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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編者的話

醫藥產業中，專利藥廠與學名藥廠的專利攻防向來是關注之焦點，專利藥

廠盼於專利保護期間回收龐大的研發費用，並持續確保其龐大之商機，而學名

藥廠則盼望於專利藥廠專利到期後，以較低廉的價格分食市場大餅。而各國家

對於申請專利範圍的解釋不盡然相同，造成爭訟的結果亦有所差異，因此，本

刊特別安排「醫藥專利訴訟」作為本月專題，針對「相關國家之威而鋼專利訴

訟判決研析」與「申請專利範圍解釋於醫藥發明專利案例的適用」進行深入探

討，以期能對於醫藥專利訴訟的有效性判定有更深入的認識與瞭解。

輝瑞公司的全球暢銷藥品──威而鋼，每年為其帶來巨大的利潤，雖然輝

瑞公司在全世界申請專利，欲藉由專利的保護傘來確保其巨大的商機，但遭到

學名藥廠不斷的挑戰其專利的有效性。有趣的是在相同的專利說明書及重要證

據下，各國法院所做出的判決結果不盡相同。由余華先生撰文「相關國家之威

而鋼專利訴訟判決研析」，文中將針對美國、加拿大、歐洲專利局、韓國及中

國大陸的判決，在進步性、說明書的揭露及支持方面，分析比較各法院在評斷

系爭專利時所依據的標準、其邏輯思考的脈絡及著重的技術要件為何等相關問

題加以探討，文章論述豐富，極富可讀性。

各國對於申請專利的解釋有所不同，致使專利的有效性判定亦有差異，

而專利侵權攻防中，申請專利範圍解釋涉及專利有效性及損害賠償是否成立

的認定。由簡正芳小姐所為文之「申請專利範圍解釋於醫藥發明專利案例的

適用」，文章以「紫杉烷（Taxane）類合成藥物──為抗腫瘤臨床常用藥物之

一」為例，整理美國與我國法院相關判決所為申請專利範圍解釋作一研究整

理，文末提出個人見解以供參考，文章深入淺出，值得一讀。

工業設計權領域中，對於集合特定範圍的設計，以一種簡單的方式包裹申

請，一直存有需求。為配合前揭意旨，目前世界上有許多設計保護體系設有合

案申請制度，這些制度有的是基於行政或申請程序考量；有的是為了反應設計

概念或強化設計保護力道的需要。鑒於國際間對於合案申請制度的申請方式、

認定原則及設計權範圍解釋互有差異，由徐銘夆先生所為文之「世界主要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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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設計專利的合案申請制度介紹」，文中將就世界主要國家（區域）及協定的

合案申請方式進行簡要介紹，探討對象涵蓋美國、中國大陸、歐盟、韓國、日

本、海牙協定及我國，討論的內容來源主要來自於立法例、審查基準及相關實

務運作，文後並就各制度間的異同進行分析及討論，論述內容精闢，相當值得

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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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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國家之威而鋼專利訴訟判決研析

余華*

摘要

威而鋼是輝瑞公司的全球暢銷藥品（blockbuster），每年為其帶來巨大的利

潤，雖然輝瑞公司在全世界申請專利，欲藉由專利的保護傘來確保其巨大的商

機，但遭到學名藥廠不斷的挑戰其專利的有效性。有趣的是在相同的專利說明書

及重要證據下，各國法院所做出的判決結果不盡相同，本文對美國、加拿大、歐

洲專利局、韓國及中國大陸的判決，在進步性、說明書的揭露及支持方面，分析

比較各法院在評斷系爭專利時所依據的標準、其邏輯思考的脈絡及著重的技術要

件為何。

關鍵字： 威而鋼、西地那非、口服投藥、勃起功能障礙、進步性、說明書揭露、

說明書支持、Viagra、sildenafil、Pfizer、Teva、oral treatment、erectile 

dysfunction

收稿日：102年 10月 17日
* 作者現職為智慧財產局專利高級審查官兼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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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威而鋼（Viagra）是全球第一個口服有效治療陽痿的藥品，自1998年問世

以來，成為醫藥史上銷售最快的藥物，光是在美國市場每年為輝瑞藥廠（下稱

Pfizer）帶來10億美元的銷售額，於中國每年銷售亦達10億人民幣，台灣年銷也

達7億新台幣。但其在各國的專利將於2012年後紛紛到期，屆時營收將會大幅下

降，為確保藥廠這項龐大的利益，Pfi zer除了申請該專利權期間的延長及衍生專利

外，也對於覷覦這塊市場的學名藥廠提起侵權訴訟或力抗無效訴訟，以期維持其

獨占的優勢。

事實上威而鋼第二醫藥用途發明自1994年在世界各國申請專利過程，即不

斷的遭到許多的挑戰，即便專利期間已將到期，舉發其專利無效的訴訟也無間

斷。有趣的是威而鋼第二醫藥用途發明在世界各國申請專利時，所陳送的說明

書內容皆相同，申請專利範圍即使為因應審查或當地法規而作修改，各國也無

大差異，最小範圍的請求項必定包含威而鋼有效成份西地那非（sildenafil），

而挑戰其專利無效的證據幾乎雷同，在這樣相同的基礎上，部分國家的上訴委

員會或法院所作出來判決結果及理由卻不盡相同，對於這現象值得我們來探

討，究竟各相關國家法院在評斷系爭專利時所依據的標準、其邏輯思考的脈絡

及著重的技術要件為何？

一、撤銷系爭專利及判決系爭專利無效的國家

英國 2000.11.8遭高等法院以不具進步性判決專利無效。

EPO 2005.02.03遭上訴委員會以不具進步性異議成立。

韓國
2012.5.30法院以說明書揭露不足、無法支持及不具進步性，
判決專利無效。

加拿大 2012.11.8遭最高法院以說明書揭露不充分，判決專利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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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持系爭專利有效的國家

三、各國對系爭專利之專利要件認定之分析

日本
2003.6.23特許廳作出異議決定，准予訂正，並維持訂正後請求項
1及2專利權有效。 

澳洲 2004.1高等法院判決專利有效。 

中國大陸
2004.7.5專利複審委員會決定輝瑞公司專利無效，經上訴至一審
（2006.6.2）及二審（2007.9.7），均撤銷複審決定，於2009.4.27

專利複審委員會再次作出決定，維持輝瑞公司專利有效。

美國
2011.8.12 NORFOLK聯邦法官REBECCA BEACH SMITH裁定，
TEVA製藥公司侵害輝瑞VIAGRA專利權，並表示該專利有效。 

以色列 1999.8法院判決維持專利有效。

墨西哥 1999年法院判決維持專利有效。

馬來西亞 2007.6法院判決維持專利有效。

挪威 2011.8法院判決維持專利有效。

蘇俄 2011.8法院判決維持專利有效。

具產業利用性 無歧異

具新穎性 無歧異

不具進步性 英國、EPO、韓國

說明書未充分揭露 韓國、加拿大

請求項無法為說明書支持 韓國

更正 沒有因誤譯、誤記之更正爭執

貳、陰莖勃起與威而鋼作用之機制1

陰莖動脈與海綿體平滑肌的放鬆係由自律神經所控制，而一氧化氮（NO）

則是此放鬆過程的神經傳導介質。當人體受到性刺激時海綿體內會釋放出NO，

而NO會活化鳥苷酸環化酶（guanylate cyclase，GC），受激化的GC則促使鳥苷

酸三磷酸鹽（guanosine triphosphate，GTP）轉變成環鳥苷酸三磷酸鹽（cyclic 

guanosine monophosphate，cGMP），當cGMP含量上升，累積一定量後，促使細

胞內鈣下降與平滑肌舒張並幫助血管擴張，使血液容易流入而引起陰莖勃起。

人體為保護血管不讓其擴張太久，會再釋出3',5'-單磷酸鹽磷酸二酯酶（cyclic 

1 參考 http://highscope.ch.ntu.edu.tw/wordpress/?p=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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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osine 3',5'- monophosphate phosphodiesterases type5，cGMP PDE5）來水解

cGMP成GMP，幫助血管收縮，而勃起現象即消退。此時若投予cGMP PDE5抑

制劑，將會有效地抑制cGMP PDE5的作用，使得cGMP的含量維持一定水平，繼

續保持陰莖的勃起。而威而鋼就是cGMP PDE5抑制劑，這是因為威而鋼與cGMP

有類似的鳥嘌呤結構，故cGMP PDE5會誤認威而鋼為cGMP而與其作用，如此一

來，就會使身體內的cGMP保留下來。

2 衛署製藥字第 055972號許可證，商品名「美好挺膜衣錠」。
3 原專利申請案號第 83104365號，原專利期間自 1996年 12月 11日至 2014年 5月 13日，之後

輝瑞公司以威而鋼藥品許可證申請專利權期間延長，於 2003年 6月 26日獲准延長至 2016年 7

月 2日。
4 100年度民專訴字第 125號。

GC

GTP

NO

轉化

水解

活化
受激化的GC

cGMP PDE5

（PDE5抑制酶）

cGMP （陰莖勃起）

GMP（陰莖勃起消退）

參、威而鋼專利內容

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是國內第一家取得與威而鋼相同成分上市許可

的學名藥藥廠2，其預備於威而鋼專利期屆滿後上市，並鑒於歐盟已撤銷Pfizer

之適應症專利，故於100年11月4日對Pfizer所擁有的國內第292971號專利提起舉

發。而Pfizer也旋即於100年11月11日對其提起民事侵權訴訟，認為南光公司侵

害其國內第292971號專利3。該侵權訴訟智慧財產法院雖於102年8月30日做出第

一審判決4，但判決內並未針對專利實體要件做出認定。如同上述，各國威而鋼

專利說明書的內容皆相同，對其證明專利無效的相關重要證據也幾乎一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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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先從了解本訴訟案之專利說明書及相關重要證據，以此為基礎進而再探討分

析各相關國家的訴訟判決。

一、系爭專利介紹

（一）申請專利範圍5

「1.一種用於治療或預防雄性動物（包括男人）之勃起不能的藥學組成物，

其包含式（Ⅰ）所示之化合物，

其中，R1是甲基或乙基；R2是C1-C3烷基；R3是C2-C3烷基；R4是經NR5R6取

代之乙醯基，經NR5R6取代之羥乙基，或為SO2NR9R10，R5和R6與連接彼之氮原子

一同形成嗎 基；R9和R10與連接彼之氮原子一同形成4-N（R12）-吡 基；R12是

氫，C1-C3烷基或_（羥基）C2-C3烷基；或是其在藥學上可接受的鹽類，連同藥學

上可接受的稀釋劑或載體。

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藥學組成物，其中式（I）之化合物是選擇自：

5-（2-乙氧基-5-嗎福 乙醯苯基）-1-甲基-3-n-丙基-1,6-二氫-7H-吡唑酚〔4,3-

d〕嘧啶-7-酮基；

5-（5-嗎福 乙醯基-2-n-丙氧苯基）-1-甲基-3-n-丙基-1,6-二氫-7H-吡唑酚

〔4,3-d〕嘧啶-7-酮基；

5 依原公告說明書內容摘錄，未做任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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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兩篇說明書引用的專利是各國在訴訟中重要的證據。

5-〔2-乙氧基-5-（4-甲基-六氫吡 磺醯基-苯基〕-1-甲基-3-n-丙基-1,6-二

氫-7H-吡唑酚〔4,3-d〕嘧啶-7-酮基；

5-{2-乙氧基-5-〔4-2-丙基-1-六氫吡 基-磺醯基〕苯基}-1-甲基-3-n-丙基-1,6-

二氫-7H-吡唑酚〔4,3-d〕嘧啶-7-酮基；

5-{2-乙氧基-5-〔4-（2-羥乙基）-1-六氫吡 基-磺醯基〕苯基}-1-甲基-3-n-丙

基-1,6-二氫-7H-吡唑酚〔4,3-d〕嘧啶-7-酮基；以及

5-{5-〔4-（2-羥乙基）-1-六氫吡 磺醯基〕-2-n-丙氧苯基}-1-甲基-3-n-丙

基-1,6-二氫-7H-吡唑酚〔4,3-d〕嘧啶-7-酮基。 

3.一種用於治療或預防女性性慾官能不良的藥學組成物，其包含式（I）所

示之化合物，其中，R1是甲基或乙基；R2是C1-C3烷基；R3是C2-C3烷基；R4是經

NR5R6取代之乙醯基，經NR5R6取代之羥乙基，或為SO2NR9R10，R5和R6與連接彼之

氮原子一同形成嗎 基；R9和R10與連接彼之氮原子一同形成4-N（R12）-吡 基；

R12是氫，C1-C3烷基或（羥基）C2-C3烷基；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類，連同藥學

上可接受的稀釋劑或載體。」

（二）、說明書相關記載

「本發明乃是有關治療陽痿之一系列pyrazolo[4,3-d]pyrimidin-7-ones之應用。」

「對男性具有很好控制的臨床報告很少，而且口服藥物的效果也很低。雖然

有許多不同的藥物顯示可誘使陰莖勃起，但它們僅是在直接注射入陰莖後有效，

例如注射入尿道內或海綿體內，而對勃起功能障礙並無效。現今藥物治療是以影

響血管的物質注射入海棉體為基礎，而據稱phenoxybenzamine⋯不論是單一使用

或合併使用，都有很好的效果。⋯除了對陰莖施以海綿體內給藥外，也可使用三

硝酸甘油（GTN）貼劑，此方式很有效，但對病人及配偶都會造成副作用。」

「本發明的化合物是cGMP PDEs的強力抑制劑，和cAMP PDEs的抑制劑有顯

著的不同。這種選擇性酶抑制劑會導致cGMP的含量升高，而cGMP可依次提供主

要成分而使存於EP-A-0463756和EP-A-05260046的化合物變成有用，⋯即可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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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沒想到的是，如今這些已被發現的化合物在用來治療勃起不能時竟有

效。而且這些化合物可口服給藥，因此可避免因在海綿體內給藥的缺點。」

「本發明特別好的個別化合物包括：⋯

5-〔2-乙氧基-5-（4-甲基-六氫吡 磺醯基-苯基〕-1-甲基-3-n-丙基-1,6-二

氫-7H-吡唑〔4,3-d〕嘧啶-7-酮基7；⋯」

「本發明之化合物已做過體外試驗，並且發現對cGMP-Specific PDEv的有效

而選擇性抑制劑。例如，本發明中特別好的化合物之一對PDEv酶之IC50=6.8nM，

但對PDE II 酶和PDE III 酶僅有很弱的抑制活性，分別是IC50=>100μM及34μM。

因此海綿體組織的鬆弛和陰莖勃起想必和該組織中cGMP含量的提高有關，此乃

由於本發明之化合物對PDE抑制的效力之故。」

「本發明化合物已被以最高3mg／kg劑量，靜脈注射（i.v.）和口服給藥

（p.o.）於老鼠和狗，沒有顯示出任何明顯的不良急性毒性。在老鼠中，以最

高100mg/kg i.v.的劑量給予後，並沒有發生死亡的現象。將特定特別好的化合

物，給予老鼠高達10mg/Kg及狗高達20mg／kg之劑量，慢性口服給藥，顯示沒

有毒性作用。」

「在男人中，已將特定特別好的化合物對自願者作研究以口服單一劑量及多

劑量兩者試驗。並且，更從病人的研究確定這些特定特別好的化合物中有一種對

兩者試驗。並且，更從病人的研究確定這些特定特別好的化合物中有一種對陽痿

病人可誘使陰莖勃起。」

「一般來說，對男性而言，口服給予本發明之化合物是較佳的途徑，不僅最

方便而且也可避免在海綿體給藥的缺點。對典型男性而言，每天三次每次給予此

化合物5到75mg是較佳的劑量。而當在吞嚥障礙或以口服給藥藥物吸收不佳的情

況下，藥物可以腸外給藥的方式給予，如舌下或口頰的方式給藥。」

7 說明書中共列出 9個特別好化合物，此即威而鋼有效成份西地那非化學名，依說明書原文摘

錄，未做任何修正，其 IUPAC名為 5-[2-ethoxy-5-（4-methyl-1-piperazinyl sulphonyl）phenyl]-

1-methyl-3-n-propyl-1,6-dihydro-7H-pyazolo[4,3-d]pyrimidin-7-one故應為 5-〔2-乙氧基 -5-（4-

甲基 -1-六氫吡 磺醯基 -苯基〕-1-甲基 -3-n-丙基 -1,6-二氫 -7H-吡唑〔4,3-d〕嘧啶 -7-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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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參考 100年度民專訴字第 125號判決內文，僅摘取部分重要證據。

「更進一步的，本發明還包含了cGMP PDE抑制劑的使用，或是他們在藥學

上可接受的鹽類，或是兩者皆含有之藥學上的成分，以用來治療雄性動物，包含

男人的勃起不能。」

補充試驗資料：

UK-92,480（本發明中一個特別佳的化合物）之功效及安全性的藥理實驗及

數據。

UK-92,480由所補充之體外試驗資料顯示為西地那非成分。

二、訴訟重要證據8

（一）舉發證據4

申請第80104709號「吡唑並嘧啶酮類化合物」發明專利案，說明強效選擇

性的cGMP PDE抑制作用，及記載在各種治療學領域相當有用的吡唑並[4,3-d] 嘧

啶-7-酮化合物。較佳的個別化合物包括西地那非及對狗和老鼠經口投藥無毒性的

結果。

（二）舉發證據13（Kenneth J.  Murray, Drug News & Perspective,6

（3）:150-156, 1993）關於PDE5抑制劑的回顧文獻，包括關於PDE5抑制劑的

推測性可能治療。 

（三）舉發證據19（Jacob Rajfer M.D.et al.,1992,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Vol.326,No.2,pp.90-94）標題為「非腎上腺性非促膽鹼性神經傳達

中樞舒緩海綿體媒介的一氧化氮」，為了研究血管內內皮細胞誘導舒張因子

（EDRF），是否與一氧化氮和海綿體的舒緩有關而引起陰莖勃起，將21名有勃

起障礙的男性病人身上採集的海綿體組織，用去氧腎上腺素收縮，再用電流和一

氧化氮調查鬆弛反應的結果，其中一氧化氮迅速完全的濃度可引起海綿體的鬆

弛，電刺激和一氧化氮引起的鬆弛，會因cGMP PDE抑制劑M&B22948（丙苯氮

嘌呤zaprinast）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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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進步性之判決研究

一、美國

Pfizer擁有美國第6,469,012號專利（下稱'012）係關於吡唑嘧啶酮類化合物用

於男性勃起功能障礙的治療。Teva於2004年以威而鋼的有效成份西地那非向FDA

申請了簡易新藥上市程序（ANDA）以尋求學名藥的上市許可。Pfi zer依據美國專

利法35 U.S.C.§271（e）（2）有關Hatch-Waxman的規定，主張Teva申請學名藥

的上市的行為侵犯他的'012號專利。而Teva反訴'012號專利為無效的專利及專利權

無法實施（unenforceable）。但美國維吉尼亞地方法院東區分院在2011年8月12日

駁回了Teva的主張9，並認為Pfi zer的'012專利非顯而易見，也不是顯而易見型的重

覆申請專利（obviousness-type double patent），係為有效的專利。

（一）、進步性判決摘譯

為完整了解地方法院在進步性要件的評斷邏輯思路，將有關進步性判決部分

摘譯如下：

『4c110、基於前面所提的顯而易見標準，本法院一開始是依Graham所揭示

的要件來評價Teva所提出的證據證明'012專利為顯而易見是否已達到清楚和令人

信服的地步。Teva主張依先前技術，特別是Rajfer11、Bush、和Murray12的研究及

EP'756、EP'004及'534三篇專利13，將使得'012專利的請求項顯而易見。特別是所

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下稱POSITA）對於cGMP在勃起過程中所扮演角

色的基本知識，以及EP'756、EP'004及'534三篇專利中所揭露其是有效及具選擇性

的PED5抑制劑，結合這些訊息對POSITA而言當然會將這些抑制劑拿來治療勃起

功能障礙是明顯可試的（obvious to try）。Pfizer反駁辯稱這些前案資料並未教示

PDE5抑制劑以口服投藥方式對勃起功能障礙之治療是有效的。再者，當時對勃起

9 Pfi zer, Inc.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No. 10-CV-00128, 2011 BL 209149 （E.D. Va. Aug. 12, 

2011）
10 為了便於閱讀，標號為作者自行編入。
11 同舉發證據 19。
12 同舉發證據 13。
13 EP0463756A1，EP0526004A1，US5,250,534，前兩篇是系爭專利說明書內所引用的資料，而

US'534專利是 EP'756美國的對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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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的細節根本不清楚，引起勃起功能障礙之理論尚未建立，也未有人從事過人

體活體試驗（in vivo）。恰恰相反，在當時的認知若血管擴張劑（vasodilator）以

全身性的投予方式（administered systemically）將會引發勃起功能障礙，所以這些

前案所揭露的訊息都是對西地那非（sildenafi l）使用上的反向教示。

4C2、本法院依Graham所揭示標準的第一個要件「前案範圍及內容」已在前

確認，而對於「相關領域的一般技術水平」依兩照專家所提的定義，認為本訴訟

專利的POSITA須具備一些科學訓練的知識和技術，而且必須包含一支具有藥物化

學、藥理學及泌尿科學之博、碩士的團隊，他們必須具備有關勃起、勃起消退機

轉及勃起功能障礙治療的知識，並且對於前面陳列法庭的先前資料都有所了解。

法院認同這樣的定義，也不認為這定義須有所修正。

4C3、Graham標準的最後也是最鍵的一個要件「先前技術與系爭案請求範圍

的差異」，與許多顯而易見的判決不同，並沒有一件引證資料述及請求項中的所

有元件。本訴訟案'012專利之請求項25及26係請求一些化合物對cGMP PDEs具有

非常高效力及選擇性的抑制劑，並可以口服投藥方式來治療雄性勃起功能障礙。

而本訴訟案'012專利所請的化合物皆已揭示在EP'756及EP'004兩先前專利中，在這

兩專利清楚揭露這些化合物都是能口服投藥的血管擴張劑，皆是對cGMP PDEs具

有非常高效力及選擇性的抑制劑，並能提升在身體內的cGMP的含量。

4C4、'534是EP'756的美國對應案，其發明說明實質相同，'534專利內包含西

地那非的五個特優化合物皆揭露在本訴訟專利'012請求項25及26項內。在'534專利

申請過程中，Ellis博士在1992年3月23日陳送一份宣誓書給美國專利商標局，其內

敘述包括西地那非的20個化合物，其對PDE5的效力及選擇性是大於PDE3。

4C5、這些前案專利的化合物都是經由提高身體內的cGMP來治療不同的心血

管疾病，包括心絞痛及高血壓，也用來治療氣管炎及急躁性結腸症，但就是沒有

用做治療勃起功能障礙這方面的疾病。因此，從上面專利資訊的揭露，POSITA僅

僅認知到'534專利的20個化合物及EP'004專利的13個化合物是具有cGMP PDEs非

常高的效力及選擇性之抑制劑，特別是PDE5，以及他們是可以提升身體內cGMP

濃度的功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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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原文為：”Should we not try out UK92,480 [sildenafi l] in impotence? Have we seen any benefi cial s/

e’s.

4C6、另外在Rajfer、Bush和Murray所揭示的先前技術，其大多是證明在器

官浴糟（tissue bath）實驗中，化學信使（chemical messengers）在勃起功能所扮

演的角色。尤其在Rajfer和Bush的文獻指出，他們研究發現化學信使NO在陰莖海

綿體內非常重要，它係作為活化GC及cGMP的訊號試劑。Murray將這份研究結果

加入有關PDE5及PDE5抑制劑研究的評論論文中。正因PDE5就是cGMP PDE，因

此，它會抑制cGMP的產生。假如一個化學物質能不斷的抑制PDE5，那就能夠提

高cGMP的產生，就能夠促使平滑肌的鬆弛。因此經由Rajfer、Bush、和Murray的

研究文獻之揭露，POSITA可認知丙苯氮嘌呤（zaprinast）是cGMP PDE抑制劑，

其在電刺激研究中顯示具有鬆弛平滑肌組織的能力。

4C7、但是這些參考文獻沒有一個是針對人類勃起功能障礙的活體實驗，唯

一人類的活體實驗是以zaprinast藥物對治療氣喘在肺部平滑肌鬆弛的研究。另一

活體實驗是測試zaprinast藥物對勃起的效能，在這實驗發現僅有在非常高劑量，

以直接注射到狗的陰莖海綿體內，才能產生促進勃起的效果。在少數的文獻中，

尤其是Bush和Murray的論文，確實有建議可以cGMP PDE抑制劑來治療勃起功能

障礙，但都沒有特別討論到以口服投藥方式來治療。

4C8、法院會針對上述所有的因素來評估是否為顯而易見，而在本訴訟案考

量先前技術是否有提供以西地那非做為治療勃起功能障礙的動機，以及從事後

能合理預期的成功，這樣的考量方式是有所助益的，雖然法院注意到依據KSR判

例，這樣的分析僅是用來取得顯而易見證據的工具而不是設立一個嚴格的要件。

Teva辯稱從先前文獻及專利揭露出這些有效cGMP PDE的抑制劑，當然會讓人明

顯嘗試以西地那非或'012專利請求項25及26其他的化合物來治療勃起功能障礙。

為了證明POSITA會如何連接這些關鍵點，Teva更舉證Pfizer研發團隊主管Peter 

Ringrose的手寫注解，其貼附在給研究團隊傳閱的Rajfer論文上，該注解陳述：我

們是否應該試驗UK92,480（西地那非） 在陽痿的效力？我們曾看到過任何有益

的副作用嗎？14 Pfizer反駁辯稱依當時缺乏資訊的情況，根本不知道這些化合物是

如何在人體運作，遑論可提供動機來測試西地那非或其他的cGMP PDE抑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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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9、最高法院在KSR判決中指出若一件專利從前案技術是顯而易試

（obvious to try）來結合其元件時，該專利是顯而易見的。當在對清楚和令人信

服的證據標準做判斷時，問題不是在是否有動機來嘗試，或有實質的動機來嘗

試，而是看是否曾經是明顯的使POSITA去嘗試，而這個答案在本訴訟案是否定

的。地方法院認為從Teva在威而鋼發現前至1990年中期的主張看不出有任何的顯

而易見。首先，Teva太誇大在相關時期有關勃起功能的知識水平。在當時的幾個

實驗，Ignarro及Rajfer發表NO是非腎上腺性非促膽鹼性（NANC）神經系統到平

滑肌組織的信使，而cGMP能促使平滑肌鬆弛。但這些的實驗都是在人造收縮組

織、人造血液和高氧濃度的器官浴糟環境下進行。這並不是不相信器官浴糟實驗

在科學上的正確性和重要性，而是注意到其在人體預測結果的限制，並而認知這

僅僅是進行研究的初始階段而已。聯邦巡迴法院也注意到由於在人體的活體實驗

行為及活體外實驗（in vitro）之數據上的差異，使得在化學領域有關動機及可預

測性之判斷是特別的困難。因此，雖然當時許多實驗已注意到NO及cGMP的意

義，但須記住這些實驗都是在除了阻斷NANC神經系統模式外，還包括其他的活

體外實驗系統下進行，因此，在1994年5月的時期，POSITA根本缺乏有關勃起系

統功能的實質知識以及除了NANC神經系統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在鬆弛海綿

體中扮演重要角色。

4C10、再者，Teva再度的誇大zaprinast藥物在活體外實驗所顯示功能的重

要性。事實上zaprinast藥物在電擊預收縮組織之活體外實驗能使平滑肌鬆弛的結

果，並不必然會給予其在活體實驗的任何資訊。關於這點可以從Trigo及Rocha

的實驗獲得支持，他們發現zaprinast藥物僅有在高劑量注射入被麻醉狗的海綿體

中，才能顯現平滑肌鬆弛的效果。因此，在1994年當時，這樣實驗的結果僅能使

POSITA知道zaprinast藥物在活體外實驗具有使平滑肌鬆弛的效果，但從未重覆在

人類或動物做過能使平滑肌鬆弛可能劑量的活體實驗。

4C11、第三，雖然Murray及Bush有建議一個選擇性cGMP PDE或PDE5抑制劑

可能可使用在治療勃起功能障礙上，這僅是提供部分動機來測試這些已知的抑制

劑。然而，研究者在建議未來的研究的方向，會使用一些條件用語（conditional 

language），例如可能（could）、可能地（potentially）等等，這是可預期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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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僅是對治療方針的建議，並不足夠證明這些建議能使POSITA明顯可試。特別是

在1994年5月，對於引起勃起功能障礙原因的知識非常貧乏。Rajfer曾建議勃起功

能障礙可能是因路徑的缺陷所引起，即使可能是這樣也包括了可能是缺乏NO、

GC或是cGMP，或者相反是因為cGMP PDE太過量等等原因。事實上國家衛生研

究院（NIH）於1992年共識會議中對於陽痿曾發表一結論：「有關勃起機能障礙

許多觀點的重要訊息至今尚缺乏，主要研究的努力皆是改進我們對於這種病症的

適當診斷評估及治療的了解」。或許POSITA有動機以cGMP PDE抑制劑來治療勃

起功能障礙，但這樣的動機似乎僅是自願從事成功率不高（longshot）的試驗而

非是一個明顯有邏輯的步驟。

4C12、即使POSITA有動機以EP'756或EP'004專利所揭示的任一化合物來

測試，但他絕不會有在這樣的努力下會合理預期可成功。Teva再次的辯稱從

zaprinast藥物活體外實驗所顯現效果的訊息，建議了cGMP PDE抑制劑能夠用於治

療勃起機能障礙，而且再結合從EP'756及EP'004兩專利所揭露的已知有效及具選

擇性cGMP PDE抑制劑，當然會讓人產生合理可能會成功。Pfizer再次的反駁辯稱

當時僅有非常少的建議，cGMP PDE抑制劑在一般情況下具有功效，特別是以口

服投藥的血管擴張劑通常會導致勃起功能障礙，因此不會使用這些化合物來預防

或治療勃起功能障礙。本法院發現在1994年5月的時空環境下，根本無法合理預

期以口服投藥EP'756及EP'004兩專利所揭露的化合物可成功治療勃起功能障礙。

4C13、 地方法院特別指出EP'756、EP'004及'534專利所揭露的化合物皆是用

於治療不同心血管疾病的血管擴張劑。這揭示與使用這些化合物來治療勃起功能

障礙是相反的教示，就像當時該技術領域研究人員所為的注解，以血管擴張劑來

治療高血壓疾病通常會導致勃起功能障礙。再者，當時僅有非常少數的研究是針

對cGMP PDE抑制劑在鬆弛陰莖海綿體是否真正具有效果。如前所討論活體外實

驗研究的限制以及Trigo及Rocha在海綿體間的實驗研究，同樣的都沒有給予這些

化合物會在人體產生所欲效果的指示而由此產生合理可能的成功。

4C14、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並沒有任何的基礎讓POSITA相信cGMP PDE抑

制劑以口服投藥方式會產生所希望的效果。cGMP PDE抑制劑從未以口服投藥方

式來治療勃起功能障礙，事實上在人體以口服投藥方式的研究僅有針對氣喘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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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原文為：this will defi nitely work.

病。而唯一在活體實驗測試cGMP PDE抑制劑對勃起功能障礙治療效果的研究

是以直接注射至狗的海綿體間進行。當時以血管擴張劑來治療勃起功能障礙的

技術水平不是經由注射就是新興外部治療法的局部施用方式，為了就是要維持

在施用部位給藥的高濃度。再次如前的討論，不以全身性的投藥方式（systemic 

administration）就是為了避免副作用而使陰莖內的血液流失（vascular steal） 導致

無法勃起。

4C15、本法院認為Teva並未建立清楚和令人信服的證據來證明本訴訟'012專

利的請求項僅是依照先前技術元件所建立功能的可預測使用係為顯而易見而無

效。本法院也不否認一些證據似乎顯示有動機去測試某一化合物，但對POSITA

而言，並不會預期這樣的化合物以口服投藥方式來治療勃起功能障礙將會成功，

所以這方法為非明顯可試的。這結論在Ringrose的注解獲得支持，他建議「我

們是否應該試驗UK92,480（西地那非） 在陽痿的效力？」，這句話意味者「好

吧，為什麼不試試看」的態度，而不是相信「這確實是該做的事」15。再者，

當時的實驗方式是經由注射至猴子的陰莖海綿體內，而Pfizer決定在其陽痿實驗

計劃部分以西地那非進行測試，這接受象徵者Pfizer了解當時認為以全身性投藥

施用的方式是行不通的。由於Teva連表面證據（prima facie）的顯而易見都未證

明，地方法院也不再細究Pfizer所提出的非顯而易見的輔助判斷因素（secondary 

considerations）。』

（二）、小結

美國地方法院在判斷系爭專利是否為顯而易見性時，係以三個部分來討論。

第一，地方法院先確認系爭專利申請日之前的習知技術為何。再者，地方法院再

確立判斷顯而易見性的原則。最後，法院再依前兩部分的基礎及原則來推論系爭

專利是否為顯而易見性。其實地方法院在此判決可看出其架構係以Graham案中所

建立的原則出發，也就是三個判斷要件：1、界定先前技術的範圍與內容。2、確

定先前技術與請求範圍的差異。3、分辨相關技術領域的一般技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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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界定先前技術的範圍與內容而言，地方法院認為在系爭專利申請日1994年

5月之前的先前技術可分兩部分來確認，一是有關陰莖勃起功能障礙治療方面，

另一是有關陰莖勃起機制的研究。

在當時對治療方式的認知是以血管擴張劑直接注射入陰莖海綿體內，使平滑

肌鬆弛來引發陰莖的勃起。會以直接注射投藥方式為之，是因為只有維持陰莖部

位的高劑量才能顯現出效果，若以全身投藥方式，也就是以口服藥劑的方式，通

常會引起陽痿的副作用。由於以直接注射投藥方式有諸多的缺點，後來發展出以

局部投藥方式，例如以藥膏塗抹也顯現相當的功效。在當時也有一些以口服來治

療勃起功能障礙的藥劑，但功效皆不好。NIH也指明今後須要發展出以口服來治

療勃起功能障礙的藥劑。

在陰莖勃起機制方面，由當時一些活體外實驗研究結果得知，陰莖海綿體

係由平滑肌所構成，而平滑肌的鬆弛與勃起有關。NO在勃起機制是扮演傳達鬆

弛平滑肌化學信使的角色，它會活化GC，經由GC的作用會產生cGMP，而cGMP

會鬆弛平滑肌並促使陰莖勃起。之後又發現cGMP PDEs會解離cGMP成GMP，但

zaprinast抑制劑可阻斷cGMP PDEs解離cGMP成GMP。因此若能發展特定的cGMP 

PDE抑制劑，在治療勃起功能障礙必能有所突破。

由上所建構的先前技術範圍與本訴訟案系爭專利請求發明比較可知其差異在

於：以口服投藥cGMP PDE抑制劑來治療雄性勃起功能障礙。地方法院在推論這

項差異是否為顯而易知性時，係採取最高法院在KSR所建立的明顯可試原則，也

就是在清楚和令人信服的證據下，先前技術是否明顯的使POSITA去嘗試並能合理

預期的成功。地方法院認為縱使POSITA從EP'756及EP'004兩篇專利中知道系爭專

利請求發明的化合物皆是對cGMP PDEs具有非常高效力及選擇性的抑制劑，能做

為口服投藥的血管擴張劑，並能提升在身體內的cGMP的含量。也能從先前文獻

得知PDE5抑制劑例如zaprinast在電刺激研究中顯示具有鬆弛平滑肌組織的能力。

但當時探索勃起功能的實驗皆是在人造環境下進行，因此除了理解cGMP可促進

平滑肌鬆弛的功能外，不知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在鬆弛海綿體中扮演重要角色，所

以POSITA在缺乏勃起功能的知識下，不可能單就cGMP可促進平滑肌鬆弛來嘗試

系爭專利之發明。再者，活體外實驗所顯示的重要結果不必然能推及到活體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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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1212 / 01（ http://www.epo.org/law-practice/case-law-appeals/recent/t011212eu1.html）。
17 EP-A-0463756，同舉發證據 4。

也會有相同的結果，例如PDE5抑制劑zaprinast在電刺激研究中顯示具有鬆弛平滑

肌組織的能力，但這樣的訊息卻沒有促使當時的研究人員以其口服投藥方式來測

試治療勃起功能障礙的效用，反而是以直接注射狗的海綿體來研究。

加以當時研究人員普遍認為以口服投藥血管擴張劑來治療高血壓疾病通常會

導致勃起功能障礙。在這相反的教示以及對勃起功能機制知識的缺乏下，以先前

的技術無法明顯使POSITA對系爭專利發明去嘗試並能合理預期的成功，故本訴訟

案系爭專利發明為非顯而易知。

二、歐洲專利局（EPO）

Pfizer於1994年5月13日向歐洲專利局申請編號為0,702,555專利審查，並

於1998年1月29日獲准專利。但於同年7月30日被異議，異議部門（Opposition 

Division）於2001年7月18日依據歐洲專利公約（EPC）第102（1）條撤銷此專

利，認為不符合進步性。Pfi zer不服此決定而上訴，上訴委員會於2005年2月3日駁

回Pfi zer的上訴，維持異議部門的決定16。

（一）、進步性

同樣的，為了完整了解上訴委員會在進步性要件的評斷邏輯思路，將有關進

步性決定部分摘譯如下：

『4.1 系爭專利系有關化學式（1） 呲唑[4,3-d]嘧啶-7-酮（pyrazolo[4,3-d]

pyrimidin-7-one）化合物之醫療用途。

4.2 （D29）文件17是最接近的先前技術，該文件揭露化學式（1）呲唑[4,3-d]

嘧啶-7-酮化合物可抑制有效且選擇cGMP PDE之活性，並提高cGMP之濃度，進

而產生有益的抗血小板凝集、抗血管痙攣和血管舒張活性，以及增強內皮細胞衍

生之舒張因子（EDRF）和硝基血管擴張劑（參見（D29）文件第3頁第5-9行）。

由於此化合物具有選擇性cGMP PDE抑制活性，若干的醫療用途在此文件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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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包括治療穩定、不穩定和變異型心絞痛、高血壓、肺高血壓、鬱血性心臟

衰竭、動脈硬化、中風、周邊血管疾病、血管暢通性下降之情況（例如後-動

脈導管形成手術post-PTCA）、慢性氣喘、支氣管炎、過敏性氣喘、過敏性鼻

炎、青光眼或腸道蠕動障礙的疾病（例如腸躁症IBS）（參見（D29）文件第3

頁第9-14行）。

4.3（D29）文件更揭露化學式（1）之化合物在人體施用可被單獨投藥，但

通常會視預期途徑和標準服藥程序選擇醫藥載體混合後來投藥，例如可口服、頰

側或舌下服藥，劑型可為含有澱粉或乳糖等賦形劑的錠劑，或者是單獨或與賦形

劑混合的膠囊或栓劑、或含有香料或色素的酏劑或懸浮劑（參見（D29）文件第

7頁第33-38行）。相同的文件也揭示如果用在治療或預防心絞痛、高血壓或鬱血

性心臟衰竭，對一般平均體重70公斤的成人患者而言，口服劑量範圍為每日4-800

毫克，而一般成人患者可吞服含有2-400毫克活性成份的個別錠劑或膠囊，以單

劑或多劑方式使用適當的醫藥工具或載體投藥，頻率為每日一次或多次（參見

（D29）文件第7頁第23-27行）。因此，除了醫療指示（medical indication）外，

（D29）文件已揭露在第3次附帶請求中請求項1的所有技術特徵。

4.4上訴人反對將（D29）文件當作最接近的先前技術，因為該文件和心血管

疾病相關，而勃起功能障礙通常被視為是治療這種疾病的抗高血壓藥物之副作

用。然而，上訴人的主張是有瑕疵的，事實上，這主張與上訴人提出的技術偏見

聲明是相同的。這是確知的，所謂最接近的先前技術通常是指一份文件所揭露的

標的與請求保護發明有同一目的或著眼同一目標並有共同最相關的技術特徵，也

就是說，要求最少的結構修改 （參見”Case Law etc”，opcit第102頁第3.1段和

102-105頁第3.2-3.5段）。判斷是否為最接近的先前技術，是客觀的判斷而不是主

觀的判斷， 此判斷是基於理論上的通常知識者（skilled person）對先前技術的標

的、目的和特徵不同項目的客觀比較，並進而確認其中之一是否為最接近。該判

斷並不是要找出現有技術的結論或意見，不論是以偏見或其他型式，這些事情只

有在後面評估進步性時才會發生。

4.5 因此，與最接近的先前技術（D29）文件比較後，系爭專利所要解決的問

題為對選擇性cGMP PDE抑制劑提供更進一步的醫療指示，而此問題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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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P-A-0526004。
19 同舉發證據 13。
20 同舉發證據 19。

係以口服投藥方式來治療或預防雄性動物勃起功能障礙。以活體外實驗方法來測

試化合物的cGMP PDE和cAMP PDE抑制活性在系爭專利中被引用，在檢視異議程

序中所提供的數據，像是（D29）文件的表B或（D41）文件18第26頁的表格，顯

示化學式（1）代表化合物的cGMP PDE抑制活性，結合其上並確認出其中之一的

化合物西地那非具有口服投藥治療雄性勃起功能障礙的效力，而委員會也滿意該

問題被合理的解決。

4.6至於該解決方法是否超越最接近的先前技術而具有進步性，委員會認為要

解決這項問題的通常知識者，會先考慮和cGMP PDE酵素抑制劑醫療指示相關的

現有知識，然後轉向揭露PDE5a抑制劑具有治療潛力的（D48）評論性文章19，並

注意到該文章提到（第154頁右欄最後一段） PDE5a抑制劑最有希望的潛在用途

似乎是鬆弛平滑肌，可能的治療效用包括血管擴張、支氣管擴張、調節胃腸運動

和治療勃起功能障礙。因此，（D48）文件中建議選擇性cGMP PDE抑制劑的醫

療用途不只和（D29）文件所提相同，另外也建議治療勃起功能障礙為其進一步

的醫療指示。因此，（D29）文件和（D48）文件所揭露的內容至少會促使通常

知識者，以口服投藥方式測試呲唑[4,3-d]嘧啶-7-酮（pyrazolo[4,3-d]pyrimidin-7-

one）化合物治療雄性勃起功能障礙的效果，如此將引導至第3次附帶請求第1項

的標的，不需要發明技巧。

4.7然而，上訴人爭論提出有利進步性的主張（參見上述VI（5）），本委員

會斟酌如下列4.8-4.12的論點。

4.8雖然上訴人的論述是正確的，（D29）文件和患有心血管疾病的病人有

關，而且，勃起功能障礙是服用抗高血壓藥物常見的副作用，但（D29）文件不

能被當作特定且唯一僅用於治療心血管疾病的先前技術。（D29）文件應當作和

增強內皮細胞衍生之鬆弛因子效果相關的一般疾病治療（參見上述4.2段），而

內皮細胞衍生之鬆弛因子對雄性動物勃起功能障礙機制扮演者重要角色（參見

（D30）文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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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D29）文件對磷酸二酯酶（phosphodiesterase）活性測定如下：利用

W.J. Thompson等人的方法（Biochem.,1971 10,311）從兔子血小板和老鼠腎臟分

離出PDE酵素，從兔子血小板取得鈣／攜鈣素（Ca/Cam）非依賴型cGMP PDE

和cGMP抑制之cAMP PDE酵素，從老鼠腎臟四種主要的PDE酵素分離出Ca/Cam-

依賴型cGMP PDE（分液I），將W.J. Thompson和M.M.Appleman之批式方法

（Biochem.,1979,18,, 5228）加以修改並進行測定，結果顯示系爭發明之化合物，

含有兩種有效且具選擇性的cGMP PDEs抑制劑。而這僅能了解 （D29）文件所揭

露之化學式（I）化合物同時具有PDE1和PDE5之抑制活性。 

4.10（D48）文件的標題為「磷酸二酯酶5a抑制劑」，而PDE5a抑制劑曾被建

議用以治療陽痿。（D48）文件中說明cGMP專一性的PDE同功酶（PDE5）之異

構體，該文章指出cGMP專一性的PDE同功酶家族包含數個成員或異構體，包括

PDE5a、PDE5b或PDE5c。該文章再指出PDE5b和PDE5c具有與PDE5a相類似的性

質，但PDE5b和PDE5c只存在視網膜中，而PDE5a係發現於肺、血小板和各種平

滑肌類型中。由於（D29）文件之鈣／攜鈣素（Ca／Cam）非依賴型cGMP PDE酵

素是取自兔子血小板，因此很清楚的可確定其為PDE5a。

4.11（D29）文件並未提到PDE5a抑制劑，也沒有揭露該化合物是否對PDE1

有抑制活性而對PDE5沒有抑制活性。（D48）文件具體討論PDE5a抑制劑的活

性，並以PDE5a抑制劑zaprinast為例證。然而，（D48）文件中教示PDE5a抑制劑

可能的治療用途時，並非僅侷限於選擇性的PDE5a抑制劑，例如zaprinast，而是

應該包括非選擇性PDE5a抑制劑，儘管其會伴隨可能的副作用。再者，（D48）

文件之第2圖（第153頁）例示出一些不具選擇性的PDE5a抑制劑，例如papaverine

（參見（D48）文件表IV）。

4.12正如上訴人的辯稱，（D48）文件有一些字詞，例如「可能的用途

（potential uses）」、「似乎（appears to be）」及「可能的治療效用可能包括

（possible therapeutic utilities could include）」，這樣的用語依其在上下文的使

用，可證明作者的主張僅是推測的提出。然而，依其（D48）文章脈絡可知，該

等用語並非如此，因為（D48）文件是一篇評論文章（review article），它匯集了

之前一些已發表的科學文獻，包括（D30）文件（上訴者所認為最接近的先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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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所謂技術偏見必須是於優先權日前，對該系爭發明之技術在相關技術領域的工作人員存有廣泛

的錯誤流傳或誤解的觀念或技術事實。
22 歐洲專利局有關問題解決法的判斷步驟歷年來曾經變動，但基本精神並無改變，此是依 2013

年 9月版基準的判斷步驟。參見 EPO審查基準 Part G - Chapter VII-3。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6c9c0ec38c2d48dfc1257a21004930f4/$FI

LE/guidelines_for_examination_2013_part_g_en.pdf

術），文中建議未來在這個領域的發展方向，所以（D48）文件以謹慎的用語提

出建議並不令人意外。這類文件並非在報導實際的發展狀況，必然包含一些固有

的臆測因素，此並不表示通常知識者會自動認為不必認真地考慮這種建議。相反

的，根據大部分或所有已知的技術所做的評論建議，可能要比個別研究人員對其

進一步計劃的說明更有價值。

4.13因此，上訴人主張（D29）文件的相關性僅限於心血管疾病，而未揭露

化合物具有選擇PDE5a抑制劑活性，（D48）文件是臆測性的文件，通常知識者

並不會結合這兩篇文件，此一主張必無法成立；相同的，上訴人基於技術偏見21

（technical prejudice）及商業上成功的主張也無法成立。』

（二）、小結

歐洲專利局係採用「問題解決法」22（Problem-and-Solution Approach）來判

斷所請發明是否具進步性，其主要步驟為：1、認定最接近的前案。2、建立一個

所欲解決的客觀技術問題。3、從最接近的前案以及客觀技術問題為起點，以通

常知識者的角度考量請求發明是否顯而易見。上訴委員會在審理本異議上訴案時

也是依循者這原則來判斷。

在認定最接近的前案時，上訴委員會與被異議上訴人持不同的看法，上訴委

員會認為（D29）文件是最接近的前案而Pfizer卻認為（D30）文件才是最接近的

前案。上訴委員會認為（D29）文件揭露與本系爭專利相同的化合物，其內也揭

露這些化合物可抑制有效且選擇cGMP PDE之活性，並能提高cGMP之濃度及增

強內皮細胞衍生之舒張因子，包括治療高血壓在內的若干醫療用途及可供口服投

藥施用在此文件也被提出。而（D30）係一篇有關NO在NANC神經傳導中樞舒緩

海綿體研究的期刊文獻，其中NO可引起海綿體的鬆弛，此鬆弛現象更可被cGMP 

PDE抑制劑zaprinast大幅的提升。由於在認定最接近的前案係以一份文件所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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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的與請求保護發明有同一目的或著眼同一目標並有共同最相關的技術特徵，

基於上述的分析上訴委員會還是選擇（D29）文件為最接近的前案。因此，系

爭專利請求的發明與最接近的前案比較後可知其客觀技術問題為對選擇性cGMP 

PDE抑制劑更進一步的醫療指示，而此客觀技術問題的解決方案係以口服投藥方

式來治療或預防雄性動物勃起功能障礙。

以口服cGMP PDE抑制劑來治療勃起功能障礙的解決方案是否超越最接近的

先前技術而具有進步性，上訴委員會認為通常知識者在考慮cGMP PDE抑制劑有

關醫療指示的現有知識，例如（D29）文件中所揭示的能提高cGMP之濃度、增強

內皮細胞衍生之舒張因子及可口服投藥治療高血壓疾病等，若再結合（D48）評

論性文章所揭露PDE5a抑制劑在平滑肌鬆弛具有治療潛力的用途，包括治療勃起

功能障礙的更進一步的醫療指示後，將會促使其以口服投藥方式來測試系爭專利

發明化合物在治療勃起功能障礙的效果，如此將引導至系爭專利的發明而不需要

發明技巧。

至於被異議上訴人所提的辯駁理由認為，當時普遍的認知降血壓藥劑以全身

性投藥方式將會造成勃起功能的障礙，在這種技術偏見的存在下，通常知識者並

不會將cGMP PDE抑制劑用於治療勃起功能障礙。惟上訴委員會在參考所提的文

件及多種抗高血壓藥物發現，所援引的抗高血壓藥物共有7類，但沒有任何一種

是PDE抑制劑，也就是說這些文件之證據並未涵蓋所有的抗血壓藥劑，無法推論

延伸口服投藥PDE抑制劑也會導致勃起功能障礙。最後上訴委員會也認為Viagra

成功銷售的數字及眾多的新聞稿等商業成功證據與系爭專利發明的進步性之間無

實際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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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參閱 HTTP://WWW.PKKIM.COM/RESOURCES/NEW.ASP?LETTERNUM=220&BTYPE=A。
24 參考文獻 1同舉發證據 4，參考文獻 2同舉發證據 13，參考文獻 3同舉發證據 19。

三、韓國

2012年5月30日韓國專利法院對於Pfizer在韓國所擁有的第262926號發明專利

判決無效23，而其中之一的理由為不具進步性。專利法院所採取的判斷基準為韓

國最高法院在2007年的2005HU3284判決中所揭示的原則：「引用先前技術文獻

來判定發明專利的進步性，經過組合或結合所引用技術可以組成該發明專利之暗

示、動機，或者即使先前技術文獻中沒有提出，在考量該發明專利於專利申請時

之技術水準、技術常識、該技術領域的課題、發展傾向及業界的要求等，可以認

定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夠輕易結合的情況下，應否定該發明專利的

進步性」。

系爭專利發明請求項為西地那非用於男性勃起功能障礙的治療和預防之口服

投藥用醫藥組成物，專利法院依上述之基準分三方面來檢視系爭專利之進步性，

是否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夠輕易結合。

第一，在技術領域和目的方面，參考文獻1至324均與cGMP PDE抑制劑有關，

因此係屬於相同的技術領域，且參考文獻1至3分別相互結合後與系爭專利發明的

目的比較，系爭專利發明也無目的上的特殊性。

第二，在醫藥用途方面，參考文獻1記載了包含西地那非之化合物，可有效

及選擇抑制cGMP PDE，並可使cGMP含量上升及強化內皮細胞誘導舒張因子的效

果。參考文獻2提出選擇性PDE5a抑制劑的治療用途，係關於可治療勃起功能障礙

的根據；參考文獻2和參考文獻3提出選擇性PDE5a抑制劑zaprinast可幫助人體陰

莖海綿體鬆弛的事實。參考文獻1至3均與cGMP PDE抑制劑有關，該技術領域有

共同點，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充分的動機來將其結合，並再經由參

考文獻1所記載的有效及選擇抑制cGMP PDE抑制劑，可以確認西地那非治療勃起

功能障礙之效果。因此，採用參考文獻1至3的結合，可輕易且無困難地導出系爭

專利發明的醫藥用途。

第三，在投藥路徑方面，系爭專利發明請求項的投藥路徑限定為「口服投藥

用」，參考文獻1指出PDE5抑制劑西地那非當口服投藥時係無毒性，參考文獻2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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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http://app.sipo-reexam.gov.cn/reexam_out/searchdoc/decidedetail.jsp?jdh=WX13420&lx=2009/

WX13420

3內也有PDE5抑制劑可作為勃起功能障礙治療劑使用的記載，因此勃起功能障礙

治療劑西地那非的投藥路徑就有充分的可能性嘗試以口服來投藥。再者，系爭專

利發明的優先日前，已有將具降血壓活性的化合物當作口服勃起功能障礙治療劑

使用，加以口服投藥比注射及局部投藥更來的便利性和安全性，在新藥開發程序

必然會嘗試，而系爭專利發明請求項之修正未包含口服投藥的特別技術組成，只

限定投藥路徑為口服，因此，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在接觸參考文獻1

至3時，可充分的將治療勃起功能障礙的PDE5抑制劑西地那非嘗試以口服投藥。

至於對全身性投藥降血壓劑時會引勃起功能障礙副作用的抗辦理由，專利法

院認為這些文獻不是對口服投藥的偏見，而是對高血壓治療劑的偏見。由於系爭

專利發明可從參考文獻輕易導出，即使在商業取得成功，也無法肯定系爭專利發

明的進步性。

四、中國大陸

Pfizer在中國大陸所擁有的94192386.X第二醫藥用途發明專利被提起無效請

求後，經專利複審委員會以不符合專利法第26條第3款的說明書記載要件宣告無

效。經上訴至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卻認定系爭專利並未違反該要件，而對於

未加審理的有關專利法第26條第4款的支持要件及專利法第22條第3款的進步性要

件，專利複審委員會應須再進行審查。再經上訴至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該終審

判決維持了第一審的決定。

專利複審委員會對於上級法院發回重為決定25認為該系爭專利具有進步性。

專利複審委員會在決定中說明其判斷的準則：「已知化合物的新醫藥用途發明是

指將已知化合物用於新的醫藥目的的發明。化學領域中，在進行已知化合物的新

用途發明的創造性判斷時一般需要考慮新醫藥用途與現有用途的技術領域的遠

近、新用途所帶來的技術效果的因素。如果已知化合物的新醫藥用途不能從產品

本身的結構、組成、已知的性質以及該產品的已有用途顯而易見地得出或者預見

到，該用途發明是從現有技術披露的寬範圍中選出的特定化合物的新醫藥用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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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公開號為 CN1057464A、申請號為 91104162，同舉發證據 4。
27 同舉發證據 13。
28 同舉發證據 19。

明，本領域技術人員必須從多種不確定的可能性中通過大量勞動才能得出所述用

途發明，同時該用途發明產生了預料不到的技術效果，則可能認為這種已知化合

物的新醫藥用途發明具有創造性」。

依上述的判斷原則及所提陳的證據資料，專利複審委員會認為證據626公開了

與系爭專利相同的吡唑嘧啶酮類化合物及用於製備抗心絞痛劑的第一醫藥用途，

但所提及的疾病未包括雄性動物勃起功能障礙，也未給出對cGMP PDE活性抑制

的效果，所以單從證據6無法給予系爭專利第二醫藥用途的啟示。

證據527雖然描述了PDE5a抑制劑zaprinast可使人的陰莖海綿體條鬆弛，但當

時zaprinast臨床僅用於減輕運動引起的哮喘支氣管收縮，因此本領域技術人員無

法從zaprinast可鬆弛人的陰莖海綿體實驗結果得出其亦能成功用於治療勃起功能

障礙藥物之方案。而PDE5a抑制劑的生理作用會因抑制劑的化合物種類、物種、

生物體組織或部位的不同而發生變化，因此也無法得出PDE5a抑制劑都能治療勃

起功能障礙。再者，證據5所揭示的3個PDE5a選擇性抑制劑zaprinast、MY-5445和

skoef-96231分別屬於嘌呤酮類化合物、肽 類化合物和咪唑並嘧啶酮類化合物，

在化學結構上不同於系爭專利的糂唑嘧啶酮類化合物，所以也無法通過化合物的

結構去推斷其功能。即使結合證據5及證據6，也必須付出大量的勞力在醫藥臨床

進行研究實驗才能得知其效能。況且系爭專利發明以不同劑量口服投藥試驗誘發

陽痿男性陰莖的勃起，取得了意料不到有益效果，具有顯著的進步。

證據428雖然揭露了有關活體外實驗cGMP PDE抑制劑zaprinast對NO所產生的

海綿體舒張有增強的作用，但未將其列為可治療陽痿患者直接作用的血管擴張類

藥物。證據6公開了系爭專利發明西地那非在內的吡唑嘧啶酮類化合物，與證據4

的zaprinast相同都是cGMP PDE抑制劑，但兩者的化學結構不同，並且在證據4內

並未闡述吡唑嘧啶酮類化合物對勃起功能障礙的治療和效果，因此即使結合證據

4與證據6無法推知系爭專利在新醫藥用途的技術方案。相同的，若是將證據4、

證據5與證據6結合後，本領域技術人員仍然需要對現有技術中的已知化合物以及

已知化合物可能的多種生理作用進行研究和試驗，進而還需要為其在醫藥臨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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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http://scc-csc.lexum.com/decisia-scc-csc/scc-csc/scc-csc/en/item/12679/index.do

的實際應用付出大量的勞動。

基於上述證據之間的比對可知，系爭專利發明對cGMP PDE抑制劑的第二醫

藥用途作出了貢獻，所屬技術領域技術人員事先無法預測或推論西地那非在雄性

勃起功能障礙這特定病症的有益效果，因此，系爭專利之新醫藥用途的技術方案

是非顯而易見的，具有顯著的進步。

伍、說明書的揭露及支持

一、加拿大

Teva學名藥廠認為Pfizer在加拿大擁有的CA2,163,446專利不符合進步性、產

業利用性及揭露不全的理由提起無效訴訟。聯邦法院認為Teva所訴理由不成立，

並禁止有關部門發給其上市許可證。Teva放棄不符合進步性及產業利用性的理

由，僅以揭露不全的理由提起上訴，聯邦上訴法院維持了一審法院的判決，Teva

再上訴至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於2012年11月8日推翻了下級法院的判決，認為

系爭專利不符合揭露要件而無效29。

最高法院在審理本案時認為要解決本訴訟的爭點必須先從了解專利體係的基

本原理出發，專利體係是基於協商（bargain）或對價（quid pro quo）所建立，

也就是對於發明人新而有用的發明授與一段期間的排他權以交換對其發明技術的

揭露，社會公眾對於所揭露的知識因而受益；而這精神也反映在專利法第27條第

（1）至第（3）項內，因此說明書足夠的揭露是專利核准的先決條件。

基於專利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說明書必須「正確及完整的描述發明」，

因此在判斷是否符合揭露要件時，首先須要確定發明的本質為何？也就是系爭專

利的發明是什麼？

聯邦法院及聯邦上訴法院依照先前的判決認為每一個請求項是一個發明，

因此在評斷揭露要件是依個別的請求項，而不是依照整體的說明書來考量。所以

在評量系爭專利揭露是否充分時，僅要考量個別請求項7西地那非即可。惟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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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卻認為兩下級法院係將專利法第27條第（3）項及第（4）項的規定原則混淆

了，專利法第27條第（4）項係規定請求項必須界定請求專有排他權利的範圍，

而專利法第27條第（3）項是揭露要件必須依說明書的內容來評量，因此，系爭

專利是否符合揭露要件，必須依說明書整體內容來評斷，而不是僅僅將請求項7

單離出來獨立判斷。

專利法第58條主要規定有效的請求項不會因其他無效的請求項而無效，因

此，Pfi zer主張在考量揭露要件時，由於有效的請求項可從無效的請求項中獨立分

離出，故只要針對有效的請求項即可。但最高法院認為本條規定是基於專利的整

體性，當通過包括揭露要件在內的所有專利要件評斷後才適用，也就是當專利被

評斷為有效時，即使有無效的請求項，有效的請求項仍可續存。本條不允許法院

將請求項7與說明書其他部分獨立出來評量其有效與否。

系爭專利發明是有關西地那非用於治療勃起功能障礙的用途，基於說明書整

體性的觀點，並不會將其與其他相同目的的請求化合物視為不同的發明。即使將

西地那非認為是發明說明所描述的「特別有效的化合物」，仍然無法與其他8個

「特別有效的化合物」區別。再者，系爭專利說明書「發明」的用語皆是單數而

非複數，Pfizer在申請過程也未依專利法第36條第2項做分割處理，經由上述的分

析，系爭專利僅係一個發明：使用化合物在治療勃起功能障礙的效用。因此，本

訴訟必須從說明書及請求項整體評量系爭專利發明「使用化合物在治療勃起功能

障礙的效用」之揭露是否充分。

Pfi zer已進行試驗證明西地那非對治療勃起功能障礙是有效的，但其他的化合

物在此試驗皆顯示沒有相同的功效，因此，系爭專利發明為使用西地那非治療勃

起功能障礙。為符合專利法第27條第（3）項的規定，系爭專利必須揭露以上的

內容。雖然系爭專利的發明說明揭露「其中一個特別佳的化合物可誘導陽痿男性

陰莖勃起」，但未指出西地那非就是該有效化合物、請求項7化合物具有療效或

者其他化合物沒有治療勃起功能障礙的效果。系爭專利請求項的結構為漸縮型請

求項（cascading claims），請求項1包含超過260兆個化合物，請求項2至請求項5

所包含的請求群數目逐漸變少，請求項6和請求項7則分別包含一個化合物。但即

使技藝人士能將有效化合物限縮為第6項及第7項，其仍需要進一步試驗才能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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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那一個能夠實際有效的治療勃起功能障礙。縱然Pfizer辯稱Teva已向衛生單

位提出含西地那非成分的藥品申請，可見僅依據說明書即可實施該項發明。但此

並未改變系爭專利說明書仍需另外做「一個小型研究計畫」，才能判斷請求項第

6項或第7項是否包含正確化合物之事實，所以Teva執行該小型研究計畫的事實與

Pfi zer有充分完整揭露系爭發明的義務無關。

Pfizer確實擁有足以揭露系爭發明「有效化合物」的資訊，但卻選擇以不能

清楚說明「發明」為何的方式來撰寫說明書，即使到現在也未提供解釋「如何得

知請求項7包含系爭已試驗證實為有效的化合物」，顯然Pfizer刻意選擇隱瞞該資

訊。正如先前判例所強調「說明書必須正確而完整，以使⋯⋯當獨佔期間終止

時，公眾人士僅僅藉由專利說明書，就能如同發明人在提出申請時一樣，相同成

功地使用系爭發明」。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在閱讀系爭專利後，

無從得知那一化合物顯示能治療勃起功能障礙，Pfi zer蓄意地選擇不揭露唯一被發

現有效的化合物為何，明顯違背法律規定「說明書應充分揭露發明」之義務。

二、韓國

（一）說明書的揭露

韓國專利法院在判定系爭專利說明書記載是否充分，係依據最高法院

2001HU65判決所揭示的原則：「一般而言，機械裝置等相關發明的專利申請說

明書上，即使不記載實施範例，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由發明的組成

即可明確了解該作用和效果，並可輕易重現。相反的，化學發明中會根據該發明

的內容和技術水準而有差異，造成預測可能性到實現可能性之間的落差，未提出

試驗資料或記載試驗範例時，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難以明確地了解

該發明的效果或輕易的重現，因此通常無法視為已完成的發明。尤其是要求記載

藥理效果的醫藥用途發明，其專利申請日之前，說明書必須明確的記載藥理效果

及藥理機制，必須記有特定物質有類似藥理效果的藥理資料等試驗範例記載，或

是可替代的具體記載，才能視為己完成的發明，以符合說明書記載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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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專利發明說明書中與藥理效果有關的記載僅有：「活體外試驗發現本發

明化合物為cGMP專一型PDE5的有效選擇性的抑制劑。舉例來說，本發明中特別

佳的化合物之一，對於PDE5酵素雖有IC50=6.8nM，然而其分別對於PDE2和PDE3

酵素僅具有微弱的抑制活性，分別是IC50=>100μM及34μM。由此或許可以推

定，體內海綿體組織的鬆弛及陰莖勃起，係由本發明化合物對於PDE的抑制，造

成上述組織中的cGMP濃度上升所媒介」（第1記載）。「在人類試驗中使用特定

特別佳的化合物，採用單日投藥和多重投藥，透過自願者研究經口試驗，至目前

為止執行的病人研究中，可以確認特定特別佳的化合物中的一種可誘發陽痿者勃

起」（第2記載）。專利法院認為由第1記載及第2記載無法了解「特別佳的化合

物」是否就是西地那非。再者，由第2記載也無法得知投藥量、投藥方法和投藥

時間等資訊，對於病人群的資料、勃起誘發程度、病人中有多少百分比之人數可

被誘發勃起等無從得知，也無法得知該結果係醫生診斷還是病人自我評估。上述

記載無法視為是定量化或是可替代具體藥理效果之記載。因此在第1記載及第2記

載關於西地那非經口投藥治療勃起功能障礙之藥理效果，皆無法視為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若不給予特殊的知識，就能了解並同時重現的記載。

Pfi zer對於上述的現象辯稱「特別佳的化合物」9種PDE5抑制之IC50值已在參

考文獻中公開，這些數值皆在0.51至3.6 nM之窄範圍內，由9種生物異構物類似的

運作機制可輕易推知「特別佳的化合物之一」就是西地那非。惟專利法院認為這

些參考文件皆在系爭專利申請日之後才公開，而且也未提及相關發明內容，因此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在系爭專利申請日前輕易推知上述西地那非

等的IC50值。即使IC50值已知道，還需比較IC50值並計算cLogP值，也需檢討親

油性同等程度，才能了解「特別佳的化合物中的一種」之化合物，與西地那非具

有類似所述試驗效果，因此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要明確了解藥理效果

並予以重現，將會有過度的負擔。

Pfizer再次辯稱，由於病人的心理因素對於誘發勃起非常敏感，因此無法正

確地定量臨床試驗結果。但專利法院在檢視Pfizer所提出的文件後發現，為了獲

得正確偵測藥物勃起誘發效果，排除受試者心理因素影響的測試法已被使用，例

如可透過雙盲試驗和機械裝置偵測等，因此無法認同Pfizer所主張是因為病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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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因素，才無法做出確認定量結果。即使採用病人自我評估方法，系爭專利說

明書也無記載投藥等相關資訊，只憑上述的記載，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無法明確了解系爭專利發明所述之效果，也無法予以重現，因此Pfizer的主張

無任何理由。 

再者Pfi zer又主張系爭專利發明修正之後也有許多模仿產品申請專利，在其發

明說明書內皆引用系爭專利修正說明書之內容，從而可證明系爭專利修正說明書

具有技術文獻的作用，可使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了解並重現該發明的

效果。惟專利法院認為模仿產品與西地那非化學結構不同，而所引用說明書內容

部分係關於勃起障礙治療劑領域中廣為人知的背景技術，因此Pfi zer的主張無法成

為說明書之記載已充分的證據。

（二）說明書的支持

最高法院在2004HU3362判決內對於專利法第42條第4項內規定的「申請專利

範圍是否有詳細的說明支持」之判斷基準，是以申請專利當時的技術水平為準，

由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立場來看，該申請專利範圍和發明詳

細說明的內容是否一致，亦即從說明書的記載是否能清楚的了解到屬於申請專利

範圍的技術組成、結合和作用效果來判斷。

系爭專利發明請求項5係包含西地那非用於男性勃起功能障礙的治療，和預

防處理的口服投藥用組成物。第1記載及第2記載是本發明申請當時的技術水準，

故以勃起功能障礙治療劑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之立場來看，僅以本件發明詳細

說明，無法了解西地那非對於勃起功能障礙治療和預防效果，因此系爭專利發明

詳細說明無法視為請求項5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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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陸

（一） 說明書的揭露

專利複審委員會基於專利法第26條第3款的規定，對於已知化合物第二醫藥

用途之發明說明書揭露是否充分的判斷基準為：「如果所屬領域技術人員根據說

明書記載的技術內容並結合現有技術知識，依然需要花費創造性勞動方可確信所

述已知化合物具有所述第二醫藥用途，則不能認為該說明書對於權利要求中要求

保護技術方案的公開是充分的。在說明書中沒有記載，僅由申請人或者專利權人

掌握的、不屬於現有技術的技術資料，不能用於證明要求保護的技術方案已充分

公開」。

系爭專利說明書記載其所述式（I）化合物依其優選程度分為：

（1）“式（I）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的鹽或含有它們中存在的藥學組合

物⋯”（下稱第一級化合物）；

（2） “優選的一組式（I）化合物”，（下稱第二級化合物）；

（3） “一組更優選的式（I）化合物”，（下稱第三級化合物）；

（4） “特別優選的式（I）化合物”，（下稱第四級化合物）；

（5）“特別優選的個別的本發明化合物”，共包括9種化合物（下稱第五級化

合物）；

系爭專利說明書表述了第一級化合物對於cGMP PDE5酶的選擇抑制作用和第

四級化合物之一對cGMP PDE5酶的體外選擇抑制活性資料。但沒有記載對應於上

述第五級化合物所包含的9種具體化合物的任何具體資料。

專利複審委員會認為系爭專利說明書只記載了有限的試驗資料，也沒有對

於這些有限的資料作出足以認定其具體歸屬的說明，鑒於第一級化合物的數目巨

大，即使第四級化合物也超過100種，對於所屬領域技術人員而言，根據系爭專

利說明書的教導，從這些逾百種化合物中篩選和確認本專利化合物確實具有「誘

發陽痿男性的陰莖勃起」的效果，不能被認為是無須付出創造性勞動，故不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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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專利說明書對於權利要求書中技術方案的公開是充分的，本專利不符合專利

法第26條第3款的規定。

惟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於專利複審委員會所作出的第6228號決定持不

同的看法，法院認為系爭專利權利要求中的化合物是說明書中所公開的9個最優

選化合物之一，一般情況下，說明書給出的具體化合物的資料或試驗結果是由效

果較好的化合物得出的。本專利說明書中給出的「特別優選的化合物」的試驗資

料和效果描述應屬於第五級化合物，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能夠認為第五級9種化

合物都具有大致相同的活性和效果，從而確信本專利的cGMP PDE5抑制劑具有

「誘發陽痿男性的陰莖勃起」的效果，且不需要進行篩選。因此，本領域普通技

術人員確認作為第五級9種化合物之一的權利要求化合物具有說明書所述的治療

效果是合乎情理的，本案爭議專利符合專利法第26條第3款之規定。

（二）說明書的支持

中國大陸專利法第26條第4款規定：權利要求書應當以說明書為依據，說明

要求專利保護的範圍。因此判斷權利要求所要保護的技術方案是否得到說明書支

援，應當從說明書整體內容來考慮。如果所屬技術領域的技術人員能夠從說明公

開的內容中得到或概括得出該技術方案，且該技術方案能夠解決所述技術問題並

達到預期的技術效果，則可認為該技術方案得到說明書的支持。

系爭專利說明書揭露了五個級別的化合物，並指出9個「特別優選的個別的

本發明化合物」其中之一西地那非即為權利要求1的化合物，並引用資料記載其

對cGMP PDE5抑制劑的體外試驗方法和結果，以及證實一種特別優選的化合物誘

發了陽痿男性的陰莖勃起。

專利複審委員會認為通常情況下實施例是對發明優選的具體實施方式的舉例

說明，本專利只舉例說明了一種特別優選化合物的活性資料“IC50=6.8nM”，而

權利要求1亦僅保護一種特別優選化合物的醫藥用途，故認為說明書實施例的實

驗資料就是權利要求1化合物的試驗結果。再者，所屬技術領域的技術人員熟知

藥用化合物可以根據具體需要製成適合臨床或製藥用途的鹽類及含有該化合物或

其鹽的藥物組合物，而請求人並未提供證據證明權利要求1化合物的藥學上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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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鹽及含有該化合物或其鹽的藥物組合物將不再具有所述的藥學活性。因此，從

系爭專利說明書全部內容能夠得出權利要求1的化合物或其鹽及含有它們中任一

種的藥物組合物的新醫藥用途的技術方案，權利要求1符合專利法第26條第4款的

規定。

陸、結論

從上各相關國家法院的判決理由及結果可知，對於同一專利發明及證據縱使

法律的規定相同，但各法院所採取的基準及推論的重點不盡相同，因此造成其在

推理邏輯及結果不同的差異。

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對於先前技術範圍的建立是一整體的概念，並且非常著重

相關領域一般技術水平的確立，所有的判斷基準點以此出發，也就是一個擁有相

關技術專長碩、博士的研究團隊，在當時對於勃起機制不完全了解及所有的勃起

功能治療知識皆是從活體外實驗而來，並相信口服降血壓劑會引起陽痿副作用之

環境背景下，這個高知識水準的研究團隊會有動機，將降血壓劑西地那非以口服

投藥方式來治療陰莖勃起功能障礙的疾病，並能確信這樣的轉用能獲得成功？答

案似乎是否定的。這個判決結果也與威而鋼治療功效是意外發現的而不是從研究

推導出的情形相吻合。

歐洲專利局上訴委員會在評斷進步性時是先確立一個最接近的前案，而這個

最接近前案的技術內容是影響系爭專利發明是否顯而易見的關鍵地位。（D29）

文件揭露了包含西地那非的相同結構化合物具有cGMP PDE抑制活性，並能提高

cGMP之濃度及能以口服方式投藥。而（D30）文件同樣揭示zaprinast具有cGMP 

PDE抑制活性，並能提高cGMP之濃度，但兩者化學結構不同且其係活體外實驗

非以口服投藥測試，在與請求保護發明有同一目的或目標並為最少的結構修改情

況考量下，（D29）文件是最接近的前案。因此系爭專利與最接近前案（D29）

文件比較後所要評量的是能口服投藥的cGMP PDE抑制劑，通常知識者是否能將

其用於治療陰莖勃起功能障礙？很湊巧的是剛好有相關文件對PDE5抑制劑有更進

一步的醫療指示，其包括用於陰莖勃起功能障礙治療潛力的建議，上訴委員會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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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結合上述資料，很明顯的通常知識者將會（would）推導到系爭專利發明。今

若改採（D30）文件為最接近的前案，由於zaprinast皆是活體外實驗顯現其功效，

加於當時通常知識者普遍認為口服投藥抗高血壓藥劑會引起陽痿副作用，因此，

由這些文件來評量系爭專利發明以口服投藥西地那非來治療勃起功能障礙是否為

顯而易見時，其結果可能會有所改觀。

相同的，韓國及中國大陸也是從通常知識者結合現有技術的難易來判斷進

步性，但兩者更偏重技術層面的推導。韓國法院認為無論在技術領域、發明目

的及醫療用途皆與先前技術相同，再加上先前文獻所揭露的投藥路徑，可輕易

結合得出系爭專利發明。惟中國大陸卻認為無論從化學結構及已知的性質來看

均非顯而易見，尤其是西地那非的化學結構與用於實驗之降高血壓劑皆不同，

根本無從推知，必須通過大量的勞力才能得到所述的用途發明。中國大陸在進

步性的判斷中，以是否須要通過大量的勞力才能得到所述發明的觀點，是其他

國家所沒有的。

而在說明書揭露及支持的判斷上各國似乎更紛歧；加拿大最高法院花了很大

的篇幅在釐清判斷說明書的揭露必須從說明書及所有請求項整體來評量，並且必

須揭露至公眾人士僅藉由專利說明書，就能如同發明人在提出申請時一樣，相同

成功地使用該發明之零差距的嚴格標準。相同的，韓國專利法院雖沒有如同加拿

大最高法院在說明書的揭露必須零差距的嚴格標準，但認為在化學領域較其他的

技術領域須有較高的標準，不僅要有藥理相關試驗數據及範例的證明，而且這些

數據及範例必須不能造成通常知識者了解及重現的負擔才行。中國大陸在說明書

揭露的認定是最寬鬆的，認為說明書所揭露的是較佳的結果，而且能對應至最小

範圍的請求項中，只要讓通常知識者能確認請求項中皆有相同的效果而不須付出

創造性勞動即可。

最後，韓國及中國大陸在支持要件的判斷觀點雖然相近，韓國認為支持要件

是申請範圍和發明詳細說明的內容一致，也就是申請專利範圍的技術組成必須在

說明書中能清楚了解；而中國大陸也認為須從說明書得出技術方案，且該技術方

案能夠解決所述問題及達到預期的效果，但由於兩者在說明書揭露的推論結果不

同，而延伸至是否為說明書可支持結果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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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範圍解釋於醫藥發明專利案例的適用

簡正芳* 

摘要

多西紫杉醇是臨床重要的化療藥物，由於水溶性較差，先前藥物產品係使用

聚氧乙烯蓖麻油及乙醇作為注射溶劑，但聚氧乙烯蓖麻油會導致人體過敏性休克

不良反應，所以臨床上仍持續開發新劑型。本文涉及多西紫杉醇輸注劑型的系列

專利，並就其相關訴訟所為之申請專利範圍解釋提出整理討論。

關鍵字： 多西紫杉醇  紫杉烷衍生物、母液、輸注液、聚氧乙烯蓖麻油、 聚山梨

醇酯、稀釋、二組份、膠凝層、添加劑水溶液

收稿日：103年 01月 16日
* 作者現為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官，本文純屬個人觀點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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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紫杉烷（Taxane）類合成藥物為抗腫瘤臨床常用藥物之一，其對卵巢癌、頭

頸部癌、非小細胞癌、乳腺癌等惡性腫瘤的治療效果顯著，被公認為是史上最成

功的抗腫瘤藥物，市場蘊含巨大商機，其中尤以多西紫杉醇（Docetaxel，商品名

Taxotere1）及太平洋紫杉醇（Paclitaxel，商品名Taxol）較著名。2010年至2015年

間，多西紫杉醇於美、日、歐等地之相關專利將陸續到期，各學名藥廠正摩拳擦

掌試圖搶食這塊市場大餅；專利藥廠賽諾菲集團（以下簡稱賽諾非）為延緩學名

藥上市時間，於世界各國已就相關學名藥廠提出多起專利侵權訴訟。鑒於在專利

侵權攻防中，申請專利範圍解釋涉及專利有效性及損害賠償是否成立的認定，本

文擬就美國與我國法院相關判決所為申請專利範圍解釋作一研究整理，並提出個

人見解以供參考。

貳、背景資料

一、多西紫杉醇相關美國專利2

多西紫杉醇為賽諾非開發的第二代抗腫瘤藥物，2009年多西紫杉醇全球銷售

額達30億美元。賽諾菲擁有多西紫杉醇相關的美國專利及發明內容整理如下：

（一）US 4,814,470

發明名稱： Taxol derivatives,their  preparation and pharmaceutical 

compositions containing them

優先權號FR19860010400，優先權日1986年7月17日，專利權消滅日2010

年5月14日。所請發明為紫杉烷衍生物（含多西紫杉醇化合物），其製備

方法及相關醫藥組合物。

1 1996年 5月 14日取得美國新藥上市許可 NDA 20-449。
2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相關資料 .http://www.fda.gov/Drugs/InformationOnDrugs/default.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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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US 5,714,512

發明名稱：New compositions containing taxane derivatives

優先權號FR19910008527，優先權日1991年7月8日，專利權消滅日2012年

7月3日，所請發明為一包含紫杉烷衍生物的組合物，其實質上不含或完

全不含（essentially free or free of）乙醇。

（三）US 5,750,561

發明名稱：Compositions containing taxane derivatives

優先權號FR19910008527，優先權日1991年7月8日，專利權消滅日2012年

7月3日，所請發明為一可供製備輸注液的組合物，其中紫杉烷衍生物溶

於聚山梨醇酯（商品名吐溫，polysorbate）和乙醇的混合物中。

（四）US 5,438,072

發明名稱：Taxoid-based compositions

優先權號FR19920014501，優先權日1992年12月2日，專利權消滅日2013

年11月22日，所請發明為一可供製備輸注液的注射用組合物，其包含紫

杉烷衍生物溶於選自聚山梨醇酯、環氧化物酯-醚或脂肪酸甘油酯等界面

活性劑的溶液，及一有效量含有選自分子量小於200帶有羥基基團或胺基

基團的有機化合物或氯化鈉等添加劑之稀釋水性溶液。

二、紫杉烷衍生物製劑的研發過程

紫杉烷衍生物製劑一般為靜脈注射用溶液，其係藉由靜脈注射含有活性藥物

的水性溶液以輸送藥物至病患體內。因紫杉烷衍生物於水的溶解度很低，易於從

溶液中結晶析出，故通常將其與界面活性劑及添加劑如乙醇等混合以延緩結晶析

出的時間並維持溶液的穩定性。製劑上，紫杉烷衍生物先與界面活性劑及添加劑

混合形成母液（stock solution），母液再與如0.9%生理食鹽水或5%葡萄糖溶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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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注液體混合成為注射液劑，如輸注液（perfusion）。以下依各專利申請時間先

後，簡略介紹各個階段紫杉烷衍生物製劑的研發過程。

（一）US 4,814,470

說明書所提供之組合物製備實施例揭示其製備方法是將40毫克之多西紫

杉醇溶於1毫升之聚氧乙烯蓖麻油（Emulphor EL 620）與1毫升之乙醇所

組成之混合溶液，再加入18毫升之生理食鹽水予以稀釋10倍，此溶液含

有2毫克／毫升之多西紫杉醇，5%聚氧乙烯蓖麻油與5%之乙醇。如須使

用時，將該組合物注入輸注袋與生理食鹽水相混合形成輸注液，此輸注

液須在1小時內使用。

（二）US 5,750,561及US 5,714,512

因先前技術3製備的輸注液，其中多西紫杉醇濃度（約0.03-0.6毫克／毫

升）較臨床上希望達到的有效治療濃度（約0.3-1毫克／毫升）為小，故

在治療病患時，若欲注射足夠劑量的多西紫杉醇，必然伴隨注入大量的

乙醇和聚氧乙烯蓖麻油至病患體內。由於注射大體積的聚氧乙烯蓖麻油

會導致病患產生難以控制之過敏性休克現象，而輸注大體積的乙醇也會

產生乙醇中毒，為了有效降低多西紫杉醇輸注液中聚氧乙烯蓖麻油及乙

醇的使用量，在法國專利第91,08527號申請案，提供二種製備實施例，第

一種製備方法是先將紫杉烷衍生物溶解於乙醇，而後再漸漸加入界面活

性劑，隨後再以真空蒸發或其它適當方法完全移除或部份移除乙醇；第

二種製備方法則是製備含有少量（1至2%）乙醇之界面活性劑溶液，使用

一種螺旋狀的研磨器或一種離心的分解器，一面攪拌一面持續地加入紫

杉烷衍生物，直接將紫杉烷衍生物分散於界面活性劑中。由此製得之製

劑不但可增加紫杉烷衍生物之溶解度（母液中的多西紫杉醇濃度介於20

及80毫克／毫升之間）亦可顯注地降低界面活性劑注射入人體的量（減

少約80%）及乙醇的使用量（含有少於5%的乙醇）。

3 Rowinsky,Lorraine,Cazenave and Donehower,Taxol:A Novel Investigational Antimicrotubule Agent.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e, vol.82,No.15,p.1247-1259 on 1st Aug.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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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ventis Pharma S.A. V. Hospira,Inc.,No. 11-1018（Fed.Cir.Apr.9,2012).
5 C.A.No. 07-721-GMS及 08-496-GMS。

（三）US 5,438,072

臨床上，因US 5,750,561等所揭示之母液的乙醇含量低，不易溶於生理

食鹽水或葡萄糖等灌注溶液而形成輸注液，故須藉由特殊機器（如使用

Vortex型裝置）的劇烈攪拌或是以加熱至約40℃的方式才能使母液溶於生

理食鹽水或葡萄糖溶液。但一來所有醫院皆沒有此特殊機器可供使用，

再者加熱至約40℃也會使部份紫杉烷衍生物分解，故有新輸注劑型的研

發。新劑型包括兩組份溶液，一為紫杉烷衍生物溶於聚山梨醇酯、環氧

化物酯-醚或脂肪酸甘油酯等界面活性劑的溶液，及一有效量含有選自分

子量小於200帶有羥基基團或胺基基團的有機化合物或氯化鈉等添加劑之

水溶液。當二者混合形成中間體溶液時，添加劑可破壞或避免以灌注液

體稀釋該中間體溶液時，界面活性劑與水產生膠凝層。

參、SANOFI-AVENTIS v.HOSPIRA案4

一、案例事實

原告賽諾非擁有美國專利第5,750,561（'561專利）、5,714,512（'512專利），

二者係有關化療藥物多西紫杉醇投藥劑型之發明專利。先前技術Rowinsky et.al.雖

然揭示使用聚氧乙烯蓖麻油製備紫杉烷衍生物之母液，惟大量聚氧乙烯蓖麻油會

引起病患產生過敏性反應，包括過敏性休克症狀，為解決此一問題，'561專利和

'512專利提出以不同方法來製備母液，其中含使用聚氧乙烯蓖麻油以外的界面活

性劑，如聚山梨醇酯80與多西紫杉醇混合，不但可有效降低乙醇及聚氧乙烯蓖麻

油的使用量，亦可減少病患酒精中毒現象及過敏反應的產生。

在學名藥廠Hospira和Apotex（以下簡稱被告）向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申請TAXOTERE®之學名藥許可後，賽諾非以他們侵害'512專利和 '561

專利為由，向德拉瓦區地方法院提起專利侵權訴訟。經地院審理後於2010年9月

22日作出原告敗訴之判決5。賽諾非不服，向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CAFC）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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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上訴。2012年4月9日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作出判決，且不尋常地維持地院有關該

案之全部審理結果，主要判決內容包括（1）Hospira和Apotex侵害'561號專利請求

項5，但未侵害'512號專利請求項7；（2）'561號專利請求項5及'512號專利請求項

7因不具進步性而專利無效；（3）'561號專利及'512號專利因不正行為而不可執行

其專利權。

本案之重要性在於說明專利權人一旦失去申請專利範圍解釋之主導權，其後

不但將影響專利有效性之判斷外，亦隨之影響專利侵權與否之認定。對於申請專

利範圍解釋，本案兩造在地院審理過程攻防激烈，其中不乏值得反覆推敲之處，

以下簡要說明本案爭點及地院相關判決內容。

二、專利有效性認定

賽諾非主張Hospira和Apotex侵害（1）'512專利請求項7及33；（2）'561專利

請求項2、5及10；被告則抗辯原告所主張之專利無效。基此，地院依各爭點逐一

審查之。

（一）明確性

依美國專利法35 U.S.C.§112（2000）規定，請求項所請發明應特定且明確，

若習於該項技術者無法經由請求項內容而獲得一合理的範圍，則該請求項將被認

為不明確6。

1.  '561專利請求項2、10所使用的字語「形成或用以形成（formed or is used 

to form）」

被告主張'561專利請求項2及10所請範圍不明確，因二者標的皆為物的請求，

所請範圍卻加入過程或步驟的限定條件，如請求項2「所請組合物係用以形成

（whereby said composition is used to form）」，請求項10「所請醫療組合物係形

成或用以形成（whereby said therapeutic composition forms or is used to form）」。

有關此兩具爭議性的語詞，賽諾非主張其僅為用以定義所請發明的兩種組合

6 “Microprocesor Enhancement Corp. v. Texas Instruments Inc.,520F.3d 1367,1374 (Fed.Cir.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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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即母液（stock solution）和輸注液（perfusion）。其中用以形成注射液劑

（injectable solution）的組合物為母液，此即法院所稱的濃縮液（多西紫杉醇溶於

含有少量乙醇的界面活性劑中）；而形成注射液劑的組合物為輸注液7，並無被告

指稱所請範圍不明確之事項。

地院判決

基於訴訟中所呈現之證據，地院拒絕原告之主張而作出'561專利請求項2及10

所請範圍不明確之結論。理由如下：請求項2為依附於請求項1的附屬項，請求項

1所請範圍為「一種組合物，實質上包含式（I）化合物，其中取代基R為氫⋯，

溶於乙醇和聚山梨醇酯的混合溶液中，其係用以形成一含有至多約1毫克／毫升

的式I化合物的注射液劑，所請注射液劑可用於注射而避免產生過敏或酒精中毒之

症狀。」。 請求項2為「如請求項1之組合物，所請式（I）化合物，其中取代基R

為氫，R1為第三-丁氧基羰基胺基。」，按請求項2所請化合物即為特克特爾 （或

多西紫杉醇）。請求項10為依附於請求項8的附屬項，請求項8所請範圍為「一種

醫療組合物，實質上包含紫杉烷衍生物溶於乙醇和聚山梨酯的混合液，所請組合

物係形成或用以形成一含有至多約1毫克／毫升的如請求項1之式I化合物的注射液

劑，所請注射液劑可用於注射而避免產生過敏或酒精中毒之症狀 。」，請求項10

所請範圍為「如請求項8之組合物，所請紫杉烷衍生物為特克特爾或其類似物或

衍生物。」

原告主張請求項2及10僅為定義所請發明兩種不同型式的組合物，其中用

以形成注射液劑的組合物為「母液」，亦即法院解釋所稱的「濃縮液」，而形

成注射液劑的組合物為輸注液（A composition that is used to form an Injectable 

solution is a stock solution-a term the Court construed to mean a concentrated solution. 

A composition that forms an Injectable solution is a perfusion.）。原告若有意將此組

合物僅限於可能形成（capable of being formed into）注射液劑，所請範圍應可更

明確，惟由請求項2、10使用的文字可知，所請範圍並非僅提供所請組合物意圖

被用以形成（is intended to be used）注射液劑，而是所請組合物實際形成或實際

7 訴訟過程，原告證人 Dr.Kaler出庭說明由「is used to form」該段文字可知其為先形成母液，隨

後再與灌注溶液混合形成輸注液。惟原告或其證人並未提出任何佐證包括內在及外在證據，支

持所稱「forms」或「is used to form」帶有隨後或即將進行的製程或步驟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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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用以形成（actually forms or actually is used to form）一注射液劑，且形成的注射

液劑可用於注射而避免產生過敏或酒精中毒之症狀。基此，地院認為發明人無意

對於「形成或用以形成」與「可能形成」二語詞作出相同解釋，進而認定請求項

2及10記載之「形成或用以形成」等字句，僅為所請組合物之製程或步驟的限定

條件。

有關申請專利範圍不明確以致專利無效之認定，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在IPXL 

控股公司（IPXL Holdings）一案8已確認「同時具有裝置與使用此裝置之方法的

權利項將使權利範圍不確定（Reciting both an apparatus and a method of using that 

apparatus renders a claim indefinite）」。本案請求項2、10因所請標的為組合物，

卻以製程或步驟予以限定，依據前述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判決，此為申請專利範圍

不明確以致專利無效之認定。再者，依請求項2及10的文義可知，當所請組合物

實際形成或實際被用以形成注射液劑時，始構成侵權行為。若依原告主張所請母

液僅是用於形成注射液劑，因注射液劑的形成尚須其他積極步驟的進行，則第三

人經由請求項2、10的專利權範圍亦無法判斷在製得母液後，進行何種步驟或是

在何種特定步驟下將會侵害其專利權；如一製造商僅生產母液（表面上為請求項

2、10所涵蓋），若該母液僅可用以形成注射液劑，因製得的母液其後可為不同

人在不同時間、地點用以形成注射液劑（表面上亦為請求項2、10所涵蓋），則

何時始構成侵權行為並不確定。更進一步說，若製得之母液在用以形成注射液劑

之前即被拋棄，則是否曾構成侵權行為亦不明確。

綜上，就該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並無法經由請求項2、10的申請

專利範圍暸解其專利權實質保護的範圍，故請求項2、10所請範圍不明確。

2.'561專利請求項2、5及10 ──「過敏現象（anaphylactic manifestation）」

被告主張請求項2、5及10所記載「過敏現象」之意義不明確，賽諾非則主張

習於該項技術者依據說明書內容可明確知道所請「過敏現象」係指第4級過敏反

應及其相關症狀，尤其是指休克，所請範圍並無不明確。 

8 IPXL Holdings,L.L.C. v. Amazon.com,Inc.,430 F.3d 1377,1383-84（Fed.Cir.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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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院判決：

地院同意賽諾非的主張，依'561專利說明書記載可知「臨床上，希望於輸注

液注射約0.3 及 1 毫克／毫升的活性成分（紫杉烷衍生物），惟高於此劑量，則

主要由聚氧乙烯蓖麻油引起的過敏性休克將是難以控制的9。」，故習於該項技術

者依據說明書內容應可明確知道'561專利請求項2、5及10所記載的「過敏現象」

是指病患因實際過敏所產生的症狀，尤指休克；而非包含所有與過敏有關的一切

現象，如麻疹或支氣管痙攣等，卻不論病患是否確實產生過敏。換句話說，'561 

專利所製備的劑型要能輸注於病患體內卻不會產生過敏，或進一步延伸至所有與

過敏相關的症狀，故所請「過敏現象」之範圍並無不明確。

3.  '512專利請求項7 ─「實質不含或完全不含乙醇（essentially free or free of 

ethanol）」

地院對「實質不含或完全不含乙醇」作出申請專利範圍解釋，（a）就母液

而言，係指乙醇含量不超過其5%體積比；（b）就輸注液而言，係指其乙醇含量

與母液相同不超過母液5%體積比。

（二）新穎性

若所請發明的每一要件皆見於（不論明確記載或實質隱含）先前單一文件，

則所請發明已為該先前文件所先占，不具新穎性。Advanced Display Sys.,Inc. v. 

Kent State Univ.,212F.3d 1272,1282 （Fed.Cir.2010）.

1. 安全性，有效性，穩定性及「輸注液」的申請專利範圍解釋

在地院申請專利範圍解釋階段，兩造一致同意請求項510所稱「輸注液」為

「一種適於輸注於病患體內（suitable for infusion into patients）的溶液，其包含至

9 原文 :⋯to this end,clinicians would like to inject concentrations of active principle of between approximately 

0.3 and 1 mg/ml in the perfusion fl uid；above these doses,anaphylactic shock phenomena which are diffi cult 

to control,due in the main to the cremophor,are seen（see the publication by Rowinsky,page 1250,second 

column,last paragraph).
10 原文 :A perfusion,which contains approximately 1mg/ml or less of compound of formula as defi ned in claim 

1 and which contains less than 35ml/l of ethanol and less than 35ml/l of polysorbate,wherein said perfusion 

is capable of being injected without anaphylactic or alcohol intoxication manifestations being associated 

there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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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藥學活性成分及水性注射液如生理食鹽水或葡萄糖溶液」。惟進行訴訟後，

兩造才體認到二者對「適於輸注於病患」的申請專利範圍解釋並不相同。故在訴

訟過程中，兩造並未要求法院對「輸注液」作申請專利範圍解釋或是對法院在馬

克曼聽證所作的申請專利範圍解釋作一澄明，而是要求法院就兩造所聯合製作的

權利要求解釋圖（claim construction chart），其中「適於輸注於病患體內」之語

句作一申請專利範圍解釋。

原告主張法院應對'561號專利請求項5所請「輸注液」加入安全性，有效性，

穩定性的限制，因為兩造所聯合製作的權利要求解釋圖已出現「適於輸注於病患

（suitable for infusion into patients）」之語句。

地院判決

基於在訴訟中所呈現的證據11，就該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由請求

項5的內文並無法知道所請「輸注液」是否包括原告所稱的安全性，有效性及穩

定性的限制條件。因為在藥物製劑階段並未進行臨床試驗，研發者通常是無法預

先知道該輸注液在臨床使用時是否具安全性、穩定性及有效性，故一般專利藥物

在上市前必須先進行臨床試驗以確認之。若依原告所建議的專利權範圍解釋，則

製劑者在進行臨床試驗證實所請輸注液具足夠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之前，將不知

其所製備的輸注液是否侵害請求項5的專利權。基此，法院作出總結，所稱「輸

注液」既非通常意義，亦不是請求項5的使用方式，而是專家證人Dr.Myrdal的解

釋，所稱「輸注液」為一藥學組合物請求項的形式，其投藥途徑為靜脈注射，

此與其他藥劑注射溶液，如肌肉注射或皮下注射有所區別。請求項5所請「輸注

液」僅為一單純的靜脈注射液劑，其中包括藥學上可接受的活性成分及一水性注

射液體，而不論其後的測試或使用是否顯示該組合物的物理穩定性低於8小時，

是否會對病患產生不可接受的毒性或在治療時其有效性不如預期等。

另地院亦指出'561號專利請求項5所請專利範圍僅有兩明確的限制條件，一為

「輸注液必須能被輸注至病患而不會產生過敏休克或酒精中毒之症狀。」，另一

11 ‘561號專利說明書或請求項皆未提及安全性、有效性或其他相關字詞。雖然說明書確實記載所

請灌注液至少在 8小時內可維持物理性質穩定，但說明書並未說明或建議若溶液之物理穩定性

少於 8小時者，則不能稱之為「灌注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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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為「多西紫杉醇須溶於聚山梨醇酯及乙醇的混合液中。」，法院不會因原告

針對其中一請求項所作的申請專利範圍解釋即適用於全體請求項的解釋。

2. '512專利請求項33及'561專利請求項2及10不具新穎性

被告主張the GV reference12已揭露在聚山梨酯80與乙醇1比1的溶劑系統中，多

西紫杉醇較其他兩種紫杉烷衍生物具有較佳溶解度，故'512專利請求項33及'561專

利請求項2及10已為the GV reference所先占，不具新穎性。

經整理，所述請求項的限制條件如下：

A. '561專利請求項2及10

1. 一組合物實質上包括⋯⋯；

2. 多西紫杉醇；

3. 溶於乙醇及聚山梨酯80；

4. 組合物用以形成注射液劑；

5. 注射液劑含至多約1毫克／毫升之多西紫杉醇；

6. 注射液劑能被注射至人體而不會產生過敏或酒精中毒現象。

B. '512專利請求項33

1. 一母液包含⋯⋯；

2. 多西紫杉醇；

3. 溶於聚山梨酯80；

4. 母液包含10至200毫克／毫升的多西紫杉醇；

有關GV文獻已揭露多西紫杉醇溶於聚山梨酯80及乙醇所形成的母液，兩造

並不爭執，由此可得'561專利請求項2及10及'512專利請求項33的要件1至3已見於

12 Gueritte-Voegelein,et al.,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tructure of Taxol Analogues and Their Antimitotic 

Activity, JOUNRLA OF MEDICINAL CHEMISTRY34,992-998,MARCH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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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文獻。至於'512專利請求項33的要件4「母液包含10至200毫克／毫升的多西紫

杉醇」，被告主張要件4已為GV文獻所實質隱含，因製劑者可經由一例行的溶解

度測試即測得此濃度。賽諾非則主張由GV文獻表3可知，GV文獻所揭露的多西紫

杉醇濃度為0.13微克／毫升，此遠低於'512專利請求項33的第4要件之下限10毫克

／毫升的濃度。雖然被告主張任一人皆可進行例行性試驗而得到該濃度範圍，惟

被告並未提出引證予以支持所述試驗確實可行；而GV文獻亦未揭示該組合物確

實可用以形成一輸注液，故GV文獻不足以證明'512專利請求項33不具新穎性。同

樣地，因'561專利請求項2及10所請範圍為所請組合物確實可用以形成輸注液（the 

composition actually be used to form an injectable solution.），此與GV文獻所稱的

組合物可能被用以形成輸注液（the composition could be used to form an injectable 

solution.）並不相同，故法院亦認定the GV文獻並不足以證明'561專利請求項2及

10不具新穎性。

（三）顯而易知

判斷專利所請發明是否為顯而易知乃一法律問題，挑戰者須以明確且具說服

力的證據來證明所請發明在申請時已為熟於該項技術者所顯而易知。Pfizer,Inc. v. 

Apotex,Inc.,480 F.3d 1348,1359-60（Fed.Cir.2007）.

1. '561專利請求項5與'512專利請求項7所請發明與先前技術的差異

'561專利請求項5與'512專利請求項7所請發明皆為已知抗癌藥物多西紫杉醇

的新劑型，在原告美國專利4,814,470已揭示多西紫杉醇及其相關醫藥組合物，且

在實施例例示多西紫杉醇溶於乙醇及聚氧乙烯蓖麻油的新劑型。在訴訟過程中，

原告一再強調二案所請發明的進步性在於以聚山梨酯80取代聚氧乙烯蓖麻油製成

多西紫杉醇的輸注劑型，就此，判斷重點在於系爭專利申請時，使用聚山梨酯80

取代聚氧乙烯蓖麻油製成多西紫杉醇的輸注劑型是否已為熟悉該項技術者所易於

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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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先前技術揭露的紫杉烷衍生物劑型

（1）The GV reference

The GV reference發表於1991年3月，揭露一包含多西紫杉醇溶於乙醇及

聚山梨酯80的組合物，文中記載在聚山梨酯80與乙醇1比1的溶劑系統

中，多西紫杉醇較其他兩種紫杉烷衍生物具有較佳溶解度。

（2）US 4,206,221（the“Miller patent”）

公開於1980年1月3日，說明書表3揭露二種紫杉烷衍生物在動物活體中

的抗腫瘤活性，其中紫杉烷衍生物為三尖杉寧碱（cephalomannine）及

太平洋紫杉醇（Paclitaxel），使用的溶劑為聚山梨酯80及乙醇（不含聚

氧乙烯蓖麻油）。

（3）The Dictionnaire Vidal

公開於1989年，描述山德士（Sandoz）實驗室在研發兩抗癌藥物-替尼

泊苷（teniposide）劑型（溶於聚氧乙烯蓖麻油）及其後發展的依托泊

苷（etoposide）劑型的經驗，其中記載使用聚氧乙烯蓖麻油為溶劑，將

會引起過敏反應；相反地，若使用聚山梨酯80為溶劑，則不會產生任何

副作用，而依托泊苷的劑型為靜脈輸注劑。

（4）The Dorr reference

公開於1988年，文中教示以聚氧乙烯蓖麻油為溶劑的抗腫瘤藥物製劑，

若要避免過敏反應的發生，則可考量使用聚山梨酯80以替代聚氧乙烯蓖

麻油為溶劑。

3. 主要判決內容

在系爭專利申請時，先前技術已實際製得包含紫杉烷衍生物溶於聚山梨酯80

的製劑，如The GV reference的多西紫杉醇溶於聚山梨酯80及the“Miller patent”

的太平洋紫杉醇溶於聚山梨酯80的劑型。就該項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

為了避免使用聚氧乙烯蓖麻油所產生的過敏反應，而先前技術又已教示使用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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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酯80以替代聚氧乙烯蓖麻油為溶劑的優點，則經由例行性試驗找出所請發明的

添加劑最適數量及比例應為該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可輕易完成，因此先前技

術可證明'561專利請求項5與'512專利請求項7所請發明不具進步性。

（四）不正行為（Inequitable conduct）

地院發現兩篇先前技術“the Vidal”及“GV”對本案的專利性具實質影響，

因發明人Jean-Louis Fabre在本案於專利局的審理過程中對審查委員蓄意隱瞞該兩

篇文獻而取得專利權，故'561專利及'512專利因不正行為而不可執行其專利權。

 

肆、我國法院有關多西紫杉醇劑型之相關訴訟

有關多西紫杉醇劑型之相關訴訟，智慧財產法院已於101年12月27日、102年

1月17日作出100民專上43號判決及99民專上78號判決，因二案當事人皆已上訴至

最高法院，判決結果尚未確定，以下僅就法院所作的申請專利範圍解釋及相關判

決內容作一簡略介紹，以提供參考。

一、99民專上78號判決

案例事實

本案涉及之專利權為我國發明第197394號「適用於製備可注射灌注液

（PERFUSION）之組合物」，上訴人（安萬特）主張被上訴人（東洋）侵害請

求項1至3的專利權範圍，被上訴人除主張請求項1至3的專利權無效外，亦主張製

造的產品並未侵害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的專利權。

依據系爭產品之仿單可知，被上訴人製造之OOO射劑共有三瓶，第一瓶為

多西紫杉醇單劑量 40毫克／毫升包裝注射小瓶，其為多西紫杉醇溶於聚山梨酯 

80（主成分瓶），第二瓶為溶劑小瓶（溶劑瓶1），內容物為酒精，每小瓶含酒

精0.3毫升；第三瓶亦為溶劑小瓶（溶劑瓶2），內容物為無菌注射用水，每小瓶

含無菌注射用水1.6毫升。上訴人主張該主成分瓶已侵害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之

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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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利權範圍

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3所請範圍分別為

請求項1： 一種適合藉稀釋製備可注射灌注液之組合物，該組合物含少於

5%之乙醇且包含12至80毫克／ 毫升的具下列通式（I）之水不溶

性特烷（taxane）衍生物，其中R代表氫原子或乙醯基，R1代表

第三- 丁氧基羰基胺基或苯甲醯胺，R2代表氫原子或第2-或4-位

置上之氯或氟原子，以及R3代表羥基或者R3與接於第8-位置上之

甲基構成連接至第7-及8-位置上之伸甲基（-CH2-）；以及一種

為聚山梨酯80 或者聚氧乙烯篦麻油衍生物之界面活性劑。

請求項2：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組合物，其包含少於2%的乙醇。

請求項3：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2 項之組合物，其中，在式（I）化合物中，R

代表氫及R1代表第三-丁氧基羰基胺基。

（二）申請專利範圍解釋

法院將相關有待解釋部分之申請專利範圍定義如下，並經兩造確認無誤，

1.稀釋：在溶液中加入溶劑，以降低溶液之濃度；

2. 灌注液：指灌注所用之液體（灌注係指傾注或流經的動作；特別是將血液

或液體注入某器官之血管，流經該器官或使液體通過空腔結構之管道）；

3.一種適合藉稀釋製備可注射灌注液之組合物：指一種組合物係適合於經由

灌注體來稀釋其濃度，以製備可供注射用之灌注液（或稱輸注溶液）。

準此以解，系爭專利之組合物必須經稀釋後方能製成可注射至人體之灌

注液。至於該組合物係直接以灌注體予以稀釋以製成可注射之灌注液（直接稀

釋），或是先與其他溶劑混合，再加入灌注體予以稀釋（間接稀釋）以製成可注

射之灌注液，因系爭專利於請求項中並未加以限定或明示排除，故上開兩種情形

均屬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文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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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決理由

依請求項1之文字或發明說明之內容，並未對「稀釋」或「適合藉稀釋」一

詞賦予特別之意義或說明，至於該稀釋究係採直接稀釋？以及採用何種灌注劑？

凡此在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文字涵義中並未限定。再者，系爭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第1項亦未將稀釋界定為「直接稀釋於水性灌注液，且長時間儲置均

不會產生任何可見之沉澱物」，亦未界定「稀釋後之組合物穩定度可達40小時以

上」等條件，自不得將發明說明有揭露但並未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之技術內容，

不當讀入用來限制專利權範圍。

（四）法院判決（摘錄部份內容）

請求項1「一種適合藉稀釋製備可注射灌注液之組合物」經解釋為所請組合

物必須經稀釋後方能製成可注射至人體之灌注液，其文義範圍包括「直接稀釋」

與「間接稀釋」。經比對請求項1與被上訴人系爭產品可得，系爭產品OOO主成

分瓶雖先加入溶劑小瓶1 、2 混合後以得到混合前溶液，然該混合前溶液於使用

前，另須加入適當量之氯化鈉溶液或葡萄糖溶液之灌注體以稀釋其濃度而形成輸

注液，方能注射至人體。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揭露之「一種適合藉

稀釋製備可注射灌注液」應解釋為一種組合物係適合於藉由加入灌注體予以稀釋

來製備以注射方式施用之灌注液（參本判決理由欄五（二）申請專利範圍之解

釋：），換言之，系爭專利之組合物必須經稀釋後方能注射至人體，而被上訴人

系爭產品之主成分瓶亦係經稀釋後方能注射至人體，是以，被上訴人系爭產品第

一瓶主成份瓶已可讀取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要件編號A.「一種適合藉稀

釋製備可注射灌注液之組合物」之文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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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0民專上43號判決

案例事實

本案涉及之專利權為我國發明第76742號「含有在界面活性劑中之紫杉烷衍

生物及預防稀釋時膠凝之添加劑之二組份注射用組合物」，上訴人（安萬特）主

張被上訴人（東洋）侵害請求項1、2、3、4、6的專利權範圍，被上訴人除主張

請求項1、2、3、4、6的專利權無效外，亦主張製造的產品並未侵害系爭專利請

求項1、2、3、4、6的專利權。

（一）專利權範圍

查系爭專利請求項1、2、3、4、6所請範圍分別為

第1項： 一種二組份注射用組合物，其含有（1）含可達200毫克／毫升在聚

山梨醇酯，環氧化物酯－醚或脂肪酸甘油酯等界面活性劑中之紫杉

烷衍生物之混合物，及（2）分子量低於200 之有機化合物或氯化鈉

等添加劑之水溶液，其較該界面活性劑重量大6%之濃度可抑制或破

壞組份（1）及（2）與水性灌注基質混合時膠凝層之形成。

第2 項：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組合物，其中該添加劑係含羥基或胺基之

有機化合物。

第3 項：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組合物，其中該添加劑係葡萄糖，甘

油，山梨糖醇，甘露糖醇，甘胺酸，聚乙二醇，丙二醇，芐醇或

乙醇。

第4 項：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組合物，其中該紫杉烷衍生物具下式（見

本判決附件1）：其中R代表氫或乙醯基，而R2代表第三丁氧羰胺基

或芐醯胺基。

第5 項：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4項之組合物，其中R代表乙醯基，而R1代表芐

醯胺基。

第6項： 根據申請專利範圍第4項之組合物，其中R代表氫，而R1代表第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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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羰胺基。

（二）申請專利範圍解釋

法院對申請專利範圍所作解釋如下：

1.「組份」及「二組份」

系爭專利所請注射用組合物，僅須包含有組份（1）與組份（2）即可達成

該目的，是「組份」應為其字面意義，即構成該組合物之成分，其文義範

圍涵蓋上訴人主張之「在組份（1）及（2）與水性灌注基質混合之前，得

共同儲置以符合742 號專利之發明目的者」及被上訴人抗辯之「儲存於具

有空間上分離單元之內容物」，故「二組份」應為其字面意義，指構成該

組合物之二種成分，依系爭專利之內部證據，並未限制須分開儲存。

2.「水溶液」及「添加劑之水溶液」

依據一般化學知識，「溶液」係指將溶質溶於溶劑中之均相混合物，溶

液中量少之物質稱為溶質，相對量多之物質稱為溶劑。又「水溶液」指

溶質與水所形成之混合物（見78年6月20日出版之「牛頓化學辭典」第

41頁，如本判決附件二所示）。因此，「添加劑之水溶液」應指以添加

劑為溶質，與水所形成之混合物；而系爭專利說明書並未界定「添加劑

之水溶液」為「在正式使用時，能以水溶液形態存在」，上訴人之解釋

已超出說明書所揭示之內容，亦不符系爭專利申請時一般化學知識之定

義，應不足採。

3. 「膠凝層」

膠凝層應指「界面活性劑分子與水構成之膠體溶液中，呈膠狀半流動性

之部分」。

4. 「其較該界面活性劑大6%濃度」

參酌說明書第7 頁記載有「添加劑之用量視添加劑之性質而定。其相對

於界面活性劑之重量大於6%」，且參酌說明書實施例結果，添加劑與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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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活性劑之重量比均大於6%，始能達成不產生凝膠層之發明目的（如實

例14），因此，參酌上揭內部證據，「其較該界面活性劑大6%濃度」應

解釋為「添加劑與界面活性劑之重量比為大於6%」。

5. 「可抑制或破壞組份（1）及（2）與水性灌注基質混合時膠凝層之形成」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可抑制或破壞組份（1）及（2）與水

性灌注基質混合時膠凝層之形成」，係指組份（1）、（2）與水性灌注

基質三者混合時，可抑制或破壞膠凝層之形成，是對所請二組份組合物

功效之描述；該描述未限定組份（1）與組份（2）須預先混合後，再與

水性灌注基質混合。

（三）判決理由

有關「二組份」之解釋，法院指出系爭專利說明書第7頁第2段所載之「較佳

者係裝於安碚瓶及雙隔容器中」，僅是系爭專利之較佳實施態樣之一，而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文字並未限制該「二組份」須分開儲存，自不得將該限

制讀入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

（四）法院判決（摘錄部份內容）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界定之「可抑制或破壞組份（1）及（2）與

水性灌注基質混合時膠凝層之形成」係該組份（1）及（2）混合所生之功效，

既被證6（US4,814,470）實施例已揭示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相同之

組成內容，則必然可產生與系爭專利相同之功效，是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第1項所請發明已見於被證6，被證6足證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新穎

性。上訴人雖主張「被證6號之組合物已將紫杉烷衍生物與水混合在一起，並

非第742 號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二組份』」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01頁以

下）。惟查系爭專利說明書並未定義「二組份」之目的係為使紫杉烷衍生物與

水分別儲置。此外，系爭專利之「二組份」之文義解釋已如前述，其專利權範

圍亦涵蓋上訴人稱之「在使用前得共同儲置以符合系爭專利之發明目的者」，

上揭被證6實施例係為製備靜脈注射時用之醫藥組成物，即亦合於「於使用前共

同儲置」之情況，因此，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2 、3 、4 及6項之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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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見於被證6，應無疑問。

三、小結

解析智慧財產法院上述兩判決內容，可得其關鍵處在於申請專利範圍的解

釋。在99民專上78號，係將請求項1「一種適合藉稀釋製備可注射灌注液之組合

物」的文義範圍解釋為包括「直接稀釋」與「間接稀釋」；100民專上43號則為

將請求項1所請二組份解釋為不具空間之分隔，亦即兩組份並非分別儲存而係混

合在一起。

按99民專上78號經解釋請求項1的範圍後，進而判斷被上訴人系爭產品第一

瓶主成份瓶已可讀取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要件編號A.「一種適合藉稀釋

製備可注射灌注液之組合物」之文義。就個人觀點，由請求項1所請「一種適合

藉稀釋製備可注射灌注液之組合物」的文字內容確實無法理解「稀釋」的進行

方式，如一次完成或是分段完成等。經查中文說明書有關輸注液的製備方法，

其為「此組合物可與灌注液體，它可是生理食鹽水或一種葡萄糖溶液混合，特

別是得到每毫升在0.1及1毫克之間的最後濃度」，參酌原文說明書內容「This 

composition can be mixed, in particular to provide a fi nal concentration of between 0.1 

and 1mg per milliliter, with the perfusion fl uid, which can be physiological saline or a 

glucose solution」，其原意係指將組合物與灌注液體直接混合，應無疑義。惟法

院考量在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文字涵義中對「稀釋」一詞並無限定；

再者，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亦未將稀釋界定為「直接稀釋於水性灌注液

體，且長時間儲置均不會產生任何可見之沉澱物」，亦未界定「稀釋後之組合

物穩定度可達40小時以上」等條件，自不得將發明說明有揭露但並未記載於申

請專利範圍之技術內容，不當讀入用來限制專利權範圍。又專利說明書之實施

例僅是實施態樣之例示，自不得以系爭專利說明書中實施例之內容用來限縮專

利權範圍。

在100民專上43號判決，因法院將二組份解釋為不具空間之分隔，亦即兩組

份並非分別儲存而係混合在一起，故所請範圍已見於先前技術而認定專利無效。

經查系爭專利外文本，請求項1為「A two-part injectable composition comp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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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mixture containing up to 200mg/ml of a taxane derivative in a surface-active 

agent,which is a polysorbate, an ethylene oxide ester-ether, or a fatty acid glyceride, 

and (2)an aqueous solution of an additive,which is an organic compound having a 

molecular weight less than 200 or sodium chloride, of a concentration greater than 

6% of the weight of the surface active agent such as to prevent the formation of, or 

break, a gelled phase during the mixing of (1) and (2) with an aqueous perfusion 

medium.」，其中「such as to prevent the formation of, or break, a gelled phase during 

the mixing of (1)and (2)with an aqueous perfusion medium.」參照中文請求項1之內

容為「⋯其較該界面活性劑重量大6%之濃度可抑制或破壞組份（1）及（2）與

水性灌注基質混合時膠凝層之形成」，此處所稱「組份（1）及（2）與水性灌注

基質混合時膠凝層之形成」含義不明，確實存有多種可能的組合情形，包括a.組

份（1）與（2）原先以一組合物形式存在，使用時再與水性灌注基質混合，b. 組

份（1）與（2）原先分開存在，使用時才將組份（1）與（2）先混合後再與水性

灌注基質混合，或是c. 組份（1）與（2）原先分開存在，使用時才逐一加入組份

（1）、（2）於水性灌注基質再混合等。再者，由說明書第5、6頁內容可知，本

發明所欲解決之問題在於改善先前技術所製備的母液（活性藥物溶於乙醇及界面

活性劑的混合溶液中）因不易溶於灌注溶液，所以提供一種介於紫杉烷衍生物在

界面活性劑中之溶液之中間體溶液，惟請求項1並未記載「中間體溶液」，故法

院並未對此作出申請專利範圍解釋。

另參考本案中文說明書第7頁第二段「類紫杉在界面活性劑中之溶液及稀釋

添加劑之水性溶液較佳者係裝於安碚、瓶及雙隔容器中，該雙隔容器可在要注入

灌注袋使用前使兩溶液混合。」，對照英文說明書第6頁第3段「The solution of 

the taxoid in the surface-active agent and the aqueous solution of the dilution additive 

are preferably provided in ampoules, bottles or a double compartment device which 

allow the two solutions to be mixed, immediately before use, when they are injected 

into the perfusion bag.」，關鍵處在於英文說明書所述「provided in ampoules, 

bottles or a double compartment device which allow the two solutions to be mixed, 

immediately before use,」，其中「which」究指雙隔容器或是安碚、瓶及雙隔容

器，中、英文內容實有所爭議，此對申請專利範圍的解釋亦將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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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按申請專利範圍一經公告，即具有對外公示之功能及效果，故解釋申請專

利範圍應以其中所載之文字為核心，探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於申請

專利時所認知或瞭解該文字之字面意義。惟此適用於醫藥生技發明申請案件時即

產生爭議，因此類案件大部分都來自於國外，常有中文譯本與原文內容不符之情

事，則在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是否可以審酌原文？仍無定論，雖最高法院在93

年度判字第921號判決指出「申請專利範圍或專利說明書中文意義有疑義時，可

參酌原來外文意義以定之13」 ，惟何種情況下才有參酌原來外文以解釋申請專利

範圍之適用仍有待案例的建立。按我國於102年實施新專利法後已開放接受9種外

文申請專利，可預見未來申請專利範圍解釋將更形複雜。

13 原判決內容「發明專利權範圍，固以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惟如內容有不明時，得

審酌說明書及圖式。又申請專利文件原則以中文為主，然如中文意義有爭議時，仍得參酌原來

外文意義以定之。次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真意，故應通觀全文，並斟酌立約當時之

情形，以期不失當事人之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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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國家之設計專利的合案申請制度介紹

徐銘夆*

摘要

合案申請指的是同一申請人將二個或二個以上設計合併於單一申請案中申請

註冊設計。鑒於國際間對於合案申請的申請方式、認定原則及權利範圍解讀互有

差異，是以本文將就世界主要國家（區域）及協定的相關制度進行簡要介紹。

本文探討的對象包括美國、中國大陸、歐盟、韓國、日本、海牙協定及我

國，介紹的制度或申請實務共計11個，根據研究與探討將前揭制度或實務歸結出

四種不同合案申請的類型：

1. 全部物品屬於同一類別

2. 成組設計

3. 多實施例（含近似設計）

4. 指定複數物品

關鍵字： 合案申請、複數設計、多實施例、成套產品外觀設計、成組設計、組物

意匠、Multiple Design

收稿日：102年 10月 17日
* 作者現職為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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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工業設計權領域中，長久以來一直存在這樣的需求，即提供一種合理的可

能性，集合特定範圍的設計，以一種簡單的方式包裹申請1。為了配合前揭意旨，

目前世界上有許多設計保護體系設有合案申請制度，這些制度有的是基於行政或

申請程序考量；有的是為了反應設計概念或強化設計保護力道的需要。鑒於國際

間對於合案申請制度的申請方式、認定原則及設計權範圍解釋互有差異，是以本

文將就世界主要國家（區域）及協定的合案申請方式進行簡要介紹，探討對象涵

蓋美國、中國大陸、歐盟、韓國、日本、海牙協定及我國，討論的內容來源主要

來自於立法例、審查基準及相關實務運作，文後並就各制度間的異同進行分析及

討論。

貳、各國合案申請制度

一、美國

從申請實務觀察，美國合案申請大致可分為三種，分別是在同一設計概念

下的多實施例、設計包含多個彼此交互作用的獨立物品、指定複數物品，分述

如下：

（一）多實施例

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37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1.153（a）規定設計專

利僅得有一個申請專利範圍。基於長久貫行的審查實務，每一件設計專利申請案

僅得有一個特定物品的外觀。這種作法直到1959年才被In re Rubinfi eld2案打破，這

起案件發生的起因是申請人向美國專利局提出了一件地板打蠟器（Floor Waxer）

的設計專利申請案，如圖2-1所示，該圖式中揭露了二個外觀近似的實施例，審

查人員於是以超過一個申請專利範圍以及包含多個物品為由核駁系爭申請案，

申請人不服提起上訴，在上訴過程中專利局上訴委員會（Patent Office Board of 

1 顏吉承、陳重任，「設計專利理論與實務」，揚智出版社，2007年 7月第 1版。
2 See In re Rubinfi eld, 270 F.2d 391, 395 （CCPA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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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als）仍維持原處分，不過系爭案到了海關與專利上訴法院（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時，承審法官Worley卻認為設計概念不一定僅限於單一特定

物品的實施例，只要每一實施例間不具可專利性差異，那麼仍然可透過一個申請

專利範圍取到保護。

綜上所述，雖然美國形式上規定申請專利範圍只限一項，惟實務上係採「一

設計概念一申請」原則。

圖2-1 美國設計專利D191,031號案

1.記載原則

除了一般記載事項外，以多實施例申請設計專利，申請人原則上會在說明欄

位（DESCRIPTION）以「第一實施例（fi rst embodiment）、第二實施例（second 

embodiment）、第三實施例（third embodiment）⋯⋯」加以區隔，且每一實施例

必須皆達到明確且可據以實現的要求。

2.認定原則

美國專利審查基準（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下稱MPEP）規定

Fig.1
Fig.5

Fig.6

Fig.8

Fig.7

Fig.2

Fig.4

Fi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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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實施例必須符合以下二個要件，分別是：

（1）多實施例的整體外觀基本上必須具有相同的設計特徵；

（2）多實施例間必須達到不具可專利性差異。

在審查不具可專利性差異時，判斷主體為所屬領域中具有通常技藝之人士

（Designer of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且應以各實施例所呈現的整體外觀作為比

對對象，而非就每一設計元素逐一比對，倘若差異是細微或顯而易知，應判斷為

不具可專利性差異。MPEP還指出，審查人員在判斷不具可專利性差異時，可能

必須先進行檢索，透過確認先前技藝所揭露之內容，可證明各實施例間是否達到

不具可專利性差異。

除了前段MPEP的相關規定外，美國設計專利申請指南（Guide to Filing a 

Design Patent Application）則指出，同一設計概念下的多實施例得以單一設計申

請案提出，只要它們的外觀及形狀構成近似。

3.設計權範圍的解釋

由於每一實施例均應各別符合專利要件，因此在設計專利權的解釋上，係各

別予以看待，亦即每一實施例均得單獨行使其權利。

4.規費

以申請案為收費單位，共計美金760元（約NT$ 22,797）3。

5.合案申請的最多設計數量

沒有實施例數量的限制。

3 於美國設計專利的申請費用包括了設計專利申請費 180元美金、專利檢索費 120元美金以及專

利審查費 460元，共計美金 7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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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實施例 第二實施例 第三實施例

圖2-2 美國設計專利D608,168號案之部分圖式
（設計名稱：實用刀片）

（二）設計包含多個彼此交互作用的獨立物品

依據美國專利法（35 U.S.C）第171條規定，申請專利之設計必須施予在工業

製品上。申請專利之設計可以是結合於一個物品中的複數物品，例如成副之西洋

棋（圖2-3）。

1.記載原則

申請人必須在說明書（specifi cation）中清楚載明申請專利範圍（claim）是複

數物品所產生的集合外觀，如圖2-3所示，倘若要以單一視圖表現二個以上構成物

品，必須以大括弧「}」來含括這些物品。

2.認定原則

當設計包含多個彼此交互作用的獨立物品時，設計名稱（title）必須以單一

整體的方式清楚定義，例如：集合（combined or combination）、組（set）、雙

（pair）、總成（unit assembly）。

3.設計權範圍的解釋

在設計專利權的解釋上，此種操作實務係將所有構成物品視為一個整體設

計，因此不得就其中單個或多個物品單獨拆解主張其權利。

6.相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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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註 3。

4.規費

以申請案為收費單位，共計美金760元（約NT$ 22,797）4。

5.合案申請的最多設計數量

對於構成物品沒有數量限制。

6.相關示例

圖2-3 美國設計專利D375,532號案之部分圖式
（設計名稱：黑歷史臉譜西洋棋組）

FIG. 1 FIG. 3

（三）指定複數物品

除了前述的二種樣態之外，從近幾年的實務案例中，美國似乎亦允許申請人

可以就單一外觀指定二個以上物品，不過這種申請案的類型大多集中在汽車設計

領域，如圖2-4所示，申請人在圖式揭露一輛車的外觀，但在設計名稱記載「汽車

或（及）玩具的表面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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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記載原則

針對指定複數物品的申請案，申請人多會在設計名稱以「⋯⋯的表面輪

廓（Surface configuration of∼）」指定複數物品，並且在物品名稱之間以「頓

號」、「及／或」區隔，例如「汽車車身、玩具及／或複製品的表面輪廓

（Surface confi guration of a vehicle body, toy, and/or replica）5」或是「汽車及／或

玩具的表面輪廓（Surface confi guration of a vehicle and/or toy）6」。

2.認定原則

以單一外觀指定二個以上物品係從專利公報推論而來，美國的專利法規或

MPEP並未有相關規定。

3.設計權範圍的解釋

MPEP指出設計名稱僅作為確認外觀所應用之物品之用，並不會用來界定設

計專利權範圍。依前述規定，筆者拙見以為指定複數物品並沒有太大的法律實

益，因為不論是否有無指定複數物品，設計專利權都可及於與申請專利之設計構

成相同或近似的任一物品外觀。例如在圖式中揭露一輛車的外觀，那麼即便將設

計名稱指定為「汽車」，其設計專利權也會及於與申請專利之設計構成近似的汽

車及玩具車。

4.規費

以申請案為收費單位，共計美金760元（約NT 22,797）7。

5.合案申請的最多設計數量

指定複數物品與圖式所揭露之設計數量無涉，此種操作實務的重點比較著重

在設計名稱指定二個以上物品。

5 美國設計專利 D614,535號案。
6 美國設計專利 D468,667號案。
7 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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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國大陸專利法第 31條第 2項「一件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應當限於一項外觀設計。同一產品兩項

以上的相似外觀設計，或者用於同一類別並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產品的兩項以上外觀設計，

可以作為一件申請提出。」

6.相關示例

圖2-4 美國設計專利D468,667號案之部分圖式

設計名稱
【汽車及／或玩具的表面輪廓】

（Surface confi guration of a vehicle and／or toy）

圖式

二、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合案申請制度的可分為二種，分別是相似外觀設計以及成套產品外

觀設計，分述如下：

（一） 相似外觀設計

中國大陸於2009年10月1日實施的專利法導入相似外觀設計合案申請制度，

其指出同一物品若有二個以上相似外觀設計，可以作為一件申請案提出8。相關說

明如下。

1.記載原則

請參考圖2-5所示，以相似外觀設計提出合案申請，必須在「簡要說明」欄位

中指定一個基本設計。並且應在每個設計的視圖名稱前以阿拉伯數字順序編號標

注，數字編號前應加註「設計」字樣，例如記載為「設計1的立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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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國大陸專利審查指南第 1 部分第 3 章 9.1.1。
10 中國大陸專利審查指南第 4 部分第 5 章 5.1.1。
11 中國大陸專利審查指南第 1 部分第 3 章 9.1.2。
12 中國大陸專利審查指南第 1 部分第 3 章 9.3。
13 中國大陸專利審查指南第 4 部分第 3 章 5。

2.認定原則

以相似外觀設計提出合案申請，必須是針對同一物品的相似外觀設計，以下

就認定要件分項說明：

（1）必須是同一物品

以多個相似外觀設計提出合案申請，每一設計必須是同一物品的近似外觀，

例如均為餐盤的相似外觀設計。因此倘若單一申請案中包括了餐盤、碟、杯及碗

的外觀，雖然各物品均屬國際外觀設計分類表中的同一大類，仍不能被視為同一

物品9。另外無效宣告程序中對於相同設計的判斷則指出，在判斷相同物品種類

時，可以參考物品的名稱、國際工業設計分類以及物品銷售時的貨架分類位置10。

（2）必須是近似外觀

簡要說明中所指定的基本設計，必須與其他設計構成近似。判斷設計是否構

成近似時，應將其他設計與基本設計單獨進行比對，透過整體觀察，如果其他設

計和基本設計具有相同或近似的設計特徵，並且二者之間的區別僅在於局部細微

變化、該類物品的慣常設計、設計單元重複排列或者是色彩要素的變化等情形，

通常應判斷二者屬於近似外觀11。

3.設計權範圍的解釋

以多個相似外觀設計提出合案申請，由於每一設計皆應具備專利要件，因此

在設計專利權的解釋上，係各別予以看待，亦即每一設計均得單獨行使其權利。

值得注意的是，申請人若以多個相似外觀設計提出合案申請，只要其中一個

設計不具可專利性，則應當刪除該設計，否則將被全案核駁12。但是相似外觀設

計一旦獲准並取得設計專利權，在日後無效宣告程序時，專利複審委員會可以在

無效宣告的類型採用部分無效的方式為之。亦即專利複審委員可就請求人提出的

無效宣告，作出單個或多個設計無效，並維持其餘設計有效的審查決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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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國大陸專利法實施細則第 35條第 1項「依照專利法第三十一條第二款規定，將同一產品的多

項相似外觀設計作為一件申請提出的，對該產品的其他設計應當與簡要說明中指定的基本設計

相似。一件外觀設計專利申請中的相似外觀設計不得超過 10項。」

4.規費

以申請案為收費單位，一件申請案的申請費是人民幣5 0 0元（約N T $ 

2,446）。

5.合案申請的最多設計數量

以多個相似外觀設計提出合案申請者，一設計專利申請案不得超過10個相似

外觀設計14。

6.相關示例

圖2-5 中國大陸外觀設計專利公告號：CN301540383S之部分圖式

簡要說明
1.本外觀設計名稱為：LED天花燈，主要用於照明。
2. 本外觀設計分為2種相近似的設計1和2，其中設計1作為基本設
計⋯⋯

圖式

設計1的立體圖1

設計1的立體圖2 設計2的立體圖2

設計2的立體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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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註 8。
16 中國大陸專利審查指南第 1 部分第 3 章 4.2.1。
17 中國大陸專利審查指南第 1 部分第 3 章 9.2。
18 中國大陸專利審查指南第 1 部分第 3 章 9.2.1。

（二）成套產品外觀設計

除了多個相似外觀設計得作為一件申請案提出外，中國大陸還設有成套產

品外觀設計制度，其指出用於同一類別並且成套出售或使用的產品的二個以上設

計，可以作為一件申請案提出 15。

1.記載原則

請參考圖2-6所示，以成套產品外觀設計提出申請者，應在其中每件物品的視

圖名稱前以阿拉伯數字順序編號標注，並在編號前加註「套件」字樣。例如對於

成套產品中的第2套件立體圖，其視圖名稱應記載為：「套件2立體圖」16。

2.認定原則

成套產品的外觀設計係指由二個以上屬於同一大類，且各自獨立的物品所組

成。各物品的設計構思相同，其中每一個物品都具有獨立的使用價值，而各個物

品組合在一起又能體現出其組合使用價值的物品，例如由咖啡杯、咖啡壺、牛奶

壺和糖罐組成的咖啡器具17。以下就認定要件分項說明：

（1）相同類別

成套產品外觀設計的物品必須屬於同一類別，所謂同一類別指的是國際工業

設計分類表中的同一大類18。

（2）成套出售或使用

成套產品外觀設計的物品必須習慣上同時出售或同時使用，並具有組合使用

價值。此外，各物品的設計風格必須統一，以下針對判斷細節進一步說明。

A.同時出售

同時出售，是指二個以上物品習慣上同時出售，例如由床罩、床單和枕套等

物品所組成的寢具用品。至於以促銷為目的而將物品隨意搭配出售的情形，則不

屬於習慣上同時出售的要件，因此不能作為成套產品外觀設計提出申請，例如在

銷售書包時贈送鉛筆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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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國大陸專利審查指南第 1 部分第 3 章 9.2.2。
20 中國大陸專利審查指南第 1 部分第 3 章 9.2.3。

B.同時使用

同時使用，不是指在同一時間使用所有物品，而是使用其中一個物品時，

會產生使用聯想，從而想到另一個或另幾個物品的存在，例如咖啡器具中的咖啡

杯、咖啡壺、糖罐、牛奶壺等19。

C.各物品的設計構思相同

設計構思相同，指的是各物品的設計風格必須統一，即各物品的形狀、圖案

或其結合，以及色彩、形狀及圖案的結合所作出的設計是統一的。

（A）形狀的統一

指各個構成物品都以同一種特定的造形為特徵，或者各構成物品之間以特定

的造形構成組合關係，即認為符合形狀統一性。

（B）圖案的統一

指各物品上圖案設計的題材、構圖、表現形式等方面具有統一性。若其中有

一方面不同，則認為圖案不統一，例如咖啡壺上的設計以蘭花圖案為設計題材，

而咖啡杯上的設計圖案為熊貓，由於圖案所選擇的設計題材不同，應認為圖案不

具統一和諧的原則，因此不能作為成套產品外觀設計合案申請。

（C）色彩的統一

審究色彩的統一性時，不能僅單獨考慮色彩，應當與各物品的形狀、圖案綜

合考慮。在各物品的形狀、圖案符合統一性，且簡要說明中已敘明請求保護色彩

的情況下，如果物品的色彩風格一致，則應判斷為設計構思相同；反之，如果各

物品的色彩變換較大，破壞了整體的和諧，則應判斷為設計構思不相同，因此不

能作為成套產品外觀設計合案申請20。

3.設計權範圍的解釋

以成套產品外觀設計提出申請，由於每一設計皆應具備可專利性，因此在設

計專利權的解釋上，係各別予以看待，亦即每一設計均得單獨行使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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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同註 12。
22 同註 13。
23 中國大陸專利審查指南第 1 部分第 3 章 9.2.4。
24 吳溯，「成套產品外觀設計中包含相似外觀設計的審查」，中國專利與商標，第二期，頁 20-

26，2011年。

另外在申請階段，只要其中有一個設計不符專利要件，則應當刪除該設計，

否則將被全案核駁21。但在無效宣告程序時，專利複審委員得作出單個或多個設

計無效，並維持其餘設計有效的審查決定22。

4.規費

以申請案為收費單位，一件申請案的申請費是人民幣5 0 0元（約N T $ 

2,446）。

5.合案申請的最多設計數量

只要前揭符合認定的原則，成套產品外觀設計對於構成物品並沒有數量上的

限制。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以成套產品外觀設計提出的申請案，不得包含某一個

或者多個物品的相似外觀設計。例如一件申請案中包含了餐杯和餐碟，那麼該申

請案就不得包含餐杯或餐碟的相似外觀設計23。前揭限制條件的本意原先是要區

隔中國大陸目前兩種不同的合案申請類型，避免其重疊。但在申請實務上，成套

產品外觀設計往往會發生相似外觀設計的情形，因此有論者以為這種限制未來還

存在研究空間，值得後續的探討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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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歐盟共同體設計規則（COUNCIL REGULATION（EC）No 6/2002 of 12 December 2001 on 

Community designs）第 37條第 1項：「多個設計得合併於一件複數申請案取得共同體設計註

冊，除裝飾品設計外，這種可能必須是符合多個設計所欲結合或應用之產品均屬同一國際工業

設計分類的同一類別。」
26 歐盟共同體設計審查基準（EXAMINATION GUIDELINES COMMUNITY DESIGN）8.3。

簡要說明

1.本外觀設計產品的名稱：沙發
2.本外觀設計產品的用途：傢俱
3.本外觀設計的設計要點：總體外觀設計
4.最能表明設計要點的圖片或者照片：組合狀態圖
5. 本外觀設計產品為套件產品，由套件1、套件2、套件3組合構成，成
套出售和使用⋯

圖式

圖2-6 中國大陸外觀設計專利公告號：CN301887162S之部分圖式

套件1立體圖

套件3立體圖

套件2立體圖

組合狀態圖

6.相關示例

三、歐盟

歐盟合案申請制度的可分為二種，分別是裝飾性設計（ornamentation），及

設計所欲結合或應用之產品均屬同一類別25，分述如下：

（一）均屬裝飾性設計

裝飾性設計指的是一種在不明顯影響產品輪廓的前提下，可被應用於複數個

產品表面的附加及裝飾性元素26。例如布料花紋、漫畫人物、圖形設計（請參考

圖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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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同註 26。
28 同註 26。
29 歐盟共同體設計規則第 37條第 4項「包含在一件複數申請案或註冊中之每一設計，相較於其他

設計得各別予以看待。各別設計可自其他設計分割、實施、授權、物權標的、強制執行扣押或

債權訴訟、拋棄、延展或讓與、為延緩公告或宣告無效之標的。一件複數申請案或註冊得依施

行規則規定分割為各別申請案或註冊。」

1.記載原則

以裝飾性設計提出合案申請者，應於申請表格的「複數申請（Multiple 

application）」欄位中勾選，或是申請人在自己擬訂的申請文件中提供相對應的

資訊27。除了前揭聲明外，申請人應於「設計數量（Number of designs）」欄位中

載明申請案有多少設計，並以阿拉伯數字將每一設計依序編號。

2.認定原則

若單一申請案中所有設計皆為裝飾性設計，則不適用同一類別（unity of 

class）才得以合案申請的規定。申請人對於裝飾性設計的判斷雖然不會被詳細審

查（in-depth examination），不過當審查人員從表面證據（prima facie）即可高度

懷疑該設計不符裝飾性設計的定義時，申請案將可能被核駁28。

3.設計權範圍的解釋

合案申請中的每一設計均各別予以看待。每一設計均得各別實施、授權、物

權標的、強制執行扣押或債權訴訟、拋棄、延展或讓與、為延緩公告或宣告無效

之標的29。

4.規費

以裝飾性設計提出申請，除一般規費外，尚應繳納額外的註冊費。因此對於

合案申請規費的計算架構可分為以下三個層次：

（1）第1個設計的基本註冊費

（2）第2到第10個設計減收後的附加費用

（3）超過第11（含）個設計減收後的附加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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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歐盟共同體設計審查基準 8.1。
31 同註 25。

有關歐盟合案申請的現行收費標準請參考下表2-1所示：

表2-1 歐盟共同體設計註冊申請規費表

圖2-7 歐盟共同體註冊設計001073357號案圖式

設計數量 規費

基本註冊費（含第一個設計） 230歐元（約NT$ 9,163）

第2至第10個設計，每一設計 115歐元（約NT$ 4,581）

超過第11（含）個設計，每一設計 50歐元（約NT$ 1,992）

5.合案申請的最多設計數量

沒有設計數量限制30。

6.相關示例

註冊號
001073357-0001

【裝飾性設計】
001073357-0002

【裝飾性設計】

圖式

註冊號
001073357-0003

【裝飾性設計】
001073357-0004

【裝飾性設計】

圖式

（二）均屬同一類別

除前段裝飾性設計外，對於多個設計所欲結合或應用之產品均屬國際工業設

計分類的同一類別亦得合案申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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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同註 26。
33 同註 29。
34 同註 30。

1.記載原則

以設計均屬同一類別提出合案申請者，應於申請表格的「複數申請」欄位中

勾選，或是申請人在自己擬訂的申請文件中提供相對應的資訊32。除了前揭聲明

外，申請人應於「設計數量」欄位中載明申請案有多少設計，並以阿拉伯數字將

每一設計依序編號。

2.認定原則

審查人員將會審究多個設計所欲結合或應用之產品是否均屬國際工業設計分

類表之同一大類物品（classes），例如汽車的分類號為12-08；汽車零件（車門、

葉子板）的分類號為12-16，由於前揭二種類別的大分類均屬第12類（運輸或起重

工具），即符合同一類別的規定。

3.設計權範圍的解釋

合案申請中的每一設計均各別予以看待。每一設計均得各別實施、授權、物

權標的、強制執行扣押或債權訴訟、拋棄、延展或讓與、為延緩公告或宣告無效

之標的33。

4.規費

以同一類別提出合案申請，其申請規費的計算架構與裝飾性設計合案申請相

同，本段不再贅述。

5.合案申請的最多設計數量

沒有設計數量限制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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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相關示例

註冊號
001881855-0001

【汽車】
001881855-0002

【汽車（部分）】
001881855-0003

【汽車（部分）】

圖式

註冊號
001881855-0004

【汽車（部分）】
001881855-0005

【汽車（部分）】
001881855-0006

【車身】

圖式

註冊號
001881855-0007

【車門】
001881855-0008

【車門】
001881855-0009

【汽車葉子板】

圖式

註冊號
001881855-0010

【車輛葉子板】
001881855-0011

【車輛側板】

圖式

圖2-8 歐盟共同體註冊設計001881855號案之部分圖式

四、韓國

韓國合案申請的制度可分為二種，分別是無實體審查制及成組設計。值得

注意的是，韓國預計在2014年施行的新工業設計保護法中，針對合案申請制度再

提出二項改革措施。第一項措施是開放指定複數物品，亦即允許申請人在單一設

計註冊申請案中，就單一外觀指定二個以上物品，例如圖式揭露一個汽車外觀但

設計名稱指定為「汽車」及「玩具車」。第二項措施是為了配合加入海牙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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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將大幅增加合案申請的設計數量上限，亦即未來不論是實體審查或無實體審

查制，只要多個設計均屬國際工業設計分類的的同一類別，申請人得在單一設計

註冊申請案中提出一百個以內的設計。鑒於前揭改革的相關具體配套措施尚未明

朗，本文僅就無實體審查制及成組設計進行說明： 

（一）無實體審查制

韓國對於設計註冊之審查係採實體審查及無實體審查雙軌制，適用實體審查

制的設計註冊申請案，申請人應就每一設計提出申請35；不過對於流行性及產品

生命周期較短的類別，韓國則是以無實體審查制為之，並且允許合案申請36。

目前韓國商業、工業及能源部所頒布的設計分類表共有74個大分類，適用無

實體審查制的大分類計有18個，請參考表2-2所示37。

35 韓國工業設計保護法第 11條第 1項。
36 有關韓國設計保護制度之概述，請參酌徐銘夆、黃振榮，「韓國設計保護制度及發展概況介

紹」，智慧財產權月刊，頁 31-68，2010 年 1 月。徐銘夆、張玉玫，「韓國近期設計保護改革及

動態介紹」，智慧財產權月刊，頁 67-105，2012年 1月。
37 韓國工業設計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9條第 3項。

表2-2 韓國無實體審查制適用類別表

大分類 類別名稱 大分類 類別名稱

A1 食品 C7 慶弔用品

B1 衣服 D1 室內小型整理用具

B2 雜貨 F1 教具

B3 個人用品 F2 事務用品

B4 箱子等 F3 事務用紙製品印刷物等

B5 鞋履 F4 包裝紙、包裝容器等

B9 衣服及個人用品的附屬品 F5 廣告用品

C1 寢具、地毯、窗簾等 H5 電子計算機等

C4 家庭用保健衛生用品 M1 織物紙、板



103.03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3 79

論述
世界主要國家之設計專利的合案申請制度介紹

38 同註 35。

1.記載原則

申請人應以韓國智慧財產局所提供的無實體審查設計註冊申請書提出申請，

另申請人尚應載明合案申請的設計數量，並將每個設計以阿拉伯數字順序編號標

注，數字編號前應加註「M」字樣，例如M01、M02⋯⋯。

2.認定原則

以無實體審查制提出合案申請，必須符合以下三個要件：

（1）該設計註冊申請案所揭露之設計必須屬於無實體審查制所屬之類別；

（2）該設計註冊申請案所揭露之設計不得超過20件；

（3）該設計註冊申請案所揭露之設計必須屬於相同分類之物品。

3.設計權範圍的解釋

合案申請中的每一設計均各別予以看待，亦即每一設計均得單獨行使其

權利。

4.規費

以設計數量作為收費單位，若以電子化提出申請，每個設計的申請費用是

45,000韓圜（約NT$ 1,203）；若以紙本提出申請，每個設計的申請費用是55,000

韓圜（約NT$ 1,470）。

5.合案申請的最多設計數量

以無實體審查制提出合案申請，得在單一設計註冊申請案中提出20個以下

設計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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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韓國工業設計保護法第 12條。
40 韓國部分設計及成組設計申請須知Ⅱ .4（成組）設計註冊申請須知。

6.相關示例

圖2-9 韓國設計公報註冊號：3006977820000之部分圖式
（設計名稱：包裝容器用蓋）

設計M01 設計M02  設計M03 設計M04

（二）成組設計

對於二個以上物品作為成組同時使用，若其為調和之整體，得申請設計註

冊，目前適用成組設計之組群共計86個39。

1.記載原則

以成組設計提出申請，原則上必須揭露每一構成物品的所有視面，亦即必須

提供立體圖及六面視圖（前視圖、後視圖、左側視圖、右側視圖、俯視圖、仰視

圖），例如以湯匙筷子組提出成組設計申請，應在圖式中揭露湯匙及筷子的立體

圖及六面視圖。

不過如果設計特徵是因為各構成物品相互結合後，表現出具有統一性的視覺

效果（如圖2-10所示），那麼申請人就僅要揭露各構成物品結合後的所有視面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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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圖 前視圖

圖2-10 韓國設計公報註冊號：30-0674418圖式
（設計名稱：音響）

後視圖 左側視圖 右側視圖

俯視圖 仰視圖

2.認定原則

韓國設計審查基準指出成組設計應符合以下要件，始得為之41：

（1）商業、工業及能源部所訂定之組群

成組設計必須屬於韓國商業、工業及能源部所頒布「成組設計 構成物品表」

之組群，例如：一組吸煙用具（韓國設計分類：B6-06）或是一組筆具（韓國設

計分類：F2-10）等⋯⋯。

41 韓國工業設計審查基準第 15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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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符合前述組群所規範的構成物品，且至少應有二種（含）以上構成物品

例如一組吸煙用具的構成物品包含打火機、煙盒、煙灰缸及支撐台，那麼單

一設計註冊申請案應至少揭露前揭二種以上構成物品。不過如果設計註冊申請案

中雖有非屬構成物品以外的物品包含在其中，但該物品在所屬業界仍會被認為有

同時使用之情形，仍得被認定為是成組設計。

（3）同時使用

「同時使用」並非指在任何時刻都必須同時使用到所有構成物品，而是指在

使用者的觀念中，當使用其中一個構成物品時，會預期使用到該組群的其他構成

物品42。

（4）成組設計具有統一性

以成組設計提出申請，各構成物品的外觀上應具有統一性，其可分為以下三

種類型：

A. 各構成物品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採用相同的表現手法，進而使所

有的構成物品被認定為具有統一性。

B. 各構成物品相互結合後表現出統一之形狀或花紋，進而使所有的構成物品

被認定為具有統一性。例如：一組吸煙用具中之打火機、煙盒、煙灰缸及

支撐台相互結合後，呈現出烏龜的形狀。

C. 各構成物品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具有與故事情境關聯之印象，且

結合後使成組設計被認定為具有統一性。例如：與童話「龜兔賽跑」有關

的構成物品外觀。

3.設計權範圍的解釋

以成組設計提出申請，並不要求各構成物品具備新穎性、非創作容易性等要

件，而係以所有構成物品所構成的整體外觀作為判斷的對象，因此每一物品不得

單獨行使其權利43。簡言之，成組設計的設計權解釋係以成組物品所構成的整體

外觀為基礎。

42 韓國工業設計審查基準第 15條第 1項。
43 韓國部分設計及成組設計申請須知Ⅱ .1成組設計制度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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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規費

以成組設計提出申請的規費架構，依各組群類別，又可分為實體審查及無實

體審查制二種，以下分段簡要說明：

（1）組群適用實體審查制

以申請案作為收費單位，若以電子化提出申請，每一設計註冊申請案的費用

是60,000韓圜（約NT$ 1,604）；若以紙本提出申請，每一設計註冊申請案的費用

是70,000韓圜（約NT$ 1,872）。

（2）組群適用無實體審查制

以套數作為收費單位，若以電子化提出申請，每套的費用是45,000韓圜（約

NT$ 1,203）；若以紙本提出申請，每套的費用是55,000韓圜（約NT$ 1,470）。

綜上所述，本文將韓國成組設計的申請費用整理如表2-3所示。

表2-3 韓國成組設計規費一覽表

實體審查制 無實體審查制

電子化申請
每案60,000韓圜
（約NT$ 1,604）

每套45,000韓圜
（約NT$ 1,203）

紙本申請
每案70,000韓圜
（約NT$ 1,872）

每套55,000韓圜
（約NT$ 1,470）

5.合案申請的最多設計數量

只要前揭符合認定的原則，成組設計對於構成物品並沒有數量上的限制。不

過成組設計得以合案申請的套數，會依所屬分類適用實體審查或無實體審查制而

有不同的規範。成組設計所屬類別適用實體審查制者，每一申請案僅得就一套成

組設計提出申請；成組設計所屬類別適用無實體審查制者，每一申請案得提出20

套以下的成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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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相關示例

44 日本的組物意匠在我國稱成組設計，本文於日本的合案申請介紹均以組物意匠論述。
45 日本意匠法第 7條：意匠申請時，必須依照由經濟產業省訂定之物品分類，就每一意匠分別提出。

圖2-11 韓國設計公報註冊號：3005207830000之部分圖式

設計名稱 一組男用韓服

設計說明
1.以絲質和纖維製成
2.圖式所揭露之設計包括男用背心、韓式馬褂及褲子
3.圖式之構成包括：A背心、B韓式馬褂及C褲子

圖式

立體圖A

韓式馬褂與褲子
結合狀態參考圖

立體圖B

背心與褲子結合
狀態參考圖

立體圖C

韓式馬褂、背心與
褲子結合狀態參考圖

五、日本

目前日本合案申請的類型僅有組物意匠制度44，說明如下： 

（一）組物意匠

日本早在昭和34年（1959年）即導入組物意匠制度，主要係針對同時販賣、

同時使用的組合物品，符合日本經濟產業省令所規定的物品，且整體意匠風格統

一者，得以合案申請，並作為一意匠一申請原則45之例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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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記載原則

（1）申請書記載

在設計名稱欄位中應以「一組○○之組合」記載。

（2）圖式記載

組物意匠係由多個物品所構成，基於明確且充分揭露的原則，除因相同或

對稱而省略視圖者，每個構成物品皆應提供六面視圖（前視圖、後視圖、左側視

圖、右側視圖、俯視圖、仰視圖）。另外對於各構成物品是以結合後具有統一性

的組物意匠，尚應提供全部構成物品結合後之圖式。

2.認定原則

以組物意匠提出申請，應符合以下要件：

（1）經濟產業省令所訂定之組群

組物意匠必須屬於日本經濟產業省令所頒布之日本意匠分類表中之組群，例

如一組內衣之組合（B1-601）、一組洗臉用化妝台之組合（D5-201）等⋯⋯，目

前允許申請為組物意匠的組群共計56個。

（2）適當的構成物品

以一組洗臉用化妝台之組合為例，請參考表2-4所示，該申請案的構成物品至

少應包含洗臉用化妝台與化妝鏡，至於收納箱則非屬該組群的必要構成物品。

46 平成 19（西元 2007）年 4月 1日施行版。

表2-4 日本組物意匠類別表46（部分）

組物 主分類 構成物品 預設分類 備考

一組洗臉用化
妝台之組合

D5-201

洗臉用化妝台 D5-210, 220

化妝鏡 D5-28, D7-50

收納箱 D6-5 可不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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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體成組設計具有統一性

以組物意匠提出申請，外觀上應具有統一性，其可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A. 各構成物品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經由相同造型處理方式表現，

認定其具有統一態樣。例如在餐刀、餐叉及湯匙的握把處均設有內凹的形

狀特徵（如圖2-12所示）。

圖2-12 日本意匠登錄號：D1285902

（設計名稱：一組餐刀、叉及湯匙之組合）

圖2-13 日本意匠登錄號：D1232679

 （設計名稱：一組椅子之組合）

B. 構成物品以整體組合之方式表現形狀或花紋，而認定整組物品外觀上具有

統一態樣。例如三張椅子在組合後可形成波浪曲弧的統一形狀（如圖2-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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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圖片來源：日本意匠審查基準第 7 部 個別の意匠登錄出願 第 2章 組物の意匠，72.1.1.3.1 組物

全体として統一があると認められるものの類型。

圖2-14 設計名稱：一組吸煙用具之組合47

C. 各構成物品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之方式，具有故事性關聯印象，

而認定整組物品外觀上具有統一態樣（如圖2-14所示）。

3.設計權範圍的解釋

以組物意匠提出申請，係以所有構成物品所構成之整體意匠作為判斷是否符

合新穎性及非創作容易性之對象。故組物意匠係由全體物品構成為單一意匠權，

每一構成物品不得單獨行使其權利。

4.規費

以申請案為收費單位，一件申請案的申請費是16,000日元（約NT$ 4,850）。

5.合案申請的最多設計數量

只要前揭符合認定的原則，組物意匠對於構成物品並沒有數量上的限制。

正面圖 右側面圖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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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海牙協定第 5條（1）﹝國際申請的必要內容﹞國際申請應以指定語言或指定語言之一，並應

包括或檢附：

 （iv）按規定對構成工業設計或將使用工業設計的產品或複數產品之表示。
49 海牙協定共通規則，規則 7（3）「﹝國際申請的必要內容﹞國際申請應包含或檢附

 （iv）構成工業設計或將使用工業設計的產品或複數產品，及構成工業設計或將使用工業設計。產

品或複數產品之表示，產品或複數產品應盡可能以國際工業設計分類所記載的物品名稱命名。」
50 HOW TO FILE AN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Retrieved July 24, 2013, from http://www.

wipo.int/export/sites/www/hague/en/forms/docs/form_dm_1_inf.pdf

圖2-15 日本意匠登錄號：D1217290之部分圖式
（設計名稱：一組音響之組合）

6.相關示例

立體圖
CD、錄音帶及廣播
主機立體圖

右側擴大機之立體圖

六、海牙協定

海牙協定是一種可透過單一國際申請案，並在多個成員國或跨政府組織取

得設計註冊的制度。海牙協定的行政管理組織為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的國際局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WIPO,下稱國際局），目前有60個成員國（區域）。除了

韓國將於2014年加入海牙協定外，美國、中國大陸及日本未來也可望加入。海牙

協定合案申請的類型僅有一種，即設計均屬同一類別始得合案申請。

（一）均屬同一類別

1.記載原則

以設計均屬同一類別提出合案申請，除應載明設計數量48，並依「國際工業

設計分類表」指定大分類外49，另必須依序記載每一設計的產品名稱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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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認定原則

國際局在收到國際申請案後，僅會進行形式審查，例如確認設計數量或繳納

的費用是否無誤。

3.設計權範圍的解釋

合案申請中的每一設計均各別予以看待，亦即每一設計均得單獨行使其權利。

4.規費

以設計均屬同一類別提出合案申請，除了第一個設計及程序規費外，尚應繳

納額外的註冊費。因此對於合案申請規費的計算架構可分為以下二個層次： 

（1）第一個設計的申請費

（2）超過（含）第2個設計後的附加費用

有關海牙協定合案申請的收費標準請參考表2-5所示：

51 海牙協定共通規則，規則 7（3）「﹝國際申請的必要內容﹞國際申請應包含或檢附

 （v） 不超過 100個工業設計數量的國際申請，其檢附之圖式或樣品數量應依規則 9及規則 10

規定。」

表2-5 海牙協定設計註冊規費一覽表

設計數量 規費

第一個設計 397瑞士法朗（約NT$ 12,818）

超過（含）第2個設計，每一設計 19瑞士法朗（約NT$ 613）

5.合案申請的最多設計數量

以設計均屬同一類別提出合案申請，得在同一國際申請案中提出100個以下

設計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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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相關示例

圖2-16 海牙設計公報註冊號：DM／046718

（產品名稱：腕錶）

1 2 3 4.1 4.2

4.3

圖2-17 海牙設計公報註冊號：DM／049679

（產品名稱：汽車、行李箱蓋、汽車後擋泥板及後保險桿）

1.1

2.5

3.2

3.5 3.6

3.7

4.1
4.2

4.3

4.6 4.7

4.4 4.5

3.8

3.3 3.4

2.6

1.2

1.4

1.7

2.2 2.3 2.4

2.1

1.5 1.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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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華民國

目前我國合案申請的類型僅有成組設計制度，說明如下： 

（一）成組設計

為了符應國際趨勢以及設計實務上的需要，我國爰參考日本的組物意匠，並

在2013年時導入成組物品設計之申請。

1.記載原則

（1）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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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設計名稱

以成組設計申請專利，為使設計名稱能簡明且具體包含成組設計所保護之標

的，其應以上位之名稱指定之，並冠以「一組」、「一套」、「組」或「套」等

用語記載，例如，「一組之沙發」、「一套之餐具」或「咖啡組」52。

B.物品用途

申請成組設計，其物品用途應就該成組物品之用途、使用方式或功能說明

之，如有必要時亦得就各構成物品之用途為說明53。

C.設計說明

由於成組設計係就成組物品進行整體性之創作，故設計說明應就該成組物品

所構成之整體視覺外觀的設計特點加以說明，另必要時，亦可在設計明欄位中簡

要敘明各構成物品之名稱54。

52 中華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設計實體審查基準第十章成組設計 2.1.1設計名稱。
53 中華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設計實體審查基準第十章成組設計 2.1.2物品用途。
54 中華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設計實體審查基準第十章成組設計 2.1.3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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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圖式

由於成組設計係包含二個以上之物品，因此為能充分揭露該成組設計之外

觀，一般而言圖式應分別揭露各構成物品之所有視面（例如，分別揭露各構成物

品之立體圖及六面視圖），並應揭露至少一張包含成組物品且能代表該成組設計

之視圖（如圖所示）。惟以合併揭露方式於各視圖中揭露該成組物品者，若其亦

能充分揭露所有構成物品之外觀，得不分別揭露各構成物品之所有視面（如圖

2-18所示）55。

55 中華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設計實體審查基準第十章成組設計 2.2圖式。
56 圖片來源：中華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設計實體審查基準第十章成組設計 2說明書及圖式。
57 中華民國專利法第 129條第 2項。

圖2-18 杯墊組56

立體圖(代表圖)

俯視圖

前視圖

仰視圖

左側視圖 右側視圖 後視圖

2.認定原則

成組設計，係指對於二個以上之物品，其是屬於同一類別，且習慣上以成組

物品販賣或使用者，得以一設計提出申請57。依前開規定，成組設計之構成要件

列述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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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中華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設計實體審查基準第十章成組設計 1.成組設計之定義。

（1）同一類別

成組設計之所有構成物品應屬國際工業設計分類表之同一大類之物品。例如

以「一組餐桌椅」申請成組設計，該構成物品之桌子及椅子皆屬於國際工業設計

分類表之第06類－家具中所列之物品，即符合成組設計之同一類別58。

（2）習慣上以成組物品販賣或以成組物品使用

習慣上以成組物品販賣，係指該二個以上之物品，在市場消費習慣上是以成

組物品一同販賣，例如床包組（包含床罩、床單及枕頭套等）、茶具組（包含茶

杯、茶壺、茶盤及濾壺等。

習慣上以成組物品使用，係指該二個以上之物品，在使用習慣上會以成組物

品合併使用，其通常在使用其中一件物品時，會產生使用聯想，從而想到另一件

或另幾件物品的存在，例如咖啡組（包含咖啡杯、咖啡壺、糖罐及牛奶壺等）、

課桌椅組（包含課桌及課椅等）。

3.設計權範圍的解釋

由於成組設計係為了符合成組物品一同販賣或合併使用之市場需求，而就該

成組物品進行整體之視覺性創作，因此在申設計專利權的解釋上，只能將成組設

計視為一個整體行使權利，不得就其中單個或多個物品分拆單獨行使權利。

4.規費

以申請案為收費單位，一件申請案的申請費是新台幣3,000元。

5.合案申請的最多設計數量

只要前揭符合認定的原則，成組設計對於構成物品並沒有數量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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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相關示例

59 同註 56。

圖2-19 一組之音響59

喇叭之俯視圖

喇叭之
左側視圖

喇叭之
前視圖

喇叭之
仰視圖

喇叭之
右側視圖

喇叭之
後視圖

喇叭之立體圖

播放器之
俯視圖

播放器之
左側視圖

播放器之
前視圖

播放器之
右側視圖

播放器之
後視圖

擴大器之
左側視圖

擴大器之
前視圖

擴大器之
俯視圖

擴大器之
立體圖

擴大器之
仰視圖

擴大器之
右側視圖

擴大器之
後視圖

立體圖（代表圖）

播放器之
立體圖

播放器之
仰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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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合案申請類型比較

有鑒於各國在合案申請的規範不盡相同且各具特色，本文將前段所介紹的各

種合案申請制度及實務統整後，歸納出四種類型，分別是：全部物品均屬同一類

別、成組設計、多實施例（含近似設計）、指定複數物品，以下分段說明：

一、全部物品均屬同一類別

此種類型多發生在對設計保護採用形式審查制的國家（區域），例如歐盟及

海牙協定的同一類別合案申請制度，以及韓國的無實體審查制皆屬之。此外，由

於歐盟的裝飾性設計係屬國際工業設計分類表中大分類號第32類，因此本文亦將

裝飾性設計歸屬在此類範疇。

本類型的特徵在於所有的構成物品必須屬於相同分類。前述的相同分類，

在歐盟及海牙協定指的是國際工業設計分類表的同一大分類；在韓國係指適用

於無實體審查制的同一大類。以此種類型提出合案申請時，應在申請時載明設

計的數量及每個設計的編號。在設計權的解釋上，此種類型係將合案申請中的

每一設計各別予以看待，也就是可以各別主張設計權。在申請規費部分，歐盟

及海牙協定係以基本費及附加費計費，基本費已包含第一個設計的申請費用，

第二個（含）設計以後，則以附加費的方式計算，不過韓國則是單純以設計數

量作為計費單位。

本類型的優點在於可替申請人節省規費（韓國除外）及行政負擔，另外對於

像汽車這樣的複合式產品，申請人得將相關的零配件（例如擋泥板、葉子板、汽

車內裝）合併在單一申請案申請註冊設計，如此將使設計權管理較為便利；不過

其缺點在於第三人在進行前案檢索時，由於設計公報含有多個設計，故必須進一

步詳加確認公報中的所有內容。有關全部物品屬於同一類別的合案申請類型在各

國（區域）制度對照整理如下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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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歐盟、韓國及海牙協定對於全部物品屬於同一類別制度對照表

歐盟 韓國 海牙協定

制度 裝飾性設計 同一類別 無實體審查制 同一類別

記載原則
–載明設計數量
–將每一設計依序編號

–載明設計數量
– 將每一設計依序
編號

–載明設計數量
– 將每一設計依序編號

認定原則
物品屬於國際工業設計
分類表中的同一大分類

物品屬於無實體審
查制所屬類別

物品屬於國際工業設計
分類的中的同一大分類

設計權
解釋

每一設計各別予以看待
每一設計各別予以
看待

每一設計各別予以看待

規費

基本註冊費：NT$9,163

（含第一個設計）

– 電：N T $ 1 , 2 0 3

（每一設計）
– 紙：N T $ 1 , 4 7 0 

（每一設計）

基本註冊費：
NT$12,818 

（含第一個設計）

第2個至第10個設計：
NT$4,581（每一設計） 第2個至第100個設計：

NT$613 

（每一設計）第 1 1個設計以後：
NT$1,992（每一設計）

設計數量
限制

不限 20個 100個

二、成組設計

在本文中，包括中國大陸的成套產品外觀設計、日本的組物意匠、韓國及

我國的成組設計制度均屬此種類型。另外美國雖未明定成組設計制度，不過從

MPEP對於設計包含多個彼此交互作用獨立物品的規定，以及相對應的專利公報

觀察，筆者拙見以為可將這部分的操作實務歸屬在此類範疇。

此種類型的特徵在於，所有的構成物品習慣上以成組物品販賣或以成組物品

使用。除了美國之外，設有成組設計的國家會要求所有構成物品必須屬於相同分

類。前述的相同分類，在韓國及日本係指該國自行頒布的成組（組物）物品類別

表；在中國大陸及我國係指國際工業設計分類表中的同一大類。

以此種類型提出合案申請時，多會在設計名稱以集合量詞（組、套⋯⋯記

載。在圖式的揭露上，除了所有構成物品相互結合後的視圖外，多數國家也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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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應分別揭露各構成物品的所有視面。

另外，中國大陸、韓國及日本對於此種類型還設有視覺統一性或是設計構思

相同的要求。在設計權的解釋上，美國、韓國、日本及我國是將所有構成物品之

外觀視為一個整體設計，不得就其中單個或多個物品分拆單獨行使權利；不過中

國大陸則是各別予以看待，也就是各構成物品得各別單獨行使權利。在申請規費

部分，除了韓國適用無實體審查制的成組設計是以套數作為收費單位外，原則上

均是以申請案作單位。

本類型的優點在於較能契合設計實務，特別是對於習慣上同時販售或同時

使用的成組產品，例如餐具、傢俱或服裝設計領域；不過其缺點在於行使權利

時，成組設計是以所有構成物品所構成的整體外觀為對象，即如果只有一個構成

物品被模仿，並不一定構成設計權侵害，因此設計權保護強度較弱（中國大陸除

外）。有關成組設計的合案申請類型在各國制度暨申請實務對照整理如下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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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美國、中國大陸、韓國、日本及中華民國對於成組設計
制度暨申請實務對照表

美國 中國大陸 韓國 日本 中華民國

制
度

設計包含多個
彼此交互作用
的獨立物品

成套產品外觀
設計

成組設計 組物意匠 成組設計

記
載
原
則

設計名稱以集
合、組、雙、
總成記載

每一物品以套
件1、套件2⋯
記載

– 設計名稱依「成
組設計 構成物品
表」記載

– 每一構成物品具
備六面視圖及立
體圖

– 設計名稱依
「組物の意
匠 構成物品
表」記載

– 每一構成物
品具備六面
視圖及立體
圖

– 設計名稱以
一 組 、 一
套、組、套
記載

– 每一構成物
品具備六面
視圖及立體
圖

認
定
原
則

設計名稱必須
以單一整體的
方式清楚定義

–相同類別
– 成組出售或
使用

– 設計構思相
同

–  「成組設計 構成
物品表」中之組
群

–相同類別
– 成組出售或使用
–設計統一性

– 經濟產業省
令所訂定之
物品

– 適當的構成
物品

–設計統一性

–同一類別
– 成組出售或
使用

設
計
權
解
釋

將所有物品視
為一個整體之
設計

每一設計各別
予以看待

將所有物品視為一
個整體之設計

將所有物品視
為一個整體之
設計

將所有物品視
為一個整體之
設計

規
費

NT$22,797 NT$2,446

實體審查（案）

NT$4,850元 NT$3,000

紙：NT$1,872

電：NT$1,604

無實體審查（套）

紙：NT$1,470

電：NT$1,203

設
計
數
量
限
制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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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實施例（含近似設計）

在本文中，美國的多實施例及中國大陸的相似外觀設計均屬此種類型，此類

型的特徵在於，所有的設計必須屬於相同物品的近似外觀。值得一提的是，我國

對於近似之設計共計三種態樣，分別是：

（1）相同外觀應用於近似物品

（2）近似外觀應用於相同物品

（3）近似外觀應用於近似物品

而本段所歸納出的多實施例（含近似設計）合案類型，係屬前揭三種近似設

計的第二種態樣。以此種類型提出合案申請時，應在申請時清楚載明每個設計的

序號，此外依中國大陸規定，以相似外觀設計提出合案申請時必須指定一個基本

設計。在設計權的解釋上，此種類型係將每一設計（實施例）各別予以看待，也

就是可以各別行使權利。在申請規費部分，美國及中國大陸均是以申請案作為收

費單位。

本類型的優點在於申請人可透過繳交一件申請案的費用，同時保護同一設計

概念下的多個近似設計，並且每一個設計皆可單獨行使權利，即如果只要其中一

個設計（實施例）被模仿，就可能構成設計權侵害，此外，申請人還可以利用此

類型對於多個設計間的近似認定，讓設計權範圍更為明確；不過其缺點在於倘若

申請案中有一個設計不具可專利性，那麼同樣的事由將可能同時適用於同一申請

案中的其他設計。有關多實施例（含近似設計）的合案申請類型在美國及中國大

陸制度暨申請實務對照整理如下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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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美國、中國大陸對於多實施例（含近似設計）制度暨申請實務對照表

美國 中國大陸

制度 多實施例 近似設計

記載原則 – 說 明 欄 位 以 「 第 一 實 施
例」、「第二實施例」⋯⋯
加以區隔

– 每一實施例均必須可達到明
確且可據以實施的要求

– 「簡要說明」欄位中應指定
一個基本設計

– 以 「 設 計 1 」 、 「 設 計
2」⋯⋯加以區隔

認定原則 – 多實施例整體外觀基本上必
須具有相同的設計特徵

– 多實施例間的差異必須不足
以達到可專利性差異

–同一物品
–近似外觀

設計權解釋 每一實施例各別予以看待 每一設計各別予以看待

規費 NT$22,797 NT$2,446

設計數量限制 不限設計數量 10個

四、指定複數物品

目前開放申請人指定複數物品的國家僅有美國，此種類型的特徵在於設計名

稱指定二個以上物品，且通常發生在汽車設計領域（如同時指定「汽車」及「玩

具車」）。由於美國MPEP已明確指出設計名稱並不會界定設計專利權範圍，因

此申請人即便沒有指定複數物品，其設計權範圍也會及於相同或近似外觀的所有

物品。

本類型的優點必須是發生在會將設計名稱用來界定設計權範圍的國家，才

有法律上的實益。例如在中國大陸、日本及我國，申請人在設計名稱指定「汽車

玩具」，那麼保護範圍將不及於「汽車」。但是如果開放設計名稱得指定複數物

品，申請人僅要在設計名稱指定「汽車及（或）汽車玩具」，那麼保護範圍將同

時涵蓋「汽車」與「汽車玩具」；不過其缺點在於申請人可能會在設計名稱中指

定許多與圖式內容不符的設計名稱。有關指定複數物品的合案申請類型在美國的

申請實務整理如下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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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美國指定複數物品制度申請實務一覽表

肆、開放合案申請可行性及調整

本文乃是以美國、中國大陸、歐盟、韓國、日本、海牙協定及我國為研究對

象，經由蒐集相關立法例、審查基準及專利公報進行比較研究，據以了解目前全

球主要工業化國家（區域）對於合案申請的制度或申請實務。

囿於本文介紹的合案申請制度數量計有11個，且在認定原則上互有差異，故

本文將所有研究對象在合案申請的認定原則整理如下表4-1：

美國

制度 指定複數物品

記載原則
設計名稱以「⋯⋯的表面輪廓」指定複數物品，並且會在指定
的複數物品間以「頓號、及／或（and／or）」區隔

認定原則
此種類型係從美國設計公報推論，且多發生在汽車設計領域，
並無相關法規或基準規定

設計權解釋
申請人不論是否透過單一外觀指定二個以上物品，其設計專
利權範圍將及於與申請專利之設計構成相同或近似的任一物
品外觀。

規費 NT$22,797

設計數量限制
設計名稱指定複數物品與圖式所揭露之設計數量無涉，本類型
的重點在於設計名稱所指定的物品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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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各國合案設計申請制度暨認定原則對照表

60 僅限無實體審查制。

合案
申請類型

國別
認定原則

美國
中國
大陸

歐盟 韓國 日本
海牙
協定

中華
民國

全部物品
均屬於同
一類別

國際工業設計大
分類
（含裝飾性設計） 無此制度

○
無此
制度

○
無此
制度

該國頒布之設計
分類

○60

成組設計

相
同
類
別

國際工業設
計大分類

○

無
此
制
度

無
此
制
度

○

該國頒布之
設計分類

○ ○

成組出售或使用 ○ ○ ○ ○

設計統一性 ○ ○ ○

結合於一個物品中
的複數物品

○

多實施例
（含近似
設計）

構成近似 ○ ○
無此制度

相同設計特徵 ○

指定複數
物品

○ 無此制度

我國的成組設計制度雖然屬於合案申請的一種類型，不過由於保護範圍較

小，不易周全保護創作者的權益。此外，基於順應國際趨勢，以及提供更快速便

捷的申請服務，開放合案申請的適用範圍或可作為我國未來設計保護改革的努力

方向，職此，囿於我國已導入成組設計，以下僅針對本文所歸結的另外三種合案

申請類型進行可行性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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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韓國與中華民國一設計一申請規定暨複數設計規定比較

一、全部物品均屬同一類別

依我國專利法規定，申請設計專利，除了成組設計得以二個以上物品合案

申請外，原則上應就每一設計提出申請。亦即一設計揭露二個以上之外觀，或

一設計指定二個以上之物品，原則上不得合併在一申請案中申請。惟韓國專利

法將在2014年7月1日施行之新設計保護法中，開放申請人得在一申請案中提出

100個以下設計，此外，日本為加入海牙協定，亦正積極研擬開放同一類別的

合案申請的措施，亦言之，海牙協定的合案申請類型未來可望在日本、韓國實

現。由於我國與韓國的設計保護思維原則上係師法日本而來，因此若要開放合

案申請的適用範圍，建議可參考韓國2014年即將施行之工業設計保護法第11條

之1（表4-2），在我國專利法第129條導入同一類別得以合案申請的規定。此

外，鑒於我國設計專利分類已全面採用國際工業設計分類，因此在同一類別的

認定上，宜參考歐盟及海牙協定的作法，以國際工業設計分類表中的同一大分

類作為合案申請的認定依據。

韓國 中華民國

工業設計保護法第十一條
○申請設計註冊，應就每一設計提出申請。
○（略）

工業設計保護法第十一條之一
○ 除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外，設計註冊
申請得提出一百個以下設計（以下稱「複
數設計註冊申請」），在此情形下，每一
設計應個別表示。

○ 適用複數設計註冊申請之設計範圍必須局
限於相同分類之物品，該分類與本法第
十一條第二項商業、工業及能源部之行政
命令所指定之物品分類相同。

專利法第一百二十九條
○申請設計專利，應就每一設計
提出申請。
○（略）
○（略）

1 1

2

3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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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實施例（含近似設計）

以多實施例（含近似設計）提出合案申請雖然可節省不少申請費用，而且每

一設計均得單獨行使權利。不過在申請費用的計算上（表4-3），本類型係以申請

案作為單位，其與全部物品均屬同一類別係以設計數量作為單位有所不同，為避

免費用計算上的困擾，且實施此種合案申請類型的國家較少，因此建議暫不考慮

導入此種類型。

表4-3 全部物品均屬於同一類別與多實施例（含近似設計）收費及實施國家比較

全部物品均屬於同一類別 多實施例（含近似設計）

收費單位 （基本費）+設計數量 申請案

實施國家 歐盟、韓國、海牙協定 美國、中國大陸

三、指定複數物品

除前述合案申請類型外，我國專利法規定61，設計專利權範圍，以圖式為

準，並得審酌說明書。因此說明書中設計名稱欄位所記載之物品，係作為認定設

計所應用之物品的依據。另我國審查基準指出，申請設計專利，應就每一設計提

出申請，設計名稱不得指定一個以上的物品，例如指定為「汽車及汽車玩具」。

簡言之，申請人僅得在設計名稱中指定一個物品，且該物品將會影響設計專利權

範圍。

為使多用途物品的設計保護範圍得以擴及至所應用之物品（例如智慧型手機

同時兼具隨身聽、遊戲機、相機的用途、功能），並合理保護創作者的權益（例

如汽車外觀可應用在汽車及汽車玩具），建議我國或可考慮開放申請人指定複數

物品。若開放指定複數物品，建議可參考韓國2014年即將施行之工業設計保護法

第11條第2項（表4-4），在我國專利法第129條第3項導入指定複數物品，並在審

查基準一設計一申請審查的說明中，將指定「一物品」的規定刪除。

61 中華民國專利法第 136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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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
世界主要國家之設計專利的合案申請制度介紹

表4-4 韓國與中華民國指定設計所施予之（複數）物品規定比較

隨著韓國及日本等先進國家未來將陸續開放合案申請制度的適用範圍，我國

導入合案申請制度實有其必要性。本文旨在介紹合案申請的相關規定與實務，希

望有助於我國開放合案申請之政策考量。

韓國 中華民國

工業設計保護法第十一條
○ 申請設計註冊，應就每一設計提出
申請。

○ 申請設計註冊，得於設計所應用之物
品欄位中，依知識經濟部命令之構成
物品表，同時指定多個物品。

專利法第一百二十九條
○ 申請設計專利，應就每一設計提出
申請。

○（略）
○ 申請設計專利，應指定所施予之
物品。

1 1

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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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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老闆轉貼部落客撰寫的食記及拍攝之照片，於自己餐廳的網站上，是否

須取得同意或授權？  

答： 一、 部落客至餐廳用餐後將自己的心得撰寫成食記及拍攝照片，分別係受著

作權法保護的「語文著作」及「攝影著作」。將他人撰寫的食記及照片

轉貼到自己的網站上供不特定人瀏覽，會涉及著作權法中的「重製」和

「公開傳輸」行為。由於「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均是著作權人之

權利，除符合著作權法中第44條至第65條的合理使用規定外，餐廳老闆

必須得到部落客的授權或同意，才可以利用該著作。

二、 但是，若餐廳老闆僅將部落格文章之網址放在自己的網站上，提供連結

讓網友自行連結至該部落格瀏覽，並未涉及著作的利用行為，不會侵害

部落客的著作權。因此，餐廳老闆不需得到該名部落客的同意或授權，

即可透過連結方式連結該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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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

問： 於國際展覽會同時展出多個商標商品或商標呈現多種型態，是否每一個商標

皆可主張展覽會優先權？

答： 在展覽會上展出多個商標商品或商標呈現多種形態，皆可主張優先權。主張

展覽會優先權時，須舉證參展商標商品實際的展示照片、目錄、宣傳手冊或

其他足以證明展示內容的文件，由審查人員審查認定之。（商標法施行細則

第21條）

問：主張展覽會優先權時，應檢送什麼文件？

答： 主張展覽會優先權者，應檢送國際展覽會主辦者發給的參展證明文件。參展

證明文件包含下列事項：（1）展覽會名稱、地點、主辦者名稱及商品／服

務第一次展出日。（2）參展者姓名或名稱及參展商品／服務的名稱。（3）

商品／服務的展示照片、目錄、宣傳手冊或其他足以證明展示內容的文件。

（商標法施行細則第21條）

問：商標註冊申請案可否主張複數優先權？

答： 可以。主張複數優先權者，一案多類申請案，請於各類別商品／服務名稱

前加註優先權日及第1次申請的國家或WTO會員。同一類別主張二以上優

先權者，請區分各優先權日指定的商品／服務名稱。其申請日依各指定

使用商品／服務所主張的優先權日為準。複數優先權的填寫方式請參考

智慧局公布的填寫範例。（http://www.tipo.gov.tw/ch/News_NewsContent.

aspx?NewsID=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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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利用研究成果開創市場

歐洲專利局（EPO）、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及慕尼黑工業大學

（TUM）於2013年5月6日至7日在德國慕尼黑共同舉辦了一場主題為「如何利

用研究成果創造市場」的研討會。與會者來自產業界，包括寶馬（BMW）、

萊雅集團（L’Oreal）、西門子（Siemens）及飛利浦（Philips），決策者與官

員、以及學術界的重要代表。

EPO於2013年12月6日公布了一份報告（Conference Report），該報告旨在

突顯與會者所提出的重要觀點和結論。報告內容如下：

　一、公共研究（public research）的新使命

歐洲企業界的決策者對大學寄予厚望。在尋找新的成長方向時，鼓勵大學

透過公共研究及智慧財產的商品化，創造知識資本。但大學要如何實現此一潛

力？要改變些什麼？以及大學如何與企業和政府發展最好的合作關係?

在會中，EPO、OECD、德國的政府官員及TUM表示，大學在自己國內的

創新制度上可扮演更完整且更積極的角色。他們建議，本質上大學應追求4個

目標：包括改善其智慧財產的管理、拓展新的行銷管道、建立開放的合作模式

以及思考如何改變其組織結構。

　二、新形態的產學合作

大學與企業從事的活動內容不斷的發展。主要的創新者，如拜耳

（Bayer）與萊雅，正建立更廣泛、形式更開放的夥伴關係。而政府機構，如

土耳其的研究與創新資助計畫，即為消除審查技術移轉過程中所遭遇的障礙。

為了市場化，大學正探索如何能更有效地整合知識，以及如何提供企業所需的

專業知能。

在分組討論中，與會者建議大學與企業應採策略性的合作關係、有更多合

作的技術移轉辦公室（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TTOs）、更多的信任、鼓勵

學術研究與學習、支持學生課程中的研究計畫、報告及論文，以發掘未來具潛

力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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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學的創業精神

創業精神是經濟成長和創造就業的重要推動力。因此，大學是培育未來企

業家的溫床。然而，在大學裡許多的投入都需要有創業精神。

其中最重要的是，鼓勵教師和學生具備分辨創業機會的能力，並將計畫

轉化為成功的投資，如業務規劃、風險評估，團隊建立及談判技能等。雖然

以智慧財產為主的創業量持續增加，但是教師和學生通常缺乏相關的管理技

能和經驗。

　四、改善大學的智慧財產政策

在加強課責性（accountability）、資金緊縮、協調性的要求下，再加上智

慧財產的管理，對大學而言是非常大的挑戰。大學及其技術移轉辦公室，身為

與智慧財產相關的機構，應該成為與產業合作研究的「推動者」，並促進研究

結果的開發和商業化。

　五、大學的智慧財產意識

大學往往被視為過於官僚或與企業保持距離。為鼓勵更多的交流，要如何

在大學裡建立一個支持智慧財產的環境？在分組會議中，EPO與世界智慧財產

權組織（WIPO）及其他國家的智慧局對此提出建言。

與會者認為EPO在大學內建立智慧財產文化相當重要。每天約有上千次的

研究人員和學生查詢Espacenet資料庫中百萬件的專利文獻。可將智慧財產相關

的綜合性訓練教材，納入課程中及商業活動中。

　六、鼓勵揭露發明與資料

鼓勵研究人員明確的揭露其發明與資料，對技術移轉的過程會產生正面的

影響，而所面臨的挑戰是要如何找出何者是合適的。

有些經驗可以從企業的經驗中獲取。因為與大學相較，企業中的智慧財

產研究人員受過較好的智慧財產訓練及教育，在申請專利過程和行銷授權計畫

中參與較多，且大多能獲取長期性的報酬，而非一次性費用，另對如何進行計

畫，亦較具冒險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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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企業之管理人員對智慧財產的興趣較濃，可依照較為結構化的過程

發展、決策透明，並可編列明確的申請和產品開發預算。

　七、技術移轉辦公室的方向與治理

技術移轉辦公室的角色正在快速演變，對於如何有效設定正確的方向，以

及如何管理其表現等，產生了許多問題。

　八、大學未來如何管理智慧財產

大學在發展其智慧財產策略時，會面臨許多來自社會和企業影響的困境。

在與外界建立約定時，尤其是與企業界，速度和清晰度是很重要的。如果過多

的交易檢查，及太多的規則要遵守，交易很快就結束並束之高閣。

　九、報告結論

報告中表示，該會議及其後續活動的目的，是讓大學和公共研究機構有信

心將其研究成果推向市場。各機構根據其角色和使命，智慧財產政策會有所不

同，沒有一體適用的政策。在大學領導者面臨的挑戰是以戰略眼光處理其智慧

財產資產並展現其如何為公眾創造價值，已成為一個越來越複雜的任務。該次

會議的目的是要為大學和公共研究機構描繪出未來的方向，以激勵學者，參與

企業活動並造福社會。

歐洲專利局

http://www.epo.org/learning-events/events/conferences/2013/markets_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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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

● 智慧局AEP 1月份統計資料簡表

　 表一：103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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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事由
1

事由
2

事由
3

事由
4

103年01月 7 2 7 6 22 29 2 0 0 31 53

總計 7 2 7 6 22 29 2 0 0 31 53

*註：包含1件不適格（事由1為1件）。

依申請人國別統計：

申請人國別 事由1 事由2 事由3 事由4 總計

中華民國（TW） 7 2 7 6 22

巴拿馬（PA） 1 0 0 0 1

日本（JP） 15 0 0 0 15

西班牙（ES） 1 0 0 0 1

韓國（KR） 3 0 0 0 3

美國（US） 5 0 0 0 5

瑞典（SE） 0 2 0 0 2

義大利（IT） 1 0 0 0 1

德國（DE） 2 0 0 0 2

盧森堡（LU） 1 0 0 0 1

總計 36 4 7 6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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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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1月底 73.7

事由2 至103年1月底 80.9

事由3 至103年1月底 142.7

註：事由1係自98年1月至103年1月底，事由2、3係自99年1月至103年1月底。

表三：主張之對應案國別統計（103年1月）

國別 事由1 事由2 總計 百分比

美國（US） 17 4 21 50.00%

日本（JP） 11 0 11 26.19%

澳洲（AU） 3 0 3 7.14%

中國大陸（CN） 2 0 2 4.76%

歐洲（EP） 2 0 2 4.76%

德國（DE） 1 0 1 2.38%

紐西蘭（NZ） 1 0 1 2.38%

韓國（KR） 1 0 1 2.38%

總計 38 4 42 100.00%

註：其中有2件加速審查申請引用複數對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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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版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審查基準」修訂說明

 「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審查基準自1998年制定並於2008年修訂後，隨著電腦

軟硬體相關技術之演進、國際間該技術領域審查標準之變化，及審查實務上

陸續所累積之議題，智慧局參酌後爰修訂最新之2014年版「電腦軟體相關發

明」審查基準。

 本次修訂內容主要在於釐清審查標準並促使其一致化，同時對於電腦軟體相

關發明較常發生疑義之「是否符合發明之定義」，包含「單純之資訊揭示」

及「簡單利用電腦」等嘗試提供進一步的判斷準則，並透過漸進式案例之說

明，希望能幫助申請人與審查人員瞭解何種申請案係具有技術性。

 對於以「手段功能用語」界定之請求項，明確規範其說明書應有之對應揭露

義務，以符合說明書之可據以實現要件以及請求項之明確性。

 此外，在審查進步性的部分則新增「無助於技術性的特徵」之判斷，避免申

請案藉由與技術無關之事項取得專利權而違反專利制度原本設立之精神。

 詳細內容請參考此次修訂之「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審查基準公告本、修正大

綱與各界意見研復結果彙整表。

連結網站: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507355&ctNode=7127&mp=1

●　 公告103年1月27日「專利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公聽會第2次會議紀錄」

103年1月27日「專利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公聽會第2次會議紀錄」詳參以

下網址。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507715&ctNode=712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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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局公布2013年受理專利商標申請概況

2013年智慧局受理專利申請83,211件，商標註冊申請74,031件，分別較前1

年降低2.19%、0.44%，自後金融海嘯時期以來的穩定成長，首度呈現趨緩

情形。

發明新型專利申請衰退，設計專利逆勢成長

2013年智慧局受理專利申請83,211件，整體較2012年下降2.19%，主要受發明

（49,218件）與新型（25,025件）專利申請件數分別減少3.85%及2.38%所影

響。不過，設計專利（8,968件）逆勢成長8.73%，應係產品外觀設計日漸受

到重視，102年1月起施行的新專利法，擴大申請標的，刺激申請意願所致。

本國人發明專利申請衰退

就國籍而言，本國人（50,714件）與外國人（32,497件）在三種專利申請方

面，較前（2012）年分別下降3.43%及0.19%。再細究三種專利的變化，發

明專利申請件數中，本國人（21,730件）較前年衰退5.84%，外國人（27,488

件）亦略降2.22%，是影響2013年申請件數下降的主要原因，特別是本國

人的降幅為近10年來最大的1年，值得注意。新型專利申請件數中，本國人

（23,837件）與外國人（1,188件）分別較前年下降2.42%及1.74%，亦有影

響。但是在設計方面，本國人（5,147件）與外國人（3,821件）分別成長

2.71%及18.04%，外國人布局非常積極。

日美韓在設計專利布局積極

外國人在我國申請件數前三名中，日本（14,013件）已連續多年蟬聯冠軍，

申請件數節節升高，並遙遙領先其他國家；美國（8,432件）申請件數持續成

長，仍穩居亞軍；南韓（2,336件）則再次超越中國大陸而重回季軍寶座。從

成長率觀察，發明專利方面，日本（12,419件，-1.80%）與美國（7,475件，-

1.12%）二大發明專利申請大國均略有下滑，相較之下，南韓（1,997件，

+13.72%）則是成長最為快速的國家。在新型方面，向來在我國申請數量最

多的中國大陸（503件），下降8.71%，幅度較大。設計方面，日本（1,428

件，+16.19%）、美國（795件，+46.41%）與南韓（321件，+1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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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件數上有優勢外，高成長率亦顯示善用我國新法相關規定，布局相對

積極。

智慧局審查績效有重大突破

在智慧局推動多項加速審查措施，與增加審查人力下，2013年的審查績效呈

現前所未有的亮麗表現。在審查件數方面，達到史上最高；發明專利初審案

的首次審查意見發出64,958件，與前（2012）年相較大幅成長27.69%；發明

專利初審案的結案量67,346件，亦成長28.46%，並遠超過請求實體審查件數

（43,395件）。在審查期間方面，發明專利初審案平均首次通知期間為32.59

個月，較前年大幅縮短7.08個月，達到近5年最低；年平均審結期間為41.33

個月，亦較前年縮短4.81個月。若就單月份統計，至去年12月單月，待審期

間則已降至38.12個月。由於審查績效卓著，發明專利初審案的待辦案件量從

2011年最高峰的16萬件逐年下降，2013年已降至13萬件以下（128,902件），

創近5年新低紀錄。

日美商標註冊申請件數雙雙下滑

商標註冊申請方面，2013年我國受理商標註冊申請（以案件計）74,031件，

較2012年微降0.44%，表現持平（如圖5）。就國籍而言，本國人（55,338

件）與外國人（18,693件）分別較前（2012）年微降0.64及小漲0.17%，變化

不大。外國人申請件數前三名中，美國（3,694件）重登第1名寶座，惟件數

下滑3.83%；日本（3,593件）落居第2，申請件數亦大幅衰退15.85%，長期占

據向我國商標註冊申請之前二大國家雙雙下滑，值得注意。中國大陸（2,830

件）則增加11.24%，成長快速，逐漸縮小與前2名之差距，穩居第3名。

新商標法與專利法的正式施行對於權利人的保護更為周延，而回顧2013年專

利商標申請的整體表現，除了設計專利因放寬申請標的，吸引較多外國人前

來布局，申請件數明顯上升以外，其他專利與商標註冊申請件數則呈現持平

或下降。台灣近年景氣低迷，又正值產業轉型時期，推測應與申請人在專利

與商標註冊之投入轉趨保守，或布局方向改變有關。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507482&ctNode=7123&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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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3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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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一）09:30─11:30 商   標 許議文

3/04（二）14:30─16:30 專   利 祁明輝

3/05（三）09:30─11:30 專   利 白大尹

3/06（四）09:30─11:30 專   利 甘克迪

3/07（五）09:30─11:30 專   利 彭秀霞

3/10（一）09:30─11:30 商   標 徐雅蘭

3/11（二）09:30─11:30 專   利 林存仁

3/12（三）09:30─11:30 專   利 陳昭誠

3/13（四）09:30─11:30 專   利 丁國隆

3/14（五）09:30─11:30 專   利 陳晃顥

3/17（一）09:30─11:30 商   標 羅逸梅

3/18（二）09:30─11:30 專   利 金烽琦

3/18（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鄭振田

3/19（三）09:30─11:30 專   利 王彥評

3/19（三）14:30─16:30 專   利 陳翠華

3/20（四）09:30─11:30 專   利 宿希成

3/21（五）09:30─11:30 專利、商標 鄭憲存

3/21（五）14:30─16:30 專   利 陳群顯

3/24（一）09:30─11:30 商   標 高尹文

3/25（二）09:30─11:30 專   利 卞宏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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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三）09:30─11:30 專   利 閻啟泰

3/27（四）09:30─11:30 專   利 王明昌

3/28（五）09:30─11:30 專   利 張仲謙

3/31（一）14:30─16:30 專   利 陳逸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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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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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台中服務處
103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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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5（三）14：30─16：30 專利 朱世仁

03/06（四）14：30─16：30 商標 陳建業

03/07（五）14：30─16：30 專利 郭夔忠

03/12（三）14：30─16：30 商標 陳逸芳

03/13（四）14：30─16：30 專利 陳鶴銘

03/14（五）14：30─16：30 專利 施文銓

03/19（三）14：30─16：30 專利 吳宏亮

03/20（四）14：30─16：30 商標、專利 周皇志

03/21（五）14：30─16：30 專利 趙元寧

03/26（三）14：30─16：30 專利、商標 韓瑞杰

03/27（四）14：30─16：30 商標 周于舜

03/28（五）14：30─16：30 專利、商標 顏永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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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高雄服務處
103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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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一）14：30─16：30 專利、商標 趙正雄

3/04（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陳明財

3/05（三）14：30─16：30 專利、商標 楊家復

3/06（四）14：30─16：30 專  利 賴建良

3/07（五）14：30─16：30 專利、商標 李彥樑

3/10（一）14：30─16：30 專利、商標 郭同利

3/11（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楊欽堯

3/12（三）14：30─16：30 專利、商標 李德安

3/13（四）14：30─16：30 商  標 劉建萬

3/14（五）14：30─16：30 專利、商標 戴世杰

3/17（一）14：30─16：30 專利、商標 李榮貴

3/18（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王增光

3/19（三）14：30─16：30 專利、商標 林進福

3/20（四）14：30─16：30 商  標 喬琍琍

3/21（五）14：30─16：30 專利、商標 洪俊傑

3/24（一）14：30─16：30 專利、商標 盧宗輝

3/25（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黃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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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專利案件申請及處理數量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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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9 4,289 6,519 2,166 781 50

合計 6,479 4,289 6,519 2,166 78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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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商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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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5 7,157 528 68 29 33 3,568

合計 6,085 7,157 528 68 29 33 3,568 

單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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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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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2 

合計 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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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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文儀 論方法發明之可專利性 專利師 16 2014.01

徐銘夆
葉哲維

由美國In re Ownes 案論我國設計專
利有關「原申請時所揭露之範圍」
的判斷

專利師 16 2014.01

葉雲卿 專利救濟法理的新思維─以美國專
利訴訟近期法院見解為主軸

專利師 16 2014.01

*商標

作者 文章名稱 期刊名稱 期數 出版日期

陳昭華
曾禎祥

商標反向混淆之探討 智慧財產權月刊 182 2014.02

馮震宇 論市場調查於商標混淆誤認判
斷之發展

智慧財產權月刊 182 2014.02

*智慧權

作者 文章名稱 期刊名稱 期數 出版日期

林欣蓉 我國智慧財產訴訟之變革與展望 智慧財產權月刊 182 2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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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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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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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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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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