳納專利年費者，係將非專利權人所繳年費退還。
3. 數人或數代理人對於一專利權分別繳納專利年費者，係將後繳之人所繳年費退還。

4-3 專利權之消滅
4-3-1 專利權消滅之事由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專利權當然消滅：（專 66、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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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拋棄專利權之限制
專利權人未得被授權人或質權人之同意，不得為拋棄專利權之申請。（專 65、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
用）
4-3-3 專利權消滅之公告
專利權消滅者，專利專責機關應刊載專利公報。（專 74、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4-4 專利權期間
4-4-1 專利權期間之計算
1. 發明專利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二十年屆滿。
（專 51 三）
2. 新型專利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十年屆滿。
（專 101 三）
41

台灣專利實務手冊（中文版）2010120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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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113
三）
4-4-2 修法前已公告之專利案其專利權期間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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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134)
4-4-3 專利權期間延長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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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132)

4-5 專利權之延長
4-5-1 申請人
專利權期間延長之申請人，依專利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限於專利權人（或經專利專責機關登記之專利
權受讓人），共有專利權時，各共有人必須共同連署（專 12.II）。因此發明專利權人授權他人實施時，仍應
由專利權人申請延長專利權期間。
4-5-2 申請期間
申請專利權期間之延長，依專利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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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 可為申請對象之專利權
依專利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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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需注意，依專利法第一百三十二
條規定，得申請延長專利權期間者，必須於八十三年一月二十三日專利法修正公布生效後所提出之申請案始有
適用。
4-5-4 申請書之記載及附件
依專利權期間延長核定辦法（以下稱延長核定辦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延長專利權期間者，應備具申請
書載明如下事項，由專利權人或其代理人簽名或蓋章：
1.專利權號數
2.發明名稱
3.專利權人姓名及其住、居所；如為法人，其名稱、事務所及其代表人姓名。
4.申請延長之理由及期間
5.取得第一次許可證之日期
6.年、月、日
又，申請時應檢附依法取得之許可證影本及申請許可之國內或國外證明文件一式二份。
(1)如申請延長之專利權為醫藥品或其製造方法時，除許可證影本外，並應檢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出具之
下列文件：
a.國內臨床試驗期間及其起、迄日期之證明文件。
b.國內申請查驗登記審查期間及其起、迄日期之證明文件。
若以外國試驗期間申請延長專利權者，除前述文件外，並應檢附生產國相關主管機關出具之臨床試驗期間起、
迄日期及核准延長期間之證明文件。
國內臨床試驗之起、迄日期之證明文件，係指由申請延長專利權時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衛生署），所出
具其同意申請人或該申請人業經登記之被授權人，進行國內臨床試驗之日期，以及俟後同意核備臨床試驗報告
之核准函日期。
前述生產國應廣義地包括該醫藥品製造國以及其進行臨床試驗之國家。

42

台灣專利實務手冊（中文版）20101202

(2)如申請延長之專利權為農藥品或其製造方法時，除許可證影本外，依修正後之延長核定辦法並應檢附下列
文件：
a.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進行委託田間試驗文件。
b.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復審定可受理登記文件。
若以外國試驗期間申請延長專利權者，除前述文件外，並應檢附生產國相關主管機關出具之各項試驗期間起、
迄日期及核准延長期間之證明文件。
4-5-5 可主張延長專利權期間之對象
依專利法第五十二條之規定，僅限於醫藥品、農藥品發明專利，以及製造（生產）醫藥品、農藥品之方法發明
專利。至於用途發明，亦得作為延長專利權期間之對象。
4-5-6 可提出申請之期間
依專利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專利權人可提出申請延長專利權期間者，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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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專利權期間之申請，始合於規定。但提出延長專利權期間申請之最後期限，
依專利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但書規定，不得在專利權期間屆滿前六個月內為之。
4-5-7 專利權不可實施之期間有二年以上
按醫藥品、農藥品或其製造方法發明專利，經公告後，即發生專利權之效力，但依藥事法、農藥管理法之規定，
未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許可證，仍不得實施其專利權。為彌補專利權人無法實施其專利權之損失，專利法
第五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前述專利案公告後需時二年以上，方取得許可證者，得主張延長專利權期間。
4-5-8 延長專利權期間之次數
專利權人得延長專利權期間之次數，係指整件發明專利權案，得延長專利權期間之次數，依專利法第五十二條
第一項之規定，僅限於一次。
4-5-9 延長期間之計算方法
發明專利權人得申請延長之期間，必須自專利案公告後所不可實施之期間開始計算，且可予延長之期間，以二
年至五年為限，取得許可證所需期間超過五年者，其可予延長之期間，仍以五年為限。
4-5-10 延長專利權之舉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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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54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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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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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違反第一項第三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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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54 二）
4-5-11 依職權撤銷延長之專利權
專利專責機關認有第五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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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違反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第六款規定，經撤銷確
定者，就其超過之期間，視為未延長。（專 55）

4-6 專利權之延展
專利權延展之請求及載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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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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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專利權範圍之認定
4-7-1 關於專利權範圍之認定，我國係採「折衷限定主義」
1. 發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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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審酌發明說明
及圖式。（專 56、106）
2. 新式樣專利權範圍，以圖面為準，並得審酌創作說明。（專 123）
申請專利範圍在審查與訴訟階段所採取之不同解釋原則
4-7-1 審查階段採最寬廣之合理解釋原則
專利審查階段假如一請求項之文字、用語在說明書可支持下有二個以上看似合理解釋時，應採與說明書一致的
最寬廣之合理解釋，意即，應考慮所有之解釋後，採最廣泛之調查範圍。蓋專利審查之主要目的是讓申請專利
範圍精確、清楚、正確及不模糊；只有採此一方式可將請求項範圍之不確定性，儘可能的在行政程序中移除；
因為申請人有機會及義務在審查程序中修改其申請專利範圍，以便更清楚及精確地定義其所請求專利之發明的
界線，讓公眾更清楚的知道該專利之範圍。
訴訟階段採客觀解釋原則：
一旦頒給專利，申請專利範圍的文義就被固定，訴訟階段為解讀獲頒發專利之文義，法院必須依賴申請專利歷
史檔案及其他有助於決定該請求標的之相關事宜，以確定申請專利範圍的文義。蓋申請專利範圍是社會大眾判
斷一專利權保護範圍的主要依據，而具有一定程度的對外公示目的與效果，因此，在進行申請專利範圍的文義
解釋時，必須採取一個社會大眾可以信賴的客觀解釋。
專利權範圍之認定原則---折衷限定主義
關於專利權範圍之認定，學說上有採「中心限定主義」、「周邊限定主義」以及「折衷限定主義」。
所謂「中心限定主義」，係指專利權所保護之客體為該專利原理之基本核心，縱使其在專利請求之文義中並未
具體表現出來，於參酌其所附之詳細說明書、圖示等所記載或標示之事物，亦受到保護。
所謂「周邊限定主義」，係指申請專利所受保護範圍，以申請專利範圍為最大限度，未記載於申請專利範圍之
事項，不受保護。
我國專利法係採「折衷限定主義」（第 56 條第 3 項），亦即專利權所賦予之保護範圍，應依申請專利範圍之
文義而決定，而說明書之記載及圖示，於解釋申請專利範圍時，應予使用。我國目前法院實務見解亦同。（智
慧財產法院 97.11.27 九十七年度民專上字第 8 號民事判決）
在運用「折衷限定主義」解釋專利權範圍時，應遵循以下三要點：
1.以申請專利範圍之內容為基準，未記載於申請專利範圍之事項，不在保護之範圍。而解釋專利範圍時，未侷
限於字面意義，不採周邊限定主義之嚴格字義解釋。
2.說明書及圖示於解釋申請專利範圍時，係屬從屬地位，必須依據申請專利範圍之記載，作為解釋之內容。
3.確認申請專利範圍之專業技術涵義，得參酌專利申請至維護過程中申請人及智慧財產局間有關專利申請之文
件。再者，先前技術除作為判斷進步性與新穎性之要件外，亦有限制均等論原則之適用。
發明說明及圖示雖可且應作為解釋申請專利範圍之參考，但申請專利範圍方為定義專利權之根本依據，因此發
明說明及圖示僅能用來輔助解釋申請專利範圍中既有之限定條件（文字、用語），而不可將發明說明及圖示中
的限定條件讀入申請專利範圍，亦即不可透過發明說明及圖示之內容而增加或減少申請專利範圍所載的限定條
件。（智慧財產法院 97.03.19 九十七年度民專訴字第 6 號民事判決）
4-7-2 解釋申請專利範圍應以請求項所載之整體內容為依據
例如申請專利範圍中記載多個技術特徵時，不得僅就其中部分技術特徵，認定其專利權範圍（智慧財產法院
97.03.19 九十七年度民專訴字第 6 號民事判決）。又對於以二段式（指前言部分與特徵部分）撰寫之請求項，
應結合特徵部分與前言部分所述之技術特徵，認定其專利權範圍。（專利侵害鑑定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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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用於解釋申請專利範圍之證據包括內部證據與外部證據
1.「內部證據」：係指請求項之文字、發明說明、圖示及申請歷史檔案。所謂申請歷史檔案，乃申請專利至維
護專利權之過程有關申請時原說明書以外之文件，如申請、舉發或行政救濟階段之補充、修正文件、更正文件、
申復書、答辯書、理由書等。
2.「外部證據」：係指內部證據以外之其他證據，例如創作人之其他論文著作、其他專利、相關前案（如追加
案之母案、主張優先權之前案）、專家證人之見解、該發明所屬技術領域中具有通常知識者之觀點、權威著作、
字典、專業辭典、工具書、教科書等。（智慧財產法院 99.06.10 九十八年度民專上字第 42 號民事判決）
3.關於內部證據與外部證據之適用順序，係先使用內部證據解釋申請專利範圍，如足使申請專利範圍清楚明
確，即無考慮外部證據之必要。倘內部證據有所不足，始以外部證據加以解釋。若內部證據與外部證據對於申
請專利範圍之解釋有所衝突或不一致者，以內部證據之適用為優先。
4-7-4 解釋專利權範圍時可進一步運用「請求項差異化原則」
亦即除有特別之限定情形外，不同編號之請求項係具有個別獨立之權利範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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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 98.06.29
九十八年度民專訴字第 29 號民事判決）
4-7-5 解釋專利權範圍時之優先順序
依序為申請專利範圍之文字、發明說明及圖示、申請歷史檔案、外部證據。

4-8 專利權之內容及效力限制
4-8-1 專利權之排他效力
1. 發明物品專利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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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方法專利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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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5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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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目的而進口該新型專利物品之權。(專 1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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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123)
4-8-2 專利權排他效力之例外
發明、新型、新式樣專利權之效力不及於下列各款情事：（專 57、108 新型準用、125）
一.為研究、教學或試驗實施其發明、新型、新式樣，而無營利行為者。
二.申請前(*如有主張優先權者，係指優先權日前)已在國內使用，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指在客觀上足以認為
行為人為實施該發明所完成實施前應為之預備行為)。但在申請前六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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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主張優先權者，係指優先權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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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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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申請或舉發前之事業規模)繼續利用，第六款得為販賣之
區域(*應依契約之約定，契約未訂定或其內容不明確者，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交易習慣或其他交易客觀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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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兩種以上醫藥品而製造之醫藥品或方法，其專利權之效力不及於醫師之處方或依處方調劑之醫藥品。（專
58）
一)
4-9 專利權之授權、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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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 專利權之授權、讓與
1. 專利權得讓與。（專 6）
2. 專利權人以其專利權讓與他人，非經向專利專責機關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專 59、108 新型準用、專
126））
3. 聯合新式樣專利權不得單獨讓與。(專 126)
4. 專利權為共有時，非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不得以其應有部分讓與他人。但契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專 61、專 62、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5.申請專利權讓與登記，應由原專利權人或受讓人備具申請書及專利證書，並檢附讓與契約或讓與證明文件，
向專利專責機關申請換發證書。專利專責機關核准前項讓與後，應將讓與事項刊載於專利公報並登記於專利權
簿。（專 74、75、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專施 40、53）
6. 專利權之讓與，契約約定有下列情事之一致生不公平競爭者，其約定無效：(專 60、108 新型準用、129 新
式樣準用)
一)禁止或限制受讓人使用某項物品或非出讓人所供給之方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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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辦理專利權之讓與，應備具下列書件：(專施 40)
一)申請書一份，由原專利權人或受讓人提出申請。（應由原專利權人或受讓人簽名或蓋章；其委任代理人者，
得僅由代理人簽名或蓋章）。
二)讓與契約書正本或經認證或申請人切結之讓與契約書影本一份。公司因併購申請承受專利申請權登記者，
應檢附併購之證明文件。
三)受讓人之代理人委任書（未委託專利代理人辦理者免附）。
四)專利權證書。專利證書滅失、遺失或毀損致不堪使用者，專利權人應以書面敘明理由，申請補發或換發。
毀損者，應繳還原證書。（專施 48）
五)申請費。
8. 辦理專利權之讓與，其他注意事項：
一)代表人如同時代表公司與自己為讓與行為，或讓與人及受讓人雙方之代表人為同一人時，其公司或讓與人
應簽署之文件須由監察人（股份有限公司）或不執行業務股東（有限公司）連署，並附具公司變更登記事項卡
正、反面影本。
二)讓與人之姓名或名稱、印章、代理人應與專利專責機關卷存者相同，如有不同時，應同時繳納變更規費三
百元辦理變更。變更印章，應檢附切結書與身分證明或法人證明文件影本。
三)讓與人之地址如有變更，應於申請書中敘明變更，並載明正確之地址，無須繳納變更規費。
四)讓與人之代表人如有變更，應於申請書中敘明變更事實即可，不需另行辦理變更。
五)聯合新式樣需與母案同時辦理讓與登記，並分別附具申請文件及繳納規費。
4-9-2 再発明または創作の特許権者と元発明または実用新案の特許権者、又は製造方法の特許権者と物の
特許権者は協議により交互に実施許諾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専 78 四、108 新型準用)
4-9-3 申請專利權授權實施，因故無法由當事人連署者，不得以法院刑事判決書所認定之事實為依據，如民
事判決主文內以載明對造應為申請備案之連署時，則可依強制執行法第一百三十條規定，依據該判決書准其備
案。（經（71）技 42425 號）
4-9-4 中華民國籍之公司代表人依照公司法不得同時代表公司與自己或同時代表二公司為授權實施行為。若
係股份有限公司，應由監察人為代表人，若係有限公司應由非執行業務之股東連署，前開事項均應檢送公司變
更登記事項卡正反面影本。(審查基準)
4-9-5 被授權人就專利權人再授權他人實施乙事，另外書面向專利專責機關表示同意者，視為連署。（經（70）
技 25109 號）
4-9-6 申請專利權授權他人實施登記者，應由專利權人或被授權人備具申請書，並檢附授權契約或證明文件。
授權契約或證明文件，應載明授權部分、地域及期間；其授權他人實施期間，以專利權期間為限。（專施 42）
4-9-7 申請專利權授權實施應備具下列書件
一) 申請書一份。
二) 授權契約或證明文件正本乙份。
三) 申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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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委託專利代理人辦理者應附送委任書。

4-10 專利權之繼承
1. 專利權得繼承。（專 6）
2. 申請專利權繼承登記換發專利證書者，應備具申請書，並檢附死亡與繼承證明文件及專利證書。（專施 44）
3. 申請繼承專利權，應備具下列書件：
一)申請書一份（應由繼承人簽名或蓋章；其委任代理人者，得僅由代理人簽名或蓋章）。
二)全戶戶籍騰本（本國人）乙份或其他繼承證明文件（外國人）。
三)死亡證明書乙份。
四)辦理專利權繼承者，其專利證書。專利證書滅失、遺失或毀損致不堪使用者，專利權人應以書面敘明理由，
申請補發或換發。毀損者，應繳還原證書。（專施 48）
五)委任專利代理人者，應檢附委任書，載明代理之權限及送達處所。（前已檢送或未委任專利代理人代為登
記者免附）。
六)繼承系統表一份（自繪）。
七)申請費。
4. 申請繼承專利申請權，應注意下列事項：
一)繼承人尚未成年者，應由法定代理人或監護人連署。拋棄繼承者，應檢附法院出具之拋棄繼承證明文件。
二)繼承人有多人時，全體繼承人應共同申請繼承登記。僅由其中一人或數人繼承時，並應檢附以下文件之一：
a)法院出具之拋棄繼承證明文件。
b)遺囑公證本。
c)全體繼承人共同簽署之遺產分割協議書暨全體繼承人之印鑑證明。
三)在中民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所者，應委任代理人代為辦理。
四)聯合新式樣需與母案同時辦理繼承登記，並分別附具申請文件及繳納規費。

4-11 專利權之設定質權
4-11-1 質權設定之限制
1. 專利申請權，不得為質權之標的。(專 6)
2. 以專利權為標的設定質權者，除契約另有訂定外，質權人不得實施該專利權。(專 6)
3. 專利權共有人未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不得以其應有部分設定質權。(專 62、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
用)
4. 專利權之設定質權，非經向專利專責機關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專 59、108 新型準用、126)
4-11-2 質權設定、變更或消滅登記，應檢附之書件
申請專利權之質權設定、變更或消滅登記者，應由專利權人或質權人備具申請書及專利證書，並檢附下列文件：
（專施 43）
一)專利權之質權設定登記者，其質權設定契約（契約中應載明發明、新型名稱或新式樣物品名稱、專利證書
號數、債權金額；其質權設定期間，以專利權期間為限）；及專利證書。專利專責機關應將有關事由加註於專
利證書及專利權簿。
二)質權變更登記者，其變更證明文件。
三)質權消滅登記者，其債權清償證明文件或各當事人同意塗銷質權設定之證明文件。
4-12 強制実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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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專利法修法，「間接侵害」規定遭到擱置之原因為何?
【IPO 法務室提供之補充資料】
專利間接侵權制度將不納入本次專利法修正草案
智慧局原規劃於專利法修正草案中增訂「專利間接侵權」之規定，經透過多次公聽會以及國際研討會方式，廣
泛搜集國內產業界、司法實務界及學術界之意見，並評估對我國產業發展以及整體法制環境之影響後，初步決
定將不納入本次專利法修正草案中。
專利間接侵權制度之設計，主要是導因於專利侵權在各國專利法的規定都以侵權人實施全部專利必要技術特徵
為要件，因此對於只實施該專利之重要部分而實際上已足造成他人專利權侵害之情形，在現行沒有針對專利間
接侵權行為加以規範之情況下，將無法規範或只能依構成要件較寬鬆之民法規定，且在部分間接侵權案例之適
用上亦恐有未臻明確之問題。智慧局乃研擬於專利法中，參考美、日、德、韓各國專利法，增訂專利間接侵權
之規定。
為此，智慧局內部於經年餘討論提出我國專利法規範專利間接侵權之初步草案內容後，在 97 年 10 月至 98 年
5 月間召開二場公聽會，並於 98 年 5 月間與從事司法審判的各級法院法官舉行座談。另為力求專利間接侵權
修正草案更臻完善，以符合平衡兼顧專利權完整保護與國內產業發展的目標，特於 98 年 7 月 15 及 16 日舉行
「專利間接侵權國際研討會」，邀請美國、日本以及德國學者以及司法實務界資深工作者來台介紹各該國家關
於專利間接侵權的規定及實施的經驗，並就我國專利法修正草案中之規定與我國學者、智慧財產權法院法官、
律師、專利師等司法實務界共同研討。
各國專利間接侵權制度在透過這段時間之討論，相信各界已有更進一步的了解。該議題在經智慧局與國內
產業界、司法實務界及學術界多次接觸並廣泛交流意見後，考量智慧財產法院甫成立，且我國產業型態正值轉
型階段，為免制度導入初期適用上的疑慮而致權利濫用或濫訴之情況，由智慧財產法院累積更多實務案例後，
再行評估立法之必要性更為適宜，爰決定本次專利法修正草案不納入間接侵權制度。惟將間接侵權之規定納入
專利法中明確規範已是多數國家的立法趨勢，對於以產品出口導向為主之我國產業，更是應加以注意之重要命
題，希望藉由本次專利法修正將此議題提出之機會，提醒大家對於各國涉及專利間接侵權相關規定之注意。

4-12-1 特許實施之處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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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許該申請人實施發明專利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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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一)
2. 發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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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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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授權實施協議不成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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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78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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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78 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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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利權人，限期三個月內答辯；逾期不答
辯者，得逕行處理。(專 76 三)
5. 特許實施權，不妨礙他人就同一發明專利權再取得實施權。(專 76 四)
6. 特許實施權人應給與發明專利權人適當之補償金，有爭執時，由專利專責機關核定之。(專 76 五)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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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76 六)
8. 申請特許實施者，應備具申請書敘明理由並檢附詳細之實施計畫書，向專利專責機關申請之。（專施 46 一）
行使權利時，首先必須準備之事項為何?(取得其他公司之產品、或寄發警告函等)
答：
行使權利前，必須準備的事項通常有：
(1)蒐集侵害的證據，包括購買侵權產品並保留單據、取得相關產品的廣告、型錄、規格書等、對於刊登侵權
產品資訊的網頁進行蒐證（例如請公證人就網頁內容作成事實體驗公證）。
(2)針對權利的侵害由本所進行分析比對，或委請第三人出具鑑定報告。
(3)進行前案檢索及專利有效性的評估，必要時就申請專利範圍向智慧局申請適度的更正或限縮，以避免訴訟
中侵害人抗辯專利無效。
(4)寄發警告函並非起訴主張權利的必備要件，但其好處為可達到「通知」的效果，也就是可於訴訟中主張侵
害人在收到警告函後就具有主觀上的侵權故意或過失；此外在某些情形下（例如侵害人為國內小型廠商），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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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收受警告函後可能就會停止侵害行為或表達和解意願，如此可節省起訴的成本及時間。
(5)關於寄發警告函，另須特別注意：
(5-1)若主張的權利是形式審查通過的新型專利權，依台灣專利法第 104 條規定宜先向智慧局申請「新型專利
技術報告」並於警告時提示技術報告，否則若該新型嗣後遭到撤銷，權利人須就撤銷前對他人因行使專利權所
致損害，負賠償責任（專利法第 105 條）。
(5-2)寄發警告函的對象若為侵害人的交易相對人，則須注意公平交易委員會訂定的「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
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警告函案件之處理原則」，以免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的風險。
------以上為李世馨律師負責撰寫

4-12-2 特許實施之終止及撤銷
1. 特許實施之原因消滅時，專利專責機關得依申請廢止特許實施。(專 76 七)
2. 依專利法第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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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專 77)
3. 申請廢止特許實施發明專利權者，應備具申請書，載明申請廢止之事由，並檢附證明文件。（專施 46 二）
台灣之國內外企業就訴訟之看法、賠償金額等，有何相異之處?
答：
由於智財法院在審理侵害訴訟時，通常不會因為當事人為本國企業或外國企業，而有差別待遇或不同的態度，
故台灣的國內外企業對於訴訟的看法、賠償金額等，並無顯著差異。但對外國企業而言，其在台灣起訴主張權
利的成本基於下列原因，可能較本國企業為高，故對於起訴與否之評估常會更為審慎：
(1)若該外國企業在台灣無事務所或營業所、亦無相當價值的資產，則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 96 條的規定，會依
被告聲請以裁定命原告提供訴訟費用之擔保。
(2)訴訟上的相關文件資料，可能會需要翻譯成該外國企業較為熟悉的語言，以便於理解及討論。
------以上為李世馨律師負責撰寫
請惠賜技術審查人員參與之效果。特別是，依技術審查人員之參與所提出之「鑑定報告書」或「實驗報告書」
等專業證據之數據、或其所帶來之效果是否有變化?
答：
技術審查官主要之工作，應包括：
1. 出庭：原則上除法官明示無須到庭外，每一庭皆須到庭，包括準備程序庭及言詞辯論庭。
2. 提出技術分析報告或口頭報告：原則上每一案件皆須製作書面報告，而口頭報告則依各法官而定。
3. 現場保全證據：依各法官指示為之。
智財法院在專利侵害訴訟中，幾乎無例外地都會指定一名技術審查官，提供技術方面的諮詢協助。技術審查官
會依照兩造訴訟上提出的主張及證據作成技術報告，通常會包含專利是否無效以及被控侵權產品是否落入申請
專利範圍兩大部分，此技術報告對於法官在技術方面爭點的認定及判斷，經常有決定性的影響力。因此，有技
術審查官參與訴訟的制度後，當事人委託第三人作成「鑑定報告書」或由法院指定鑑定機關送請鑑定的情形，
已較過去減少許多；當事人較常自行提出專利比對分析意見或聲請傳喚專家證人到庭說明，技術審查官也可對
當事人或專家證人直接發問。但須注意的是，技術審查官的意見不能替代當事人的證據方法（智慧財產案件審
理細則第 18 條），當事人仍須於訴訟中盡其舉證責任，故有必要時（例如需要利用特殊儀器或設備才能分析
被控侵權物是否落入申請專利範圍）原告仍應提出「實驗報告書」或考慮以鑑定為舉證方法來證明侵權。
至於實務上，智慧財產法院指派技術審查官參與之案件量統計，在 2008 年為 136 件，至 2009 年則增加至 386
件；其他法院在 2008 年為 27 件，至 2009 年則增加至 54 件。總計在 2008 年之 163 件中，民事訴訟有 109
件，行政訴訟有 49 件，刑事訴訟則有 5 件；在 2009 年之 440 件中，民事訴訟有 286 件，行政訴訟有 149 件，
刑事訴訟則有 5 件。智慧財產法院等法院在處理相關智財案件時，顯然越來越傾向尋求技術審查官之協助。
------以上為李世馨律師負責撰寫(黃瑞賢律師提供補充資料)
對於專利地痞(Patent Troll)，貴事務所認為採用何種策略最有效果?
答：
因目前尚未有專利地痞在台灣提出專利侵害訴訟之案例，故尚無法提出採用何種策略最有效果之建議。但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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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妥善進行專利前案檢索、專利侵權迴避設計，及專利侵害分析，同時積極進行專利申請等，仍為目前最能
夠保護企業自身利益之策略。
----以上為楊益昇律師負責撰寫。

4-13 交互授權
1. 利用他人之發明或新型再發明或創作而獲有專利權者，未經原專利權人同意，不得實施其發明。(專 78 二、
108 新型準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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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78 三)
3. 再發明或創作之專利權人與原發明或新型專利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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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78 四、108 新型準用)
4. 申請專利權授權實施，因故無法由當事人連署者，不得以法院刑事判決書所認定之事實為依據，如民事判
決主文內以載明對造應為申請備案之連署時，則可依強制執行法第一百三十條規定，依據該判決書准其備案。
（經（71）技 42425 號）
5. 中華民國籍之公司代表人依照公司法不得同時代表公司與自己或同時代表二公司為授權實施行為。若係股
份有限公司，應由監察人為代表人，若係有限公司應由非執行業務之股東連署，前開事項均應檢送公司變更登
記事項卡正反面影本。(審查基準)
6. 被授權人就專利權人再授權他人實施乙事，另外書面向專利專責機關表示同意者，視為連署。（經（70）
技 25109 號）

4-14 專利證書
4-14-1 專利證書之發給及應載明事項：
1. 經核准審定之發明、新型、新式樣，申請人應於專利核准審定書或處分書送達後 3 個月內，繳納證書費及
第 1 年年費，始予公告，並自公告之日起給予專利權；屆期未繳費者不予公告，其專利權自始不存在。(專 51、
專 101、專 113)
2. 專利申請人有延緩公告專利之必要者，應於繳納證書費及第 1 年年費時，備具申請書載明申請延緩公告及
其理由。所請延緩之期限，不得逾 3 個月。(專施 56)
3. 專利證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專利名稱。
二)專利權人姓名或名稱。
三)發明人或創作人姓名。
四)專利權號數。
五)專利權期間。
六)發給證書之年、月、日。
七)給予聯合新式樣專利權時應加註於原專利證書。(專施 36)
八)核准延展專利之期間。(專 63)
九)核准延長專利之期間。(專 52)
十)專利權質權設定、變更或消滅。(專施 43)
4-14-2 專利證書之補發及追繳
1. 專利證書滅失、遺失或毀損致不堪使用者，專利權人應以書面敘明理由，申請補發或換發。毀損者，應繳
還原證書。（專施 48）
2. 發明、新型、新式樣專利權經專利專責機關舉發撤銷者，應在限期內追繳證書，無法追回者，應公告註銷。
（專 67、專 107、專 128）

4-15 專利權簿
專利權簿之備置及應記載之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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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75、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2.專利權簿應載明下列事項：（專施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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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明、新型名稱或新式樣物品名稱。
二)專利權期限。
三)專利權人姓名或名稱、國籍、住居所或營業所。
四)委任專利代理人者，其姓名及事務所。
五)申請日及申請案號。
六)主張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優先權之各第一次申請專利之國家、申請案號及申請日。
七)主張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優先權之各申請案號及申請日。
八)公告日及專利證書號數。
九)聯合新式樣專利案之申請日及公告日。
十)專利權讓與或繼承登記之年、月、日及受讓人、繼承人之姓名或名稱。
十一)專利權信託、塗銷或歸屬登記之年、月、日及委託人、受託人之姓名或名稱。
十二)被授權人之姓名或名稱及授權登記之年、月、日。
十三)專利權質權設定、變更或消滅登記之年、月、日及質權人姓名或名稱。
十四特許實施權人姓名或名稱、國籍、住居所或營業所及核准或廢止之年、月、日。
十五)補發證書之事由及年、月、日。
十六)延長或延展專利權期限及核准之年、月、日。
十七)專利權消滅或撤銷之事由及其年、月、日。
十八)寄存機構名稱、寄存日期及號碼。
十九)其他有關專利之權利及法令所定之一切事項。

4-16 專利標示、廣告
專利之標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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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79、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2. 本法第七十九條所規定專利證書號數標示之附加，在專利權消滅或撤銷確定後，不得為之。（專施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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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無効審判
5-1 舉發案之發動
若智財局收到專利申請有違反規定之資訊，是否採用聽說是依據審查人員之裁量。是否有被採用之秘訣？又，
匿名提供是否可能？
答：
1. 台灣專利法中並無直接規定類似日本「情報提供」之制度，惟在行政程序法第 168～173 條中，則規定有
人民得對於政府「陳情」之規定。
2. 惟根據行政程序法第 168 條，「人民對於行政興革之建議、行政法令之查詢、行政違失之舉發或行政上權
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因此，目前在台灣得依上開向智慧局陳情之方式，而達成類似日本「情報提
供」之目的。
3. 又根據上開行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陳情得以書面或言詞為之，而智慧局對於人民之陳情，應指派人員迅
速、確實處理之。至於其法律效果，則當智慧局認為陳情有理由時，「應採取適當之措施」；又如認為陳情之
重要內容不明確或有疑義者，「得通知陳情人補陳之」。
4. 由於上開法律關於行政機關（例如智慧局）針對人民之陳情，並無硬性規定應如何處理，例如所謂「應採
取適當之措施」，並未明確規定智慧局應納入考量或如何地對於智慧局具有拘束力，因此題示所理解的「依據
審查人員之裁量」，與實務上之現況應頗為符合。
5. 陳情是否有被採用之秘訣？一般而言，陳情人如能得知負責承辦系爭專利申請案之審查官時，進一步主動
聯繫，或許有助於陳情被採用之可能性。
6. 陳情得否以匿名提供？行政程序法上並未明確禁止，惟該法第 173 條規定，人民陳情案如未具真實姓名或
住址者，「得不予處理」。因此在實務上之經驗，如以匿名提供時，智慧局往往就傾向於不予處理。

5-1-1 任何人得以對發明專利權提起舉發之情況
若專利權人所屬國家對中華民國國民申請專利不予受理或對於取得專利權之發明有違反下列任一條規定者，任
何人得附具證據向專利專責機關舉發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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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67）
一) 專利法第二十一條：
發明，指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
二) 專利法第二十二條：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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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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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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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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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專利法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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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專利法第二十四條：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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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專利法第二十六條：
c專利法第二十五條之說明書，應載明發明名稱、發明說明、摘要及申請專利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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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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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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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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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 專利法第三十一條：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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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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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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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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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專利法第四十九條第四項：
依本條第一至三項規定所為之補充、修正，不得超出申請時原說明書或圖式所揭露之範圍。
在日本，他人為阻止專利申請案取得專利，或為將專利無效之可能性進行通知起見，有所謂將刊物等資訊通知
特許廳之制度。在美國亦有所謂的資訊提供制度，惟資訊提供者必須先將所欲提供之資訊直接寄送於申請人，
然後，在將資訊提供給美國的 USPTO 時，必須同時提出已寄送給申請人資訊之相關證明，始可為之。那麼在
台灣，是否也有對於他人之專利申請案提供資訊之制度呢？再者，如有資訊提供制度時，請告知其程序（資訊
提供者、時期、提出方法等）及相關之運用（在審查上被採用之狀況等）？
答：
1. 台灣專利法中並無直接規定類似日本或美國「情報提供」之制度，惟在行政程序法第 168～173 條中，則規
定有人民得對於政府「陳情」之規定。
2. 惟根據行政程序法第 168 條，「人民對於行政興革之建議、行政法令之查詢、行政違失之舉發或行政上權益
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因此，目前在台灣得依上開向智慧局陳情之方式，而達成類似日本「情報提供」
之目的。
3. 又根據上開行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陳情得以書面或言詞為之，而智慧局對於人民之陳情，應指派人員迅速、
確實處理之。至於其法律效果，則當智慧局認為陳情有理由時，「應採取適當之措施」；又如認為陳情之重要
內容不明確或有疑義者，「得通知陳情人補陳之」。惟上開法律關於行政機關（例如智慧局）針對人民之陳情，
所謂「應採取適當之措施」，其實並無硬性規定應如何處理。
4. 關於題示之程序（資訊提供者、時期、提出方法等），由於在台灣係以陳情之方式進行，已如上述，則任何
人皆得提供該資訊，且時期亦無限制，提出方法係口頭或書面皆可。惟陳情之資料，在審查上不一定會被採用，
亦即採用與否原則上係審查官之裁量權。

5-1-2 任何人得以對新型專利權提起舉發之情況
若專利權人所屬國家對中華民國國民申請專利不予受理或對於取得專利權之新型有違反下列任一條規定者，任
何人得附具證據向專利專責機關舉發之。專利專責機關應依舉發或依職權撤銷其新型專利權，並限期追繳繳證
書，無法追回者，應公告註銷：（專 107）
一)
專利法第九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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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專利法第九十四條：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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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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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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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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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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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專利法第九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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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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專利法第九十六條：
新型有妨害公共秩序、善良風俗或衛生者，不予新型專利。
五)
專利法第一百條第二項：
依本條第一項所為之補充、修正，不得超出申請時原說明書或圖式所揭露之範圍。
六)
專利法第一百零八條準用第二十六條。
c專利法第二十五條（新型準用）之說明書，應載明新型名稱、新型說明、摘要及申請專利範圍。
d新型說明應明確且充分揭露，使該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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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申請專利範圍應明確記載申請專利之新型，各請求項應以簡潔之方式記載，且必須為新型說明及圖式所支持。
f新型說明、申請專利範圍及圖式之揭露方式，於本法施行細則定之。
七)
專利法第一百零八條準用第三十一條：
c同一新型有二以上之專利申請案時，僅得就其最先申請者准予專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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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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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不予專利。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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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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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任何人得以對新式樣專利權提起舉發之情況
若專利權人所屬國家對中華民國國民申請專利不予受理或對於取得專利權之新式樣有違反下列任一條規定
者，任何人得附具證據向專利專責機關舉發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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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繳繳證書，無法追回者，應公告註銷：（專 128）
專利法第一百零九條：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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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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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利法第一百十條：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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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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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非出於申請人本意而洩漏者。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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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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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利法第一百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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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利法第一百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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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利法第一百十七條：
c專利法第一百十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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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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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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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新式樣圖說之揭露方式，於本法施行細則定之。
專利法第一百十八條：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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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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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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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利法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三項：
依本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所為之補充、修正，不得超出申請時原圖說所揭露之範圍。
5-1-4 非專利申請權人取得專利權之舉發
專利申請權為共有者，應由全體共有人提出申請。有違反該項規定者，利害關係人得附具證據，向專利專責機
關提起舉發。（專 67、107、128）
對於取得專利權之發明、新型、新式樣，若認為該專利案之專利權人為非專利申請權人者，利害關係人得附具
證據向專利專責機關舉發之。（專 67、10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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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34 一、108 新型準用、
129 新式樣準用）
專利申請權人依前項規定申請專利者，應備具申請書，並檢附原申請案說明書、必要圖式或圖說及舉發審定書
影本。（專施 25）
5-1-5 對於延長發明專利權期間之核准﹐得以舉發或依職權撤銷之情況
對於經核准延長發明專利權期間，認有下列情事之一者，任何人得附具證據，向專利專責機關舉發之；或專利
專責機關認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得依職權撤銷延長之發明專利權期間：(專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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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利權延長經舉發或撤銷成立確定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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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舉發或撤銷成立確定者，就其超過之期間，視為未延長。
5-1-6 提起舉發之時機及應備具之書件
1. 舉發人應於專利權人領證後始得提出舉發。（經（75）訴 54414 號決定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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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68、
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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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67 三、
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4. 提起舉發應備具下列書件：
一、 申請書一式四份（應由舉發人簽名或蓋章；其委任代理人者，得僅由代理人簽名或蓋章，上載明被舉發
案號及專利證書號；被舉發案名稱；被舉發人之姓名、國籍、住居所（如為法人，其名稱、營業所及其代表人
姓名）；舉發人姓名、國籍、住居所（如為法人，其名稱、營業所及其代表人姓名）；理由及證據；及提起舉
發之日期。
二、 委託專利代理人辦理者應附送委任書。
三、 申請費。
5. 所提證據為書證者，應檢附原本，並附複製本三份。如舉發之書證無法檢送原本而係影本者，如係（一）
經公證或認證與原本無異者；（二）經外國有關機關簽證證明與原本無異者；（三）自國內圖書館印得，並經
保存單位蓋章證明者；（四）輸出許可證、進出口報單等，則具有原本之真實性。（專利局（71）台專字 125608
號）
6. 所提書證為外國文字者，專利專責機構得據申請或依職權通知申請人檢送全部或其要點部份之中文譯本。
7. 於舉發理由提出後再補充者，該補充理由並非新事實、新理由之提出，而為原提理由之說明者，可予受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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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訴 006677 第 6930947 號案例）其為補強證據者亦同。

5-2 舉發案之審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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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代理人。專利權人應於副本送達後一個月
內答辯，除先行申明理由，准予展期者外，逾期不答辯者，逕予審查。（專 69、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
樣準用）
2. 舉發案因程式不合而不受理，或舉發人自請撤回舉發，其附送之舉發理由證據充足者，專利專責機構應仍
依職權逕行處理。
3. 專利舉發審查時，專利專責機關應指定未曾審查原案之審查委員審查之。（專 70、108 新型準用、129 新
式樣準用）
4. 專利專責機關於審查時，得依職權或依申請限期通知專利權人限期為下列各款之行為：（專 71 一、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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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71 二、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依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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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71 三、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關於舉發）是否承認補充證據呢？
答：
1. 依審査基準之記載，舉發係採處分權主義，亦即舉發範圍之決定、舉發之開始、舉發之撤回，均操之於舉
發人。因此，舉發在智慧局作成審定前之階段，應以舉發當事人所述理由及附具之證據作為審查之依據，舉發
人如欲提出補充證據，自無不准之理。
2. 惟在訴願階段，由於其制度設計係為智慧局之上級機關即經濟部審查智慧局所作成之行政處分（舉發審定）
有無違法或不當，因此原則上不允許提出補充證據。惟依據實務見解，如舉發人針對原提出證據進一步提出補
強用之證據（實務上稱「補強證據」），則尚無不准之理。亦即，如能在不變更原舉發程序中所提出爭點之前
提下，而提出「補強證據」者，應該是可以被接受的。
3. 至於在傳統上之行政訴訟階段，原本制度設計更為嚴格，僅針對行政處分（舉發審定）有無違法進行審查，
從而在提出補充證據上之審查，就更為嚴格。
4. 惟自從智慧財產法院成立，以及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通過後，該法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關於撤銷專利權之
行政訴訟中，就同一撤銷理由提出之新證據，智慧財產法院仍應審酌之。因此，現行實務在行政訴訟階段對於
舉發補充理由之提出，改採寬鬆審查之態度，不僅補充證據，甚至於新證據，只要是在就同一撤銷理由之前提
下提出之新證據，皆承認可以在行政訴訟階段被提出。
（關於舉發）是否承認答辯期間之延長呢？
答：
目前實務上承認答辯期間之延長，原則上均為一個月。
數舉發案之更正審理原則
案例：甲主張乙生產之攝影機侵害其專利權 X 之請求項第 1 項，提起民事侵權訴訟；乙抗辯專利權 X 之請求
項第 1 項（a 構件＋b 構件＋c 構件）不具新穎性，並分別提起舉發案 N01 舉發案、N02 舉發案及 N03 舉發
案；智慧局審定 N01 案「舉發成立、應撤銷專利權」；甲於 N02 舉發案聲請更正其專利範圍第 1 項為（a 構
件＋b 構件）。民事法院應如何處理？智慧局應如何處理？N01 案行政訴訟之法院應如何處理？
倘更正係在智慧局已作成舉發成立之審定後，則囿於行政處分之存續力，倘予以審酌將變更該舉發成立行政處
分之基礎事實（依原核准公告專利範圍認定舉發成立、應撤銷專利權），故而實務上多認為不應受理 N02 舉
發案專利範圍之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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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行專訴字第 38 號】---本件系爭專利業經審定舉發成立，應撤銷其專利權，因已發生一定之法律效果，
倘被告再受理其更正申請並經核准公告，溯自申請日生效，則將影響原舉發審定之法律安定性，縱該審定於行
政救濟程序中尚未確定，仍應不予受理。

5-3 舉發案之審定
1. 專利舉發審查時，專利專責機關應指定未曾審查原案之審查委員審查，並作成審定書，並由審查委員具名；
舉發審查之審定書應送達專利權人及舉發人。（專 43、70、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2. 對於舉發之審定有不服時，得於審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法提起行政救濟。（訴 1、14 一）
3. 舉發案經審查不成立確定者，任何人不得以同一事實及同一證據，再為舉發。(專 67 四、108 新型準用、
129 新式樣準用)
4. 發明專利權經撤銷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即為撤銷確定：（專 73、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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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舉發）一般而言，到舉發審定為止要花多少時間呢？如提訴願又要花多少時間呢？
答：
1. 根據智慧局之統計，舉發案件到審定為止，一般約耗時二、三年，惟依個別申請案件之情形，長達五年者
亦有之。
2. 訴願決定則約需時半年至一年作成。

5-4 智慧財產法院成立後之舉發
（參考廖文慈論文「智慧財產權法院成立後我國專利訴訟制度之新開展」）
5-4-1 智慧財產法院之成立及相關法令
我國智慧財產法院於 2008 年 7 月 1 日正式成立並開始運作，「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下稱「審理法」）並
於同日開始實施，司法院亦陸續制定包括「智慧財產案件審理細則」（下稱「審理細則」）等二十餘個子法。
5-4-2 舉發證據提出之新制度
按我國過去之專利舉發制度，舉發人最遲須於舉發審定前提出證據，然於訴願、行政訴訟階段則不得再提出新
證據。然審理法第 33 條明文規定：「關於撤銷、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利權之行政訴訟中，當事人於言詞辯
論終結前，就同一撤銷或廢止理由提出之新證據，智慧財產法院仍應審酌之。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就前項新證據
應提出答辯書狀，表明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有無理由。」
民事訴訟專利有效性抗辯證據之提出問題探討--- 一審判決後，於二審得否提出新證據以佐證其主張？
案例：被告於一審提出專利有應撤銷原因之抗辯，並提出引證案 A，但法院認為專利仍為有效而為對被告不利
之判決，被告於上訴程序中，提出新證據（引證案 B）來證明專利有應撤銷原因，則此時原告對於引證案 B 之
提出可否主張具有失權效？
依民事訴訟法第 196 條規定，「攻擊或防禦方法，除別有規定外，應依訴訟進行之程度，於言詞辯論終結前
適當時期提出之。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行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
法院得駁回之。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旨不明瞭，經命其敘明而不為必要之敘明者，亦同。」關於第二審程序，
同法第 447 條第 1 項本文亦規定，「當事人不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此外，智慧財產案件審理細則第
33 條第 2 項則規定：「關於智慧財產權應予撤銷或廢止之攻擊或防禦方法，未於第一審主張或抗辯，或曾行
準備程序之事件，未於準備程序中主張或抗辯，除法律別有規定者外，於上訴審或準備程序後之言詞辯論，均
不得再行主張或抗辯。」。
上開條文之立法意旨，在於現行民事訴訟法為免雙方當事人基於訴訟策略考量，遲未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而
拖延至上訴審階段始行提出，如無任何限制盡皆准許當事人主張，將造成對於他方當事人之突襲，以及損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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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訴訟經濟等情事。是原則上當事人在二審提出之新證據，如經法院認定係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
時始行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在一定條件下該新證據將有失權效之適用（智慧財產案件審
理細則第 33 條第 2 項）。
惟另一方面，關於當事人在二審提出之新證據，如不分輕重情節，完全否准當事人主張之可能性，亦將造成訴
訟程序上之不平等，故民事訴訟法第 447 條第 1 項但書乃例外地規定當事人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數款
事由，包括「一、因第一審法院違背法令致未能提出者。二、事實發生於第一審法院言詞辯論終結後者。三、
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四、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或應依職權調查
證據者。五、其他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於第一審提出者。六、如不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
我國目前法院實務上亦採相同之見解，認為使用於行政訴訟之有效性判斷證據，雖未於民事一審中提出，仍准
其於民事二審提出，否則即顯失公平。是以民事訴訟法第 447 條第 1 項之各款規定即屬審理細則第 33 條第 2
項「法律別有規定」之例外規定。亦即，在「法律別有規定下」，得提出新的攻擊或防禦方法。民事訴訟法第
447 條第 1 項之各款規定即屬前開審理細則之「法律別有規定」之例外規定。（「98 年民專上字第 15 號」）。

5-4-3 舉發制度之「對世效」及民事訴訟專利有效性認定之「相對效」
審理法施行後，民事訴訟事件之法官應逕為專利權有效性之認定。 審理法第 16 條第 1 項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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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民事訴訟專利
有效性認定僅具有「相對效」，即僅具有個案效力，任何人欲獲得撤銷他人專利權之效果，仍須向智慧局申請
舉發，故僅有舉發之處分具有「對世效」。
Q 權利有效性判斷之問題
爭點：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公佈施行後，法院對於權利有效性之自為判斷及其拘束力。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16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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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傳統上法院在民事侵權訴訟中遇有當事人爭執專利有效性，尤其在舉發案
同時繫屬之情形，往往裁定先停止審判而導致纏訟經年之情形，已大大地減少。又上開第16條之規定依同法第
30條，於民、刑事訴訟均有適用。
關於專利權有效性判斷之效力，依同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法院認有撤銷、廢止之原因時，智慧財產權人
於該民事訴訟中不得對於他造主張權利。」換言之，法院在系爭民事侵權訴訟中就專利有效性所為之認定，在
該案中具有拘束專利權人之效力，亦即「個案拘束力」。
惟有疑問者，上開法院就專利有效性所為之認定，是否在專利權人對於第三人主張侵權之後案中亦有其效力，
亦即所謂的「爭點效」？就此，智慧財產案件審理細則第34條規定，「智慧財產民事訴訟之確定判決，就智慧
財產權有應撤銷、廢止之原因，業經為實質之判斷者，關於同一智慧財產權應否撤銷、廢止之其他訴訟事件，
同一當事人就同一基礎事實，為反於確定判決判斷意旨之主張或抗辯，法院應審酌原確定判決是否顯然違背法
令、是否出現足以影響判斷結果之新訴訟資料及誠信原則等情形認定之。」是該規定已有相當「爭點效」之色
彩，專利權人將不得再任意地提出與前案中關於專利權效力相違背之主張。
至於法院就個案中對專利有效性之認定，究竟對於智慧局舉發程序具有何種之效力？論者以為，實質上雖或有
其效力存在，惟由於專利侵權訴訟與舉發程序分屬二個程序，且專利權對世性之認定乃智慧局之專屬職權，故
實務上仍有少數法院作成無效判斷，而智慧局卻認定其有效亦即舉發不成立之情形發生。
關於專利的民事及行政訴訟中，就權利有效性之判斷如發生歧異時，可否構成再審事由，有二個案例如下：
1. 專利民事侵權訴訟認定系爭專利無效，故不構成侵權，而判決專利權人敗訴，嗣後系爭專利經行政訴訟程
序判決舉發不成立確定，則專利權人得否對民事確定判決聲請再審？
就此，基於專利專責機關審定專利權有效之行政處分始終存在，故應不構成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
之再審事由。
2. 專利民事侵權訴訟認定系爭專利有效，並構成侵權，而判決專利權人勝訴，嗣後系爭專利經行政訴訟程序
判決撤銷確定，則被告得否對民事確定判決聲請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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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此，由於審定專利權有效之行政處分事後已遭撤銷，故確會構成再審事由。
最後，訴訟程序中關於專利有效性之爭議，是否對於雙方當事人設有主張之限制問題？例如在業經行政爭訟確
定之事實及證據，可否在民事侵權訴訟中再行主張之問題。可參智慧財產案件審理細則第28條第2項之規定，
「關於智慧財產權有無應撤銷、廢止原因之同一事實及證據，業經行政爭訟程序認定舉發或評定不成立確定，
或已逾申請評定之法定期限，或其他依法已不得於行政爭訟程序中主張之事由，於智慧財產民事訴訟程序中，
不得再行主張。」故在行政爭訟已確定之事實及證據，已不得在民事訴訟中另行主張。

專利權侵害訴訟案件中，是否有判斷專利有效性之案件?此外，是否有任何措施以預防侵害訴訟與舉發對於專
利有效性之判斷所產生之衝突?
答：
自 2008 年 7 月 1 日起，於專利侵害民事訴訟案件中，如被告主張或抗辯原告據以主張之專利權有應撤銷或廢
止之原因者，如舉發或行政爭訟程序尚未終結，一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16 條之規定，法院仍應自為判斷，
不會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以待行政處分或行政爭訟程序之結果。另依智慧財產法院之統計數據可知，自 2008 年
7 月 1 日至 2010 年 8 月 31 日為止，智慧財產法院自為有效性判斷之案件計有 199 件。
此外，依上開法條規定，民事法院不會逕行宣告智慧財產權之無效，此一專利無效判斷僅於該訴訟發生相對之
效力，並不阻止專利權人於其他訴訟主張其權利；而智慧局就該專利權之有效性爭議，於專利舉發程序中仍得
為不同之認定，不受上開民事訴訟之拘束。
儘管如此，為令民事法院對專利有效性做出正確判斷或避免專利有效性之判斷產生衝突，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
提供若干機制：
1. 法院為判斷系爭專利是否有應撤銷之原因時，於必要時，得以裁定命智慧財產局參加訴訟（智慧財產案件
審理法第 17 條規定參照）。
2. 於專利侵害民事訴訟繫屬中，當事人已對專利無效舉發案提起行政爭訟程序時，法院會斟酌行政爭訟之程
度，為訴訟期日之指定，3. 並擬定審理計畫（智慧財產案件審理細則第 30 條），以判斷系爭專利有無應撤銷
之原因。
關於專利權有無應撤銷原因之同一事實及證據，如業經行政爭訟程序認定舉發或評定不成立確定，或已逾申請
評定之法定期限，或其他依法已不得於行政爭訟程序中主張之事由，於智慧財產民事訴訟程序中，不得再行主
張。 （智慧財產案件審理細則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參照）
此外，實務上還適度地援用所謂的「爭點效」之制度，亦即法院在前案中就專利有效性所為之認定，在專利權
人與第三人之後案中亦某程度地承認其效力。例如智慧財產案件審理細則第 34 條即規定，「智慧財產民事訴
訟之確定判決，就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廢止之原因，業經為實質之判斷者，關於同一智慧財產權應否撤銷、
廢止之其他訴訟事件，同一當事人就同一基礎事實，為反於確定判決判斷意旨之主張或抗辯，法院應審酌原確
定判決是否顯然違背法令、是否出現足以影響判斷結果之新訴訟資料及誠信原則等情形認定之。」是該規定已
有相當「爭點效」之色彩，專利權人將不得再任意地提出與前案中關於專利權效力相違背之主張，亦將有助於
預防侵害訴訟與舉發對於專利有效性之判斷所產生之衝突。
----以上為楊益昇律師負責撰寫(黃瑞賢律師提供補充資料)

侵害訴訟與舉發就專利有效性產生衝突時，有何救濟制度?又，實際上，是否有專利有效性之判斷結果產生衝
突且採取救濟制度之實際案例?
答：關於專利的侵害訴訟與舉發程序中，就權利有效性之判斷如發生歧異時，其救濟制度應依再審程序（民事
訴訟法第496條第11款規定參照）為之，亦即「為判決基礎之民事、刑事、行政訴訟判決及其他裁判或行政處
分，依其後之確定裁判或行政處分已變更者」，當事人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不服。
惟究竟可否構成再審事由，有二個案例如下：
1. 專利民事侵權訴訟認定系爭專利無效，故不構成侵權，而判決專利權人敗訴，嗣後系爭專利經行政訴訟程
序判決舉發不成立確定，則專利權人得否對民事確定判決聲請再審？
就此，基於專利專責機關審定專利權有效之行政處分始終存在，故應不構成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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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再審事由。
2. 專利民事侵權訴訟認定系爭專利有效，並構成侵權，而判決專利權人勝訴，嗣後系爭專利經行政訴訟程序
判決撤銷確定，則被告得否對民事確定判決聲請再審？
關此，由於審定專利權有效之行政處分事後已遭撤銷，故確會構成再審事由。
----以上為楊益昇律師負責撰寫(黃瑞賢律師提供補充資料)

日本企業為原告提出告訴時，選擇智慧財產法院或一般法院何者適當?又，日本企業為被告時，接受智慧財產
法院或一般法院之審理何者有利?
答：按目前與智慧財產權相關之民事訴訟事件，係由智慧財產法院「優先管轄」，並未將上開管轄規定明定為
「專屬管轄」
（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7 條）
。因此，原告亦得向普通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但若被告為訴訟中表
示不同意由該地方法院管轄，則地方法院仍會將事件移送智慧財產法院。
在被告同意由該地方法院管轄之情形下，日本企業為原告時，可能基於以下考量，選擇於普通地方法院起訴：
(1)確保審級利益：因目前智慧財產法院之法官人數較少，故會同時進行民事事件之第一審及第二審審理。是
以，智財法院民事一審判決結果通常會被智慧財產民事二審維持，當事人之審級利益形同被剝奪。故如向地方
法院提起訴訟，則第二審始由智慧財產法院審理，可確保審級利益。但自 2011 年 1 月 1 日起，智慧財產法院
民事事件之第一審係專由其中三名法官審理（目前進行在職研習，將於 2010 年起正式任命），其餘法官將專
司民事第二審案件之審理，以適度保障當事人之審級利益。
(2)充足審理時間：因智慧財產法院審理智慧財產事件時，會加強集中審理並限制當事人提出書狀或攻擊防禦
方法之時間，故原告準備完整書狀答辯之時間可能不足。基於地方法院法官之智慧財產案件審理經驗與智慧財
產法院法官相較下，通常較少，且在其他案件審理量較多之情形下，可能會延長智慧財產案件審理之期間，或
提供足夠之時間供原告進行書狀準備。
(3)公開技術審查官之技術審查報告書予當事人閱覽：技術審查官支援普通地方法院之案件時，未必有時間每
次參與開庭，而多以書面報告提供法院參考意見。因地方法院法官之智慧財產事件審理經驗與智慧財產法院法
官相較下，通常較少，對於技術審查官所作之技術審查報告書可能較無法理解，為也不一定有能力和技術審查
官進行溝通，故為令當事人能就技術問題為充分之攻擊防禦，時有普通法院之法官會讓當事人閱覽技術審查官
所為之技術報告，以表示意見。
惟應注意，日本企業雖可能基於上述理由，而選擇向普通地方法院起訴，但一般而言，智慧財產法院之法官對
於智慧財產案件之專業度與承審經驗，較諸普通法院之法官為佳，加以明年一月起智財法院將民事一審事件分
由三位法官承審，以解決審級利益之疑慮，故以本案訴訟而言，如無特殊情事，仍建議向智財法院起訴。
此外，因起訴係由原告擇定管轄法院，故如日本企業為被告時，原則上係處於被動狀態。視個案需求，如擬求
法院迅為判斷，則建議由智慧財產法院審理；如日本企業位於地方法院之管轄區域內，且為求法院提供足夠之
審理期間，若原告係在地方法院提起訴訟，則可同意由該地方法院進行審理。
----以上為楊益昇律師負責撰寫。

60

台灣專利實務手冊（中文版）20101202

6 專利說明書及圖式、圖說之更正
6-1 更正之時機
得更正請准專利之說明書或圖式之時機為：
1.發明申請案取得專利權後，專利權人主動申請更正；
2.發明專利案經他人提起舉發時，專利權人提出答辯同時申請更正或專利專責機關通知專利權人限期更正；
3.專利專責機關依職權撤銷發明專利權之審查時，專利權人提出答辯同時申請更正或專利專責機關通知專利權
人限期更正。
6-2 更正之事項
更正請准專利之說明書及圖式或圖說之限制
1. 發明、新型專利權人有下列情事之一時，得向專利專責機關申請更正說明書或圖式：
一)申請專利範圍之減縮。
二)誤記事項之訂正。
三)不明瞭記載之釋明。
但前項更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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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一、
二、108 新型準用)
2. 新式樣專利權人對於新式樣專利之圖說，僅得就誤記或不明瞭之事項向專利專責機關申請更正。(專 127)
3. 前二項之更正，專利專責機關於核准後，應將其事由刊載專利公報。說明書、圖式或圖說經更正公告者，
溯自申請日生效(專 64 三、四、108 新型準用、專 127 二、三)
4. 發明、新型、新式樣專利權人未得被授權人或質權人之承諾，不得為前述第一或二項更正之申請。(專 65、
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6-3 申請更正應備具之書件
申請更正應備具下列書件：(專施 45、49)
一)申請書（敘明更正理由）一份。
二)說明書、圖式或圖說更正頁(應於更正部分劃線註記)各一式二份。
三)說明書、圖式或圖說替換頁(更正後無劃線)一式三份。
四)申請費。
6-4 實質擴大或變更申請專利範圍之判斷
（審查基準 2-6-2.4）
當說明書（包括申請專利範圍）或圖式之更正使請求項之解釋與原核准公告之請求項不同時，將導致實質擴大
或變更申請專利範圍。例如：
1.刪除請求項之部分技術特徵由於經核准公告之申請專利範圍所記載之事項係專利權人為界定其申請專利之
發明的必要技術特徵，刪除部分技術特徵後之請求項即使未超出原說明書或圖式所揭露之範圍，但減少限定條
件之結果將導致實質擴大申請專利範圍。
2.請求項之下位概念技術特徵更正為上位概念技術特徵。
3.請求項之上位概念技術特徵更正為發明說明中所揭露之下位概念技術特徵，而該下位概念技術特徵非屬「原
發明說明中已明確記載且為發明說明所支持者」。
4. 將申請專利範圍未包含但發明說明或圖式中已揭露的其他技術特徵或技術手段，引進附加於原核准公告之
請求項內或形成另一請求項。
5.將發明說明中已揭露但申請專利範圍未涵蓋的實施方式（或實施例）增加記載於請求項中，或另外形成新的
請求項，會實質擴大原核准公告之申請專利範圍。
6.對於擇一記載形式（或馬庫西形式）的請求項，將發明說明中所記載之一個選項增加至請求項中。
7.將發明說明中已記載但不屬於申請專利範圍所記載申請專利之發明的技術內容或實施例，取代原核准公告之
申請專利範圍中的技術特徵。
8.變更請求項之發明範疇。
9.將申請專利範圍中若干個不同的技術特徵改變為另一種新的組合，或改變方法發明之步驟順序。
10.將特定用途之請求項更正為亦可適合於其他用途之請求項。
11.擴大申請專利範圍所記載之數值範圍。
12.減縮申請專利範圍所記載之數值範圍，該數值範圍雖屬原說明書或圖式所明確記載，但減縮結果其代表之
涵義與原申請專利範圍之解釋不同者。
13.增加請求項之總項數。
（惟若屬(9)之情況，當刪減所引用或依附之部分請求項，並分項敘述剩餘之請求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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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外允許增加請求項之總項數。）
14.增加新的請求項。
15.恢復核准專利前已經刪除的請求項。
16.變更附屬項的依附關係或變更引用記載形式之獨立項的引用關係，導致該請求項改變了原來技術特徵的結
合關係，或改變了方法發明之步驟順序。
17.將申請專利範圍之技術特徵由結構、材料或動作更正為其產生功能之手段功能用語或步驟功能用語表示
者。這種更正的結果，嗣後於解釋申請專利範圍時，將引進發明說明所記載之均等範圍，導致實質擴大申請專
利範圍。
18.將申請專利範圍之技術特徵由手段功能用語或步驟功能用語表示者更正為結構、材料或動作。由於後者非
屬原申請專利範圍所明確記載者，導致實質變更申請專利範圍。
19.申請專利範圍雖未更正，而發明說明或圖式之更正結果，即使未超出申請時原說明書或圖式所揭露之範圍，
但導致於申請專利範圍之解釋與原來所核准公告申請專利範圍之涵義不同者。
20.有關化學組成物發明之請求項，原係以封閉式連接詞記載時，更正為開放式連接詞記載者。
21.誤記事項之訂正導致實質擴大或變更申請專利範圍者。

【行政救濟部高山峰主任整理之誤譯判決】
裁判記載有「誤譯」的要點分析
一、 本題所搜查的台北高等行政法院裁判係始自民國 89 年 7 月起至民國 99 年 9 月 24 日止。最高行政法院
裁判係始自民國 85 年起至民國 99 年 9 月 24 日止。（以上裁判資料提供者係本所資訊室）。
二、依本題所搜查到的相關裁判，係如下列表格所示者：
序 法 裁判 裁 裁判 判決 誤譯與判決間關係
要點分析
號 院 字號 判 案由 主文
01 台 90.訴 判 發明 原告 法院係以原告雖修正申請 法院並未就「苯基縮水甘油」誤譯為「苯甘胺醇」，
北 4025 決 專利 之訴 專利範圍誤譯之「苯基縮水 是否准修正為表示意見，但就判決文意觀之，似
高
申請 駁回 甘油」為「苯甘胺醇」，及 乎隱含既使准予修正，亦因未依被告機關之通知
等
誤繕之「順式─２─胺基環 內容，修正其應修的部分，仍無法准予專利之意
行
成醇」為「順式─２─胺基 思在內。
政
環戊醇」。但未依被告機關
法
之通知內容，修正應修的部
院
分，故申請專利過廣不符新
穎性要件，原處分應予維
持，而駁回原告之訴。
02 台 90.訴 判 發明 原告 法院係以系爭案所請為因 法院認為該誤譯屬重大過失，隱含有不准修正之
北 5048 決 專利 之訴 子Ⅷ之病毒失活組份之分 意
高
申請 駁回 離方法，所請重點既然為 。且實事上其認定系爭案不具進步性，係因認定
等
「具生物活性」及「病毒失 系爭案未於專利說明書中以實驗數據佐證其功
行
活」因子，原告竟將「未活 效，無法證明系爭案確實具有進步性，與准否修
政
化」誤譯為「缺乏活性」， 正誤譯並無直接關連。
法
更無法清楚闡明其技術內
院
容，自屬重大過失，而不合
於專利法第二十二條第三
項之規定。又被告係以系爭
專利未於專利說明書中以
實驗數據佐證其功效
，無法證明此案確實具有進
步性為由，認定不符進步性
要件，原處分應予維持，而
駁回原告之訴。
03 台 90.訴 判 發明 原告 被告認為參加人（即專利權 根據此判決，法院認同專利主管機關的認定，認
北 6593 決 專利 之訴 人）申請更正之部分，主要 為系爭案有關專利案的中文發明名稱之誤譯、說
高
舉發 駁回 在更正中文發明名稱之誤 明書誤記之處，及添加部分元件參考圖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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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行
政
法
院

04 台
北
高
等
行
政
法
院

譯及說明書誤記之處
，使其更為明確，為不明瞭記載之釋明等，均未
，並添加部分元件參考圖 變更實質，係可准予更正的。
號，使其更為明確，未變更
實質，符合現行專利法第六
十七條第一項第二、三款之
規定，而准予更正
。
法院認為被告及參加人已
說明更正前申請專利範圍
請求項所載「雙針板夾架及
刀片滑動基座」是誤譯
、誤記之名稱，而觀系爭案
於更正前之申請專利說明
書之「五、發明說明」欄中
雖無與此相同之名稱
，但已有對應之構件，即「滑
動總成 132」、「刀片總成
132」、「切斷機構 13
2」、「滑動裝在總成 132
內」、「針板 129」（見原
處分一卷第二四一頁），則
參加人於事後將其原來申
請專利範圍請求項中之「一
裝具作為一組雙針板夾架
及刀片滑動基座」更正為
「一滑動總成，針座及可滑
動刀片安裝於其上，以維持
圓筒座縫紉機之座周圍」，
嗣再更正為「一滑動總成
132、其上安裝針板 129 及
可移動刀片，以維持圓筒座
縫紉機之小座周圍大小」，
並未逾越其原來申請專利
說明書所說明之範圍，益證
其未變更原案實質內容，亦
不生於說明書中不載明實
施必要之事項，或記載不必
要之事項之問題。故被告以
系爭案符合其核准時專利
法第一條、第二條規定之要
件
，而為本件舉發不成立之處
分，洵屬正確，原告之訴駁
回。
91.訴 判 發明 原告 法院採認參加人（即專利權 此之誤譯，係指原告在引證資料中有誤譯者而言，
3697 決 專利 之訴 人）所指稱「引證一所揭示 並非原告在更正誤譯。而原告之此項誤譯，卻反
舉發 駁回 者係『擺動之相位係由儲存 而使法院認為原告之論點與事實相違。
資訊之元素所表示
』，而非原告所誤譯之『擺
動之軌道相位能呈現所記
載訊息之某項元素』」，故
該元素並非數位位置信號
。因此，原告之論點與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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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台
北
高
等
行
政
法
院

06 台
北
高
等
行
政
法
院

07 台
北
高
等
行
政
法
院

相違。
93.訴 判 新型 原告 原告主張引證案之部分中 此之誤譯，係原告主張舉發證據有誤譯，而法院
3489 決 專利 之訴 譯本誤譯鼓風機 7 為直流風 認為無誤譯，與申請更正誤譯者無關。
異議 駁回 扇，此舉誤導被告誤認系爭
案之直流馬達與引證案之
交流馬達係屬相同技術領
域，導致不當認定系爭案相
對引證案不具進步性。
法院則認為關於上開譯文
所稱之「直流風扇」，其德
文為「Ventilator」，依德文
字義，將其譯為風扇或鼓風
機，均無訛誤；又查依該專
利公報第 1 頁專利摘要略以
電熱暖風設備、頭髮吹風機
等裝置有「Ventilator」或
「Geblaese」7 者，該
「Geblase」，依德文字義，
為鼓風機或送風機，且查引
證案所揭示之技術特徵即
是將交流電源轉換供本使
用直流電源運作之構件所
使用，是參加人（即舉發人）
將引證案第 1 圖之構件 7 譯
為直流風扇，並無錯誤。
94 訴 判 發明 原告 原告主張被告僅根據申請 此案為法院認為被告已明確告知原告應修正之事
2860 決 專利 之訴 專利範圍附屬項單純文字 項，而原告未就誤譯之部分於審定前提出修正，
申請 駁回 上之誤譯，未審究其實質內 則原告之失權即難歸責於他人。
容並探求當事人真意，漠視
本案之可專利性而作成不
予專利之處分，與中華民國
專利制度所欲落實之精神
不符，其處分違法過當而應
予撤銷。
法院認為被告已明確告知
原告應修正之事項，已合法
保障原告補正之權利，原告
因自己之懈怠而失權即難
歸責於他人。
95.訴 判 發明 原告 原告主張本件得否准予更 此案被認定在公告准專利並取得專利證書後，始
2012 決 專利 之訴 正之法律標準，應視誤譯原 以誤繕誤譯為由，
申請 駁回 文說明書部分是否影響核 申請刪除請求項之部分技術特徵
准專利之發明實質而定。 ，而導致實質擴大原核准申請專利之範圍，非屬
法院認為原告對於系爭專 單純之誤記、誤繕或誤譯，不准許更正。
利公告之內容如有疑義，本
可於公告 3 個月屆滿
前向被告提出疑義，請求處
理有異之處，以阻止系爭專
利範圍公告之確定，並留下
處理紀錄，其未為此圖，竟
於系爭專利公告期限屆滿
發給專利證書後
，始以系爭專利範圍有誤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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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台
北
高
等
行
政
法
院

96.訴 判 發明 訴願
1184 決 專利 決定
舉發 撤銷

09 台
北
高
等
行
政
法
院

97.訴 判 發明 原告
1697 決 專利 之訴
舉發 駁回

或誤譯情事，請求對原「已
公告確定之系爭專利範圍」
為實質內容之更正案，尚非
單純誤記、誤繕或誤譯，可
資比擬。再者，原告申請刪
除上開請求項之部分技術
特徵，亦導致實質擴大原核
准公告第 2
4 項申請專利之範圍，亦屬
「實質擴大或變更原核准
公告之申請專利範圍」
，均未符專利法第 64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仍非屬單純
之誤記、誤繕或誤譯，而無
由准許。
原告主張舉發證據之日本 此之誤譯，係原告指參加人對舉發證據有誤譯而
專利特開案第【0016】段最 言，並非原告在更正誤譯。
末行之日文原文，被告及本
件訴訟參加人有誤譯
，故就此被告之實質說理亦
屬有誤。
法院係以被告（經濟部）違
反原告主張訴願法第 65 條
規定：「受理訴願機關應依
訴願人、參加人之申請或於
必要時，得依職權通知訴願
人、參加人或其代表人、訴
願代理人、輔佐人及原行政
處分機關派員於指定期日
到達指定處所言詞辯論。」
之規定，所為訴願決定有程
序瑕疵
，依「先程序後實體」之審
理原則，至於本件兩造有關
實體之主張即尚無審究之
必要為由，而判決撤銷訴願
決定。
參加人（專利權人）主張原 此之誤譯，係參加人指稱原告將引證 3 中之
告於其舉發理由中，將引證 「optical slide-module」誤譯作「光學載片模組」
3 中之「optical
而言。
slide-module」誤譯作「光
學滑動模組」（究其本意應
作「光學載片模組」）。
法院認為依原告所提出之
證據不足證明系爭案不具
進步性。舉發不成立之原處
分及訴願決定應維持。至於
其他引證案如就引證 2 、引
證 3 、引證 4 、引證 5 及
引證 1 補充證據而言，是針
對各附屬項而為說明，並非
針對「USB 介面模組」是
否為「接口模塊」之實施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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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0 決 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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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引證，自非本案爭執重心
所在，該部分之認定與本案
具備進步性不生影響。
再審 再審被告認為其曾於再審 此案認為再審原告在訴願階段始稱有誤譯，且審
之訴 查核駁理由先行通知書中 查以國文文件為依據，再審原告不得檢附原本主
駁回 提及，而再審原告於申復書 張其被誤譯之原文為未經斟酌之證物，而提起再
中亦稱「Ｒ是２，３－二氫 審之訴。
［１，４］苯並雙八羥
基」，於訴願理由書中始稱
「Ｒ是２，３－二氫［１，
４］苯並二氧雜芑」之前為
誤譯，故再審原告之代理人
對該誤認之造成實難辭其
咎，且按專利法施行細則第
十四條規定，申請專利應備
具之文件「概須用國文」，
亦已說明再審被告係以中
文說明書審理，至於「檢附
原本」僅係參考之用，再審
被告並無義務逐字校對申
請案之中英文說明書是否
完全對照翻譯，故再審原告
所認定之實例與前之申請
專利範圍修正本中Ｒ之「：
：：基」不相關，並無錯誤，
即前述「誤認」係因代理人
之誤譯所致，其「認定」本
身並無不當，何況該認定亦
非本案經審定不予專利之
唯一或主要理由
。
法院認為專利法施行細則
第十四條第二項雖規定申
請所備具之文件原係外文
者，並應檢附原本，惟同條
第一項規定申請所應備具
之文件，概須用國文，其審
查自以國文文件為依據，再
審被告審查人員根據再審
原告所提之國文文件予以
審查，既無不合，再審原告
不得以其所備具之國文文
件有謬誤，以所檢附之原本
主張為未經斟酌之證物。
原告 原告以中文說明書將
原告在說明書將 Perchloroethylene 誤譯為「過
之訴 Perchloroethylene 誤譯為 氯乙烯
駁回 過氯乙烯，應修正為全氯乙 」，申請修正為全氯乙烯，被告認為該修正未變
烯，被告審查結果，認為該 更實質准予修正。
修正並未變更實質。
惟系爭案為被告認定不具
產業上利用性，法院亦認定
被告之原處分認定系爭案
不具產業上利用性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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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93 判 判 發明 上訴 上訴人（專利申請人）於所 此案，上訴人（專利申請人）主張有誤譯之處，
422 決 專利 駁回 呈送的補充理由書中所述 而法院認為被上訴人（專利主管機關）已認定無
申請
「．．由於根據本發明所得 誤記或不明瞭之情節，無命上訴人補正之必要
的因子Ⅷ缺乏活性，一種更 。
清潔的因子Ⅷ製劑可施用
於所需的患者中」有誤譯之
處，亦即其中「缺乏活性」
之原文為「lack of
activation」
，其應翻譯為「未
活化」較為恰當。
法院認為被上訴人（專利主
管機關）已認定其中「缺乏
活性」之原文為「lack of
activation」，並無誤記或不
明瞭之情節，自無命上訴人
（專利申請人）補正之必
要。
97 裁 裁 發明 上訴 最高行政法院認為上訴人 觀此案，上訴人（專利申請人）係主張其誤記誤
257 定 專利 駁回 主張原判決關於上訴人就 譯事項在高等行政法院判決中漏未審酌，顯示該
申請
「至少 1 重量%可共聚合交 誤記誤譯事項之修正申請，在專利主管機關審查
聯單體」實為「至少 0.1 重 時，即未獲准予修正。
量%可共聚合交聯單體
」之誤記誤譯等主張漏未審
酌，復未對系爭專利範圍實
質擴大之見解予以敘明，亦
有判決不備理由之違法等
理由，無非就原審取捨證
據、認定事實之職權行使，
指摘其為不當，並就原審已
論斷者，泛言未論斷，或就
原審所為論斷，泛言其論斷
違反論理及經驗法則，核屬
對於法令規範意旨之誤
解，而未具體表明原判決合
於不適用法規、適用法規不
當或行政訴訟法第 243 條
第 2 項所列各款之情形，難
認為對原審判決之如何違
背法令已有具體之指摘，依
首揭說明，其上訴為不合
法，應予駁回。
97 判 判 發明 上訴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對系 此案為上訴人（
873 決 專利 駁回 爭案申請專利範圍第 5 項附 專利申請人）主張被上訴人（專利主管機關）明
申請
屬項之標的誤譯為「活塞式 知附屬項與被依附項有「標的不一致」，卻未給
泵組合」之情形，視為與所 予修正誤譯之機會，有濫用裁量權。
依附之第 1 項獨立項之標的 法院則認為被上訴人在通知函中已指明兩者「標
「活塞-內室組合」為「標的 的不一致」，上訴人即應自行修正，
不一致」，屬於濫用裁量權 不能因此就認為被上訴人未予其申復、修正或分
之行使。
割申請案之機會。
法院則認為縱使被上訴人
於專利再審查案核駁理由
先行通知書中，記載「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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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系爭案）申請專利範圍
第 5 項附屬項之標的與所依
附之標的（即第 1 項）不一
致」等詞，上訴人仍可由此
推知其不符合修正後專利
法第 32 條發明單一性規
定，併於被上訴人核駁理由
先行通知申復之期間內補
充、修正說明書或圖式，是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予
其申復、修正或分割申請案
之機會
，牴觸行政程序法第 102 條
規定，違反法律優位原則云
云，委無可採。
三、上列表中序號 03 之「90 判 6593 號判決」，係針對適用民國 83 年 1 月 21 日修正公布之專利法而取得專
利的舉發案所為之判決，故該專利案的更正申請，係依據民國 83 年 1 月 21 日修正公布之專利法第六十七條
第一項規定而申請者。惟該專利法第六十七條第一項所規定得申請更正的事項，僅有「一、申請專利範圍過廣。
二、誤記之事項。三、不明瞭之記載」等三項，並未列有「誤譯之事項」一項。然而在上列表中序號 03 之「90
判 6593 號判決」中，卻出現被告認為參加人申請更正之部分，主要在更正中文發明名稱之「誤譯」及說明書
誤記之處，並添加部分元件參考圖號，使其更為明確，未變更實質，符合現行專利法第六十七條第一項第二、
三款之規定，而准予更正的記載。顯示在專利實務上，我國對專利專業性的用語並不很嚴謹。
四、
上列表中序號 11 之「88 判 3690 號判決」，亦係針對適用民國 83 年 1 月 21 日修正公布之專利法申
請的申請案而為之判決，故該申請案的修正申請，係依據民國 83 年 1 月 21 日修正公布之專利法第四十四條
第一項第三款「補充或修正說明書或圖式」的規定而申請修正者。雖同條第四項有依上述第一項第三款所為之
補充或修正不得變更申請案之實質的規定，但對於申請案的補充或修正，並沒有如異議案和舉發案之須有特定
事項始得更正之限制。因而在上列表中序號 11 之判決中，才會出現原告申請將在說明書中之 Perchloroethylene
誤譯為「過氯乙烯」的部分，修正為「全氯乙烯」，卻獲得被告認為該修正未變更實質准予修正的記載。
專利- 誤譯- 相關裁判 INDEX
行政法院

裁判字號

裁判

裁判日期

裁判案由

Kw=誤譯-頁碼

90, 訴,4025

判決

911212

發明專利申請

9、10

2

90, 訴,5048

判決

910814

發明專利申請

4、6、8

3

90, 訴,6593

判決

920109

發明專利舉發

11、14

4

91, 訴,3697

判決

921217

發明專利舉發

3、8

5

93, 訴,3489

判決

941027

新型專利異議

3、8

6

94, 訴,2860

判決

950809

發明專利申請

2、3、6、7

7

95, 訴,2012

判決

960419

發明專利申請

3、4、.6、7、11~13

8

96, 訴,1184

判決

970424

發明專利舉發

7

9

97, 訴,1697

判決

980402

發明專利舉發

24

85, 判,447

判決

850229

發明專利申請

3、4

序號
1

10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最高行政法院

68

台灣專利實務手冊（中文版）20101202

11

88, 判,3690

判決

881008

發明專利申請

1

12

93, 判,422

判決

930422

發明專利申請

2、4、5

13

97, 裁,257

裁定

970110

發明專利申請

2

14

97, 判,873

判決

970925

發明專利申請

3、4、5

6-5 智慧財產法院成立後之更正
1. 訴願及行政訴訟階段不容許再為更正之申請
申請更正專利說明書或圖示，應向專利專責機關為之，且於專利專責機關舉發審查時，專利權人得依專利法第
64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更正，專利專責機關並應通知舉發人有關更正情事，此觀第 64 條、第 71 條第 3 款、
第 3 項、第 108 條規定自明。準此，專利權人應於專利專責機關審查舉發程序，適時向專利專責機關依法為
更正，舉發案一經審定，於其後訴願、行政訴訟階段，無由容許專利權人再為更正，否則原告將可就不利於己
之事項反覆循環加以更正，致使專利舉發爭訟無法及早確定。（98 年行專訴字第 96 號）
2.專利權侵害之民事訴訟中，當事人主張或抗辯專利權有應撤銷之原因，且專利權人已向智慧財產專責機關申
請更正專利範圍，法院應如何處理:
若更正之申請顯然不應被准許，或依准許更正後之請求範圍，不構成權利之侵害，法院得逕為本案審理裁判。
否則應斟酌其更正程序之進行程度，並徵詢兩造之意見後，指定適當之期日。
但倘依准許更正後之申請範圍，系爭專利仍有應撤銷之理由，法院無須斟酌更正申請之情事而可為本案裁判。
（98 年民專上字第 4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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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行政救濟
7-1 可提出行政救濟之情況
1. 對於再審查或舉發之審定有不服時，得於審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法提起行政救濟。（訴願法 1、
14 一）
2. 專利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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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46、129 新式
樣準用）
3. 法院為處理專利訴訟案件，得設立專業法庭或指定專人辦理。（專 92、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7-2 訴願
1. 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行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訴願法 58 一）
2. 原行政處分機關對於前項訴願應先行重新審查原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其認訴願為有理由者，得自行撤銷或
變更原行政處分，並陳報訴願管轄機關。原行政處分機關不依訴願人之請求撤銷或變更原行政處分者，應儘速
附具答辯書，並將必要之關係文件，送於訴願管轄機關。原行政處分機關檢卷答辯時，應將前項答辯書抄送訴
願人（訴願法第 58 二、三、四）
3. 訴願決定或行政訴訟判決，撤銷原處分時，在該決定或判決之理由欄內指明事實、理由、及依據者，原審
查委員應及依據指示重為處分，但如指示查明後，另為適法處分者，應依據指示查明後再行處分，其處分仍持
原處分相同之見解者，於法亦非有違。（行政法院六十年判三十五號判例）
智慧財產法院管轄有關訴願決定之行政訴訟，且實質上已認可新證據之提出，對經濟部之訴願決定產生何種變
化?
答:
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33 條規定關於撤銷專利權之行政訴訟中，當事人於言詞辯論終結前，就同一撤銷理由
提出之新證據，智慧財產法院仍應審酌之。因此，題示智財法院管轄有關訴願決定之行政訴訟，確實在實質上
已認可新證據之提出。惟此一改變對於經濟部之訴願決定產生何種影響？茲說明如下：
1. 由於後階段之行政訴訟既已認可新證據之提出，則在訴願階段，經濟部對於當事人所提出者是否為新證據，
以及就該新證據是否採認等，如仍堅持過去之嚴格審查標準，顯無實益，從而較過去寬鬆許多。
2. 惟相較於行政訴訟階段，訴願階段並無類似上開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33 條之規定，故在訴訟策略上，亦
有當事人在訴願階段提出新證據後，並不積極尋求經濟部之採認，而將主戰場定位在後階段之行政訴訟。
至於實務上，智財法院於 2008 年 7 月成立，而比較 2007 年、2008 年、2009 年智慧局關於專利之審定以及
訴願決定（訴願決定經常是維持智慧局的審定）在行政訴訟中被撤銷的比例，由 2007 年的 4.53%、2008 年
的 9.48%、升高到 2009 年的 19.67%。新證據提出之認可是被撤銷比率升高的原因之一，但一般認為尚有其
他相關原因，例如智財法院有關「進步性」及「新穎性」的判斷標準與智慧局所採的標準不盡相同，可參考智
財法院 98 年行專訴字第 89 號、99 年行專訴字第 32 號（關於新穎性）及 98 年行專訴字第 99 號、99 年行專
訴字第 55 號（關於進步性）等判決，在該等案件中，智財法院與智慧局對於同一件先前技術證據是否足以證
明專利不具新穎性或進步性，均有不同的評價及認定結果。
------以上為李世馨律師負責撰寫 (黃瑞賢律師提供補充資料)

7-3 行政訴訟
7-3-1 訴訟種類
1.撤銷訴訟
單純請求撤銷行政機關對其不利之行政處分，應提起撤銷訴訟。
2.課予義務之訴
若除請求行政機關除去對其不利之行政處分外，更要求行政機關作成對其有利之行政處分，需一並提起課予義
務之訴。
3.確認訴訟
確認行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關係成立或不成立之訴訟。
7-3-2 訴訟程序之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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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1 起訴
1.應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日起 2 個月內，以訴狀提出於智慧財產法院。
2.訴狀內應表明下列事項：
一、當事人。
二、起訴之聲明。
三、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
訴狀內宜記載適用程序上有關事項、證據方法及其他準備言詞辯論之事項；其經訴願程序者，並附具決定書。
7-3-2-2 訴訟費用
按件徵收新台幣 4000 元
7-3-2-3 言詞辯論
行政訴訟採言詞辯論主義，法官非本於言詞辯論不得作成裁判。
7-3-2-4 新證據之審酌
撤銷專利權（即舉發）之行政訴訟中，舉發人於言詞辯論終結前，就同一撤銷或廢止理由得提出新證據，但須
於言詞辯論終結前之適當時期提出。
行政訴訟階段舉發新證據提出釋疑—何謂同一撤銷理由？
問：舉發程序中提出以引證案 A 主張請求項第 1 項不具有新穎性；經審定舉發不成立、訴願亦遭駁回，於行
政訴訟中捨棄引證案 A，改以引證案 B 主張請求項第 1 項不具有新穎性，是否仍屬同一撤銷理由而提出者？
→ 是
問：舉發程序中提出以引證案 A 組合引證案 B 主張請求項第 1 項不具有進步性；經審定舉發不成立、訴願亦
遭駁回，於行政訴訟改以引證案 C 組合引證案 D 主張請求項第 1 項不具有新穎性，是否仍屬同一撤銷理由而
提出者？
→ 否

7-3-2-5 新證據未於適當時期提出之失權效
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33 條固規定舉發人得於言詞辯論終結前，就同一撤銷或廢止理由提出之新證據，法院
仍應審酌之。惟依智慧財產案件審理細則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就該提出之新證據，如係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
或因重大過失，未依訴訟進行程度，於言詞辯論終結前之適當時期提出，而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依行政
訴訟法第132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 2 項規定駁回之。是舉發人除非能釋明有何不能於準備程序時或適
當時期提出之正當理由，否則該未於適當時期提出之新證據將被駁回而失權。
7-3-2-6 技術審查官之參與
1. 智慧財產法院成立後，增設技術審查官之配置。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3 條規定，置具公務員資格的技術
審查官承法官之命，辦理案件之技術判斷、技術資料之蒐集、分析及提供技術之意見，並依法參與訴訟程序。
2.技術審查官屬法官常備之輔助人員，其向法院所為陳述並非證據資料，當事人就其主張之事實仍應負舉證責
任，不得逕行引用技術審查官之陳述為證據，亦不受當事人之詢問。
3.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理細則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審判長或受命法官得命技術審查官就其執行職務之成果，
製作報告書，但該報告書依審理細則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不得作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資料，不予公開，當事
人亦不得請求閱覽。
技術審查官之參與對專利訴訟的影響
答:
技術審查官雖設置於智慧財產法院，然其他法院於審理專利案件時，若認為有需要亦可函請智慧財產法院之技
術審查官室協助。
技術審查官室受理案件量分析：
案件來源

2008 年

200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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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法院
其他法院
總計

136 件(83％)
27 件(17％)
163 件(100％)

386 件（88％）
54 件（12％）
440 件（100％）

技術審查官室受理案件訴訟類別分析：
訴訟類別
民事訴訟
行政訴訟
刑事訴訟

2008 年 163 件
109 件(67％)
49 件(30％)
5 件(3％)

2009 年 440 件
286 件（65％）
149 件（34％）
5 件（1％）

但技術審查官不是證人，也不是鑑定人，他也不太可能忽然轉換為證人或鑑定人，他的意見無從在法庭上被當
事人詰問與辯論，如何能讓法院清楚地認知有無錯誤，又如何令當事人信服?雖然智慧財產案件審理法第 8 條
規定：「法院已知之特殊專業知識，應予當事人有辯論之機會，始得採為裁判之基礎。審判長或受命法官就事
件之法律關係，應向當事人曉諭爭點，並得適時表明其法律上見解及適度開示心證。」不過，技術審查官對於
法官的影響極大，法官很容易採納其意見，法官不一定會認知技術審查官的意見已成為「法院已知之特殊專業
知識」，而當事人就此一部分，實際上從判決理由不一定會發現，縱使發現了，也難以爭執，如何讓技術審查
官的意見，有機會在法庭上被當事人詰問與辯論，恐怕才是未來智慧財產法院成敗的關鍵。

7-3-2-7 裁判歧異之防止
審理細則第 31 條規定：「智慧財產民事訴訟，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應撤銷或廢止，而影響裁判之結
果時，法院應依當事人舉證及職權調查所得資料判斷之。但該爭點所涉及之專業知識或法律原則，有使智慧財
產專責機關表示意見之必要時，得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命智慧財產專責機關參加訴訟。智慧財產專責
機關依前項規定參加訴訟時，以關於智慧財產權有無應撤銷或廢止之原因為限，得獨立提出攻擊防禦方法。」
7-3-3 裁判
1.自為判決
行政法院撤銷原處分及原決定並自為判決。
2.發回原處分機關重為處分
行政法院僅撤銷原處分及原決定，但不自為判決，而係發回原處分機關重為處分。目前大多係此態樣。
7-3-4 上訴
1. 不服智慧財產法院之裁判可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之不變期間內上訴於最高行政法院。
2. 上訴理由以智慧財產法院之裁判違背法令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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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聯合新式樣
8-1 聯合新式樣之定義
指同一人因襲其原新式樣之創作且構成近似者。(專 109)
8-2 聯合新式樣之要件
（審查基準 3-6-3.3.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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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必須符合新式樣之定義外，聯合新式樣與
其所附麗之原新式樣必須近似。
2. 近似之新式樣包括：
（1）應用於近似物品之相同設計
（2）應用於相同物品之近似設計
（3）應用於近似物品之近似設計
三種態樣。除（1）之態樣外，（2）、（3）之態樣的聯合新式樣係援用其所附麗之原新式樣的新穎特徵而與
原新式樣構成近似，據以確認原新式樣專利權所及之近似範圍。
1. 審查聯合新式樣之專利要件時，原新式樣申請日至聯合新式樣申請日之間，任何已見於刊物、已公開使用、
已為公眾所知悉或已申請新式樣專利之設計，皆不得作為核駁該聯合新式樣新穎性、擬制新穎性及先申請原則
之依據，亦即聯合新式樣專利要件之判斷應以原新式樣之申請日為基準日，但無須審查聯合新式樣之創作性。
2.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不予聯合新式樣專利：
(1)申請專利之聯合新式樣與原新式樣完全相同，即物品相同且設計相同者（專 109.二）；
(2)申請專利之聯合新式樣與原新式樣不近似，即物品不相同亦不近似，或設計不相同亦不近似（專 109.二）；
(3)有與聯合新式樣相同或近似之新式樣於原新式樣申請日之前已見於刊物、已公開使用或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專 110.五）；
(4)有與聯合新式樣相同或近似之新式樣已揭露於原新式樣申請日之前申請在先而在申請後始公告之新式樣申
請案（專 111）；
(5)有與聯合新式樣相同或近似之新式樣於原新式樣申請日之前申請新式樣專利者（專 118.一）。
8-3 申請聯合新式樣應備具之書件
申請聯合新式樣專利應備具下列書件：
一) 申請書一份(載明原(母)案之申請案號數)。(專施 36 一)
二) 圖說一式二份(載明原(母)案之申請案號數)。(專施 36 一)
三) 原(母)案之新式樣圖說一份。(專施 36 一)
四) 規費。
8-4 聯合與獨立間之相互改請(審定書送達之日起六十日內)：（專 115）
1. 申請獨立新式樣專利後改請聯合新式樣專利者，若在原申請案審定書送達之日起六十日內改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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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115)
2. 申請聯合新式樣專利後改請獨立新式樣專利者，若在原申請案審定書送達之日起六十日內改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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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115)
3. 申請改請之申請案，如改請前已有優先權主張者，於改請後亦得保留其優先權之主張，並應於改請申請時
聲明之。(審查基準 3-6-2)
4. 改請後之案件，專利專責機關應重編列申請案號。
5. 改請後之申請案件回到初審階段重新審查。
8-5 聯合新式樣之特徵
1. 聯合新式樣與原申請案(母案)之申請人必須相同。
2. 專利專責機關應於原新式樣申請案核准審定後，始得核准聯合新式樣申請案。(專施 36 二)
3. 給予聯合新式樣專利權時，應加註於原專利證書。（專施 36 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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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124 二）
5. 聯合新式樣不需繳納專利年費。(審查基準 1-4-4)
6. 聯合新式樣專利權不得單獨讓與、信託、授權或設定質權。(專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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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聯合新式樣之效果
（審查基準 3-6-3.4）
1. 聯合新式樣專利權從屬於原新式樣專利權，不得單獨主張權利，且不及於近似範圍（專 124.一），即其專
利權範圍僅及於與之相同的新式樣；
2. 聯合新式樣專利權期限始於公告日，而與其原新式樣專利權期限同時屆滿；
3. 原新式樣專利權撤銷或消滅者，其聯合新式樣專利權應一併撤銷或消滅（專 12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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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

9-1 納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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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80、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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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81、108 新型準用、
129 新式樣準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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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 82、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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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83、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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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17）
6. 發明專利申請案申請變更說明書或圖式以外之事項，每件新臺幣三百元；其同時申請變更二項以上者，亦
同。但同時為第九款之申請或為第十二款之申請者，僅依各該款之規定收費。
發明專利申請案所檢附之說明書首頁及摘要同時附有英文翻譯者，前項第一款申請費減收新臺幣八百元。但依
本法第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先提出之外文本為英文本者，不適用之。（收費準則 2）
7. 新型專利申請案申請變更說明書或圖式以外之事項，每件新臺幣三百元；其同時申請變更二項以上者，亦
同。但同時為第六款之申請或為第七款之申請者，僅依各該款之規定收費。(收費準則 3)
9-2 退費、退件
1. 本法修正施行前，已提出之新型專利申請案，於本法修正施行後，尚未審定者，原繳納之申請費，依下列
方式辦理：
一) 經處分應予專利者，其與第三條第一款申請費之差額，抵繳證書費及第一年專利年費。
二) 經處分不予專利者，其與第三條第一款申請費之差額，應予退還。（收費準則 8）
2. 本法修正施行前，已提出之新型專利申請案，於本法修正施行後，尚未審定者，其於形式審查處分前，依
本法第一百零二條或第一百十四條規定，申請改請為發明專利或新式樣專利者，原繳納之申請費，與第三條第
一款申請費之差額，抵繳第二條第四款或第四條第三款改請之申請費。（收費準則 9）
9-3 閱卷
9-3-1 得以閱覽之文件
1. 經公開之發明專利申請案，任何人均得申請閱覽､抄錄､攝影或影印其說明書或圖式。(專施 54)
2. 經審定公告之專利案，除專利專責機關依法應予保密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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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45、99、121、108 新型準用、129 新式樣準用、50、108 新型準用)
9-3-2 閱卷作業要點
1. 為辦理民眾申請閱覽專利案卷，特訂定本要點。(以下簡稱”閱”) (閱一)
2. 申請閱覽專利案卷，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依專利閱卷作業要點辦理。(閱二)
3. 審查中及審定核駁之專利申請案，僅申請人或其專利代理人得申請閱卷及影印。(閱三 2)
4. 異議案或舉發案之異議人、被異議人、舉發人、被舉發人或其代理人或利害關係人（指該專利權對其權利
或利益有影響之關係者）得申請閱卷。(閱四)
5. 受法院囑託之鑑定人得申請閱卷。(閱五)
6. 申請閱卷應備具申請書或委任書。專利專責機關應於十日內指定閱卷期日及地點，並通知申請人。但卷證
尚未齊備或有正當理由者，得俟卷證到達或理由消滅後，再行指定，並將事由通知申請人。(閱六)
7. 申請人依指定期日到達指定地點後，於閱卷登記簿上簽名或蓋章，經閱卷管理人員核驗身分證明文件後，
洽取卷宗閱覽；閱畢後，應將原卷交閱卷管理人員點收無訛後，始得離開。(閱七 1)
8. 申請人撤回閱卷申請或無法於指定期日閱卷者，至遲應於閱卷前一日，以書面､傳真或電話送達專利專責
機關；申請人遲誤指定閱卷期日者，專利專責機關得另行指定閱卷期日及地點。(閱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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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申請人閱卷，每次以一小時為原則；其有正當理由者，經專利專責機關同意，得延長半小時。(閱七 3)
10. 申請人閱卷應在指定地點為之，不得攜出，並應注意下列事項：(閱八)
一)對於卷內資料不得添註､塗改､更換､抽取､圈點､污損。
二)裝訂之卷內資料不得拆散､證物不得拆解。
三)卷內文件､證物閱覽後，仍照原狀存放。
四)不得有其他損壞卷證資料之行為
11. 下列資料不得申請閱覽(閱九)
一)文件涉及其營業上或身份上祕密者。
二)發明案或新式樣案審查表及新型專利技術報告意見表。
三)專利專責機關內部簽辦公文。
9-4 期間之延長、變更及聲明故障
9-4-1 指定期間之變更
依專利法及專利施行細則指定之期間，申請人得於指定期間屆滿前，載明理由向專利專責機關申請延展。(專
施 6)
9-4-2 延誤期間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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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17 一）
9-4-3 聲明故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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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17 二）
2. 依前項規定申請回復原狀者，應敘明延誤期間之原因、消滅之事由及年、月、日，並檢附證明文件向專利
專責機關為之。(專施 10)
3. 申請回復原狀應同時補行期間內應為之行為。（專 17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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