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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2013年開始實施的新專利法，開放了部分設計、電腦圖像（Icon）及圖形化

使用者介面（Graphic User Interface, GUI）設計、成組物品設計等申請標的及廢

除聯合新式樣並引進衍生設計新制度，以強化設計專利之保護。為適時與國際接

軌，關於設計專利之「部分設計專利」及「衍生設計制度」係部分參酌日本意匠

法制定之，為了解兩國在設計專利制度之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本刊特以「設計

專利審查實務之研究」作為本月專題，針對我國與日本在「部分設計專利」與

「衍生設計制度」之審查實務差異進行深入探討，以期能提供產業界更多元的專

利布局與更有效的申請策略應用。

國際歐、美、日、韓等國家都有部分設計的制度，而我國部分設計立法時，

日本意匠也是我國參考的對象之一，雖兩國設計專利的體制上最為接近的，但實

際審查實務運作下來，仍有諸多相異處。由劉信邦、徐嘉鴻、呂正和、魏鴻麟先

生等人合著之「我國部分設計專利與日本部分意匠專利之差異探討」，文中針對

兩國在「設計定義」、「揭露方式」、「一設計一申請」、「主張國際優先權認

可」、「修正」、「新穎性判斷」、「創作性判斷」進行分析比較，文末針對兩

國實際審查實務運作之異同加以歸納，論述精闢，極富可讀性。

我國與日本的設計專利制度，都是採「先申請原則」，故一項設計僅能授

予一項專利權。但由於產業界在開發新產品時，通常在同一設計概念下會發展出

多個近似之產品設計，為考量同一人有二個以上近似之設計，得分別申請專利，

以保護設計專利權人的權益，因此，我國衍生設計制度或日本關連意匠制度都是

不受「先申請原則」要件之限制的一種特殊申請態樣制度。由徐嘉鴻、劉信邦、

呂正和、魏鴻麟先生撰文之「我國衍生設計制度與日本關連意匠制度之差異探

討」，文中針對兩國之同一人有二個以上近似之設計制度進行審查實務之差異化

比較，並對於設計定義、揭露方式、近似的判斷等議題進行深入探討，最後再以

日本法院判例詳加分析兩國在審查實務差異與所面臨的問題，文章深入淺出，值

得一讀。

為避免特定人利用商標制度永久獨占實現功能需求之商品形狀，妨害市場競

operty Right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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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許多國家對此設有功能性排除規定，將「具備功能性」列為禁止註冊事由；

惟就企業而言，保護期限屆至之專利權或著作權若能透過商標制度「復活」，莫

不是極大利益，而亦有諸多案例尋求此法藉以延續企業之利益。由許慈真小姐所

為文之「立體商標之功能性排除規定─從歐洲法院LEGO案判決談起」，文章透

過LEGO與MEGA訴訟發展始末以及歐洲法院判決理由，藉以暸解歐盟有關立體

商標功能性規範之實務觀點，並針對幾個關鍵重點提出討論，提供我國未來就功

能性規範論述之參考。

本期文章內容豐富，各篇精選內容，祈能對讀者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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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部分設計專利與日本部分意匠專利之差異探討

劉信邦* 徐嘉鴻** 呂正和*** 魏鴻麟****

摘要

在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的衝擊下，為鼓勵創新研發與創意發展，智慧財產儼然

成為國家發展與產業競爭力的關鍵，尤其是專利制度之保護與運用。近年來各國

專利訴訟中，已出現使用設計專利做為主要訴訟攻擊標的，例如2011年起蘋果公

司對三星公司所掀起的訴訟戰爭，大家開始注意設計專利的重要性。

我國將「部分設計」納入設計專利保護標的，一方面乃為了鼓勵傳統產業

對於既有資源之創新設計，另一方面為因應國內產業界在成熟期產品開發設計需

求，爰參酌日本意匠法第2條、韓國設計法第2條、歐盟設計法第3條等之部分設

計（partial design）之立法例，以強化設計專利權之保護。而日本意匠法早在1999

年開始實行部分意匠制度，目的為了保護物品之部分具有新穎特徵之創作，防止

第三者僅模仿其部分新穎特徵，使申請人有更周延的設計保護範圍。

因此，為了解兩國在設計專利制度之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特別針對兩國

的部分設計審查實務之差異進行比較研究，對於在設計定義、揭露方式、一設計

一申請、主張國際優先權認可、修正、新穎性及創作性之判斷等議題進行比較分

析，以作為未來我國設計專利相關法規及審查基準之修訂參考。

關鍵字：設計專利、部分設計、部分意匠、實線、虛線

收稿日：102年 12月 06日
*   作者劉信邦現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一組專利助理審查官。
**   作者徐嘉鴻現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一組專利審查官。
***   作者呂正和現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一組專利約聘審查委員。
****作者魏鴻麟現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一組專利高級審查官兼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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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的衝擊下，為鼓勵創新研發與創意發展，智慧財產儼然

成為國家發展與產業競爭力的關鍵，尤其是專利制度之保護與運用。近年來各國

專利訴訟中，已出現使用設計專利做為主要訴訟攻擊標的，例如2011年起蘋果公

司對三星公司所掀起的訴訟戰爭1，大家開始注意設計專利的重要性。而隨著科技

的成長，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數位電視及行動裝置等產品的蓬勃發展，已大

大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與美感要求，為因應時代的快速變化，美、歐盟、中2、

日、韓及我國都逐漸調整設計專利制度，適時而逐步的擴大設計保護，也因此設

計專利在各國的申請量每年皆有增加趨勢。

我國為周延保護設計，提升國家競爭力，於2013年開始實施的新專利

法，開放了部分設計、電腦圖像（Icon）及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raphic User 

Interface,GUI）設計、成組物品設計等申請標的以及廢除聯合新式樣並引進衍生

設計新制度，以強化設計專利之保護，並適時與國際接軌，提供產業界更多元的

專利布局與更有效的申請策略應用。

其中我國將「部分設計」納入設計專利保護標的，一方面乃為了鼓勵傳統產

業對於既有資源之創新設計，另一方面為因應國內產業界在成熟期產品開發設計

需求，爰參酌日本意匠法第2條、韓國設計法第2條、歐盟設計法第3條等之部分

設計（partial design）之立法例，以強化設計專利權之保護3。而日本意匠法早在

1999年開始實行部分意匠制度，目的為了保護物品之部分具有新穎特徵之創作，

防止第三者僅模仿其部分新穎特徵，使申請人有更周延的設計保護範圍。

1 科技產業資訊室，專利情報【蘋果與三星互告事件觀察】2012-10，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http://cdnet.stpi.narl.org.tw/techroom/pclass/2011/pclass_11_A116.htm
2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關於徵求對《專利審查指南修改草案（徵求意見稿）》意見的通知

──修改《專利審查指南》對包括圖形化使用者介面的產品外觀設計給予專利保護」，2013-10-

22，http://www.sipo.gov.cn/tz/gz/201310/t20131023_825539.html
3 專利法暨其施行細則修法總說明與新舊條文對照，專利法修正條文對照表，頁 6，100.11.29立

法院三讀通過。

http://cdnet.stpi.narl.org.tw/techroom/pclass/2011/pclass_11_A116.htm
http://www.sipo.gov.cn/tz/gz/201310/t20131023_8255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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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了解兩國在設計專利制度之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特別是針對兩國

的部分設計審查實務之差異進行比較研究，針對兩國在設計定義、揭露方式、一

設計一申請、主張國際優先權認可、修正及專利要件的判斷上進行比較分析，以

作為我國在未來修訂設計專利相關法規及審查基準之政策的重要參考。

貳、設計定義之差異比較

一、應用於物品

（一）台灣

我國專利法第121條第1項規定，「設計」，指對物品之全部或部分之形狀、

花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所以有關「部分設計」，係指應用

於物品之部分的外觀創作，以供產業上利用，其不能脫離所應用之物品而單獨構

成設計專利權範圍。脫離所應用之物品之創作，並非設計專利保護之標的，不符

合設計之定義。此外，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認定不屬於設計保護之標的，不符

合設計所應用於物品之定義4：

1. 粉狀物、粒狀物等之集合體而無固定凝合之形狀，例如炒飯、聖代等。

2.  物品不具備三度空間特定形態者，例如無具體形狀之氣體、液體，或有形

無體之光、電、煙火、雷射動畫等。

因此，部分設計所應用之物品仍如同整體設計的規定，必須是具有三度空間

固定實體形狀之有體物，以實現該物品之用途、功能。

4 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設計專利實體審查，第二章何謂設計，頁 3-2-2，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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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

日本意匠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意匠』係指物品（包含物品之部

分。第8條除外，以下相同。）之形狀、花紋或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而引起

美感之創作。」，有關要符合「部分意匠」之登錄要件，必須是可供工業上利用

之意匠，因此，必須符合下列1∼3之全部要件。

1. 必須為構成意匠者。

2. 意匠必須為具體物。

3. 必須為可供工業上利用者。

其中第1點，對於以部分意匠提出意匠登錄申請時，基於該意匠所屬領域之

通常知識，必須由該意匠申請時之申請書記載及附於申請書之圖面等，可直接導

對於申請專利之設計所應用之物品的認定，應以圖式所揭露之內容為基礎，

並得參酌設計名稱所指定之物品，使人了解該物品之用途、功能，如圖1左圖所

示，圖式所揭露為「指示燈」的外觀內容，而參酌設計名稱所指定物品為「指示

燈之基座」，即可知申請人所欲請求設計保護之範圍為應用於指示燈這類物品的

基座。又如圖1右圖所示，圖式所揭露為「運動鞋」的外觀，且具有一定區域內

的表面花紋特徵，而參酌設計名稱所指定物品為「運動鞋之部分」，即可知申請

人所欲請求設計保護之範圍為應用於運動鞋這類物品的表面花紋特徵。

圖1　部分設計之物品認定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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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部分意匠之認定示意圖

出具體的一個意匠內容，包含下列（1）∼（4），說明如下：

（1）部分意匠之意匠物品的認定

該部分意匠是在哪一個物品上，是最先判斷的基準。而且意匠物品必須為意

匠法保護對象所認可之整體物品，因此所申請之物品名稱必須是一個整體物品的

名稱，而不可以記載為「某物品之部分」。

（2）「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之用途及機能

對於一個物品的一項設計都一定有其目的或用途，並考量其機能及用途的方

式可來界定將來權利行使的範圍。

（3）「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之位置、大小、範圍

物品之部分如何在整體物品中界定出來，必須依照下列方式來判斷：

A. 位置：該部分之相對位置關係是在整體物品的哪一個地方。

B. 大小：該部分在整體物品的相對性大小關係，一般以常識性範圍來認定。

C.  範圍：必須在物品中佔一定範圍，即所謂在一個封閉的區域內，該部分可

對應出在整體物品之相對面積比，佔整體面積比例大小。

（4）「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之形態

是由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所構成的外觀形態之設計。

因此，要符合「部分意匠」之登錄要件，並可供工業上利用之意匠物品，

可由上述4項來認定，如圖2所示，如果有一項不符合明確的認定，則可做為核

駁理由。

部分之形態意匠之物品

位置大小範圍
（虛線部）

該部分之
用途及機能

部分意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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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

（一）台灣

申請專利之設計所呈現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的創作，必須符合

「應用於物品」且係「透過視覺訴求」之具體設計，始為專利法所規定之設計，

否則不得准予專利。

因此，我國部分設計專利保護之標的為物品之部分的形狀、花紋、色彩或其

中二者或三者之結合所構成的設計之創作，而整體設計與部分設計對於「形狀、

花紋、色彩及其結合（簡稱：外觀）」之定義，並無不同，以下分別說明之：

1.  形狀，指物品所呈現三度空間之輪廓或樣子，其為物品與空間交界之周邊

領域。其形狀的形式包括以物品本身之形狀者，如車子；或是具變化外觀

之物品形狀者，如變形機器人玩具。

2.  花紋，指點、線、面或色彩所表現之裝飾構成。花紋之形式包括以平面形

式表現於物品表面者，如印染、編織、平面圖案或電腦圖像；或以浮雕形

式與立體形狀一體表現者，如輪胎花紋；或運用色塊的對比構成花紋而呈

現花紋與色彩之結合者，如彩色卡通圖案或彩色電腦圖像。

3.  色彩，係指設計外觀所呈現之色彩計畫或著色效果，亦即色彩之選取及用

色空間、位置及各色分量、比例等。其亦不得脫離所依附之物品，單獨僅

就色彩構成設計。

4.  形狀、花紋、色彩之結合，係指設計專利保護之標的為物品之形狀、花

紋、色彩或其中二者或三者之結合所構成的整體外觀之設計。

透過形狀、花紋、色彩及其結合所揭露的整體外觀之設計，以部分設計申請

專利，其圖式必須揭露具有「主張設計之部分」和「不主張設計之部分」兩個部

分，且應以可明確區隔之表示方式呈現。

因此申請部分設計專利，其所呈現「主張設計之部分」和「不主張設計之部

分」之外觀創作，大致上可分三種態樣，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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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品之部分組件，如圖3左圖所示。

2. 物品之部分特徵，如圖3中圖所示。

3. 物品中複數個組件或複數個特徵，如圖3右圖所示。

圖3　部分設計保護標的之三種態樣的圖例

圖4　申請某物品外圍輪廓線的一部分之圖例

指示燈之基座 運動鞋之部分 檯燈之部分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有關第二種「物品之部分特徵」之態樣，實務上並無和

日本一樣規定，必須在物品中佔一定範圍，即所謂在一個封閉的區域內，申請

人可申請「某物品之外圍輪廓線的一部分」，如圖4所示，左圖為「衛生棉之部

分」，右圖為「鋸片之部分」。

（二）日本

有關日本部分意匠對於由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所構成的整體外觀之創

作，與我國最大的差異在於「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在整體物品之形態中必須

佔有一定範圍之部分，且必須是一個封閉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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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整體物品中所佔一定範圍的一個封閉區域內，是作為新穎性的比對單位

基準，也就是說在與其他意匠比對時，這佔有一定範圍的部分是必須揭示可成為

比對對象之意匠單位。

如圖5所示，則被視為不認可「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佔有一定範圍之部

分之圖例，因為該建築用水泥預鑄構件因稜線不具面積，沒有一定範圍，因此，

提出來的圖面必須佔有一定的面積或範圍才能申請登錄5。

5 「意匠の審 基準及び審 の運用，第 10部 パリ条約による優先 等の主張の手 」，頁 87，

日本特許廳，平成 23年。
6 圖例編輯自日本意匠審 基準，http://kurumi-language.com/_userdata/shinsakijun/isho_all.pdf

圖5　不認可申請部分意匠之圖例

圖6　可為「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比對對象圖例

「建築用水泥預鑄構件」
「欲取得意匠登錄之
部分」僅為稜線者

=因稜線為不具面積
者﹑所以不府佔有一
定範圍之部分

此外，在創作單位認定的條件上，如圖6所示是可獲得認可的，因為包裝用

容器揭露出收縮凹凸等完整的創作單位6。

「 包裝用容器」
意匠登錄號1096585

「 電子鍋」

。

http://kurumi-language.com/_userdata/shinsakijun/isho_all.pdf


103.01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1 13

本月專題
我國部分設計專利與日本部分意匠專利之差異探討

7 「意匠の審 基準及び審 の運用，第 10部 パリ条約による優先 等の主張の手 」，頁 88，

日本特許廳，平成 23年。

圖7　無法為「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比對對象圖例

「 包裝用容器」 「 電子鍋」

但如圖7所示，則無法獲得認可，因為紅色線框起來的部分，不知道是要比

對上面還是下面的部分，此種以不完整「創作單位」的呈現是不被認可7。

三、小結

兩國在設計定義之規定，申請專利之設計所呈現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

結合」的創作，必須符合「應用於物品」，不能脫離所應用之物品，且為「透過

視覺訴求」之具體設計，但兩國最大不同在於日本意匠著重於該部分意匠是在哪

一個物品上，而且意匠物品必須為意匠法保護對象所認可之整體物品，因此所申

請之物品名稱必須是一個整體物品的名稱，而我國則著重於設計專利所主張設計

之部分，對於設計名稱則直接記載為「某物品之部分」或「某物品之組件」。

此外，日本意匠對於「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的規定，要求在整體物品之

形態中必須佔有一定範圍之部分，且必須是一個封閉區域，在我國則沒有如此限

制，是給予申請人極大的發揮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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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揭露方式之差異比較

一、申請書或說明書之記載

（一）台灣

1.【設計名稱】欄位

我國在申請書及說明書之設計名稱記載規定，為使設計名稱所指定之物品

與申請專利之設計的實質內容一致，以物品之部分組件申請部分設計者，該設計

名稱應載明為何物品之何組件；若該部分設計係就物品之部分特徵主張設計而難

以指明為物品之何組件者，設計名稱則應記載為「物品之部分」。如圖8左圖所

示，其所「主張設計之部分」為指示燈之基座，設計名稱應記載為「指示燈之基

座」，而右圖所示，設計名稱應記載為「球鞋之部分」。

圖8　部分設計之設計名稱記載方式圖例

2.【物品用途】欄位

我國設計說明書之物品用途的記載規定，主要是針對「主張設計之部分」進

行使用方式或功能之敘述，使該設計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藉此幫助

瞭解該設計所應用之物品。例如記載為「本設計所應用之物品為指示燈之基座，

該基座之底部係用於連接指示面板，頂部則可鎖固於天花版或吊掛於牆面」。此

外，若該物品用途已於設計名稱或圖式表達清楚者，得不記載。

3.【設計說明】欄位

我國設計說明書之設計說明欄位應就「不主張設計之部分」的表示方式為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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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部分意匠之申請書記載圖例

要說明，例如以圖8左圖指示燈之基座為例，設計說明應記載為「圖式所揭露之

虛線部分，為本案不主張設計之部分」，而右圖球鞋之部分為例，應記載為「圖

式所揭露之虛線係表示所應用之球鞋物品，為本案不主張設計之部分；圖式中一

點鏈線所圍繞者，係界定本案所欲主張之範圍，該一點鏈線本身為本案不主張設

計之部分」。若只敘明其主張設計之部分，如「圖式所揭露之實線部分，為本案

欲主張設計之部分」，則會被要求依專利法施行細則之規定修正之。

（二）日本

日本對於部分意匠申請記載方式，是規定在申請書上，如圖9所示8。

其中圖內標示1∼4說明如下：

1.【部分意匠】欄位

申請書如有記載此欄位者，即表示申請人是要申請部分意匠，因為有時只看

圖面無法瞭解是要申請整體或部分意匠。例如：牛仔褲口袋的花樣常用虛線

來表示，常與車縫線無法區別，無法清楚所申請之主張為何，至於欄位後面

不必記載任何內容，以空格欄方式表示。

8 意匠登錄出願の願書及び 面等の記載の手引き，第 2部部分意匠の表し方，頁 46，日本特許

廳，平成 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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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匠之物品】欄位

此欄位等同於我國的「設計名稱」，部分意匠之意匠物品名稱記載方式規

定，必須是整體物品之名稱，不可以記載為「某物品之部分」。例如照相機之創

作，以其「握持部之部分」作為部分意匠欲取得意匠登錄者，如圖10所示，應記

載為「照相機」9，而不認可「照相機之握持部分」的方式來記載。這是來自於法

律的定義，將來行使權利時，即可知道要保護的是照相機而不是照相機的部分。

9 意匠登錄出願の願書及び 面等の記載の手引き，第 2部部分意匠の表し方，頁 43，日本特許

廳，平成 25年。

圖10 　部分意匠之「意匠之物品」欄位記載圖例

3.【意匠物品之說明】欄位

此欄位等同於我國的「物品用途」欄位，此記載有關「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

分」之用途及機能之 明。此欄位的設計跟將來權利行使是有相關的。此外，如在

【意匠之物品】欄位所記載之物品名稱，不屬於意匠法施行細則中「附表一」之

物品區分中之任何一項時，則可在此欄位記載相關內容，以助於理解該物品之使

用目的與狀態。日本也如同我國作法，如在圖面已揭露清楚，則可不用文字在此

欄位記載其物品的用途及機能。

4.【意匠之說明】欄位

此欄位等同於我國的「設計說明」欄位，是記載以何種方法表示特定之「欲

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例如：「以實線表示之部分作為部分意匠，為欲取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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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登錄之部分」。日本是直接表達欲主張意匠之部分，與我國作法完全不同。此

外，若以一點鎖線繪製「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之境界時，必須記載「一點鎖

線僅表示作為部分意匠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與其他之部分之境界線」。

二、圖式之記載

（一）台灣

我國部分設計之圖式，應備具足夠之視圖，以充分揭露所「主張設計之部

分」的所有外觀內容，亦即，若申請之部分設計為立體者，應以立體圖並搭配其

他視圖以充分揭露所「主張設計之部分」的全部外觀，例如「相機之鏡頭」，如

圖11所示之。因此，無論是以立體圖及六面視圖、立體圖搭配部分六面視圖、或

以二個上之立體圖等方式，只要其能明確且充分揭露該立體設計之空間立體形狀

及其各個視面，均符合專利法施行細則之規定。

若為平面形式者，申請設計專利之圖式得省略立體圖，僅以前、後二視圖，

或僅以平面圖呈現，例如「手帕之部分」，如圖12所示。但如設計為連續平面

者，則應包含構成該平面設計之單元圖。

圖11　申請部分設計為立體者之圖例

俯視圖

前視圖 右側視圖左側視圖立體圖

仰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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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申請部分設計為平面者之圖例

圖13　部分設計之圖式表現形式圖例

以部分設計申請專利，其圖式中「主張設計之部分」和「不主張設計之部

分」應以可明確區隔之表示方式呈現，以墨線圖表現部分設計者，其所「主張設

計之部分」應以實線具體、寫實地描繪申請專利之設計的外觀，「不主張設計之

部分」則應以虛線等斷線方式（如圖13（1）所示）或以灰階填色方式呈現（如

圖13（2）所示）；以電腦繪圖或照片表現部分設計者，「不主張設計之部分」

則應以半透明填色等方式呈現（如圖13（3）、（4）所示），俾使「主張設計之

部分」和「不主張設計之部分」得以明確區隔。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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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部分設計之「省略視圖原則」圖例（1）

我國設計專利之圖式，原則上僅規定應備具「足夠之視圖」，在申請實務

上，申請為平面者，最少只要1個視圖就可達充分揭露所申請之標的，而申請為

立體者，圖式應包含立體圖，因此包含立體圖及必要之另一立體圖或六面視圖，

最少可以2個圖即充分表現「主張設計之部分」的所有內容，如圖14所示。

前視圖立體圖（代表圖）

再者，我國對於各圖間因相同、對稱或其他事由者，得省略部分視圖。說明

如下：

（1）各視圖間因相同或對稱之事由而省略視圖者

為充分揭露申請專利之設計的外觀，圖式所備具之視圖通常必須能揭露該設

計的各個視面，惟各視圖間因相同或對稱者，因其得以由其一視圖直接得知另一

視圖之內容，故得省略該視圖，惟必須於設計說明簡要說明之，例如：「仰視圖

與俯視圖相同，故省略仰視圖」。

（2）因其他事由而省略視圖者

若申請專利之設計的部分視面為全然平面或厚度極薄者，為普通消費者於選

購時或使用時不會注意而不具設計特徵者，該視面之視圖亦得省略之。

值得注意的是，若申請部分設計專利，其部分視圖所揭露之內容均未包含

「主張設計之部分」者，亦得省略該視圖，惟該省略事由無須於設計說明欄位特

別載明，如圖15所示，其後視圖所揭露之內容均未包含「主張設計之部分」者，

得省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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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部分設計之「省略視圖原則」圖例（2）

此外，部分設計之圖式，規定其「主張設計之部分」和「不主張設計之部

分」應以可明確區隔之表示方式呈現，其中圖式之「不主張設計之部分」本身的

內容不得用於界定申請專利之設計的外觀，因此只要能明確且充分解釋「主張設

計之部分」與環境間之位置、大小、分布關係以及解釋申請專利之設計所應用之

物品的情況下，該「不主張設計之部分」並無須揭露所應用物品的全部外觀。如

圖16所示。

圖16　部分設計之「省略視圖原則」圖例（3）

仰視圖

右側視圖前視圖左側視圖立體圖

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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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設計專利之圖式，亦得繪製其他輔助圖以幫助充分揭露申請專利之設

計，例如：為表現設計之表面特徵所繪製的「剖視圖」、為強調設計之局部特徵

的「局部放大圖」、為表現具變化外觀之設計的「使用狀態圖」10。原則上並無

強制規定，若該立體圖與其他視圖已明確且足夠充分揭露所主張部分設計之外

觀，是可不必再揭露其它輔助圖，如圖17所示。

10 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設計專利實體審查，第一章說明書及圖式，頁 3-1-10，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2013年版。

圖17　部分設計「其它輔助圖」之圖例

立體圖 前視圖 仰視圖

我國以部分設計申請專利，其圖式中「主張設計之部分」和「不主張設計

之部分」應以可明確區隔之表示方式呈現。若「主張設計之部分」和「不主張設

計之部分」仍未能具體明確表現所欲「主張設計之部分」的申請專利範圍時，申

請人得以其他斷線方式（例如一點鏈線）繪製其邊界範圍，此即所謂的邊界線

（boundary）。邊界線的作用，說明如下：

（1）界定「主張設計之部分」的邊界，如圖18所示。

圖18　部分設計「邊界線之繪製」圖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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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界定複數個外觀及其構成之整體為單一設計，如圖19所示。

圖19　部分設計「邊界線之繪製」圖例（2）

圖20　部分設計「邊界線之繪製」圖例（3）

（3）界定複數個外觀之組合為單一設計，如圖20所示。

因此邊界線可為某物品之組件或部分特徵的外觀形態之外圍輪廓線，如圖18

左圖所示。或是界定所欲「主張設計之部分」所圍繞出或區隔出一定區域範圍的

一條虛擬假想線，該假想線本身為「不主張設計之部分」，如圖18右圖所示。

我國對於圖式中「主張設計之部分」與「不主張設計之部分」之呈現方式，如

圖21所示，以其它繪製方式圖例，都符合「明顯區隔之表示方式呈現」的規定。

圖21 　部分設計「其它繪製方式」圖例

不主張設計之部分
以「虛線」表示

不主張設計之部分
以「斜線」表示

不主張設計之部分
以「虛線」表示

不主張設計之部分
以「紅色」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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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

日本部分意匠之圖面記載，一般原則與我國大致相同，僅在「省略視圖」方

面稍有差異。一般而言，申請部分意匠為立體者，原則上以「正投影圖法」表示

一組的圖面，如以實線及虛線表示時，「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為實線，「其

他」之部分為虛線，如圖22所示11。

11 意匠登錄出願の願書及び 面等の記載の手引き，第 2部部分意匠の表し方」，頁 49，日本特

許廳，平成 25年。
12 意匠登錄出願の願書及び 面等の記載の手引き，第 2部部分意匠の表し方」，頁 55，日本特

許廳，平成 25年。

頂端長矩形體部
分以部分意匠作
為欲取得意匠登
錄之部分時

【意匠之說明】以實線表示之部分，作為
部分意匠，為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
因後視圖與前視圖相同，左側視圖與右側
視圖相同，故省略後視圖及左視圖。

【俯視圖】

【前視圖】 【右側視圖】

日本意匠專利之圖面，原則上應包含完整之六面視圖，如23左圖所示12。但

對於部分意匠圖面中，若該視圖僅表示「其他之部分」之圖面時，可以省略一部

分，如圖23右圖所示。其適用下列1至3者，且必須於申請書之【意匠之說明】記

載圖之省略，說明如下：

1.前視圖或後視圖之其中一個視圖。

2.左側視圖或右側視圖之其中一個視圖。

3.俯視圖或仰視圖之其中一個視圖。

圖22　部分意匠之圖面記載圖例

【仰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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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視圖】【仰視圖】

圖23　部分意匠之「省略視圖原則」圖例（1）

因此意匠申請書中最少應該要有3個視圖，其主要目的在於要讓審查人員能

明確了解所提出來的圖面內容是申請人的責任及義務，故設置最低圖例的限制，

如圖24所示13。

【平面圖】 【平面圖】

【左側面圖】【正面圖】

【底面圖】【底面圖】

【左側面圖】 【右側面圖】【正面圖】 【背面圖】

【書類名】意匠登陸申請
∼中略∼
【部分意匠】
【意匠之物品】手機
∼中略∼
【意匠物品之說明】
表示於前視圖中顯示部之電腦圖像﹑
係可以作為發揮通話機能狀態之電腦
圖像﹑從通訊錄任意選擇群組進行操
作　畫面右側橫長矩形部顯示群組名
稱﹑選擇該群組名稱進行操作

【意匠之說明】
前視圖中以實線表示之部分為欲取得
意匠登錄之部分　因後視圖﹑左側視
圖﹑仰視圖不顯現欲取得意匠登錄之
部分﹑故省略之

【書類名】圖面

13 圖例編輯自意匠審 基準，http://kurumi-language.com/_userdata/shinsakijun/isho_all.pdf

此外，部分意匠之圖面，因申請之意匠物品必須為意匠法保護對象所認可之

整體物品，其圖面「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與「其他之部分」之關係，必須透

圖24　部分意匠之「省略視圖原則」圖例（2）

。
。

。

。

http://kurumi-language.com/_userdata/shinsakijun/isho_a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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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位置、大小、範圍來界定該物品之「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如何分布在整體

物品中，因此必須揭露所應用物品的全部外觀。如圖25所示，此規定與我國明顯

不同。

圖25　部分意匠之「省略視圖原則」圖例（3）

圖26　部分意匠「其它輔助圖」之圖例（1）

日本意匠專利之圖面，並無規定一定要繪製立體圖，因此對於部分意匠而

言，在某些特定「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之範圍及形態上，是有必要加入剖面

圖。例如圖26所示14，其右上方三個視圖上看不出所要主張的是圓形還是方形，

無法明瞭申請的範圍。

立體1

立體2

黃色
黃色

立體3 立體4

【俯視圖】

【前視圖】【右側視圖】

因此必須以剖面圖來表示特定「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之範圍及形態之圖

式，如圖27所示。

14 「意匠登錄出願の願書及び 面等の記載の手引き，第 2部部分意匠の表し方」，頁 51，日本特

許廳，平成 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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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視圖】 【Ａ-Ａ’線剖面圖】【前視圖中央橫剖面圖】

圖27　部分意匠「其它輔助圖」之圖例（2）

【意匠之說明】以實線表示之部分﹑作為部分意匠﹑為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

包含前視圖中央橫剖面圖及Ａ-Ａ’線剖面圖﹑作為部分意匠﹑特定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

因後視圖與前視圖相同﹑左側視圖與右側視圖相同﹑仰視圖與俯視圖相同﹑故省略後視圖﹑
左側視圖及仰視圖。

。

。

【前視圖】

Ａ’

Ａ
【右側視圖】

日本對於「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與「其他之部分」之境界線（等同於我

國的邊界線（boundary），是有較明確規定，如圖28所示15，該左上方之立方體，

其上半部分為欲取得意匠登錄時，以左側之六面視圖來看，因無法清楚知道從哪

邊開始是屬於要申請的上半部，所以必須在圖上標示申請範圍的境界線，如右側

六面視圖標示出境界線，並在「意匠之說明」欄位記載：「一點鎖線僅表示作為

部分意匠欲取得意匠登錄部分與其他部分之境界的線」。

圖28　部分意匠「境界線之繪製」圖例（1）

15 「意匠登錄出願の願書及び 面等の記載の手引き，第 2部部分意匠の表し方」，頁 52，日本特

許廳，平成 25年。

左圖之立體、上半部分為欲取得意匠登錄時

【意匠之說明】以實線表示之部分﹑作
為部分意匠﹑為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

【意匠之說明】以實線表示之部分﹑作為部
分意匠﹑為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一點鎖
線僅表示作為部分意匠欲取得意匠登錄部分
與其他部分之境界的線。

俯視圖 俯視圖

左側視圖 左側視圖前視圖 前視圖後視圖 後視圖右側視圖 右側視圖

仰視圖 仰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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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部分意匠「境界線之繪製」圖例（1）

圖30　部分意匠「境界線之繪製」圖例（2）

又如圖29及圖30所示，即使在【意匠之說明】欄位未記載境界線，對於認可

「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是應佔有一定範圍，則圖面應以一點鎖線為境界線，

區分申請的範圍，或以顏色標示申請的範圍，如圖31所示16。

16  「意匠の審查基準及び審查の運用，第 10部 パリ条約による優先 等の主張の手 」，頁 90，

日本特許廳，平成 23年。

【俯視圖】

【前視圖】 【右側視圖】

理想之繪圖方法
放大前視圖

認定包含框線之具體形
作為部分意匠之形態

認定一點鎖線內之花
紋（也包含質地）作
為部分意匠之形態

「Ｔ shirt」

「柵用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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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部分意匠「境界線之繪製」圖例（3）

圖32　部分意匠「其它繪製方式」圖例

實線

虛線

一點鎖線

Ｎo.1279836

「包裝用箱」

日本對於圖面中「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與「其他之部分」之呈現方式，如

圖32所示，以其它繪製方式圖例，都符合「明顯區隔之表示方式呈現」的規定。

其它之部分以
「灰色」表示

其它之部分以
「紅色線」表示

其它之部分以
「灰色」表示

其它之部分以
「紅色」表示

三、小結

由於我國認為申請專利之設計的實質內容係主張設計之部分而非物品之整

體，因此我國在申請書及說明書之設計名稱記載規定，為使設計名稱所指定之物

品與申請專利之設計的實質內容一致，以物品之部分組件申請部分設計者，該設

計名稱應載明為何物品之何組件；但日本與我國設計專利最大之不同在於日本意

匠著重於該部分意匠是在哪一個物品上，而且意匠物品必須為意匠法保護對象所

認可之整體物品，因此所申請之物品名稱必須是一個整體物品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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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設計專利之圖式，原則上僅規定應備具「足夠之視圖」，申請為平面

者，最少只要1個視圖就可達充分揭露所申請之標的，而申請為立體者，圖式應

包含立體圖，因此包含立體圖及必要之另一立體圖或六面視圖，最少可以2個圖

即充分表現「主張設計之部分」的所有內容，而且申請部分設計專利，其部分視

圖所揭露之內容均未包含「主張設計之部分」者，亦得省略該視圖，該省略事由

亦無須於設計說明欄位特別載明。而日本意匠申請書中最少應該要有3個視圖，

其主要目的在於要讓審查人員能明確了解所提出來的圖面內容是申請人的責任及

義務，故設置最低圖例的限制。

此外，部分意匠之圖面，因申請之意匠物品必須為意匠法保護對象所認可之

整體物品，其圖面必須透過位置、大小、範圍來界定該物品之「欲取得意匠登錄

之部分」如何分布在整體物品中，因此必須揭露所應用物品的全部外觀，此規定

與我國明顯不同。

關於「可成為比對對象之部分」，部分意匠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在與其

他意匠比對時，佔有一定範圍的部分是必須揭示可成為比對對象之意匠單位，若

以境界線框起來的部分為不包含完整「創作單位」者，是不被認可而不得准予專

利；而我國設計專利制度雖未提及「可成為比對對象之部分」之規定，但從審查

基準中舉例所示，我國設計專利似乎未對此項做限制。

在我國審查基準允許設計專利得以墨線圖呈現、以電腦繪圖或以照片表現，

其中以墨線圖呈現「不主張設計之部分」應以虛線或其他斷線（如一點鏈線、二點

鏈線等）方式，而日本則開放以紅色線條與黑色線條來區隔主張與不主張設計之部

分，我國是否不侷限於墨線圖進而開放以顏色線條來呈現則是有其討論的空間。

肆、一設計一申請之差異比較

為考量申請人、公眾及專利專責機關之便利，我國與日本都是採「一設計一

申請」制度，所謂「一設計一申請」，係指一設計申請案僅得就單一外觀應用於

單一物品提出申請。惟兩國對於一設計是否要考量形態一體性或機能一體性，有

著相當不同的差異。



30 103.01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1

本月專題
我國部分設計專利與日本部分意匠專利之差異探討

一、台灣

我國部分設計關於一設計一申請之認定原則，同整體設計之規定，其一物

品，係指一個獨立的設計創作對象，為達特定用途而具備特定功能者，例如杯

子。惟若物品之構成單元具有合併使用於該特定用途之必要性，得將該構成單元

之組合視為一物品。例如手錶為錶帶與錶體的組合是具有匹配關係之物品；例如

成雙之鞋是具有左右成雙關係之物品；例如成副之撲克牌是具有整組設計關係之

物品。

而一外觀，指申請專利之設計具有一特定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之創

作。通常一設計僅具有一特定外觀，惟若因其物品本身之材料特性、機能調整或

使用狀態等而為具變化外觀之設計者，此種外觀變化係屬設計的一部分，在認知

上應視為一外觀，得將其視為一個整體之設計以一申請案申請設計專利。

我國對於一設計一申請之認定較日本寬廣，並無日本一樣須考量「形態的

一體性」或「機能的一體性」之規定，因此，對於一物品包含有二個以上分離的

「主張設計之部分」者，因其係就單一設計之創作為對象，其主張2個不同區域

的申請範圍，仍得將所有「主張設計之部分」所構成之整體外觀視為一設計，而

得以一申請案申請設計專利，如圖33所示。

圖33　認可「一設計一申請」之圖例

二、日本

日本對於一意匠一申請之規定，必須考量「形態的一體性」或「機能的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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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認可「一意匠一申請」之圖例（1）

圖34 　不認可「一意匠一申請」之圖例

「攝錄影機」

17 圖例編輯自意匠審查基準 http://kurumi-language.com/_userdata/shinsakijun/isho_all.pdf
18  「意匠の審查基準及び審查の運用，第 10部 パリ条約による優先 等の主張の手 」，頁 99，

日本特許廳，平成 23年。

性」，比我國有較多的限制條件，判斷原則是只要該物品「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

分」如有包含物理上可分離之2個以上之部分時，如圖34所示17，原則上不認可為

一意匠一申請，必須分別提出申請。

但若將錄影帶夾、鏡頭以一點鎖線的方式框起來，則是可以一意匠申請登錄，

然而即使是可以一個案件來申請登錄，但兩者機能用途不同，形態也不同，一般認

為這樣的申請意義在哪裡，其實是有很多疑問的。因此，日本考量形態的一體性或

機能的一體性，主要目的是針對將來權利行使上，其近似的比對能明確。

但有些情況屬於例外，如圖35所示18，雖是分離的部分，但使用上是具有形

態一體性或機能一體性，且該意匠物品一定放在一起使用，則會認為是一個設

計，符合一意匠一申請。

具有機能一體性時
例：「理容用剪」

具有形態一體性時
例：「錶殼」

多意匠

http://kurumi-language.com/_userdata/shinsakijun/isho_a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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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圖36所示，左上角的包裝用箱，其兩側是對稱的，機能具有一體性，

符合一意匠一申請；右下角的扣具，蓋子與下方相互扣住的部分，用途上是結合

的，符合一意匠一申請。

圖36　認可「一意匠一申請」之圖例（2）

Ｎo.1316484

Ｎo.1178649

「包裝用箱」

「扣具」

在日本第2010-15185號意匠申請案，不服核駁審定請求之審判事例中，原審

查以本案之意匠因不認可為經濟產業省規定之物品區分之一意匠申請，不符合意

匠法第7條之要件。具體而言，本案意匠於一意匠物品中包含物理上可分離之兩

個「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不認可為一意匠一申請（如圖37左圖所示）。在

申請人要求修正物品名稱及圖式後（如圖37右圖所示19），審判部撤銷原審查，

而准予登錄。

圖37　日本特許廳審判事例之圖例

醫療用或實驗用滴管
（修正前）

包裝用容器
（修正後）

19 圖例編輯自意匠審決公報，http://isho.shinketsu.jp/originaltext/ds/1253430.html

http://isho.shinketsu.jp/originaltext/ds/12534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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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案例在我國修正前的圖例已符合一設計一申請原則，反而修正後設計名

稱由「醫療用或實驗用滴管」修正為「包裝用容器」，其設計名稱之修正，係依

其功能或用途之變更是否屬於申請時說明書或圖式所能直接得知的內容20，該項

設計名稱之修正是否超出仍有些疑義，若該修正後之「包裝用容器」在物品用途

或設計說明無任何敘明文字，則反而令人難以了解申請專利之設計，若專利專責

機關認為設計名稱或圖式未能清楚表達該設計所應用之物品的用途時，將依職權

通知申請人限期修正21。

三、小結

日本對於一意匠一申請之規定，必須考量「形態的一體性」或「機能的一體

性」，比我國有較多的限制條件，判斷原則是只要該物品「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

分」在整體物品之形態中必須佔有一定範圍之部分，且必須是一個封閉區域，如

有包含物理上可分離之2個以上之部分時，原則上不認可為一意匠一申請，必須

分別提出申請。

我國設計專利則沒有相關限制，就單一設計之創作為對象，其主張2個不同

區域的申請範圍，仍得將所有「主張設計之部分」所構成之整體外觀視為一設

計，而得以一申請案申請設計專利，兩國對於「ㄧ設計一申請」的看法不同，在

物品中複數個組件或複數個特徵的申請案則有不同的結果。

伍、主張國際優先權認可之差異比較

國際優先權制度首先揭櫫於巴黎公約（Paris Convention）第4條，明定會員國

國民或準國民在某會員國申請專利後，再到其他會員國提出相同設計之專利申請

時，得依專利種類之差異分別給予一年或六個月的優先權期間。此制度主要的目

的在於保障創作人不至於在某一會員國申請專利後，公開、實施或被他人搶先在

其他會員國申請該設計，以致相同設計不符合專利要件，無法取得其他會員國之

專利保護。

20 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設計專利實體審查，第六章修正、更正及誤譯之訂正」，頁 3-6-

9，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13年版。
21 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設計專利實體審查，第一章說明書及圖式，頁 3-1-4」，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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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與日本都同屬相互承認其優先權之國家，惟兩國對於主張國際優先權認

可之「相同設計」的判斷，仍有些不同的看法。

一、台灣

關於部分設計主張國際優先權之認可，其應以是否為「相同設計」為判斷基

礎，說明如下：

應以後申請案圖式所揭露申請專利之設計是否已揭露於優先權基礎案說明書

或圖式之全部內容為基礎，而不單以優先權基礎案之申請專利範圍為準。

若後申請案圖式所揭露申請專利之設計未產生不同的視覺效果，而為該設計

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優先權基礎案之圖式及其說明書中之輔助說

明文字所揭露之內容，即能直接得知者，則應認定該設計為「相同設計」。

「相同設計」並非僅指優先權基礎案與後申請案圖式所揭露設計之外觀及文

字記載事項在形式上完全一致，若設計之外觀細部稍加變化，例如角隅之圓角的

略微修飾，而對於整體視覺效果並無顯著影響者，仍屬「相同設計」之範圍。

【案例1】優先權基礎案僅揭露一個視圖，如圖38所示。

說明如下：優先權基礎案僅揭露「微波爐」前方面板之設計，如到我國以部分

設計提出申請，將原未揭露之部分以「不主張設計之部分」之虛線表示。由於其所

新增「不主張設計之部分」為簡單平面而為該設計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所能直接得知之內容，其二者為「相同設計」，因此，得認可其優先權主張。

圖38　部分設計「主張國際優先權」之認可圖例（1）

優先權基礎案

微波爐

俯視圖

前視圖

仰視圖

左側視圖
立體圖

右側視圖

申請案 認可與否

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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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優先權基礎案與申請案，其申請主張設計之範圍不同，如圖39所示。

說明如下：優先權基礎案所揭露之內容包含「主張設計之部分」的鏡頭及

「不主張設計之部分」的機身，於我國申請時將機身之部分改為「主張設計之部

分」，雖其二者申請專利之設計的範圍不同，但後申請案申請專利之設計與優先

權基礎案所揭露的內容為相同設計，故得認可其優先權。

圖39　部分設計「主張國際優先權」之認可圖例（2）

圖40　部分設計「主張國際優先權」之認可圖例（3）

認可

認可

【案例3】優先權基礎案與申請案，其申請主張設計之範圍不同，如圖40所示。

說明如下：優先權基礎案所揭露之設計為「包裝紙」之平面花紋設計，包含多

個不同大小、圖案所構成一整體之設計，於我國申請時將部分內容改為「不主張設

計之部分」，雖其二者申請專利之設計的範圍不同，但後申請案申請專利之設計與

優先權基礎案所揭露內容中相對應之部分為相同設計，故得認可其優先權。

優先權基礎案
照相機之鏡頭

申請案
照相機

認可與否

優先權基礎案
包裝紙

申請案
包裝紙之部分

認可與否



36 103.01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1

本月專題
我國部分設計專利與日本部分意匠專利之差異探討

【案例4】優先權基礎案與申請案，其申請主張設計之範圍不同，如圖41所示。

說明如下：優先權基礎案所揭露之設計為「包裝紙之部分」設計，於我國申

請時將原所揭露「不主張設計之部分」刪除。由於該「不主張設計之部分」仍會

用於界定「主張設計之部分」與其環境間之分布關係，故刪除該部分後應認定後

申請案申請專利之設計與優先權基礎案為不同之設計，不得認可其優先權主張。

反之，若將右圖所揭露之「包裝紙」為優先權基礎案，左圖「包裝紙之部

分」為設計專利申請案，雖申請案僅係新增「不主張設計之部分」的虛線內容，

惟該新增部分為優先權基礎案所未揭露之內容，應認定後申請案申請專利之設計

與優先權基礎案為不同之設計，不得認可其優先權主張。

圖41　部分設計「主張國際優先權」之不認可圖例

優先權基礎案
包裝紙之部分

申請案
包裝紙

認可與否

不認可

二、日本

關於部分意匠主張國際優先權之認可，說明如下：

不論意匠之表現形式，如果優先權證明書中揭示與向日本提出意匠登錄申請

之意匠實質相同之意匠22，則認可。

優先權證明書中是否揭示向日本提出意匠登錄申請之意匠，基於該意匠所屬

領域之通常知識，從優先權證明書整體之記載內容作綜合性判斷。

22 「意匠の審查基準及び審查の運用，第 10部 パリ条約による優先 等の主張の手 」，頁

184，日本特許廳，平成 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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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部分意匠「主張國際優先權」之認可圖例（1）

優先權基礎案

優先權證明書記載之意匠

微波爐 微波爐*僅有一圖

申請案

意匠之登錄申請之意匠

認可與否

認可

優先權證明書記載之意匠的認定，對於該意匠物品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

結合之創作，應考量「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相對於「意匠整體」之位置、大

小、範圍等因素，並考量第一國（最初提出申請之國家）之法令與日本法令之

差異。

【案例1】優先權基礎案僅揭露一個視圖，如圖42所示。

說明如下：優先權證明書記載之意匠，僅揭露物品之一部分形態，未揭露整

體之形態時，僅就揭露之部分作為部分意匠時，如圖所示該微波爐優先權證明書

記載之意匠，僅揭露物品之一部分形態，未揭露整體之形態時（把手處是一個凹

洞屬於常識性的判斷），此案例可當作部分意匠處理，其一個視圖就能主張優先

權，並予以認可其主張。

【案例2】優先權基礎案有說明欲主張之部分等文字，如圖43所示23。

說明如下：從申請書之記載可以導出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時，如圖所示其

優先權證明書記載之意匠說明中敘明欲主張之部分，則在日本申請部分意匠可認

該優先權主張。

23 圖例編輯自意匠審查基準，http://kurumi-language.com/_userdata/shinsakijun/isho_all.pdf

http://kurumi-language.com/_userdata/shinsakijun/isho_a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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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部分意匠「主張國際優先權」之認可圖例（2）

圖44　部分意匠「主張國際優先權」之不認可圖例

優先權基礎案

優先權基礎案

優先權證明書記載之意匠

優先權證明書紀載之意匠

意匠之物品
微波爐

微波爐

微波爐

申請案

申請案

意匠登錄申請之意匠

意匠登錄申請之意匠

認可與否

認可與否

認可

不認可

【案例3】優先權基礎案與申請案，其申請主張設計之範圍不同，如圖44所示。

說明如下：優先權證明書記載之意匠為整體意匠，而向日本提出申請之意匠

為部分意匠時，但因「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的範圍不同，不認可為相同之意

匠，部分意匠不可以主張以該整體意匠為優先權。

三、小結

在圖42的案例中，以我國設計專利審查基準來說，優先權基礎案並非立體圖

且僅有一前視圖，未揭露整體之形態難以推測把手處或其他欲主張部分之外觀，

不容易將把手處是一個凹洞視為常識性的判斷，該例在我國難以認可該優先權之

意匠之物品
微波爐之門及操作部
意匠之說明

本意匠登錄申請﹑係請求
微波爐之門及操作部之意
匠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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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惟審查基準中另一近似情況之案例，優先權基礎案僅揭露「微波爐」前方

面板之設計，於我國以部分設計提出申請，將原未揭露之部分以「不主張設計之

部分」之虛線表示。由於其所新增「不主張設計之部分」為簡單平面而為該設計

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所能直接得知之內容，其二者為「相同設計」，

因此，得認可其優先權主張。

另外，優先權證明書記載之設計為整體設計（如圖44），其向我國提出申請

之設計為部分設計時，認可優先權之主張，但向日本提出意匠申請時則會被認為

已變更「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範圍，不認可其優先權主張。對此，在我國是

否認可優先權之主張，是以「揭露原則」為判斷基礎，與是否改變原基礎案「主

張設計之部分」的範圍較無關係，此與日本意匠之判斷有極大的差異。

陸、修正之差異比較

我國與日本都採先申請原則之規定，因此，申請人為優先取得申請日，在完

成設計後，就儘速檢具申請書、說明書及圖式等文件向專利專責機關提出申請，

以致其申請文件可能發生錯誤或表達未盡清楚明白之情事。為使揭露之申請專利

之設計明確且充分，得允許申請人修正說明書或圖式。惟兩國對於申請書、說明

書及圖式是否准予修正，仍有些許不同之處。

一、台灣

我國設計專利規定，為平衡申請人及社會公眾的利益，並兼顧先申請原則及

未來取得權利的安定性，修正應僅限定在申請時說明書及圖式所揭露之範圍內始

得為之。而修正說明書或圖式之時機，應於申請日起至審定書送達前之期間內，

且專利申請案仍係屬初審或再審查階段，專利專責機關始得依申請或依職權通知

申請人為之。

關於是否准予修正之判斷，審查時，應以修正後之說明書或圖式與申請時之

說明書或圖式比較，若其超出申請時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即修正結果

導入新事項（new matter），則應敘明理由以審查意見書通知申請人限期申復；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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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未申復或修正後仍超出者，應予以核駁審定。

【案例1】部分實線改繪為虛線，修正未超出，如圖45所示。

說明如下：申請時之「照相機」整體設計，將原揭露之部分實線改繪為虛

線，且設計名稱修正為與圖式之內容一致。因修正後「照相機之鏡頭」之部分設

計已揭露於申請時之圖式中，判斷為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圖45　部分設計「修正是否超出之判斷」圖例（1）

圖46　部分設計「修正是否超出之判斷」圖例（2）

申請時「照相機」

申請時「照相機之鏡頭」

修正後「照相機之鏡頭」

修正後「照相機」

【案例2】部分虛線改繪為實線，修正未超出，如圖46所示。

說明如下：申請時之「照相機之鏡頭」部分設計，將原揭露之部分虛線改繪

為實線，且設計名稱修正為與圖式之內容一致。因修正後「照相機」之整體設計

已揭露於申請時之圖式中，判斷為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案例3】部分虛線改繪為實線，修正超出，如圖47所示。

說明如下：申請時之「發光板」整體設計，修正後改為「發光板之部分」，

雖僅係就申請時圖式中既有之部分實線改為虛線，惟修正後所呈現之設計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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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未揭露而屬無法直接得知的內容，判斷為超出申請時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

範圍。

圖47　部分設計「修正是否超出之判斷」圖例（3）

圖48　部分設計「修正是否超出之判斷」圖例（4）

申請時「發光板」

申請時「包裝盒之部分」

修正後「發光板之部分」

修正後「包裝盒之部分」

【案例4】改變不主張設計之部分，修正超出，如圖48所示24。

說明如下：申請時之「包裝盒之部分」部分設計，修正後完全改變「不主張

設計之部分」的外觀形態，雖「主張設計之部分」為相同，惟修正後所呈現之設

計為申請時所未揭露而屬無法直接得知的內容，判斷為超出申請時說明書或圖式

所揭露之範圍。

24 圖例編輯自意匠審查基準，http://kurumi-language.com/_userdata/shinsakijun/isho_all.pdf

http://kurumi-language.com/_userdata/shinsakijun/isho_a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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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

意匠法補正（同我國之修正）相關法令是依意匠法第60條之3，相關規定說

明如下：

補正之內容性限制：限於申請時文件等之誤記及不明瞭之記載等之訂正

或補充。

補正之時間性限制：限於係屬於審查、審判或再審時。

要旨之變更，補正不受理：有關「意匠之要旨」，係指基於該意匠所屬領域

之通常知識，認定揭示於申請書之記載及添附於申請書之圖面等之部分意匠之各

個要素，可以從（1）部分意匠之意匠物品；（2）「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之

用途及機能；（3）「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之位置、大小、範圍；（4）「欲

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之形態，直接導出具體之意匠內容。

【案例1】要旨的變更，補正不受理，如圖49所示。

說明如下：補正後的包裝用容器，其「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超出在該物

品整體形態相同之位置、大小、範圍，已變更超出意匠之相同範圍之補正，認定

為要旨變更。

申請時「包裝用容器」 補正後「包裝用容器」

圖49　部分意匠「補正是否超出之判斷」圖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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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要旨的變更，補正不受理，如圖50所示。

說明如下：補正後的照相機，為實線改為虛線，其「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

分」已超出原申請該物品整體形態相同之位置、大小、範圍，變更超出意匠之相

同範圍之補正，認定為要旨變更。

圖50　部分意匠「補正是否超出之判斷」圖例（2）

申請時「照相機」 修正後「照相機」

【案例3】「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之形態變更，補正超出，如圖51所示。

說明如下：補正後包裝盒改變整體形態，已超出原申請該物品「欲取得意匠

登錄之部分」之形態，認定為要旨變更。

圖51 　部分意匠「補正是否超出之判斷」圖例（3）

申請時「包裝盒」 修正後「包裝盒」

三、小結

兩國之修正的規定最大不同之處，在於我國說明書及圖式之修正是不能超

出申請時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即實線修正為虛線或虛線修正為實

線，都僅是「所主張設計之部分」的範圍區域的修正，並無超出申請時說明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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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所「揭露」之範圍，在我國可以接受此項修正，但在日本則認為此修正已變

更申請要旨，拒絕認可這樣的變更。

柒、新穎性判斷之差異比較

專利制度係授予申請人專有排他之專利權，以鼓勵其公開設計，使公眾能利

用該設計之制度；我國與日本對於申請專利前相同或近似之設計已見於刊物、已

公開實施或已為公眾所知悉者，或已揭露於另一先申請案之設計，並無授予專利

之必要。

因此，與申請專利之設計相同或近似之設計未構成先前技藝的一部分時，稱

該設計具新穎性，新穎性係取得設計專利的要件之一。惟兩國對於新穎性的判斷

方式，仍有些許不同之處。

一、台灣

審查部分設計之新穎性時，審查人員應模擬普通消費者選購商品之觀點，以

說明書及圖式所揭露申請專利之設計為對象，若申請專利之設計所揭露之外觀與

引證文件中單一先前技藝相對應之部分相同或近似，且該設計所應用之物品相同

或近似者，應認定為相同或近似之設計，不具新穎性。

物品的相同、近似判斷係以該物品之組件為對象，就該物品之組件的用途、

功能判斷其是否屬相同或近似物品。

判斷部分設計之外觀與先前技藝是否相同或近似時，應以圖式中「主張設

計之部分」的整體外觀為對象，就其與先前技藝相對應之部分進行比對；「不

主張設計之部分」之外觀並非申請專利之設計的範圍，但其可用於解釋「主張

設計之部分」與環境間之位置、大小、分布關係，判斷外觀的相同或近似時仍

應予以參酌。

【案例1】「主張設計之部分」與先前技藝相對應之部分相同，如圖52所示。

說明如下：以右圖「照相機之鏡頭」申請部分設計，因其所「主張設計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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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與左圖之先前技藝相對應的部分為相同物品之相同外觀，其二者屬相同之設

計，該設計不具新穎性。

圖52　部分設計「新穎性之判斷」圖例（1）

圖53　部分設計「新穎性之判斷」圖例（2）

先前技藝「照相機」

先前技藝「照相機之鏡頭」

申請案「照相機之鏡頭」

申請案「照相機」

【案例2】「主張設計之部分」與先前技藝相對應之部分相同，如圖53所示。

說明如下：右圖為申請「照相機」，但該照相機之整體設計與先前技藝「照

相機之鏡頭」所揭露之內容，包含「主張設計之部分」及「不主張設計之部分」

所構成之整體為相同設計，該設計仍不具新穎性。

【案例3】「不主張設計之部分」本身之內容不得用於界定申請專利之設計的外

觀，如圖54所示。

說明如下：以右圖「照相機之鏡頭」之部分設計申請專利，該「主張設計

之部分」與左圖先前技藝相對應部分之外觀相同，雖「不主張設計之部分」之外

觀不同，但其二者「主張設計之部分」與環境間之位置、大小、分布關係大致相

同，應認定為相同物品、相同外觀，其二者屬相同之設計，該設計不具新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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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　部分設計「新穎性之判斷」圖例（3）

圖55　部分設計「新穎性之判斷」圖例（4）

先前技藝「照相機之鏡頭」

先前技藝「照相機之鏡頭」

申請案「照相機之鏡頭」

申請案「照相機之鏡頭」

【案例4】「主張設計之部分」與環境間之位置、大小、分布關係不同，如圖55

所示。

說明如下：以右圖「照相機之鏡頭」之部分設計申請專利，「主張設計之部

分」與左圖先前技藝相對應部分之外觀相同，雖其二者「主張設計之部分」與環

境間之位置、大小關係不同，但該關係仍為該類物品領域所常見，應認定為外觀

近似，其二者屬近似之設計，該設計不具新穎性。

二、日本

部分意匠與公知意匠符合下列全部要件時，則兩者意匠為近似。

1. 意匠之物品必須相同或近似。

2. 部分之用途及機能必須相同或近似。

3. 部分之形態必須相同或近似。



103.01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1 47

本月專題
我國部分設計專利與日本部分意匠專利之差異探討

4.  在物品整體形態中之部分之位置、大小、範圍必須相同或為該意匠所屬領

域中普通常見範圍內者。

其中第4點有關在物品整體形態中之部分位置、大小、範圍等關係，日本專

家學者有兩派不同意見，說明如下：

（1）要部說

贊成應考慮部分之位置、大小、範圍之觀點，「要部」是指在近似與否判斷

時，應評價該意匠形態上之要點，或引起觀察者注意之部分。

（2）獨立 

不考慮部分之位置、大小、範圍之觀點，只看是在哪個物品上。若使用該

「部分」，不論在那個部位，近似關係均成立。也就是「其它之部分」（以虛線

繪製之部分），不影響其權利範圍。

對日本特許廳而言，沒有一定支持哪一方，但一般判斷基準是比較傾向考慮

部分之位置、大小、範圍之觀點，但若屬於常識性的範圍，會認為是近似的，例

如圖56所示之多媒體播放器。但有些情況所在位置是很特殊的或特別大或小，則

可能認為是不近似的。

本意匠 關連意匠

1100368 

「多媒體播放器」

1096515 

「多媒體播放器」

圖56　部分之位置、大小範圍為普通常見範圍 之圖例

1100369 

「多媒體播放器」



48 103.01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1

本月專題
我國部分設計專利與日本部分意匠專利之差異探討

【案例1】物品不同，形狀相同，如圖57所示25。

說明如下：左圖為「攜帶用資訊終端機」，右圖為「遙控器」，兩者在形狀

細節相似，但「攜帶用資訊終端機」與「遙控器」用途是不同的，兩者物品並不

同，則判斷為不近似。

25 圖例編輯自意匠審查基準，http://kurumi-language.com/_userdata/shinsakijun/isho_all.pdf

【案例2】形狀之近似與否判斷，如圖58所示。

說明如下：如圖58之「浴室用電視機」上方左側兩者雖喇叭形狀不同，但都

呈柵狀之型態，判斷兩者是近似的；上方右側兩者並列的按鈕最下面一排不同，

喇叭形狀不同且一呈柵狀之型態另一呈網狀，所以兩者是不近似的；如圖58之下

排兩圖整體意匠判斷的時候，雖然局部按鈕及喇叭形狀不同，但以整體來說，整

體外觀是相似的。所以在部分意匠的判斷上會在細節的部分作判斷，圖58上方部

分意匠與下方整體意匠都是可以登記登錄，但有公知的情況下會遭核駁，如果是

同一天申請，部分意匠與整體意匠兩者都可以登記登錄。

圖57　部分意匠「新穎性之判斷」圖例（1）

「搖控器」「攜帶用資訊終端機」 No.1332825

No.1326759

不近似
（物品不近似）

http://kurumi-language.com/_userdata/shinsakijun/isho_a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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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意匠
No.1325351

關連意匠
No.1325350

本意匠
No.1324889

近似

近似

不近似

「浴室用電視機」

整體意匠之登錄例→

本意匠
No.1324890

No.1330837

※整體意匠與部分意匠間﹑不進行
意匠法第9條（先後申請）之判斷。

圖58　部分意匠「新穎性之判斷」圖例（2）

圖59　部分意匠「新穎性之判斷」圖例（3）

「包裝用折箱」

不近似

No.1208443 No.1208445

【案例3】「其它之部分」之位置、大小、分布關係不同，如圖59所示。

說明如下：如圖包裝紙盒主張扣合處的形狀，左邊四方形的形狀，右邊則有

比較圓的感覺，如果是部分意匠僅以形狀來做判斷的話會被判斷是近似的，但兩

者所在位置不同，所以判斷為不近似的。

【案例4】「主張設計之部分」與環境間之位置、大小、分布關係不同，如圖60

所示。

說明如下：如圖掛帽子之壁掛架，左邊的是直排一列的排列，右邊以上下左

右排列的方式呈現，兩者都是在很多個其中的一個，且由掛架的曲線形狀，具有

相同特徵的形狀，兩者判斷為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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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　部分意匠「新穎性之判斷」圖例（5）

No.1349782

【前視圖】
No.1349660

【前視圖】

AA

A A

AA
No.1349783

【前視圖】

「包裝用瓶」

近似

近似

【案例5】「主張設計之部分」與環境間之位置、大小、分布關係不同，如圖61

所示。

說明如下：包裝用瓶，瓶身有斜凹紋呈線狀排列，一個凹紋用在上方或下

方，在保特瓶的領域是常見的，相同凹紋用在保特瓶上方或下方，這是屬於關連

意匠的領域，在保特瓶的領域中會判斷這幾個是近似的。

「壁掛架」

近似

No.1353151

【前視圖】【前視圖】 【右側視圖】

【B-B, C-C, E-E, F-F部分放大圖】

【右側視圖】

        No.1352797

圖60　部分意匠「新穎性之判斷」圖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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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圖例編輯自意匠審決公報，http://isho.shinketsu.jp/originaltext/ds/1195360.html

圖62　部分意匠「新穎性之判斷」圖例（6）

登錄意匠（第D1141607號）
木螺絲

引證意匠（特開平第10-37925號）
螺絲、自攻螺絲及鑽頭螺絲

A A

【案例6】用途及機能具有共通性，如圖62所示。

說明如下：本案為日本登錄意匠第1141607號「木螺絲」，最後維持無效審

決的日本法院判決26。法院判決認為具有正方形凹槽之螺絲與具有十字狀凹槽之

螺絲，兩螺絲因都使用於同樣之接合作業，用途及機能具有共通性，所以意匠物

品為相同。且該物品在頭部凹槽一般採用十字形、六角形、正方形3種形狀，無

論是哪一種形狀均是螺絲性質上極為普通常見之形狀，不能說是引起交易者或需

要者注意之部分。

三、小結

日本意匠與我國設計專利在外觀近似與不近似之間的判斷較接近，但對於落

在相同與近似之間的判斷則有差異，以圖54的例子來說，對於「不主張設計之部

分」之外觀不同，但其二者「主張設計之部分」與環境間之位置、大小、分布關

係大致相同，我國認定為二者屬相同之設計，日本意匠會認定為近似。

http://isho.shinketsu.jp/originaltext/ds/11953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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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創作性判斷之差異比較

我國與日本不但均對於申請專利前相同或近似之設計已見於刊物、已公開實

施或已為公眾所知悉者，或已揭露於另一先申請案之設計，無法取得專利授權，

且就算無前列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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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於思及時，仍不得取得設計專利。

因此，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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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稱該設計具創作性，創作性亦為取得設計專利的要件之一。惟兩國對於創作性的

判斷方式，仍有些許不同之處。

一、台灣

審查部分設計之創作性時，主要係以「主張設計之部分」的整體為對象，判

斷其是否易於思及。若其為該設計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以先前技藝為

基礎，並參酌申請時的通常知識，而能將該先前技藝以模仿、轉用、置換、組合

等簡易之設計手法完成該部分設計，且未產生特異之視覺效果者，應認定為易於

思及，不具創作性。

「不主張設計之部分」係用於表現設計所應用之物品或其與環境間之位置、

大小、分布關係，並無須考量「不主張設計之部分」之創作性。惟該「主張設計

之部分」與環境間之位置、大小、分布關係非為該類物品中所常見者，則仍應判

斷該位置、大小、分布關係之差異是否為參酌其他先前技藝及申請時通常知識所

為之簡易手法，據以判斷該部分設計是否為易於思及。

【案例1】直接轉用，如圖63所示。

說明如下：右圖為「湯匙之把手」設計專利申請案，其僅將左圖其他物品領

域的先前技藝「鐵鎚之把手」外觀作直接轉用的簡易手法，應認定為易於思及，

不具創作性。



103.01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1 53

本月專題
我國部分設計專利與日本部分意匠專利之差異探討

圖63　創作性判斷之直接轉用圖例

先前技藝
「鐵鎚之把手」

設計專利申請案
「湯匙之把手」

圖64　創作性判斷之改變「主張設計之部分」的位置圖例

先前技藝（1）
「球鞋之部分」

先前技藝（2）
「球鞋」

設計專利申請案
「鞋底之部分」

【案例2】改變「主張設計之部分」位置，如圖64所示。

說明如下：設計專利申請案為「鞋底之部分」，其係將先前技藝（1）之鞋

子表面花紋應用於該申請案之鞋底，雖該鞋底花紋之設計非為該類物品所常見之

位置，惟若參酌其他引證之先前技藝（2）可得知將球鞋表面花紋應用於鞋底設

計已為習知之應用手法者，其仍應屬易於思及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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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

認定為創作容易之判斷，包括下列幾個方式，說明如下：

（一）置換取代之意匠

該意匠所屬領域，將物品之一部分置換為其他物品之一部分，對當業者（我

國稱之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來說是普通常見之手法。

（二）拼湊組合之意匠

該意匠所屬領域，拼湊組合複數之物品的一部分而構成一個物品，對當業者

來說是普通常見之手法。

（三）變更排列配置之意匠

該意匠所屬領域，變更物品之部分配置，對當業者來說是普通常見之手法。

（四）變更構成比例或增減連續單位數量之意匠

該意匠所屬領域，適當增減反複連續構成要素之單位，對當業者來說是普通

常見之手法。

（五） 運用公眾知悉之形狀、花紋或色彩或其結合原本呈現之意匠

將該意匠所屬領域公然知悉之花紋，幾乎原原本本揭示於物品之一部分，對

當業者來說是普通常見之手法。

（六）只不過是變更螢幕畫面分割態樣之意匠

對於該意匠所屬領域中，其螢幕分割態樣，只不過是基於普通常見之分割手

法變更之意匠。

（七）依普通常見之手法呈現變化態樣之意匠

基於公然知悉之形狀、花紋或色彩或其結合，只不過是依普通常見之手法呈

現變化態樣之意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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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許廳：創作容易

法院：創作容易 「遊戲機」

特許公開公報2001-314546

公知資料HH10013298

2002-022963

圖65　創作非容易性之判斷圖例（1）

【案例1】拼湊組合之意匠，如圖65所示。

說明如下：左圖所示之遊戲機的搖桿，法院認為僅是將右圖兩個公知的設計

組合起來而已，左圖左右弧形基座與右圖公知上下弧形面的基座設計手法是一樣

的，法院認為兩者基座是近似的，因此判斷為是創作容易。

27 圖例編輯自意匠審決公報，http://isho.shinketsu.jp/originaltext/ds/1277765.html

【案例2】創作非容易性之意匠，如圖66所示。

說明如下：本案為日本第2011-22089號意匠申請案不服核駁審定之審判事

件27，法院認為本案右圖「菸盒」在寬度、高度、比例、留白配置均不同於先前

技藝之花紋態樣，是不能依左圖引證意匠，而直接容易完成之創作。

對照我國而言，申請專利之設計，雖係以先前技藝為基礎所為之置換、組合

或轉用等設計手法，惟若於參酌申請時之通常知識的觀點，其仍能產生特異之視

覺效果者，仍不應認定為易於思及。

http://isho.shinketsu.jp/originaltext/ds/12777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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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日本意匠創作非容易性判斷，例如置換取代、拼湊組合、變更排列配置、

變更構成比例或增減連續單位數量等判斷原則，與我國創作性之判斷是否易於思

及的原則是接近的。但新穎性與創作性的範疇之間，在我國與日本仍有不同的判

斷，例如前案為某申請人以應用於汽車的後照鏡之部分意匠來申請，認定的物品

是「汽車」，而後案為另一申請人僅以「後照鏡」（完全相同的組件和外觀）來

申請，兩者在日本意匠認為屬「汽車」與「後照鏡」之不同物品，但後案「後照

鏡」若可裝置在汽車上使用時，則可能會以創作容易之理由遭到駁回，屬於創作

性的範疇，其認為「汽車」與「後照鏡」之間沒有所為相同或近似的問題存在，

然而同樣的例子在我國將認為兩者是相同設計，屬於新穎性的範疇，此在新穎性

和創作性之專利要件判斷上的差異，乃導因於兩國對「設計之定義」有關物品的

認定有所不同所致。

玖、結論

國際上包括歐、美、日、韓等國家都有部分設計的制度，而在我國部分設計

立法時，日本意匠也是我國參考的對象之一，雖兩國設計專利的體制上是最為接

引證資料（歐盟設計第000500749-0001號
包裝箱設計）

日本意匠（第2011-22089號意匠申請案）

圖66　創作非容易性之判斷圖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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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但實際審查實務運作下來，仍有多處相異之處。

兩國在設計定義上，雖都規定申請專利之設計所呈現之「形狀、花紋、色彩

或其結合」的創作，必須符合「應用於物品」，不能脫離所應用之物品，且「透

過視覺訴求」之具體設計，但兩國最大不同在於日本意匠著重於該部分意匠是在

哪一個物品上，而且意匠物品必須為意匠法保護對象所認可之整體物品，因此所

申請之物品名稱必須是一個整體物品的名稱，而我國則著重於設計專利所主張設

計之部分，對於設計名稱則直接記載為「某物品之部分」或「某物品之組件」。

此外，日本意匠對於「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的規定，要求在整體物品之形態

中必須佔有一定範圍之部分，且必須是一個封閉區域，在我國則沒有如此限制。

另外，日本在物品中複數個組件或複數個特徵來申請部分意匠有相當的限制條

件，必須考量「形態的一體性」或「機能的一體性」，而我國則無此限制條件。

兩國在揭露方式上，我國設計專利之圖式，原則上僅規定應備具「足夠之視

圖」，申請為平面者，最少只要1個視圖，申請為立體者，圖式應包含立體圖，

最少可以2個圖即充分表現「主張設計之部分」的所有內容。而日本意匠申請書

中最少應該要有3個視圖，但並無規定一定要揭露立體圖。此外，部分意匠之圖

面，因申請之意匠物品必須為意匠法保護對象所認可之整體物品，其圖面必須透

過位置、大小、範圍來界定該物品之「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如何分布在整體

物品中，因此必須揭露所應用物品的全部外觀。此規定與我國明顯不同，我國只

要所揭露的圖式看的出是運用在那個物品上，無需揭露該物品的全部外觀。

兩國在一設計一申請方面，日本必須考量「形態的一體性」或「機能的一體

性」，比我國有較多的限制條件，判斷原則是只要該物品「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

分」在整體物品之形態中必須佔有一定範圍之部分，且必須是一個封閉區域，如

有包含物理上可分離之2個以上之部分時，原則上不認可為一意匠一申請，必須

分別提出申請。而我國設計專利則沒有相關限制，就單一設計之創作為對象，其

主張2個不同區域的申請範圍，仍得將所有「主張設計之部分」所構成之整體外

觀視為一設計，而得以一申請案申請設計專利。

兩國在修正之規定，最大不同在於我國說明書及圖式之修正是不能超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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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即實線修正為虛線或虛線修正為實線，是

可認可修正，但在日本則認為此修正已變更申請要旨，不認可其修正。

兩國在新穎性及創作性之判斷，基本原則雖大致相同，但因為一開始對「設

計之定義」有關物品的認定，已有不同的看法與判斷，導致衍生出在相同的案例

裡，有稍較不同的判斷過程和結果。

綜上所述，兩國在實務操作方面，仍有多處不同的審查方式和判斷步驟，縱

然在兩國的部分設計保護制度將分別遇到不同的問題與挑戰，但經過問題的討論

與修正，以達到更周全的設計保護，則是兩國審查實務一致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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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衍生設計制度與日本關連意匠制度之差異探討

徐嘉鴻* 劉信邦** 呂正和*** 魏鴻麟****

摘要

我國於2013年新專利法開始施行後，新開放的標的，如部分設計、圖像設

計、成組設計、衍生設計等，申請量也都逐漸提升。其中衍生設計制度的引進，

乃參考美國設計專利之同一設計概念與日本意匠法中關連意匠之法律規定，本文

乃針對我國的衍生設計制度與日本的關連意匠制度進行審查實務之差異研究。

我國與日本的設計專利制度，都是採「先申請原則」，故一項設計僅能授

予一項專利權，相同或近似之設計有二以上專利申請案時，僅得就其最先申請者

准予設計專利。但由於產業界在開發新產品時，通常在同一設計概念下會發展出

多個近似之產品設計，或就同一產品先後進行改良而產生近似設計，為考量這些

同一設計概念下之近似設計，或是日後改良之近似設計，其具有與原設計同等之

保護價值，應給予同等之保護效果，故在兩國專利法規定，同一人有二個以上近

似之設計，得分別申請專利，以保護設計專利權人的權益，此是不受「先申請原

則」要件之限制的一種特殊申請態樣制度。

此制度，同一人有二個以上近似之設計，可分別申請專利，即我國專利法第

127條規定之「衍生設計」或為日本意匠法第10條規定之「關連意匠」，本文針

對兩國之同一人有二個以上近似之設計制度進行審查實務之差異比較，對於設計

定義、揭露方式、近似的判斷等議題進行深入探討，最後再以日本特許廳登錄案

例詳加分析兩國在審查實務差異與所面臨的問題。

關鍵字：設計專利、衍生設計、關連意匠、近似設計

收稿日：102年 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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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專利法第一條明定「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新型及設計之創作，

以促進產業發展，特制定本法。」即可明暸國家制定專利法之目的，除保障專利

權人利益外，透過技術公開，可避免他人重複研發，並經由授權機制利用此一技

術，使大眾分享創作成果的好處，進而促進社會整體產業進步。

過去我國設計專利參考日本的意匠專利制度甚多，許多審查實務的判斷與操

作都較為雷同，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各國設計專利蓬勃發展以及跨國企業到各

國申請比例增加，申請態樣越趨複雜而多變，且我國於2012年新專利法開始施行

後，新開放的標的，如部分設計、圖像設計、成組設計、衍生設計等，申請量也

都逐漸提升。其中衍生設計制度的引進，乃參考美國設計專利之同一設計概念與

日本意匠法中關連意匠之法律規定。因此，本文乃針對我國的衍生設計制度與日

本的關連意匠制度進行審查實務之差異研究。

我國與日本的設計專利制度，都是採「先申請原則」，故一項設計僅能授

予一項專利權，相同或近似之設計有二以上專利申請案時，僅得就其最先申請者

准予設計專利。但由於產業界在開發新產品時，通常在同一設計概念下會發展出

多個近似之產品設計，或就同一產品先後進行改良而產生近似設計，為考量這些

同一設計概念下之近似設計，或是日後改良之近似設計，其具有與原設計同等之

保護價值，應給予同等之保護效果，故在兩國專利法規定，同一人有二個以上近

似之設計，得分別申請專利，以保護設計專利權人的權益，此是不受「先申請原

則」要件之限制的一種特殊申請態樣制度。

此制度，同一人有二個以上近似之設計，可分別申請專利，即我國專利法第

127條規定之「衍生設計」或為日本意匠法第10條規定之「關連意匠」，本文針

對兩國之同一人有二個以上近似之設計制度進行審查實務之差異化比較，對於設

計定義、揭露方式、近似的判斷等議題進行深入探討，最後再以日本特許廳登錄

案例詳加分析兩國在審查實務差異與所面臨的問題，希望本文能提供我國未來修

訂相關法規及審查基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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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設計定義之差異比較

一、二個以上近似之設計

（一）台灣

考量申請人以同一設計概念或是日後改良二個以上之近似設計，其具有與原

設計同等之保護價值，應給予同等之保護效果，專利法規定同一人有二個以上近

似之設計，得申請設計專利及其衍生設計專利，以保護設計專利權人的權益。

我國專利法第127條第1項所規定之衍生設計專利，係指同一人就二個以上

近似之設計，得申請設計專利及其衍生設計專利，不受「先申請原則」要件之限

制，如圖1所示。

專利法第127條第4項則規定，同一人不得就與原設計不近似，僅與衍生設計

近似之設計申請為衍生設計專利。此明定衍生設計必須與原設計近似。

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以不符衍生設計之定義為理由，不予衍生設計專

利：

1. 衍生設計與原設計完全相同，即物品相同且外觀相同者；

2.  衍生設計與原設計不近似，即物品不相同亦不近似，或外觀不相同亦不近

似；

3.  在原設計尚未取得權利之申請過程中，原設計已撤回申請、已經審定不予

專利或逾限未領證繳費者。

圖1　原設計與衍生設計之圖例

原設計(公告號D156511) 衍生設計(公告號D15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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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

日本意匠法第10條規定，近似於意匠登錄申請人從自己之意匠登錄申請中所

選擇之一意匠(本意匠)之意匠，得申請「關連意匠」來意匠登錄。此關連意匠係

提供同一人於一定時間內創作之複數個近似意匠之登錄制度，其必須符合以下條

件： 1. 所申請之關連意匠須與本意匠為同一申請人； 2. 所申請之關連意匠須近

似於本意匠之設計，如圖2所示1。

而意匠法第10條第2款規定，如果所申請之關連意匠僅和其他關連意匠相互

近似，而不與本意匠近似，是不能以關連意匠提出申請。

值得注意的是本意匠如已核准完成登錄，但尚未公告，該本意匠如將其意匠

權設定專用實施權時，其申請的關連意匠是不可得取得意匠登錄。主要是因為專

用實施權必須以本意匠與關連意匠一起實際執行，如果要設定專用實施權，可以

先將本意匠之專用實施權解除，等到關連意匠完成登錄後，再與本意匠一起設定

專用實施權2。

1 日本特許廳，「特許行政年次報告書 2000年版，第 1部 新 業創出と特許制度」，頁 35，

2001年。
2 日本特許廳，「意匠審 基準」，頁 121，2011年。

圖2　本意匠與關連意匠之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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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時點

（一）台灣

我國的衍生設計為與原設計近似之設計，不論同時或先後提出申請者，衍

生設計之申請日自不得早於原設計之申請日。另外，由於經核准公告之專利申請

案，即成為其他申請案之先前技藝，因此為維護公眾之權益，對於原設計專利公

告而成為公眾所知悉之先前技藝後，縱為同一人所申請，亦不得再以近似之設計

申請衍生設計專利。亦即，衍生設計之申請，必須於原設計已提出申請之日（包

括原設計申請當日）起，且於原設計專利公告日之前，始得為之，如圖3所示；

衍生設計所主張之優先權日亦不得早於原設計之申請日（主張優先權者，不得早

於其優先權日）3。

（二）日本

意匠法第10條規定，該關連意匠之意匠登錄申請日限於該本意匠之意匠登錄

申請日後，依第20條第3項之規定登載該本意匠之意匠登錄申請之意匠公報發行

日前時，不論第9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得取得意匠登錄。

換言之，在登錄本意匠的意匠公報發行前，關連意匠可以在本意匠提出申請

後（包括本意匠申請當日）再提出，惟本意匠如有設定專用實施權時，則不能再

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審 基準」，頁 3-11-1，2013年。

圖3　衍生設計之申請時點

申請衍生設計Application

核准公告
Certification

權利期滿
Extinguishment

原設計

12years



64 103.01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1

本月專題
我國衍生設計制度與日本關連意匠制度之差異探討

圖4　關連意匠之申請時點

一、小結

日本因有秘密意匠制度，所以在申請時點上，關連意匠須在第一次公報發行

之前（僅刊登本意匠之基本登錄資料，並無刊登揭露圖面內容）申請。而我國並

無此制度，其在核准之後僅只有一次公告，衍生設計同樣是必須在原設計專利公

告日之前申請。

就權利的效果而言，衍生設計與關連意匠之專利權均可單獨主張，且及於其

個別之近似範圍。如圖5所示，如果有第三者之物品與本意匠不近似，但與其關

連意匠近似，就可以以關連意匠來行使其權利5。

衍生設計與關連意匠之專利權期限亦均始於其公告日，而與原設計或本意匠

專利權期限同時屆滿。由於衍生設計專利權有其獨立之權利範圍，縱使原設計專

利權有未繳交專利年費或因拋棄致當然消滅者，或經撤銷確定者，衍生設計專利

仍得繼續存續，不因原設計專利權經撤銷或消滅而受影響。

4 日本特許廳，「意匠の審 基準と意匠制度の有効活用， 日 明資料」，頁 47，2012年。
5 日本特許廳，「意匠の審 基準と意匠制度の有効活用， 日 明資料」，頁 45，2012年。

提出關連意匠申請，除非先註銷其專用實施權的設定。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意匠或

秘密意匠均須在公報發行之前申請4，如圖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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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衍生設計與關連意匠之權利範圍示意圖

參、揭露方式之差異比較

一、申請書

（一）台灣

申請衍生設計專利除應於原設計申請案公告前為之外，其申請人應與原設計

申請案之申請人同一，如不同一者，原設計申請案應辦理專利申請權讓與登記。

有關設計名稱與一般設計專利之記載原則相同，但衍生設計之設計名稱無須與其

原設計完全相同，如圖6所示。

圖6　衍生設計之申請書記載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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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

關連意匠申請之基本欄位填寫，必須明確記載本意匠之申請日及申請案號或

登錄號，如圖7所示。

圖7　關連意匠之申請書記載示意圖

此外，本意匠的內容可能因補正、追加、刪除等變更，對應於審查時近似與

否之判斷結果，關連意匠於申請後也應做相對之補正6。

二、說明書

（一）台灣

申請設計專利之說明書，其內容應包含設計名稱、物品用途及設計說明；其

中，若物品用途或設計說明已於設計名稱或圖式表達清楚者，得不記載。申請衍

生設計，其設計名稱亦應明確、簡要指定所施予之物品，並應與申請專利之設計

內容一致，不得冠以無關之文字。

而衍生設計之設計名稱無須與其原設計完全相同，例如申請鋼珠筆為原申

請案鋼筆之衍生設計，其設計名稱應記載為「鋼珠筆」，不須改為「鋼筆衍生

6 日本特許廳，「意匠の審 基準と意匠制度の有効活用」，頁 120，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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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關連意匠之申請書記載示意圖

一」，俾與申請專利之設計內容一致。

由於衍生設計係與原設計為近似之設計，其態樣包括近似外觀應用於相同或

近似物品，或相同外觀應用於近似物品。因此，若為近似物品者，得於衍生設計

說明書中之物品用途欄位載明其與原設計所應用物品近似之相關說明或其差異部

分；若為近似外觀者，得於衍生設計說明書中之設計說明欄位載明其與原設計外

觀近似之相關說明或其差異部分。

（二）日本

日本意匠之申請基本上無說明書，其申請書與圖面記載內容區分，如圖8所

示7；另外，申請人在申請意匠登錄或請求審判時，可將意匠特徵記載在特徵記載

書，如圖9所示8，供特許廳審查官參考，惟此意匠特徵之記載並非強制規定，申

請人可選擇不記載。

7 日本特許廳，「意匠登錄出願の願書及び 面等の記載の手引き」，頁 7，2013年。
8 日本特許廳，「知的財 制度入門」，頁 231，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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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特徵記載書

圖10　衍生設計案例

三、圖式

（一）台灣

申請衍生設計，其圖式亦須符合專利法有關設計專利圖式之揭露要件。可參

考圖10所示之案例。

瓶D154000-原設計

立體圖（代表圖） 立體圖（代表圖）

瓶D154001-衍生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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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關連意匠之案例

（二）日本

關連意匠之圖式要求與一般意匠之申請相同，其圖面需能表現出物體的六面

視圖，以實線繪製。如申請部分意匠時亦以實線繪製欲主張保護的部分，虛線表

示實施或應用於非主張設計部分之物品，如圖11所示，另可以一點鎖線框選出欲

保護的範圍，關於操作部分的說明，可以「參考圖」方式記載。而有關圖面（照

片、模型或樣本）無法表現該意匠內容物品之材質、省略色彩、物品全部或一部

分透明、圖面的省略、接連狀態等，可簡潔記載於「圖面說明」欄位，有助於理

解該物品的說明。

導光板D1478004-本意匠（圓弧底部端面） 導光板D1478005-關連意匠（漸縮底部端面）

四、小結

我國衍生設計與日本關連意匠圖式揭露方式之差異，大致同部分設計之規

定。我國設計專利之圖式，原則上僅規定應備具「足夠之視圖」，申請為平面

者，最少只要1個視圖就可達充分揭露所申請之標的，而申請為立體者，圖式應

包含立體圖，因此包含立體圖及必要之另一立體圖或六面視圖，最少可以2個

圖。而日本意匠申請書中最少應該要有3個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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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近似判斷之差異

一、判斷原則

（一）台灣

判斷衍生設計是否符合近似，係就同一申請人所申請之衍生設計及其原設計

之申請專利之設計為比對範圍，而據以判斷該衍生設計申請案是否近似於原設計

申請案。

我國對於近似之設計共計三種態樣，說明如下：

1. 相同外觀應用於近似物品，屬近似之設計。

2. 近似外觀應用於相同物品，屬近似之設計。

3. 近似外觀應用於近似物品，屬近似之設計。

（二）日本

意匠法的保護對象為物品的形狀、花紋或色彩或其結合，關連意匠雖然形

狀、花紋或色彩或其結合與本意匠相同或近似，但如果物品不相同或不近似，仍

不屬於該意匠的範圍。此處判斷物品是否相同係以物品的用途與功能來判斷，用

途與機能相同則判斷為相同的物品，用途相同但機能不同則屬於近似物品。

二、判斷方式

（一）台灣

1. 物品的相同或近似判斷

在判斷原設計與衍生設計之物品是否為相同或近似，係以圖式所揭露之內容

並對照設計名稱所記載之物品為判斷基礎。

【案例1】物品相同，如圖12所示。

說明如下：左圖為申請原設計專利「湯匙之把手」，右圖為申請衍生設計

專利「湯匙之把手」，因其皆指明使用在湯匙上的把手，應認定為物品相同，

若二者之外觀相同，應認定二者為相同之設計，不得申請為設計專利及其衍生

設計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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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物品的相同或近似判斷圖例（1）

圖13 　物品的相同或近似判斷圖例（2）

原設計「湯匙之把手」 衍生設計「湯匙之把手」

【案例2】物品近似，如圖13所示。

說明如下：左圖為申請原設計專利「湯匙之把手」，右圖為申請衍生設計專

利「餐叉之把手」，因其皆為餐具之把手而為物品近似，且其二者之外觀相同，

其二者為近似之設計，得申請為設計專利及其衍生設計專利。

【案例3】物品不近似，如圖14所示。

說明如下：左圖為申請原設計專利「湯匙之把手」，右圖為申請衍生設計專

利「鐵鎚之把手」，因其二者為不同功能不同用途之把手，其二者非為近似之物

品，即使其二者之外觀相同，應認定二者為不近似之設計，不得申請為設計專利

及其衍生設計專利。

原設計「湯匙之把手」 衍生設計「鐵鎚之把手」

原設計「湯匙之把手」 衍生設計「餐叉之把手」

圖14　物品的相同或近似判斷圖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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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觀的相同或近似判斷

對於外觀的相同或近似判斷，其判斷方式如下：

（1） 判斷主體為普通消費者。

（2） 整體觀察。

（3） 肉眼直接觀察比對。

（4） 綜合判斷。

因此，在判斷其原設計與衍生設計之外觀是否為相同或近似，則係以圖式中

所主張設計的內容為準。例如，以部分設計申請設計專利及其衍生設計專利者，

應以其二者圖式中「主張設計之部分」為準，「不主張設計之部分」本身之內容

不得作為外觀比對之範圍，但可用於界定「主張設計之部分」與環境間之位置、

大小、分布關係，據以認定其二者是否為相同或近似外觀。

【案例1】外觀相同，如圖15所示。

說明如下：左圖為申請原設計專利，右圖為申請衍生設計專利，皆為「照相

機之鏡頭」是相同之物品，其兩者「主張設計之部分」之外觀亦相同，且「不主

張設計之部分」在解釋「主張設計之部分」與環境間的位置、大小、分布關係大

致相同，所以應認定為外觀相同，二者為相同之設計，不得申請為原設計及衍生

設計。

圖15　外觀的相同或近似判斷圖例（1）

原設計「照相機之鏡頭」 衍生設計「照相機之鏡頭」

【案例2】外觀近似，如圖16所示。

說明如下：左圖原設計及右圖衍生設計皆為「照相機之鏡頭」而為相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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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外觀的相同或近似判斷圖例（2）

圖17　外觀的相同或近似判斷圖例（3）

原設計「照相機」

原設計「錄音筆」

衍生設計「照相機之鏡頭」

衍生設計「錄音筆之操作面板」

物品，兩者「主張設計之部分」之外觀亦相同，但「不主張設計之部分」在解釋

「主張設計之部分」其與環境間的位置、大小、分布關係雖不同，但該關係仍為

該類物品領域所常見，應認定為外觀近似，二者為近似之設計，得申請為原設計

及衍生設計。

【案例3】外觀不近似，如圖17所示。

說明如下：左圖為申請原設計專利「錄音筆」，右圖為申請衍生設計專利

「錄音筆之操作面板」，應就原設計之整體外觀與衍生設計之「主張設計之部

分」比對，其二者為不相同、不近似之設計，因此其不得申請為原設計及其衍生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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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外觀近似，如圖18所示。

說明如下：左圖為申請原設計專利「輪圈」，右圖為申請衍生設計專利「輪

圈之部分」，雖該衍生設計排除部分鉚釘特徵的主張，而與原設計之申請專利之

設計的範圍略有不同，惟就前者之整體設計與後者「主張設計之部分」比對，其

二者仍屬近似之設計，因此得申請為原設計及其衍生設計。

圖18 　外觀的相同或近似判斷圖例（4）

原設計「輪圈」 衍生設計「輪圈之部分」

（二）日本

由於關連意匠與本意匠必須要近似，所以首先要判斷兩者之物品為相同或近

似，且形態相同或近似。

1. 物品的相同或近似判斷

應考量兩意匠之要旨的認定及意匠物品之用途、機能之共通點及差異點的

認定。

2. 外觀的相同或近似判斷

對於外觀的相同或近似判斷，其判斷方式如下：

（1） 判斷主體為需要者（終端之使用者，包含交易者）。

（2） 直接比對觀察。

（3） 依肉眼作整體觀察。

（4） 基於與該類別之先前意匠作比對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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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在進行外觀的相同或近似判斷時，除上述方式外，仍會對外觀形

態進行下列程序：

（1）形態之共通點及差異點的認定。

（2）共通點及差異點的評價。

其中（2）的部分，在進行形態評價時，是站在需要者的觀點來判斷，並且

須注意下列事項：

A.   比對觀察該形態時，是否為引起注意之部分的認定及引起該注意之程度的

評價，依據共通點及差異點之形態，對意匠整體所佔之比例大或小，是否

為基於物品之特性易於觀察之部分等來進行。

B.   基於與先前意匠類別之比對，其引起注意程度之評價，共通點及差異點之

形態，在先前意匠是否為公然知悉、是否為普通常見等來進行。

C.   最後以意匠整體作為共通點及差異點之綜合觀察與評價，來進行近似與否

之判斷。

因此，判斷兩意匠之形態共通點的近似影響程度，相較於兩意匠之形態差

異點的近似影響程度，如其共通點近似影響大時則判斷兩意匠為近似，如圖19

所示。

圖19　本意匠與關連意匠近似判斷示意圖

而有關形態共通點及差異點之一般性評價要點，說明下列：

（1）易見部分，相對之影響大

如圖20所示，液晶電視雖然後方支撐背架不一樣，但其主要視覺為其正面，

所以正面的近似影響也較大，兩者係判斷為近似意匠9。

9 日本特許廳，「意匠の審 基準と意匠制度の有効活用， 日 明資料」，頁 25，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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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關連意匠之外觀近似判斷圖例（1）

如圖21所示，雖然下方電腦背面幾乎是相同，但通常使用上的視覺效果都是

正面，而兩者前視圖的正面特徵配置並不相同，所以不近似10。

圖21　關連意匠之外觀近似判斷圖例（2）

前視圖 前視圖後視圖 後視圖

10 日本特許廳，「意匠の審 基準と意匠制度の有効活用， 日 明資料」，頁 26，2012年。

意匠登錄第1193615（本意匠）
液晶電視

意匠登錄第1164463

電腦
意匠登錄第1164462

電腦

意匠登錄第1193716（關連意匠）
液晶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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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關連意匠之外觀近似判斷圖例（3）

圖23　關連意匠之近似判斷圖例（4）

（2）普通常見形態之部分、相對之影響小

如圖22所示，兩毛巾掛架雖然下方邊角造形不一樣，但在該類別產品中兩者

都是常見的形態，對使用者來說該邊角變化不會造成太大之差異，所以不會影響

到不近似的因素；兩者都有兩道平行環框，可認定兩者近似11。

（3） 大小之差異，若為該意匠所屬領域常識性範圍內者、幾乎不帶來影響12，如

圖23所示。

11 日本特許廳，「意匠の審 基準と意匠制度の有効活用， 日 明資料」，頁 27，2012年。
12 日本特許廳，「意匠の審 基準と意匠制度の有効活用， 日 明資料」，頁 28，2012年。

意匠登錄第896055號
毛巾掛架

意匠登錄第1050871號
腳踏車

意匠登錄第1050871號近似第2號
腳踏車

意匠登錄第896055號之類似第1號
毛巾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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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僅為色彩或材質之差異、比對形狀或花紋之差異時、幾乎不帶來影響13，如

圖24所示。

13 日本特許廳，「意匠の審 基準と意匠制度の有効活用， 日 明資料」，頁 29，2012年。

圖24　關連意匠之近似判斷圖例（5）

3. 關連意匠之近似與否判斷案例

依據意匠法第9條（先後申請）、第10條（關連意匠）之判斷，欲取得意匠

登錄之部分的範圍差異大時，兩者均能以不近似之意匠取得登錄。再者，部分

意匠與整體意匠時，因不適用意匠法第9條、第10條之規定，所以兩者均能取得

登錄。但不同申請人於不同日之申請時，後申請之意匠符合意匠法第3條之2之規

定，不可以取得意匠登錄。

【案例1】申請主張專利範圍不同，不構成近似，如圖25所示。

說明如下：「包裝用容器」，因兩者所申請的範圍不一樣，不構成近似；這

部分就不會用新穎性判斷，是依申請部分範圍的不同來判斷兩者是不近似的。

意匠登錄第168756 
  

購物籃
意匠登錄第168756 

  

近似第1
  

購物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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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關連意匠之不近似判斷圖例（1）

【案例2】屬整體意匠與部分意匠之關係，不適用關連意匠申請，如圖26所示。

說明如下：「浴室用電視機」，其一邊是整體電視的意匠，另一邊是部分意

匠，在整體與部分進行比較時，不會以申請日的先後進行判斷，也不可成為關連

意匠。

No.1317652No.1317651

圖26　關連意匠之不近似判斷圖例（2）

不適用意匠法第9條﹑
第10條

「浴室用電視機」
No.1324889

No.1330837

【案例3】墨線圖與彩色照片之近似判斷，如圖27所示。

說明如下：左圖本意匠「原子筆」為墨線圖，右圖關連意匠「原子筆」為彩色

照片，其有顏色、材質上的差異，然該顏色與透明材質等設計均常見於該領域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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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設計手法，所以在判斷時係著重在筆頭、筆桿等形狀上，而判斷為近似設計14。

圖27　關連意匠之近似判斷圖例（1）

圖28　關連意匠之近似判斷圖例（2）

14 日本特許廳，「意匠の審 基準と意匠制度の有効活用， 日 明資料」，頁 48，2012年。
15 日本特許廳，「意匠の審 基準と意匠制度の有効活用， 日 明資料」，頁 49，2012年。

本意匠
關連意匠

【案例4】主要特徵之近似判斷，如圖28所示。

說明如下：雖然兩剪刀不同處在刀刃部分，但握柄處均是用壓蓋的形態所構

成，在該產品領域中是具有特色的外形，所以兩者為近似15。

Reg. No. 1194091（本意匠）

1199219

1201746 1199458 1199460 1199462

1199457 1199459 1199461

Reg. No. 1194271（關連意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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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關連意匠之近似判斷圖例（3）

圖30　關連意匠之近似判斷圖例（4）

【案例5】整體外觀之近似判斷，如圖29所示。

說明如下：該等管接頭前窄後寬的本體與斜度上雖有些許不同，但整體外形

看起來並無太大之差異，判斷其為近似。

【案例6】包裝圖案之近似判斷，如圖30所示。

說明如下：包裝圖案的審查的重點，像是主要的視覺焦點與位置等，其即是

以相關重點圖案與相對配置、比例等，都是審查的考量，其兩者有許多共通點，

故判定近似。

意匠登錄第1205576號（關連意匠）

意匠登錄第1205575號（關連意匠）

意匠登錄第1351947號（本意匠） 意匠登錄第1352100號（關連意匠）

意匠登錄第1205413
  

（本意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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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7】包裝圖案之近似判斷，如圖31所示。

說明如下：瓶口包裝上的封紙，雖然其植物、水果花紋不一樣，但在該類

別領域中，其以水果邊緣為下緣邊界的設計很特別，且水果紋的瓶封紙是很少見

的，兩者為近似可登錄為關連意匠。

圖31　關連意匠之近似判斷圖例（5）

圖32　關連意匠之近似判斷圖例（6） 

【案例8】包裝圖案之近似判斷，如圖32所示。

說明如下：有關花紋為主體之意匠之近似與否判斷，各別之花紋構成單元之

配置態樣的共通性與否，對近似判斷結果有極大影響。此為該物品領域普通常見

之花紋，以帶給需要者美感之影響較小來處理。所以配置排列是重點，在這案例

中，果菜圖案放在包裝中在該領域是常見的手法，還有在判斷有近似性時，不會

只看正面，其他圖面也會一起來判斷近似性，一般來說，左邊這兩個通常會被認

為是有近似性的，再過來第三、第四兩個也會被認為是有近似性。

本意匠JPD1405679 關連意匠 關連意匠 關連意匠 關連意匠

意匠登錄第1389933號（本意匠） 意匠登錄第1390310號（關連意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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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日本特許廳登錄事例（1）

圖34　日本特許廳登錄事例（2）

日本意匠
（第D1306350號）

本意匠
（第D1306352號）

日本意匠
（第D1306352號）

4. 日本特許廳登錄事例16

【案例1】包裝用容器

意匠登錄第D1306350號與第D1306352號均是申請為個別之本意匠，都以揭

示於容器上方表面周緣之橫長橢圓形部分為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兩意匠之差

異在於長橢圓形部中央之分隔線為S形或直線形，如圖33所示。

16 「部分意匠登錄事例研究，類否判 を中心に」，頁 6-21，パテント，2012年 08月。

A A

如圖34所示，係判斷為近似之本意匠登錄第D1306352號與關連意匠登錄第

D1307883號。

關連意匠
（第D1307883號）

A

AA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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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所示之案例為判斷為近似之本意匠登錄第D1306350號、關連意匠登錄第

D1306949號、關連意匠登錄第D1307788號、關連意匠登錄第D1330338號、關連

意匠登錄第D1330339號。

圖35　日本特許廳登錄事例（3）

本意匠
（第D1306350號）

關連意匠
（第D1330338號）

關連意匠
（第D1317788號）

關連意匠
（第1306949號）

關連意匠
（第D1330339號）

A A A A
A

A

AA

A

A

其中圖34、35所示之有關實線部分之形狀本身，均為將橫長橢圓形變更為縱

長橢圓形，但值得注意的是，圖35之案例中其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不僅僅是與

本意匠一樣均位於幾乎相同之位置（容器上方），即使是位於容器之中央、容器

之下方，也都判斷為與本意匠近似之意匠。

在此案例中，日本在近似性的判斷上傾向於認定長橢圓形部中央之分隔線為

S形或直線形（雖僅是細微之差異），對近似與否仍有很大之影響。

而在此案例中，若在我國判斷部分設計之外觀與先前技藝是否相同或近似

時，應以圖式中「主張設計之部分」的整體外觀為對象，就其與先前技藝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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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之部分進行比對17；因此於圖33中，雖兩者環境間之位置、大小、分布關係均相

同，若「主張設計之部分」不近似，我國也認定為外觀不近似。另「主張設計之部

分」的整體外觀與先前技藝相對應之部分相同或近似，但其於環境間之位置、大

小、分布關係非為該類物品領域所常見者，則應認定為外觀不相同、不近似18，因

此於圖35之第D1330338號及第D1330339號中，不盡然會被我國認定為近似範圍。

【案例2】包裝用容器

如圖36所示，判斷為不近似之本意匠登錄第D1426828號與本意匠登錄第

D1426829號。

17 我國專利審查基準 3-8-8頁。
18 我國專利審查基準 3-8-8頁。

本意匠（第D1426828號）

本意匠（第D1426828號）

本意匠（第D1426829號）

關連意匠（第D1426981號）

如圖37所示，判斷為近似之本意匠登錄第1426828號與關連意匠登錄第

1426981號。

圖36　日本特許廳登錄事例（4）

圖37　日本特許廳登錄事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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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38所示，判斷為近似之本意匠登錄第D1426829號與關連意匠登錄第

D1426982號。

本意匠（第D1426829號） 關連意匠（第D1426982號）

圖38　日本特許廳登錄事例（6）

若從圖36∼圖38來檢討其近似與否之判斷方法，可以想像其係以容器側面所

設之以一點鏈線包圍之長矩形部分（一點鏈線係表示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與不

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的境界線）之有無來作判斷。即，可以理解係以意匠審查

基準對部分意匠近似與否判斷4個要件中，其他部分之形態（即我國不主張設計

之部分）的位置、大小、範圍是否相同作為判斷之方法參考。

因此，此案例若在我國判斷部分設計之外觀與先前技藝是否相同或近似時，

應以圖式中「主張設計之部分」的整體外觀為對象，就其與先前技藝相對應之部

分進行比對；因此於圖36中，其兩者「主張設計之部分」相同或近似，且兩者環

境間之位置、大小、分布關係均相同或近似，應認定為外觀近似。

【案例3】無線電話機

如圖39所示，中灰色部分以外之部分為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雖然設置於

電話機之樞軸外側之長圓狀為相同形態，但相對於本意匠登錄第D1283832號之

長圓形下方設「字幕顯示部」，而本意匠登錄第D1289388號之相當部分設「喇

叭部」，因此兩者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的機能不同。另外，相對於「字幕顯示

部」為長圓狀，「喇叭部」為花瓣狀，兩者之態樣也不同，故兩意匠為不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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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意匠
（第D1283832號）

本意匠
（第D1283832號）

本意匠
（第D1289388號）

關連意匠
（第D1284070號）

圖39　日本特許廳登錄事例（7）

圖40　日本特許廳登錄事例（8）

如圖40所示，中灰色部分以外之部分為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雖然本意匠

設置於電話機之樞軸外側為長圓狀形態，關連意匠為長矩形形態，且其「字幕顯

示部」之態樣本意匠之長圓狀與關連意匠之長矩形也不同，但因兩者都設置有相

同機能的「字幕顯示部」，故兩意匠可以近似之意匠取得意匠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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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41所示，中灰色部分以外之部分為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雖然本意

匠設置於電話機之樞軸外側為長圓狀形態，關連意匠為長矩形形態，且其「喇叭

部」之態樣本意匠之花瓣狀與關連意匠之矩形狀也不同，但因兩者都設置有相同

機能的「喇叭部」，故兩意匠可以近似之意匠取得意匠登錄。

本意匠
（第D1289388號）

關連意匠
（第D1289513號）

圖41　日本特許廳登錄事例（9）

日本特許廳認為，本案例圖39∼圖41，欲取得意匠登錄之部分的機能因「字

幕顯示部」與「喇叭部」不同而成為近似與否之判斷方法。

在此案例中，我國審查基準之判斷上，申請專利之設計為物品之部分組件

時，物品的相同、近似判斷係以該物品之組件為對象，就該物品之組件的用途、

功能判斷其是否屬相同或近似物品19，因此於圖39中，若「主張設計之部分」組

件用途、功能屬不近似，則應認定為兩者不近似。另於圖40及圖41中，該物品之

組件的用途、功能雖屬相同，但「主張設計之部分」外觀不近似，仍應認定為外

觀不近似。

19 我國專利審查基準 3-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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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我國與日本在近似性的判斷方式上，主要均以物品及外觀的相同或近似與

否為判斷基礎。惟日本對於物品的相同或近似判斷及外觀是否近似判斷，考量兩

意匠之要旨的認定及意匠物品之用途、機能之共通點及差異點的認定，較我國來

的強度高些，從日本特許廳登錄事例這幾個案例中，就可知兩國在近似與否判斷

上，仍有相當不同的審查方式。

肆、結論

由於我國在制定衍生設計專利之初，係參考美國設計專利之同一設計概念與

日本意匠法中關連意匠之相關規定，所以台灣在衍生設計制度方面，除了專利權

存續期間為自原設計之申請日起12年，與日本關連意匠之自登錄日起20年略有不

同外，其餘權利效果及判斷基準等並無太大差異，即原設計與衍生設計各有獨立

的專利權，如果原設計遭撤銷或消滅時，衍生設計專利亦不會一併撤銷或消滅，

且衍生設計專利須與原設計共同為轉讓與或授權。

而近似性的判斷方式上，雖然兩國均以物品及外觀的相同或近似與否做為

審查的判斷標準。惟日本對於本意匠與關連意匠是否為近似判斷，乃依據四個要

件來判斷，分別為1. 意匠之物品必須相同或近似；2. 部分之用途及機能必須相同

或近似；3. 部分之形態必須相同或近似；4. 在物品整體形態中之部分之位置、大

小、範圍必須相同或為該意匠所屬領域中普通常見範圍內者。且其中第4點也偏

重於「要部說」的觀點，其「要部」是指在近似與否判斷時，應評價該意匠形態

上之要點，或引起觀察者注意之部分。因此，考量兩意匠之要旨的認定及意匠物

品之用途、機能之共通點及差異點的認定，都較我國有明確步驟及審查方式的規

定，此兩國不同審查實務的差異，都可作為我國在未來修訂設計專利相關法規及

審查基準之政策的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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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商標之功能性排除規定

      從歐洲法院LEGO案判決談起

許慈真* 

摘要

纏訟十多年，LEGO之立體商標爭議終於在歐洲法院2010年判決（Case 

C-48/09 P）出爐後平息；判決中闡述功能性排除規定之真正涵義，並就功能性判

斷提出若干意見。本文擬說明此案件發展始末，淺析功能性之關鍵問題，並檢視

台灣現行規定與實務。

關鍵字： 立體商標、功能性、不正競爭、識別性、獨占、合理性測試、技術解決

方案、LEGO（樂高）、歐盟商標規則、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

收稿日：102年 03月 05日
* 作者現為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博士班生，曾擔任國科會計畫研究助理、中經院輔佐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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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避免特定人利用商標制度永久獨占實現功能需求之商品形狀，妨害市場競

爭，許多國家對此設有功能性排除規定，將「具備功能性」列為禁止註冊事由；

惟就企業而言，保護期限屆至之專利權或著作權若能透過商標制度「復活」，莫

不是極大利益，實際上尋求此途之案例也不在少數──丹麥玩具商LEGO即是著

名一例。自從其擁有之組裝玩具專利於1970年代後期陸續失效1，LEGO便積極尋

求商標與著作權保護，為此不斷與競爭對手掀起訴訟戰火，遍及多個歐洲國家

（包括瑞士、法國、德國、西班牙、義大利、荷蘭等）、歐盟以及美加等地，其

中交手最頻繁的便是最大競爭者加拿大玩具商MEGA，後者甚至推出與LEGO積

木相容（compatibility）」2之系列套組，致使兩者在立體商標保護之議題上多次

交鋒，企圖維護各自經濟利益。

不過，以目前結果觀之，縱LEGO最初能取得立體商標保護利益，嗣後卻遭

多國法院判決撤銷，譬如2005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判決3、2010年歐洲法院判決、

2012年瑞士最高法院判決4等；MEGA亦於2012年初向美國加州中央地方法院

（Central District of California）訴請撤銷1999年註冊之LEGO積木商標，並請求相

關賠償5，未來美國法院如何決定？頗值得關注。本文擬說明LEGO與MEGA訴訟

發展始末以及歐洲法院判決理由，藉以暸解歐盟有關立體商標功能性規範之實務

觀點6，並針對幾個關鍵重點提出討論，提供台灣未來就功能性規範論述之參考。

1 Joanna Pachner,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Report on Business （2009/06）, at 55.
2 根據調查，包括英國 Best-Lock、美國 K'nex及 Built to Rule、西班牙 Tente、加拿大MEGA等

多家廠商銷售之積木，或多或少都與 LEGO積木相容；MEGA與 LEGO之積木比較圖示見於

Lego clone, http://en.wikipedia.org/wiki/Lego_clone（2013/03/05）.
3 Kirkbi AG v. Ritvik Holdings Inc., [2005] 3 S.C.R. 302, 2005 SCC 65.
4 歐洲法院判決（Case C-48/09 P （2010））及瑞士最高法院判決（Decision 4A_20/2012）見解於

後述「貳、三」及「貳、四」處說明。
5 Canada Newswire, MEGA Brands fi les legal action against Lego (2012/01/13), http://cnw.ca/DY3IU 

(2013/03/05).
6 由於本案主要爭議在於共同體商標規則（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07/2009 of 26 February 

2009 on the Community trade mark）第 7（1）（e）（ii）條規定，即系爭標識是否「僅是包含為

達成特定技術成果所必須之商品形狀」，本文所稱之「功能性」侷限於此，故不論及第 7 （1）（e）

（iii）條「賦予商品重大價值之形狀」（相當於美國之美感功能性），亦暫不處理第 7（1）（e）（i）

條「源於商品本質之形狀」之使用與解釋問題，合先敘明。

http://en.wikipedia.org/wiki/Lego_clone
http://cnw.ca/DY3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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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LEGO與MEGA之立體商標攻防戰

一、案件背景

（一）LEGO立體商標爭議概況

在歐洲國家，有關LEGO積木之立體商標爭議由來已久7：德國聯邦最高法院

在1963年與1992年判決中，態度傾向提供LEGO積木外觀（get-up）保護8；1993

年，比利時上訴法院認為 LEGO積木之長方形狀與銜接部分係屬功能性特徵，

故駁回其註冊申請；同年，荷蘭地方法院則以「積木銜接部分之特殊功能得以

替代形狀實現」為由，賦予LEGO積木商標保護；然而，大多數歐洲國家仍以具

備功能性為由，拒絕授與保護，例如法國、丹麥、瑞典。至2003年，瑞士最高

法院透過合理性測試（test of reasonableness）後，認定LEGO積木設計在技術、

經濟、功能等方面上並非純為特定技術成果所為9。儘管爭議不斷，LEGO10亦於

1996年4月1日以紅色長方積木（如圖所示，後稱「系爭標識」），向歐盟內部

市場協調局（OHIM）申請註冊為共同體立體商標，指定使用於尼斯分類（Nice 

Classifi cation）第28類「遊戲器具及玩具」（Games and playthings）。

7 Annette Kur, Harmonization of the Trademark Laws in Europe – An Overview, 28 IIC 18 （1997）.
8 儘管如此，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已於 2004年判決否定 LEGO得繼續受競爭法保護，並於 2009年

判決撤銷其立體商標註冊。IPKat, Bad news for Lego in Germany （2009/07/20）,

 http://ipkitten.blogspot.tw/2009/07/bad-news-for-lego-in-germany.html （2013/03/05）.
9 Michael Ritscher, Design protection in Switzerland, at 75, published in ECTA Round Table on Design 

（23rd March 2007, Weil am Rhein）. 發回主要原因在於尚有替代形狀存在；本案判決概要請參

照後述「四、借鏡：瑞士最高法院見解」。
10 申請時公司名稱為“Kirkbi A/S”，後改名“Lego Juris A/S”，為行文方便一律統稱“LEGO”。
11 即指共同體商標規則第 7（1）（b）條、第 7（1）（e）（ii）條。

OHIM原本欲以「欠缺識別性」及「具備功能性」為由11拒絕該註冊申請，惟

http://ipkitten.blogspot.tw/2009/07/bad-news-for-lego-in-german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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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聽審並檢閱其他意見與證據後，OHIM認定系爭標識已獲得識別性且不具備功

能性，於1999年10月19日准予註冊。MEGA12隨即主張系爭標識違反共同體商標

規則第7（1）（a）條、第7（1）（e）（ii）條、第7（1）（e）（iii）條及第7

（1）（f）條等拒絕註冊事由規定13，請求該註冊應予宣告無效（declaration）。

OHIM撤銷部門（Cancellation Division）受理MEGA申請後，適逢涉及功能

性排除規定解釋之Philip案14尚在審理，故於2000年12月8日暫停審理，待Philip

案判決出爐後重啟程序；撤銷部門至2004年7月30日方作出決定，以具備功能性

為由撤銷系爭標識之註冊。LEGO不服，遂於同年9月20日提出申訴（notice of 

appeal），然而，OHIM上訴委員會（Grand Board of Appeal）最終仍以相同理由

駁回申訴。

（二）OHIM決定暨見解

綜觀OHIM撤銷部門及上訴委員會之意見15，集中在於共同體商標規則第7

（1）（e）（ii）條16規定（後稱「系爭法條」）之解釋與適用，其明文如「標識

僅是包含為達成特定技術成果所必須之商品形狀」，則不得註冊為共同體商標。

LEGO與OHIM對於系爭標識功能性判斷之證據要求，看法顯然有別：

1. 對於申請人主張的消費者問卷調查證據

對於LEGO主張功能性有無應從消費者觀點判斷，OHIM上訴委員會認為系爭

法條與共同體商標規則第7（3）條不同，投票或問卷調查證據得用以證明後者規

定因使用而獲得識別性，卻無法證明標識不具功能性。此外，OHIM上訴委員會

亦指出，系爭標識縱包含其他任意性（arbitrary）次要元素如顏色，仍無法阻卻

系爭法條之適用。

12 提出時公司名稱為“Ritvik Holdings Inc.”，後改名“MEGA Brands Inc.”，為行文方便一律統稱

“MEGA”。 
13 各拒絕事由依序為：「不符合第 4條商標定義」、「達成特定技術成果所必須之商品形狀」、「賦

予商品重大價值之形狀」以及「違反公序良俗」。
14 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v Remington Consumer Products Ltd, Case C-299/99 (2002).
15 MEGA Bloks Inc. v Kirkbi A/S, 63 C 107029/1 (2004); Lego Juris A/S v MEGA Brands, Inc., Case R 

856/2004-G (2006).
16 Article 7 of Regulation No 40/94, “1. The following shall not be registered: ⋯

 （e） signs which consist exclusively of: ⋯（ii） the shape of goods which is necessary to obtain a 

technical 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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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HIM對於先前專利權文件的採認

對於OHIM撤銷部門以LEGO先前專利權文件作為功能性判斷之證據，OHIM

上訴委員會在評價方法與結論上均表贊同。OHIM上訴委員會表示，標識先前或

現有之專利權並不構成拒絕註冊事由，譬如包含裝飾性、任意性元素且非全然功

能性之形狀，仍允許取得商標權，然而，先前專利權卻是證明重要特徵（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具備功能性之明確證據。

根據OHIM撤銷部門調查，LEGO積木原型係來自Harry Fisher Page設計之組

裝（interlocking）玩具積木，該積木曾獲多項英國專利17，所揭露之特徵包括積木

尺寸與圓形凸鈕，兩者均與LEGO積木無異；除此，尚有多項實現技術功能之特

徵，綜合說明如下18：

A.  凸鈕（bosses/studs）：積木上方表面縱橫整齊排列的八個凸鈕，用以與其

他積木底部相連結，俾達成多種組合與拆卸型態，顯然係「組裝積木實現

功能所必須」；詳細言之，凸鈕的高度及直徑與抓附力（clutch power）有

關，其位置也與尺寸互有關聯，所有凸鈕必須均勻散布在縱橫方向，與凸

鈕的個數同樣能發揮穩固各種造型（fixing versatility）之效果。此外，專

利權文件甚至指出，圓柱狀突起物（即凸鈕）乃是積木設計中之偏好形式

或施作方式（preferred form or embodiment）。

B.  側面（sides）：即積木牆面，用以與其他積木結合構築牆壁，其與凸鈕的

高度均會影響抓附力（clutch power）強弱：如兩者尺寸比例過小，積木容

易散開，反之則兒童難以獨自拆卸。

C.  底部凹洞（hollow skirt）19：用以與凸鈕嚙合，發揮穩固造型之效果。

D.  次要突出物（secondary projections）20：其管壁厚度能使積木產生彈簧效

果，而個數多寡則影響在各種擺放位置下之最佳抓附力。

17  UK patents: No 529 580 issued on 25 November 1940; No 587 206 issued on 17 April 1947; No 633 

055 issued on 12 December 1949; No 673 857 issued on 19 July 1950; No 866 557 issued on 26 April 

1961.
18  Lego Juris A/S v MEGA Brands, Inc., Case R 856/2004-G （2006）, para. 54.
19 底部凹洞與次要突出物均為系爭標識未顯示之部分，是否屬於審查範圍，後述之歐盟普通法院
判決作出肯定答覆。

20 係指 LEGO積木底部凹洞內設置的管狀物（cylindrical projections），用以加強積木組裝時之抓
附力與穩定度。LEGO積木底部原本僅留凹洞，至 1958年始採用此一設計，相關圖示見於美國
專利號 US3005282，http://www.google.com.tw/patents/US3005282?hl=zh-TW（2013/03/05）。

 LEGO History Timeline, http://aboutus.lego.com/en-us/lego-group/the_lego_history/（2013/03/05）.

http://www.google.com.tw/patents/US3005282?hl=zh-TW
http://aboutus.lego.com/en-us/lego-group/the_lego_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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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整體形狀（overall shape）：乃係建造（building）所需之積木形狀，也是

兒童能夠手握的尺寸。

OHIM上訴委員會最終認定，系爭標識之重要特徵在於「上方表面相對稱之

兩排各四個圓柱狀凸鈕」（on its upper surface, by two symmetrical rows of four fl at 

cylindrical studs），積木之長寬高比例相當於現實中建築磚塊，而兩排凸鈕賦予

穩固且多用途之組裝機制，供兒童自由運用，足見該重要特徵係為達成LEGO積

木之實用性功能，並非作為識別之用；換言之，系爭標識全然屬於功能性，並無

裝飾性或任意性元素，構成其形狀之主要功能性特徵，純粹係為達成技術成果。

二、歐盟普通法院決定暨見解

爭訟並未完結。LEGO於2006年9月25日續向歐盟普通法院登記處（Registry 

of the General Court）21提起訴訟，針對系爭法條之適用提出單一請求（single plea 

in law），主張系爭法條解釋有誤，以及系爭標識之適格判斷有誤；惟歐盟普通法

院最終仍駁回其主張22。

（一）系爭法條解釋問題

LEGO指出，功能性形狀不當然（per se）不得註冊為商標，關鍵問題在於授予

商標權是否導致獨占技術解決方案或功能性特徵，如存在使用相同技術解決方案且

功能性相當之替代形狀，即不符合系爭法條規定，足見OHIM上訴委員會對於條文

中「僅是」（exclusively）與「所必須」（necessary）兩者範圍解釋錯誤。

歐盟普通法院解釋道，「僅是」一語意指Philip案所稱之「實現技術功能之重

要特徵」（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perform a technical function），附加任何

不具技術功能之次要特徵，均無法阻卻系爭法條之適用。至於達成技術成果「所

必須」，應同於Philip案解釋，並非意指系爭法條之適用情形僅限於「唯有系爭

標識能夠達成預期成果時」，是否存在能達成相同技術成果之替代形狀，在所不

問。換言之，如系爭標識之重要特徵僅是技術上為充分獲致預期之技術成果、純

21  案件受理時法院名稱為初審法庭（Court of First Instance），隨著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
於 2009年 12月 1日生效，更名為普通法院（General Court）。

22  Lego Juris A/S v OHIM –MEGA Brands, Inc., Case T - 270/06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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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用以達成技術成果，即符合系爭法條之禁止規定而不得註冊。值得注意的是，

在Philip案，歐洲法院雖認定達成相同技術成果之替代形狀存否，與功能性判斷無

涉，惟並未區別替代形狀係使用相同或不同技術解決方案。

（二）適格標的判斷問題

LEGO指出，OHIM上訴委員會不當認定重要特徵，其不僅拒絕消費者問卷調

查證據，亦非就LEGO積木為「整體觀察」，所考量範圍甚至涵蓋系爭標識未顯

示之無關元素（即積木底部凹洞）；再者，其功能性判斷有誤，未多加分析即採

納MEGA遞交之專家意見。

惟歐盟普通法院認為，依據系爭法條規範意旨，重要特徵判定之目的在於分

析功能性有無，消費者觀點與此無甚關聯；況且，消費者之技術知識並不足以辨

認進行功能性分析之重要特徵為何，故應透過圖示（graphic representation）與申

請商標時提出之說明，客觀判定何者屬於重要特徵。至於認定重要特徵之考量範

圍如何？歐盟普通法院表示，OHIM上訴委員會既已判斷系爭標識之所有可見元

素係為實現特定技術功能，且LEGO未爭執該判定有誤，縱曾經斟酌其他特徵，

仍不能據此動搖該決定之合法性；此外，歐盟普通法院特別指出，OHIM上訴委

員會進行重要特徵之功能性分析，有權審酌系爭標識不可見之元素如積木底部凹

洞、次要突出物以及其他相關證據，故OHIM上訴委員會綜合先前專利權文件、

LEGO陳述、專家意見等證據，肯認先前專利揭露之功能性元素得以證明系爭標

識之重要特徵具備功能性，並無違誤。

三、歐洲法院判決暨理由

LEGO不服歐盟普通法院判決，再度上訴。纏訟十多年，歐洲法院大分庭

（Grand Chamber）23最終於2010年9月14日作成駁回LEGO上訴之決定24。針對系

爭法條如何解釋與適用，歐洲法院以三大部分闡述其判決理由：

23  歐洲法院依據案件性質與法定條件不同，得組成全院法官（full court）、十五名法官之大分庭
（Grand Chamber）、三名或五名法官分庭（Chambers of three or fi ve Judges）等法庭進行審理。

  Court of Justice: Presentation, http://curia.europa.eu/jcms/jcms/Jo2_7024/ （2013/03/05）.
24 Lego Juris A/S v OHIM –MEGA Brands Inc., Case C-48/09 P （2010）.

http://curia.europa.eu/jcms/jcms/Jo2_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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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v Remington Consumer Products Ltd, Case C-299/99 （2002）, 

para. 83-84.

（一）適格標的與系爭法條適用範圍之正確解釋

　　　1. 兩造主張

LEGO主張系爭法條目的不在於禁止所有實現技術功能之形狀註

冊為商標，僅排除導致獨占技術解決方案或功能性特徵之情形，避免

限制競爭。所謂之「技術解決方案」（technical solution）與「技術成

果」（technical result）不同，可能同時並存多種技術解決方案均能達

成特定技術成果，故縱使數個形狀彼此之功能性相當，保護其一並不

妨礙競爭者應用相同之技術解決方案；歐盟普通法院不但禁止使用同

一技術解決方案達成特定技術成果之替代形狀註冊為商標，亦未正視

替代形狀存在得以證明無獨占危險此一關聯性，忽略相同專利發明可

能來自數個不同形狀。此外，歐洲法院在Philip案25並未認定替代形狀

存在與功能性判斷無關，僅表示系爭法條要件一旦滿足，即不論是否

尚有替代形狀，歐盟普通法院顯然未遵循該解釋。

MEGA主張如授予LEGO商標權，將導致玩具積木市場競爭者無法

使用最佳且最具功能性之形狀，形同LEGO繼續享有先前專利之獨占權

益。OHIM則主張依據系爭法條文義與規範精神，條文中「僅是」與

「所必須」兩者並非合指實現特定功能所必須之「某些形狀」，而是

涵蓋為達成特定技術成果、本質上屬於功能性之所有形狀；再者，由

於商標權範圍及於相似形狀，因此未必不妨礙競爭者使用替代形狀之

自由。

　　　2. 法院見解

　　　　（1）系爭法條意旨與解讀

歐洲法院表示，解釋共同體商標規則第7（1）條各項拒絕註冊

事由時應以公眾利益為出發點。該法條反映出兩種觀點的平衡關係，

以共同建立公平健全之競爭體系：一是禁止達成特定技術成果所必須

之商品形狀註冊，避免特定人永久獨占技術解決方案；另一是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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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法條之適用範圍，應限於「僅是為達成特定技術成果所必須之

商品形狀」（any sign consisting ‘exclusively’ of the shape of goods 

‘necessary’ in order to obtain a technical result）。

就前者觀點論，歐洲法院認為如商品形狀僅含廠商開發之技術解

決方案、且曾獲准專利，專利到期後繼續賦予商標權保護不僅與歐盟

智慧財產權體系之有限保護概念相違背，亦有害競爭者自由使用該解

決方案之可能性；誠如OHIM所言，功能性禁止之考量同樣落實在共

同體設計規則（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6/2002 of 12 December 

2001 on Community designs），其雖賦予排除形狀間競爭（intra-shape 

competition）之獨占權利，惟該規則第8（1）條26亦設有功能性排除規

定：純為功能性考量之外觀特徵不得受設計保護。再者，歐洲法院認

為法條既然加諸功能性形狀較嚴格之註冊要件，自然不適用共同體商

標規則第7（3）條因使用而獲得識別性之規定；換言之，功能性形狀

縱因使用而獲得識別性，仍無法註冊為商標。

就後者觀點論，由於商品形狀或多或少具備功能性，歐洲法院認

為如因包含功能性特徵即不得受商標權保護，實不妥當，故系爭法條以

「僅是」與「所必須」兩者為條件，限定於純粹為技術解決方案之商品

形狀；此即涉及如何解讀適格標的（subject-matter）與系爭法條適用範

圍之問題。對此，歐洲法院贊同歐盟普通法院與Philip案之見解27，表示

系爭法條禁止註冊之商品形狀係指「所包含重要特徵僅是技術上為充分

獲致預期之技術成果者」，縱然該成果得由使用相同或不同技術解決方

案之替代形狀達成，亦屬禁止之列。換言之，「僅是」意指形狀之所有

重要特徵均為實現技術功能，縱存在不具技術功能之次要特徵，亦無法

阻卻系爭法條適用；反之，若其一主要元素具裝飾性或富想像力，則不

落入該條適用範圍。至於「所必須」，並非意指系爭標識為達成技術成

果之唯一形狀。

26 Article 8 of Regulation No 6/2002, “1. A Community design shall not subsist in features of appearance 

of a product which are solely dictated by its technical function.”
27 Lego Juris A/S v OHIM –MEGA Brands, Inc., Case T - 270/06 （2008）, para. 43; 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v Remington Consumer Products Ltd, Case C-299/99 （2002）, para.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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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技術解決方案獨占禁止

歐洲法院同意LEGO所言，達成特定技術成果之技術解決方案可能

有多者，以致存在不同尺寸或設計之替代形狀，惟不得據此證明系爭

形狀之註冊不影響競爭者使用同一解決方案。誠如OHIM前述，功能性

形狀之商標權人得依法禁止他人使用相同或相似形狀，可能使競爭者

喪失使用大多數替代形狀之自由；尤其，如多個具備功能性之商品形

狀同時間申請註冊，甚至完全阻礙競爭者實現特定技術功能。歐洲法

院之考量與Philip案28相同，表示替代形狀之存在事實並不能阻卻系爭法

條適用。

縱如LEGO主張，使用同一技術解決方案之形狀或尺寸未必同於

LEGO積木，但為避免利用同一解決方案之自由遭受不當損害，歐洲法

院認為未包含非功能性主要特徵、僅為實現技術功能之形狀即不得註

冊；特別是當主管機關審查時，已察覺某種商品形狀所包含之解決方

案係該類商品於技術上所偏好之型態，在此情形下，競爭者自不易找

出功能性觀點上不相似、且又吸引消費者之形狀，亦即「真正之替代

形狀」（a real alternative）。

歐洲法院另外指出，立體商標註冊賦予之獨占權並非用以保護

開發特定技術解決方案之企業地位，俾其對抗市場上競爭者盲從抄襲

（slavish copies）採用同一技術解決方案之形狀。不過於適當情形，得

借助不正競爭法解決此一問題。

（二）辨認商品形狀重要特徵之判斷標準

　　　1. 兩造主張

LEGO主張重要特徵意指「主要識別元素」（dominant  and 

distinctive elements），應以相關公眾觀點辨認之；所謂之相關公眾，

則指具備充分知識、合理觀察力與謹慎態度之普通消費者（average 

consumer who is reasonably well informed and reasonably observant and 

circumspect）而言。根據Philip案，系爭法條適用包括兩個審查階段：

28 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v Remington Consumer Products Ltd, Case C-299/99 （2002）, 

para. 81,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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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普通消費者觀點辨認出重要特徵，其次藉助專家，判斷該特徵

是否為達成特定技術成果所必須；LEGO據此指摘歐盟普通法院未考量

消費者問卷調查證據乃法律適用有誤。

MEGA主張重要特徵之涵義應綜合系爭法條中「僅是」與「所必

須」兩者為解釋。OHIM則主張縱重要特徵判定先於功能性判斷，惟兩

者審查均係為決定重要特徵是否為功能上所必須。

　　　2. 法院見解

為能正確適用系爭法條，必須正確辨認標識之重要特徵；佐審

官（Advocate General）29意見指出，重要特徵即「標識之最重要元

素」。至於其辨認方式，歐洲法院認為因個案而異，並無一層級系統

（hierarchy）可供判斷各種特徵重要與否，主管機關得直接就標識產生

之整體印象判斷，或者就標識各部位依次審查；換言之，依據案件難

易程度，可能僅就標識為簡單視覺上分析，或者斟酌相關判定標準如

問卷調查、專家意見、系爭商品先前取得智慧財產權之相關文件等，

詳為審查。

辨認出重要特徵後，必須確認是否所有特徵均係為實現特定技術

功能：倘若其中包含裝飾性或富想像力之元素，由於競爭者得輕易避

開同一非功能性元素，採用功能性相當之替代形狀，因此不致發生形

狀相同或相似之情形，也不必擔心特定人獨占技術解決方案。

以本案言：OHIM上訴委員會指出系爭標識之重要特徵為「積木上

方表面之兩排凸鈕」，並特別重視先前專利權文件揭露之元素，最終判

定除系爭標識顏色外，不僅凸鈕係達成組合積木此技術成果之所必須，

其餘元素亦均具備功能性。歐洲法院表示，既然歐盟普通法院作出同一

判斷，LEGO又未爭執前述證據有所誤用（distorted），歐洲法院自無法

再審查該功能性判斷是否違誤。至於LEGO指摘歐盟普通法院未考量消

費者問卷調查證據一事，歐洲法院說明此乃判斷識別性有無時之重要證

29 佐審官具有輔佐審理之權限，得參與案件審理並於言詞程序最後提出意見書（opinion），與
法院判決共同刊載於歐洲法院公報（European Court Report）；其意見書雖無明確之法律拘束
力，但或多或少仍對當事人或法官產生事實上之影響力。陳世杰，「獨具一格的歐洲法院佐
審官制 」，淡江人文社會學刊 37期，頁 33、35、37-38，2009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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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卻非共同體商標規則第7（1）（b）條適用上之義務；再者，普通

消費者之預設觀點（presumed perception）雖非系爭法條適用之決定性因

素，惟仍得作為主管機關辨認重要特徵之相關判定標準。

（三）功能性判斷標準之適用錯誤

　　　1. 兩造主張

LEGO主張判斷功能性需要技術知識，故需專家以對比替代形狀之

方式，判斷重要特徵是否具功能性；LEGO據此指摘歐盟普通法院認為

替代形狀之存在與本案無關且拒卻專家意見，乃法律適用有誤。

MEGA主張替代形狀與功能性判斷無關，況且替代形狀所實現之

功能可能較少、或是製造成本較高。OHIM則贊同歐盟普通法院觀點，

主張OHIM上訴委員會有權以先前專利權文件、而非替代形狀存在事

實，作為功能性判斷標準（functionality criteria）。

　　　2. 法院見解

誠如前述，歐洲法院於Philip案及本案均表態替代形狀之存在事實

與系爭法條適用無關；辨認系爭標識之重要特徵後，僅須判斷該等特

徵是否係為實現商品之技術功能即可。極其明顯，適用系爭法條所審

查對象自屬申請註冊時遞交之標識圖示，而不及於其他商品形狀構成

之標識。至於功能性判斷之標準為何？歐洲法院表示認同OHIM上訴委

員會與歐盟普通法院採信先前專利權文件之作法。

四、借鏡：瑞士最高法院見解

（一）2003年判決：發回重審

在瑞士，LEGO與MEGA的立體商標攻防戰始於2000年。MEGA訴請撤銷

由LEGO積木構成之五種立體商標，雖獲蘇黎世商業法院（Commercial Court of 

Zürich）判決肯認，但瑞士最高法院（Swiss Supreme Court）於2003年發回重審30，

為雙方勝敗投下變數。

30 Lego Systems A/S v Mega Bloks Inc., Case 4C.46/2003, BGE 129 III 514; Christoph Gasser, The 

Lego Case Continues, INTA Bulletin Vol. 59 No. 2 （2004/01/15）,

 http://www.inta.org/INTABulletin/Pages/TheLegoCaseContinues.aspx （2013/03/05）.

http://www.inta.org/INTABulletin/Pages/TheLegoCaseContinu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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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最高法院認同以大眾觀點言，LEGO積木之立體形狀係系爭商品類型所

特有的形狀，亦即「源自商品本質之形狀」，不過，對於LEGO積木凸鈕形成之

組裝功能，瑞士最高法院則以為非屬該商品類型之特有形狀，否定蘇黎世商業法

院見解。判決指出，立體標識可分為四種31： 1.源自商品本質之形狀； 2.技術所

必須之形狀； 3.賦予技術優勢之形狀，但並非技術所必須； 4.具備技術實用性之

形狀，但並非取決於技術上用途──後兩者得經使用而獲得識別性，前兩者則

否。瑞士最高法院指出，本案關鍵在於「凸鈕部位是否為技術所必須之形狀」？

如僅是賦予技術優勢，仍有受商標制度保護之可能。至於如何判斷「技術所必

須」，應考量是否存在替代形狀、或者能否合理期待競爭者選用替代形狀；如替

代形狀之可行性較低、較不穩固或製造成本較高，均不屬於合理期待範圍。

（二）2012年判決：敗訴確定

對於LEGO積木是否存在合理之替代形狀，瑞士最高法院未作出決定，而是

發回案件、交由下級法院判斷；LEGO敗訴仍續上訴，惟此次瑞士最高法院採納

蘇黎世商業法院所調查證據，於2012年判決LEGO敗訴確定32，終結長達12年之久

的立體商標爭議。其間，歐洲法院亦就功能性判斷作出重要判決，即Philip案及

LEGO案，特別是後者，頗值與瑞士最高法院判決相互參照。

瑞士最高法院判決LEGO敗訴之理由在於：LEGO積木無法通過合理性測試。

LEGO雖援引50種積木證明不論在技術、功能或經濟上，競爭者均得合理選用各

種替代形狀33，惟根據蘇黎世商業法院指派之專家調查指出，在該等積木當中，

與LEGO積木相容者所需工具成本（Werkzeugkosten）增加11.06%至30.91%，不相

容者則增加28.8%至54.13%，換言之，競爭者至少須承受11.06%之成本負擔；再

者，就製造成本（Herstellungskosten）言，替代形狀亦較LEGO積木增加1.326%至

4.927%。儘管LEGO辯稱製造成本增加幅度不到5%，應非屬經濟上不合理，但瑞士

31 Markus R. Frick, Switzerland: Swiss Supreme Court Remands Decision of First Instance Declaring 

LEGO Shape Marks Void Case No. 4C.46/2003 （2003/10/14）,

 http://www.mondaq.com/article.asp?articleid=22887 （2013/03/05）.
32 Lego Systems A/S v Mega Bloks Inc., Decision 4A_20/2012,

 http://www.decisions.ch/decision/id/1529 （2013/03/05）.
33 瑞士最高法院所稱之替代形狀，係指功能性相當（即可堆疊，相容與否不問）且不相似者，而
競爭者得合理選用之積木必須是可行性、穩固性與系爭標識相當，並且不需耗費更多製造成本。

 Mark Schweizer, Swiss Supreme Court cancels LEGO's 3D-trade mark, MARQUES Class 46 

（2012/08/20）, https://www.marques.org/class46/default.asp?D_A=20120820 （2013/03/05）.

http://www.mondaq.com/article.asp?articleid=22887
http://www.decisions.ch/decision/id/1529
https://www.marques.org/class46/default.asp?D_A=2012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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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認為，由於商標權授予之獨占保護並無期限，審查上必須採取嚴格態度，

亦即替代形狀必須與LEGO積木相當，競爭上無任何不利益處；因此，縱使製造成

本差異微小，仍然會構成經濟上不合理，進而判斷屬於技術所必須之形狀。

參、立體商標功能性排除規定之關鍵問題

一、功能性概念具體化

（一）法條解讀

基於公益需求與權利衡平，歐洲法院認為共同體商標規則第7（1）（e）（ii）

條之作用雖在於預防商標保護造成技術解決方案獨占，但其適用範圍亦應有所限

制，避免不當排除包含功能性特徵之所有標識，職是之故，系爭法條之正確解釋係

為「商品形狀之所有重要特徵均係為達成特定技術成果所必須者，縱該形狀並非唯

一亦同。」而此番解釋反映出之規範價值，即「促進公平有效之市場競爭並且禁止

獨占濫用」，正與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成立之宗旨相吻合34。

如從法條用語個別觀之：過往判決較少著墨於「僅是」（exclusively）一

詞，有論者指出35，最符合文法與句法規則之解讀應係指「僅包含構成形狀之各

種特徵而無其他元素（如文字、標語），而該形狀符合共同體商標規則第7（1）

（e）條規定情形。」相較於歐洲法院解釋，其指涉範圍未明確限定於重要特

徵，條文亦無如此用語，但從排除其他元素此點看來，似可嗅出所指涉特徵係為

構成形狀「所需要者」。在LEGO案極其明顯的是，「重要特徵」成為阻擋LEGO

以任意性次要元素規避適用系爭法條之利器。

而「所必須」（necessary）之解釋重點在於必須程度如何36：歐盟各會員國

法院對此見解尚不一致，有認為應達到絕對、唯一之必須程度（即指無替代形狀

存在），有以為不然；歐洲法院則在LEGO案明確表態，替代形狀存否與功能性

排除規定適用及判斷無關，實有助於解決此解讀疑義。至於對於「技術成果」

34 Alison Firth, Shapes as Trade Marks: Public Policy, Functional Considerations and Consumer 

Perception, E.I.P.R. 2001, 23(2), 89.
35 ibid., 91.
36 ibid.,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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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result）一詞，LEGO案並未特別說明：如係商品所產生之技術效果，

當屬之無疑，但若能提升製造效率，是否亦視為技術成果一環？有論者37以為應

肯定之。倘若採取肯定見解，等同於涵納瑞士最高法院採認之合理性測試在內，

使可行性、穩固或低成本等優勢轉換為技術成果之實質內涵。

（二）重要特徵判斷

僅管重要特徵判斷係功能性分析之重要步驟，歐洲法院就此點卻未作出明確

指示，其認為辨認方式因個案而異：例如就標識之整體印象判斷、或就標識各部

位依次審查、抑或斟酌問卷調查、專家意見、智慧財產權之相關文件等證據。在

LEGO案，歐洲法院即依據專利權文件揭露之內容以為判定。至於LEGO所提之

消費者問卷調查證據，歐洲法院認為此乃識別性判斷之必要證據，雖仍可作為參

考，惟法院並無斟酌之義務。

對此，有評論即指出38，自LEGO案後，辨認重要特徵雖然成為相類案件之

攻防重點，歐洲法院就功能性認定上仍未提供一客觀、明確之多重因素（multi-

factor）測試方法，對於目標消費者（target consumer）之角色定位也頗為曖昧；

再者，倘若申請人聲明不專用（disclaimer）功能性元素，是否可能迴避系爭法條

適用而取得商標權保護？此等問題仍待未來司法進一步解決。

（三） 功能性分析

不僅是重要特徵判斷，LEGO案之功能性有無分析仍舊是以專利權文件作為

證據。在OHIM實務上，以專利權文件證據推論立體標識功能性並非特例，而且

同時適用於專利保護期間內或屆期後之情形39：前者如受美國專利保護之馬桶吸

把（plunger）40；後者則如包含過期專利所揭露特徵之烤箱41，LEGO案之積木當

然亦是如此。對此實務作法，佐審官亦表支持42，其認為「⋯⋯商品如已獲得專

37 ibid., 93.
38 Vlotina Liakatou and Spyros Maniatis, Lego - Building a European Concept of Functionality, E.I.P.R. 

2010, 32(12), 656.
39 Gordon Humphreys, Non-conventional Trade Marks: An Overview of Some of the Leading Case Law 

of the Boards of Appeal, E.I.P.R. 2010, 32（9）, 442-443.
40 Case R-747/2005-2 （2006）.
41 Case R-808/2009-2 （2010）.
42 Opinion of A.G. Mengozzi delivered on January 26, 2010 in Lego Juris A/S v OHIM –MEGA Brands 

Inc., Case C-48/09 P （2010）, para.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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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或設計保護，連同註冊證書在內，解釋上即構成簡易且極為有力之證據，得藉

此推論該商品形狀之重要特徵得實現技術功能。⋯⋯」至於專利權文件是否為唯

一或最重要考量因素？歐洲法院對此並未多談。不過，LEGO案確實告訴眾人一

個教訓43：在商標審查程序中援引任何可專利證據，反而可能造成負面影響。

此外，歐洲法院重申，功能性判斷僅需就系爭標識辨認出重要特徵，再分析

其是否係為實現商品之技術功能即可，與替代形狀之存在事實毫無相關。歐洲法

院為何堅決認為替代形狀存在無法阻卻適用功能性排除規定？究其根本，應是為

預防因商標權「及於近似」之保護效力，造成技術解決方案獨占、或者限制競爭

者選擇可能性44──特別是當系爭標識包含技術上所偏好之解決方案型態，一旦

賦予保護，競爭者便難以找出「真正之替代形狀」。此點考量類似於瑞士最高法

院採認之合理性測試，同樣出自於維護充分競爭之政策需求，只不過雙方之調查

方法與證據使用並不相同：歐洲法院從OHIM提出之專利權文件證據，瑞士最高

法院則從既有替代形狀調查其實際成本如何。

儘管如此，相較於歐洲法院見解，瑞士最高法院之判斷上更富彈性。誠如論

者所言45，功能性排除規定之調查重點不在於商品是否藉由其設計或形狀實現功

能，而是商品設計或形狀是否為該類商品有效競爭時所必須者；替代形狀存在之

事實，某程度確實能說明競爭者得有其他選擇，只是該等選擇與商標權永久保護

間之權衡是否合理，仍須以其他標準為據（如合理性測試）。反觀歐洲法院因擔

憂未來效應，而明白表示系爭法條審查對象限於申請時遞交之標識，並「不及於

其他商品形狀構成之標識」，是否過於嚴格？容有斟酌餘地。

二、訴訟背景之影響

除系爭法條之解釋與適用外，LEGO案件值得關注的另一特點在於其訴訟背

景，亦即LEGO之獨占策略運用。自組裝玩具專利陸續到期後，LEGO積極於歐、

美、加各地以積木形狀申請立體商標保護，並與其對手MEGA交鋒數次：兩者間

43 Gordon Humphreys, Non-conventional Trade Marks: An Overview of Some of the Leading Case Law 

of the Boards of Appeal, E.I.P.R. 2010, 32（9）, 443.
44 ibid., 441.
45 Audrey A. Horton, Designs, Shapes and Colours: A Comparison of Trade Mark Law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E.I.P.R. 1989, 11（9）,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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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競爭關係密切，產品線相似度極高，MEGA之低價攻勢更造成LEGO營收莫

大壓力46；在如此時空脈絡之下，LEGO申請商標權保護自然受質疑係為壟斷市

場，形同延續失效之專利權保護。

面對LEGO之經營意圖，歐洲法院在LEGO案中即指出，商標註冊制度並非用

以協助申請人對抗盲從抄襲問題，維護其企業地位，建議應循不正競爭途徑解決

相關問題。對此處理，有論者即認為47LEGO案不僅重申Philip案所奠定之法則，

從公平競爭立場拒絕擴大商標保護，並試圖使競爭議題內化（internalise）為功能

性排除規定背後考量之公共利益，避免商標主管機關負擔處理競爭問題之重責大

任；不過，可以預見對於不正競爭保護、以及用於防止抄襲功能性外觀之商標保

護兩者間之互動與平衡關係，會成為重要議題。

然而，現今LEGO再援引不正競爭保護之勝算如何？恐怕並不樂觀。前述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曾於1963年及1992年判決賦予LEGO積木外觀保護，禁止與

其相容之產品在德國販售，該判決法則被稱為“LEGO-Klemmbausteine”或

“LEGO Doctrine”48；但至2004年，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中止該保護主義

（protectionist）法則繼續適用，結束LEGO長達40年之受惠，並以新聞稿聲明該

法則不僅招致批評，亦與歐洲不正競爭法發展相悖49；其後，2009年判決更撤銷

LEGO立體商標註冊。其實，從LEGO整體獨占策略（包括專利權與商標權申請）

以及訴訟活動觀察，極易形成其意欲壟斷之負面印象，歐洲法院之所以提及「另

循不正競爭法解決」一事，恐怕係源於此；縱然判決理由未論及申請人主觀意圖

如何，相信對於法院形成心證亦有一定影響。

46 東森新聞雲國際中心，【樂高昂貴卻熱門的秘訣　塑造無法模仿的「故事積木」】，2012-12-18，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1218/141172.htm#ixzz2MHptv9C6（2013/03/05）。
47 Vlotina Liakatou and Spyros Maniatis, Lego - Building a European Concept of Functionality, E.I.P.R. 

2010, 32(12), 656.
48 Jenny Lundahl, The Lego Brick in the Borderzone between Forms of Protection, Master's Thesis, 

Göteborg University (2005), at 61.
49 PR Newswire, Mega Bloks Comments on Developments in Germany: the Largest European Market 

Shows Signs of Opening Up (2004/12/08), 

 http://www.finanznachrichten.de/nachrichten-2004-12/4176332-mega-bloks-comments-on-

developments-in-germany-the-largest-european-market-shows-signs-of-opening-up-008.htm 

(2013/03/05).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1218/141172.htm#ixzz2MHptv9C6
http://www.finanznachrichten.de/nachrich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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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商標法之功能性排除規定

（一）規範意旨解讀

商標法於2011年修正擴大適用功能性排除規定至所有商標類型，包括立體形

狀、聲音、顏色等在內，並為排除商標聲明不專用之一部分具備功能性之情形，明

文規定商標如「僅為發揮商品或服務之功能所必要者」，不得註冊50。按《非傳統

商標審查基準》，立體商標包含四種態樣51： 1.商品本身之形狀； 2.商品包裝容器

之形狀； 3.立體形狀標識（商品或商品包裝容器以外之立體形狀），以及 4.服務場

所之裝潢設計；依據修正前文義，規範對象僅包含前兩者52，惟修正後，各種態樣

一體適用功能性排除規定。而所謂功能性，意指特定商品或服務之設計或特徵，係

商品或服務之用途或使用目的上所不可或缺，或會影響商品或服務之成本或品質

者；而本文討論之對象限於「實用功能性」（utilitarian functionality）53，其包含達成

商品使用目的或技術效果所必要之特徵，以及由較便宜、簡單之製造方式產生之產

品特徵。功能性排除規定之立法意旨在於54：具備功能性之立體形狀係享有競爭

優勢，為避免妨礙公平競爭，僅適於賦予有期限之保護（如專利權），不宜由特

定人透過商標制度永久獨占。

綜合功能性涵義與規範意旨觀之，可推知商標之功能性判斷有無，應與其獨

占結果是否防礙市場競爭密切相關；復觀《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提出之功能性

判斷具體考量因素，包括55：

1.  該形狀是否為達到該商品之使用或目的所必須：係指無其他替代形狀可供

競爭者選擇，故該形狀為發揮其商品之使用目的所必要。

50 修正前規定於第 23條第 1項第 4款，商標如屬「商品或包裝之立體形狀，係為發揮其功能性所
必要者」，則不得註冊；修正後移列至第 30條第 1項第 1款。

51  《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2012版）》，7頁。
52 黃銘傑，「功能性立體商標與專利權保護間之競合與調和」，月旦法學雜誌 120期，156頁，

2005年 5月。
53  「美感功能性」（aesthetic functionality）係指商品或服務之特徵雖不具實用功能性，不能增加效
能或降低成本，但明顯具備其他競爭優勢（如柳橙口味之藥物藉此掩蓋藥味），則該競爭優勢
應保留給同業使用，而不宜由一人獨占。《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2012版）》，5-6頁。參照修
正前之《立體、顏色及聲音商標審查基準（2004版）》，尚無如此分類。

54  《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2012版）》，12頁。
55 同前揭註，12-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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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形狀是否為達到某種技術效果所必要：係指該形狀之主要功能特徵僅係

用以達到特定技術效果，縱有其他替代形狀可達到相同技術效果，亦無法

克服功能性之核駁事由。在證據方面，已取得之發明或新型專利權（過期

與否不問）得作為具有達到某種技術效果所必要之表面證據，廣告、促銷

活動或報導中之說明亦得作為參考。

3.  該形狀之製作成本或方法是否比較簡單、便宜或較好：如允許該形狀專

用，為避免侵害商標權，其他業者勢必增加製造成本、或使用較困難或較

差之製造方式生產替代形狀，顯然造成不公平競爭且嚴重影響公益。

揆諸前述得知，第1.項與第2.項相當於LEGO案中LEGO與MEGA雙方各自主

張，最後歐洲法院採取後者解釋方式與證據；此外，第1.項與第3.項卻又同時為

瑞士最高法院處理同一立體標識爭議時，適用之合理性測試考量因素。從功能

性排除規定表面文義觀之，不論是歐盟之「僅是包含為達成特定技術成果所必

須之商品形狀」、瑞士之「技術所必須之形狀」、抑或台灣之「僅為發揮商品或

服務之功能所必要之形狀」，均不易暸解所欲規範之具體情形為何，此點有賴實

務案例發展──誠如歐洲法院與瑞士法院，儘管結論相同，採認之判斷基準卻相

異──台灣雖於《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提出三項具體考量因素，惟不僅融合了

歐洲法院與瑞士法院不同體系之認定標準，且未敘明適用上孰輕孰重，或彼此關

係是否互斥：例如系爭立體標識如有第2.項情形，是否當然不可能發生第3.項情

形？意即此時存在之替代形狀當然複雜、昂貴或較差；又若是第2.項與第3.項情

形並不互斥，同時發生時應據何者為判斷理由？此等問題仍有待台灣實務見解進

一步剖析。

（二）以實務案件為例

功能性排除規定之作用56不僅為調和立體商標制度與專利權保護間之衝突，

也藉此避免發生妨礙市場競爭之情事，前述之替代形狀有無、製造成本或優勢等

考量因素，皆可視為其意旨之體現。不過在實務運作上，仍需法院進一步細緻論

56 黃銘傑，「功能性立體商標與專利權保護間之競合與調和」，月旦法學雜誌 120期，156頁，
2005年 5月；張國華、鄭光能，「立體商標與新式樣權利要件之比較研究」，科技法學論叢 1卷
3期，19頁，2009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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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於新法施行未久，茲此以修正前之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468號判決

（費列羅案）為例57，說明實務運用情形：法院認為系爭商標（即巧克力糖包裝

之立體形狀）非為發揮功能性所必要之理由有二： 1.該商標非僅由具有功能性特

徵之形狀組成，尚包含其他具有特色之形狀，且申請人很明顯地並無取得該具有

功能性部分獨占權之意圖，並從指定使用商品之實用功能角度觀之，包裝之功能

並非主要者，如商標整體具有識別性，縱該商標一部分具功能性特徵，仍可核准

註冊； 2.參酌一般市場交易情形，存在多種可替代性之巧克力商品單顆或多顆包

裝樣式（即巧克力糖業者以各種大小、形狀生產商品，並搭配各式顏色、圖案設

計包裝單顆販售，或以紙、塑膠膜、壓克力等材質，以袋、盒、罐等不同形狀包

裝多顆販售），且系爭商標非單純僅由透明外盒之形狀組成，尚包含文字、商品

本身形狀、外包裝、標籤等特殊設計等因素，故認定系爭商標非為發揮功能性所

必要，賦予保護並不影響市場公平競爭。

此案判決如實反映當時適用之《立體、顏色及聲音商標審查基準》內容，

主要係以「是否為達到某種技術效果所必要」因素為判斷，否定系爭商標之功能

性。惟應注意的是，前者與現行之《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相較，尚有幾處不同

且均於修正後刪除58： 1.考量當事人是否有獨占功能性部分之主觀意圖； 2.依據

指定使用商品之實用功能，區辨立體標識之功能是否為主要； 3.如功能性特徵之

實現方式多元，則立體標識即非為達到某種技術效果所必要。審查基準雖非當然

拘束法院判斷，卻仍是重要參酌資料，本文以為刪除前述內容係屬有理，原因在

於：在第1點，儘管從LEGO案隱約可覺歐洲法院對於申請人意圖不表苟同，惟

功能性判斷應從客觀結果衡酌賦予保護是否妨礙市場競爭，不宜以申請人主觀意

思為據；在第2點，所謂之立體標識其功能是否主要，語意上似指商品預期之功

能，然又似商品功能得區別為主要與非主要，如非主要，是否即毋須適用功能性

排除規定？敘述上多有疑義；在第3點，從修正前之語意解讀，如無替代形狀存

在時即同時符合「是否為達到該商品之使用或目的所必須」與「是否為達到某種

技術效果所必要」，恐有混淆兩者因素之涵義與其獨立性，修正後似循歐洲法院

判決理由，說明後者因素縱有替代形狀，亦不得阻卻適用。

57 當時適用者為 2011年商標法修正前之第 23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以及《立體、顏色及聲音商
標審查基準（2004版）》；判決理由主要援引自 2.5.2 （2）「該形狀是否為達到某種技術效果所
必要」。

58  《立體、顏色及聲音商標審查基準（2004版）》，2.5.2 功能性判斷之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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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歷經十多年，LEGO與MEGA在歐盟的立體商標爭議終告塵埃落定。雙方整

體爭議對於商標權與專利權間之保護衡平、抑或是不正競爭實踐上均有指標性意

義，歐洲法院判決雖僅就系爭法條之解釋與適用作出個案處理，惟不難看出其努

力使競爭問題內化成為功能性排除規定之重要內涵，而從其他國家（如德國、瑞

士59）法院判決結果觀察，也能觀察到歐洲國家在此商標爭議上，逐漸以公益／

競爭需要作為問題解決之主要考量。不過，美中不足的是，歐洲法院對於系爭法

條之具體適用情形，仍留有許多未能詳予指導或說明之處，例如重要特徵判斷所

需之證據與操作方式、功能性分析之其他有力證明（除專利權文件外）等，尚待

更多案例經驗累積以彌補其不足。

反觀台灣情形：從2004年《立體、顏色及聲音商標審查基準》轉變為2012年

《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有關功能性判斷之論理更加清晰，其中考量因素第2

項實相同於歐洲法院見解，不但肯定專利權文件及相類技術說明之證據效果，並

敘明不論專利權過期與否均一體適用。惟有疑問之處在於，審查基準並未指出具

體考量因素間之關係如何（並立或者互斥），以及適用上之份量孰輕孰重，目前

法院判決亦未對此表示意見，未來發展如何，頗值關注。由於具體考量因素中列

出瑞士最高法院採認之合理性測試內涵（即較簡單、便宜或較好），本文建議得

仿效其評估方式，具體化商標保護後可能引發之經濟效應，不僅以客觀證據判斷

替代形狀之合理性，也能以較客觀之標準防止不正競爭情形發生。

59 雖然瑞士並非歐盟會員國，但就其 2012年最高法院判決而言，實與歐洲法院見解趨於一致。
Christoph Gasser, The Swiss Approach to Examining the Technical Necessity of Three-Dimensional 

Trademarks, INTA Bulletin Vol. 68 No. 5 （2013/03/01）,

 http://www.inta.org/INTABulletin/Pages/TheSwissApproachtoExaminingtheTechnicalNecessityofThre

eDimensionalTrademarks.aspx （2013/03/05）.

 其他國家之相關判決請參照 Jenny Lundahl, The Lego Brick in the Borderzone between Forms of 

Protection, Master's Thesis, Göteborg University （2005）.

http://www.inta.org/INTABulletin/Pages/TheSwissApproachtoExaminingtheTechnicalNecessityofThre


103.01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1 111

智慧財產權園地

本園地旨在澄清智慧財產權相關問題及答詢，歡迎讀者來函或E-mail至

ipois2@tipo.gov.tw，本刊將盡力提供解答及回應。

著作權

問： 員工於職務上完成的廣告設計圖，如果離職後於新公司任職時想再利用，應

得到原公司的同意嗎？  

答：一、 廣告設計圖是屬於「美術著作」，受著作權法之保護。員工於任職原公

司期間，依照公司的指示並運用公司的經費及資源所完成的廣告設計

圖，是屬於著作權法第11條所稱「職務上完成之著作」。對於此類職務

上的著作，依著作權法第11條規定，應依公司與員工之間的約定為準，

如未特別約定時，則以員工為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公司則取

得「著作財產權」。

　　二、 至於員工至新公司任職後，將設計圖複製存檔、再利用等行為，涉及著

作權法規定的「重製」行為，如員工未與公司另外約定，原則上由原公

司享有該廣告設計圖的著作財產權，員工享有著作人格權。前述「重

製」行為，除符合著作權法第44條至第65條合理使用規定外，應事先取

得原公司的同意或授權才能進行，否則可能侵害該公司的著作財產權。

但若員工與原公司有特別約定由員工享有該設計圖的著作財產權，則員

工即可對設計圖自由複製存檔或再利用。

mailto:ipois2@tipo.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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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

問：商標從申請到核准註冊需時多久？  

答： 商標註冊申請案的審查，與一般人民申請案件不同，其審查手續繁複，除就

個案所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審查外，尚需進行圖樣前案註冊資料的檢索及審

查有無法律規定不准註冊之事由，而目前註冊商標已超過180萬筆，故其審

查需費相當時日，大約6至7個月，但處理時限自收文日起算，其通知補正、

申復、答辯期間或因其他正當事由緩辦之期間不計算在內。

問：何謂商標優先權?  

答： 商標優先權，係指申請人第一次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或與中華民國有相

互承認優先權的國家，依法申請註冊的商標，於該申請日後6個月內向我國

就該申請的同一部分或全部的商品／服務，以相同商標申請註冊時，得主

張優先權，其申請日以該第一次申請日為優先權日（商標法第20條第Ⅰ、

Ⅵ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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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世界智慧財產報告——品牌在全球市場中的聲譽與形象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公布的「2013世界智慧財產報告」探索品

牌在當今的全球市場中發揮的作用。該報告著眼於品牌行為與商標使用最近的

演變、各國之間的差異、品牌背後的市場為何、經濟研究對商標政策的啟示，

及品牌策略如何影響企業的創新活動。

WIPO出版的第二輯「世界智慧財產報告」主題為「品牌：在全球市場的

聲譽與形象」，對於企業如何利用品牌區隔其產品與競爭對手的不同，和品牌

使用的成長對於消費者、市場競爭及創新的意義為何，提供新的數據、分析和

見解。

據該報告指出，2011年全球企業在品牌上大約投資了4,660億美元。若再加

上策略行銷、企業公關，其他有助於品牌認知的消費服務，以及公司內部對品

牌的支出等，投資金額可能會更高。美國有完整的數據顯示， 2011年美國在品

牌投資達340億美元，相較於以往不完整的預估數據增加了兩倍之多。這超過

了美國企業的研發或設計的投資，佔其無形資產投資的四分之一。

然而品牌的投資與世界各地的經濟發展水準密切相關，迅速成長的中等收

入經濟體，如中國大陸和印度，現今在品牌上的投資比目前高收入經濟體，在

之前類似的發展階段時的投資要高。

報告顯示，中等收入經濟體的平均品牌價值成長比高收入經濟體為快。事

實上，在2009年到2013年之間，中等收入的經濟體在排名前500大品牌總值的

佔有率，從6％提高到9％。

該報告還探討商標制度在支持企業的品牌活動所扮演的角色。商標是世

界上最廣為使用以註冊智慧財產（IP）的形式。在許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

中，可見到企業密集的申請商標。

商標的需求在1985年和2011年之間成長了四倍，申請案從1985年每年低於

1百萬件，到2011年每年有420萬件。資料顯示，雖然高收入的經濟體在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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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1年之間，商標申請的強度，相對於GDP，增加了1.6倍，在此期間中等收

入經濟體卻增加了2.6倍。

該報告認為，商標核准機構在提升商標制度便利性時，應同時兼顧所有權

人以及第三方的利益。另檢視其他政策，包括商標的註冊是否應規定申請人有

使用的商標才得以註冊。此外，各商標局對於新的申請案與早期的商標（申請

人不同）產生的衝突，應如何審查。

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該報告探討企業的品牌策略如何與其整體創新策

略相互影響。透過品牌，企業可以增加消費者對其產品的需求，並提升消費

者付費購買的意願。證據顯示，品牌是企業確保其產品創新，獲得回饋的最

重要機制。

最後，該報告提及強勢品牌造成阻礙進入市場的情形，評估合併、收購的

競爭效力，以突顯品牌的角色，以及製造商和分銷商之間的「垂直」的分配。

註： WIPO的世界智慧財產報告自2011年起發行，每兩年出版一次。

http://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13/article_0024.html

http://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13/article_00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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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

● 智慧局AEP 1-11月份統計資料簡表

　 表一：102年1-11月加速審查申請案申請人國別統計

　 依月份統計：

申請時間
本國 本國

合計

外國 外國
合計

總計
事由1 事由2 事由3 事由1 事由2 事由3

102年01月 29 0 26 55 37 1 1 39 94

102年02月 30 3 8 41 17 0 1 18 59

102年03月 26 0 16 42 26 3 0 29 71

102年04月 47 0 24 71 29 1 0 30 101

102年05月 39 2 27 68 32 4 2 38 106

102年06月 20 0 12 32 29 2 0 31 63

102年07月 24 0 17 41 34 1 1 36 77

102年08月 24 1 20 45 26 2 0 28 73

102年09月 12 0 13 25 25 2 1 28 53

102年10月 28 0 10 38 35 3 1 39 77

102年11月 17 0 8 25 31 1 0 32 57

總計 296 6 181 483 321 20 7 348 831*

*註：包含25件不適格（事由1為9件；事由2為2件；事由3為1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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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申請人國別統計：

申請人國別 事由1 事由2 事由3 總計

台灣（TW） 296 6 181 483

日本（JP） 126 5 2 133

美國（US） 76 8 1 85

韓國（KR） 21 1 0 22

瑞士（CH） 16 1 0 17

德國（DE） 13 2 1 16

荷蘭（NL） 16 0 0 16

法國（FR） 10 0 0 10

加拿大（CA） 7 0 0 7

西班牙（ES） 6 0 0 6

新加坡（SG） 2 0 1 3

奧地利（AT） 3 0 0 3

英國（GB） 2 0 1 3

義大利（IT） 2 0 0 2

紐西蘭（NZ） 2 0 0 2

香港（HK） 2 0 0 2

巴哈馬（BS） 1 1 0 2

比利時（BE） 2 0 0 2

賽席爾（SC） 1 0 1 2

瑞典（SE） 1 1 0 2

以色列（IL） 2 0 0 2

中國大陸（CN） 2 0 0 2

匈牙利（HU） 0 1 0 1

芬蘭（FI） 1 0 0 1

土耳其（TR） 1 0 0 1

丹麥（DK） 1 0 0 1

盧森堡（LU） 1 0 0 1

薩摩亞（WS） 1 0 0 1

澳大利亞（AU） 1 0 0 1

印度（IN） 1 0 0 1

曼島（IM） 1 0 0 1

總計 617 26 188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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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加速審查申請案之首次回覆（審查意見或審定）平均時間

申請事由
加速審查案件
申請時間

首次審查回覆
平均時間（天）

事由1 至102年11月底 73.7

事由2 至102年11月底 79.5

事由3 至102年11月底 140.8

註：事由1係自98年1月至102年11月底，事由2、3係自99年1月至102年11月底。

表三：主張之對應案國別統計（102年1-11月）

國別 事由1 事由2 總計 百分比

美國（US） 374 15 389 58.85%

日本（JP） 105 2 107 16.19%

歐洲（EP） 66 9 75 11.35%

中國大陸（CN） 58 0 58 8.77%

韓國（KR） 15 0 15 2.27%

德國（DE） 6 0 6 0.91%

澳洲（AU） 5 0 5 0.76%

英國（GB） 2 0 2 0.30%

以色列（IL） 1 0 1 0.15%

俄羅斯（RU） 1 0 1 0.15%

烏克蘭（UA） 1 0 1 0.15%

新加坡（SG） 1 0 1 0.15%

總計 635 26 661 100.00%

註：其中有19件加速審查申請引用複數對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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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令：修正「專利電子申請實施辦法」名稱為「專利電子申請及電子送

達實施辦法」並修正部分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二月六日經濟部令經智字第10204606870號修正發布

名稱及第2、10、16條條文；增訂第5-1、15-1、15-2條條文；並自一百零二

年十二月一日施行（原名稱：專利電子申請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內容詳參

以下網址。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499524&ctNode=7127&mp=1

●　2013兩岸專利論壇圓滿閉幕

 「兩岸專利論壇」是兩岸間專利事務交流的年度盛會，今年於11月19日及20

日在大陸山東濟南舉行。我方由本局王美花局長、經濟部訴願委員會鮑娟主

任委員、全國工業總會蔡練生秘書長以及產、官、學、研各界專家共35人參

加，大陸方面出席人員包括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及關注兩岸專利法制與實務

發展的各界人士，總計約200人參與此一盛會，氣氛熱絡。

 兩岸於2008年舉辦首屆「兩岸專利論壇」，並達成每年由兩岸輪流舉辦之共

識，今年為第六屆，在每屆的論壇中，海峽兩岸的智慧財產權專家就兩岸的

專利法制、審查實務及相關事項進行介紹與交流，對於促進兩岸智慧財產權

領域的相互瞭解、強化雙方在專利業務上的合作，進而增進兩岸權利人的權

益有莫大的助益。

 本次論壇的主題包括兩岸「智慧財產權情勢發展」、「專利法制最新動

態」、「提升審查品質運作實務」、「專利行政救濟實務經典案例分享」、

「專利訴訟實務發展與趨勢」、「專利代理制度經驗分享暨前瞻交流合

作」、「高科技產業發展趨勢暨前瞻交流合作」以及「因應國際專利爭訟的

策略暨前瞻交流合作」，涵蓋層面廣泛，內容精采，與會者多表示不虛此

行，並期許未來兩岸能持續交流，攜手共進，共創互利雙贏的局面。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497063&ctNode=7127&mp=1

智慧財產局動態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499524&ctNode=7127&mp=1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497063&ctNode=712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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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

●　 經濟部令：修正「商標電子申請實施辦法」名稱為「商標電子申請及電子送

達實施辦法」並修正部分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二月六日經濟部經智字第10204606860號令修正發布

名稱及第2、10、16條條文；增訂第5-1、15-1、15-2條條文；並自一百零二

年十二月一日施行（原名稱：商標電子申請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內容詳參

以下網址。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499527&ctNode=7127&mp=1

●　 商標申請註冊指定使用之商品暨服務名稱及檢索參考資料將於103年1月1日

異動公告

 配合市場商業活動多元發展，創意產品推陳出新，暨因應「商品與服務國際

（尼斯）分類」第10版修訂版於103年1月1日施行，經檢討商標申請註冊指

定使用之商品及服務分類，102年下半年總計增修223項商品/服務名稱或組群

及24項備註事項（詳參以下網址），將自103年1月1日實施。商標電子申請

系統建置之「指定使用商品/服務類別及名稱」將同時更新。

 預計於103年1月1日後透過商標電子申請系統申請註冊者，申請前請參酌異

動內容，以避免申請書記載之指定使用商品／服務名稱與電子申請系統建置

之內容不完全相同，而無法享有減免300元規費之優惠。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499585&ctNode=7127&mp=1

●　修訂「商標法逐條釋義」提供各界參考利用。

 新商標法自101年7月1日修正施行以來已近1年半，期間歷經最高法院101年

度第10次刑事庭會議改變商標法第5條之「販賣」解釋、102年度智慧財產

法律座談會討論新舊商標法論罪科刑之適用原則及學術界討論商標使用之

疑義等，對於適切適用商標法規至關重要，為方便各界參考利用，爰作必

要之增修。

 近來最高行政法院及智慧財產法院，對於「妨害公序良俗」、「使公眾誤認

誤信之虞」、「著名商標淡化保護」、「善意先使用」等判決作出原則性解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499527&ctNode=7127&mp=1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499585&ctNode=712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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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為使法條適用更臻明確，爰予增列。另民眾較常詢問如「顯屬不當」、

「法人人格消滅商標權是否當然消滅」等問題，亦一併納入。

 為方便對照新舊版本，另提供劃線本，將本次增修部分以底線加以註記。

新版增修部分如下：第5條維權使用與侵權使用之異同、司法機關變更「販

賣」見解、第25條比較「錯誤更正」與「非實質變更」、第30條以歷史人物

作為商標是否妨害公序良俗判斷因素、判斷有無使公眾誤認誤信之虞之基

準、顯屬不當之情形、第31條申請註冊商標有無違法事由之判斷基準時、第

36條「善意」先使用之解釋、第47條公司清算完結商標權是否當然消滅、第

50條被評定商標有無違法事由之判斷基準時、第63條「正當事由」補充說

明、第97條商標法修正前賣出他人仿冒商標商品之新舊法適用。

 本逐條釋義雖經多次校正，惟錯誤疏漏諒難避免，敬祈各界賢達不吝惠予

指正。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497939&ctNode=7127&mp=1

智慧財產局動態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497939&ctNode=7127&mp=1


103.01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1 121

智慧財產局動態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3年1月份專利商標義務諮詢服務輪值表

諮詢服務時間 諮詢服務項目 義務代理人

1/02（四）09:30-11:30 專   利 王明昌

1/03（五）09:30-11:30 專   利 王彥評

1/06（一）09:30-11:30 商   標 張文彬

1/07（二）09:30-11:30 專   利 金烽琦

1/07（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鄭振田

1/08（三）09:30-11:30 專   利 祁明輝

1/09（四）09:30-11:30 專   利 甘克迪

1/10（五）09:30-11:30 專   利 彭秀霞

1/13（一）09:30-11:30 商   標 張慧玲

1/14（二）09:30-11:30 專   利 林存仁

1/15（三）09:30-11:30 專   利 陳昭誠

1/15（三）14:30-16:30 專   利 陳翠華

1/16（四）09:30-11:30 專   利 丁國隆

1/17（五）09:30-11:30 專   利 陳晃顥

1/20（一）09:30-11:30 商   標 李怡瑤

1/20（一）14:30-16:30 專   利 陳逸南

1/21（二）14:30-16:30 專   利 卞宏邦

1/22（三）09:30-11:30 專   利 白大尹

1/23（四）09:30-11:30 專   利 宿希成

1/24（五）09:30-11:30 專利、商標 鄭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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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五）14:30-16:30 專   利 陳群顯

1/27（一）09:30-11:30 商   標 梅文萱

1/28（二）09:30-11:30 專   利 張仲謙

1/29（三）09:30-11:30 專   利 閻啟泰

註：1. 本輪值表僅適用於本局台北局址，服務處地點（106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2

段185號3樓）
　　2. 欲洽詢表列之代理人，亦可直撥電話（02）2738-0007轉分機3063洽詢（請

於服務時段內撥打）

智慧財產局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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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台中服務處
103年1月份專利商標代理人義務諮詢服務輪值表

諮詢服務時間 諮詢服務項目 義務代理人

01/08（三） 14：30─16：30 專利 朱世仁

01/09（四） 14：30─16：30 商標 陳建業

01/10（五） 14：30─16：30 專利 郭夔忠

01/15（三）14：30─16：30 商標 陳逸芳

01/16（四） 14：30─16：30 專利 陳鶴銘

01/17（五）14：30─16：30 專利 施文銓

01/22（三）14：30─16：30 專利 吳宏亮

01/23（四） 14：30─16：30 商標、專利 周皇志

01/24（五） 14：30─16：30 專利 趙元寧

01/27（一） 14：30─16：30 專利、商標 韓瑞杰

01/28（二） 14：30─16：30 商標 周于舜

01/29（三） 14：30─16：30 專利、商標 顏永堅

智慧財產局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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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高雄服務處
103年1月份專利商標代理人義務諮詢服務輪值表

諮詢服務時間 諮詢服務項目 義務代理人

1/02（四）14：30~16：30 專利、商標 陳明財

1/03（五）14：30~16：30 專利、商標 楊家復

1/06（一）14：30~16：30 專利、商標 趙正雄

1/07（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楊欽堯

1/08（三）14：30~16：30 專利、商標 李德安

1/09（四）14：30~16：30 商標 劉建萬

1/10（五）14：30~16：30 專利、商標 洪俊傑

1/13（一）14：30~16：30 專利、商標 郭同利

1/14（二）14：30~16：30 專利 賴建良

1/15（三）14：30~16：30 專利、商標 王增光

1/16（四）14：30~16：30 商標 喬琍琍

1/17（五）14：30~16：30 專利、商標 李彥樑

1/20（一）14：30~16：30 專利、商標 李榮貴

1/21（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戴世杰

1/22（三）14：30~16：30 專利、商標 林進福

1/23（四）14：30~16：30 專利、商標 黃茂明

智慧財產局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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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統計

102年商標案件申請及處理數量統計表

102年專利案件申請及處理數量統計表 

月
申請註冊案
(以案件計)

公告註冊案
(以案件計)

核駁案 異議案 評定案 廢止案 延展案

1月 6,207 6,060 892 75 17 66 3,009

2月 4,412 5,671 562 74 16 36 1,834

3月 6,343 3,890 550 69 34 50 2,392

4月 5,922 4,621 967 85 31 38 2,929

5月 6,707 3,952 535 100 32 42 3,228

6月 5,511 5,223 781 98 18 36 3,081

7月 6,881 4,681 925 91 61 22 3,471

8月 6,580 5,531 787 80 36 49 3,636

9月 5,842 5,016 838 54 20 18 3,407

10月 6,531 4,817 590 120 23 63 4,694

11月 6,320 5,082 616 130 31 57 4,008

合計 67,256 54,544 8,043 976 319 477 35,689 

單位：件

月 新申請案 發明公開案 公告發證案 核駁案 再審查案 舉發案

1月 6,978 4,675 5,222 1,978 651 57

2月 5,468 4,510 6,060 1,986 664 40

3月 7,651 3,929 5,935 2,036 388 39

4月 6,724 3,781 6,436 2,343 439 56

5月 7,127 3,990 5,716 2,155 518 70

6月 6,417 4,543 5,188 2,235 489 52

7月 7,021 5,337 5,873 2,400 553 48

8月 6,526 3,917 6,486 2,435 591 61

9月 6,530 4,011 6,087 2,492 499 54

10月 6,916 4,370 5,209 2,529 525 56

11月 7,082 4,594 6,869 2,659 548 61

合計 74,440 47,657 65,081 25,248 5,865 594

備註： 自93年7月1日起，新型專利改採形式審查制，自該日以後無新型再

審查案之申請。

單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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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統計

102年本局辦理申請核驗著作權文件證明書件數統計表 

單位：件

月 申請核驗著作權文件證明書件數

1月 3,033 

2月 2,490 

3月 3,297 

4月 3,103 

5月 3,069 

6月 2,863 

7月 3,252 

8月 2,852 

9月 2,601 

10月 3,156 

11月 2,890 

合計 3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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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論文索引

*專利

作者 文章名稱 期刊名稱 期數 出版日期

張睿哲
鍾文正
文治中                      

陳瀅安
林坤隆
林明立

優惠期制度之國際調和與發展 智慧財產權月刊 180 2013.12

鍾文正 論先前技術之公開之國際調和 智慧財產權月刊 180 2013.12

許慈真 淺論中草藥專利保護與發展 智慧財產權月刊 180 2013.12

沈宗倫

均等論與先前技術既存秩序之
尊重──以先前技術阻卻為中
心評最高法院一○一年度台上
字第三八號民事判決及其下級
法院判決

月旦法學雜誌 223 2013.12

陳昭華 不予專利之醫療方法的認定 月旦法學教室 133 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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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論文索引

*商標

作者 文章名稱 期刊名稱 期數 出版日期

林洲富 善意先使用商標之要件與性質 月旦法學教室 134 2013.12

蔡瑞森
中國大陸商標法重大修正 理律法律雜誌雙

月刊
2013年
9月號

2013.09

*著作權

作者 文章名稱 期刊名稱 期數 出版日期

陳依婷
使用新聞照片是否侵害著作
權－簡評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
度民著上字第 1 號判決

科技法律透析
25卷
第11期

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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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智慧財產權月刊徵稿簡則

智慧財產權月刊徵稿簡則

102年12月修訂

一、 本刊為一探討智慧財產權之專業性刊物，凡有關智慧財產權之法制介紹、專

論、問題探討、國際動態、新聞等著作、譯稿，歡迎投稿。

二、 來稿請附10個左右的關鍵字及100字左右之摘要，論述文章應加附註，並

附簡歷（姓名、聯絡地址、電話、電子信箱、現職、服務單位及主要學

經歷）。

三、 賜稿請使用中文正體字電腦打字，書寫軟體以Word檔為原則。

四、 字數以5,000至12,000字為宜（如篇幅較長，本刊得分期刊登），稿酬每千字

1,200元；如係譯稿，本局不另支付外文文章之著作財產權人授權費用。

五、 來稿須經初、複審程序（採雙向匿名原則），並將於4週內通知投稿人初審

結果，惟概不退件，敬請見諒。經採用者，得依編輯需求潤飾或修改，若不

同意者，請預先註明。

六、 投稿需注意著作權法等相關法律規定，文責自負，如係譯稿請附原文（以

Word檔或PDF檔為原則）及「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書」正本（授權範圍需包含

同意翻譯、投稿及發行，同意書格式請以e-mail向本刊索取），且文章首頁

需註明原文出處、譯者姓名及文章經著作財產權人授權翻譯等資訊。

七、 稿件如全部或主要部分已在其他刊物（含電子媒體）或將在其他刊物（含電

子媒體）以中文發表者，請勿投稿本刊；一稿數投經查證屬實者，本刊得於

三年內暫停接受該作者之投稿。

八、 為推廣智慧財產權知識，經採用之稿件本局得多次利用（紙本印行或數位媒

體方式）及再授權第三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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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九、投稿可採e-mail或書面方式：

　　以e-mail投稿者請寄至：ipois2@tipo.gov.tw

以書面投稿者請寄至：

10637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2段185號5樓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資料服務組「智慧財產權月刊」編輯室收。

（聯絡電話：02-2376-6069 林佳芸小姐）

智慧財產權月刊徵稿簡則

mailto:ipois2@tipo.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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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智慧財產權月刊專論引註及參考文獻格式範本說明

智慧財產權月刊專論引註及參考文獻格式範本說明

一、 本月刊採當頁註腳（footnote）格式，於文章當頁下端做詳細說明或出處的陳

述，如緊接上一註解引用同一著作時，則可使用「同前註xx，頁xx」。

二、註釋方法舉例如下：

1、專書： 羅明通，「著作權法論」，頁90-94，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1998

年8月第2版。

2、譯著： Douglass C. North 著，劉瑞華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頁45、

69，時報文化，1995年。

3、期刊： 王文宇，「財產法的經濟分析與寇斯定理」，月旦法學雜誌第十五

期，頁6-15，1996年8月。

4、學術論文： 林崇熙，「台灣科技政策的歷史研究（1949∼1983）」，國立清

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年。

5、法律資料： 商標法第三十七條第十款但書；大法官會議解釋第245號；最高法

院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二七三一號判決。

6、網路文獻： 謝龍田，【309株「黑珍珠」種苗疑走私到大陸】，2002- 06-10／

聯合報／14版，

　　　　　　  http://udnnews.com/FLASH/73405.htm（2002/06/10）。

三、分項標號層次：

壹、貳、參、⋯⋯﹔

一、二、三、⋯⋯﹔（一）（二）（三）⋯⋯﹔1.、2.、3.、⋯⋯﹔（1）（2）

（3）⋯⋯﹔

A、B、  C、⋯⋯﹔（A）（B）（C）⋯⋯﹔a、b、c、⋯⋯﹔（a）（b） 

（c）⋯⋯

http://udnnews.com/FLASH/734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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