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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於102年通過的新專利法，施行已屆滿一年，然各界對於專利法第32條所揭

示的「一案兩請」新制度，仍有疑惑未明。此外，關於現行專利法第33條「單一

性之判斷步驟」，亦曾有申請人反映，對於審查人員在何種情況需檢索、何種情

況不用檢索，因不同審查方式得到不同結果感到困惑。為釐清大眾之疑惑，本刊

特以「發明專利審查實務探討」作為本月專題，針對「發明單一性」與「一案兩

請」進行深入探討，以期各界對於此二專利議題有更明晰的認識與瞭解。

新版審查基準於去（102）年修訂，在基準第二篇第七章無須或無法進行檢

索之情形及發給最後通知之態樣，增訂了關於單一性新的配套措施。本期特邀陳

麒文先生為文撰寫「探討發明單一性之專利審查實務」，文中探討發明單一性的

審查實務，並蒐集我國、美國、日本、歐洲與大陸在實務的相關審查基準及相關

案例，文末並詳細解說我國審查基準針對發明單一性的判斷步驟及不符單一性之

審查、檢索相關事例，以期對於我國發明專利申請、檢索及審查，在發明專利單

一性之原則上，可以得到進一步之釐清。全文詳實精闢，極具可讀性。

有關「一案兩請」可說是新專利法的重大變革，於舊專利法原規定不准一案

兩請，申請人如一案兩請需先擇一申請才續行實體審查。於102年1月1日採「權

利擇一」制，後於102年6月13日新專利法引進「權利接續」制，以更進一步保障

申請人之權利。也因此「一案兩請」相對於其他制度之審查過程較為複雜。有鑑

於此，本刊特邀闕榮慶、林明立、古文豪與陳麒文先生合著「一案兩請制度演變

及審查實務介紹」，文中首先簡介世界主要專利國家一案兩請制度之相關規定及

審查程序、接著介紹我國現行一案兩請制度相關修法沿革，文末針對我國現行一

案兩請之審查程序加以探討，盼有助釐清各界之疑惑，具實用性。

「真品平行輸入」的合法性一直是爭議不斷的議題，而網路的推波助瀾下，

推陳出新的商業模式，遠在他國的消費者可透過網路購買直接向國外購買商品，

以郵件或包裹方式輸入國內，或於旅遊時自當地購回過內後，於網站上販售。由

於真品平行輸入商機無限，此類轉售平行輸入商品亦爭議不斷，販售平行輸入著

作重製物的網路賣家主張著作權人的散布權已在著作重製物首次銷售後取得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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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耗盡，所以輸入著作重製物轉售並不構成著作權侵害。著作權人則主張網路賣

家違反禁止真品平行輸入的規定而無權散布。在著作權法之輸入權規定、散布

權規定與「散布權耗盡」原則間之交錯關係下，衍生出不少爭議案件。由林利

芝教授所為文之「從美國最高法院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探討美國

真品平行輸入著作權侵害爭議之新動向」，文章透過探討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之判決所引發的後續效應。文末亦將設想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若發生於我國境內，此案在我國著作權法上之評價，內容深入且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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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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發明單一性之專利審查實務

陳麒文* 

摘要

申請發明專利應就每一發明提出申請，但二個以上發明屬於一個廣義發明概

念，亦即具發明單一性者，得於一申請案中提出申請。發明單一性規定之目的，

除了基於經濟上之原因，主要係為有效利用審查資源，方便分類、檢索及審查，

以利於公眾對於專利資料之查閱與利用。申請專利之發明不符單一性時，必須分

割或刪修；然若經專利專責機關審定核准，不符合發明單一性規定並不構成舉發

之理由。審查人員對於單一性之判斷步驟，尤其在何種情況需檢索、何種情況不

用檢索，常有許多疑問。本文彙整我國與各主要專利國家有關單一性的相關法

條、審查基準，檢視相關事實，並提出對實務上審查發明單一性之簡單評析。

關鍵詞： 發明單一性（Unity of Invention）、特別技術特徵（Special Technical 

Feature，STF）、檢索報告（Search Report）、部分檢索報告（Partial 

Search Report）、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person ordinarily 

skilled in the art）、專利審查程序手冊（MPEP）。

收稿日：103年 02月 26日
* 作者現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二組專利審查官兼科長；本文純粹為一研究性之探討，不代表

任職單位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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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專利之審查，除了一般的專利三要件（產業利用性、新穎性、進步性）之

外，審查過程中，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之所有請求項，必須符合發明單ㄧ性之

規定，始可於一申請案中提出申請。其乃基於考量申請人、公眾及專利專責機

關在專利申請案的分類、檢索及審查上之便利，以利於公眾對於專利資料之查

閱與利用。

對於二個以上，原本應各別提出申請之發明，專利法規範二個以上之發明於

技術上相互關聯而屬於一個廣義發明概念者，得於一申請案中提出申請1。專利法

所稱二個以上發明「屬於一個廣義發明概念」，指二個以上之發明，於技術上相

互關聯。技術上相互關聯，指請求項中所載之發明應包含一個或多個相同或對應

的特別技術特徵2，其中特別技術特徵係使申請專利之發明整體對於先前技術有所

貢獻之技術特徵，亦即相較於先前技術具有新穎性及進步性之技術特徵。二個以

上之發明屬於一個廣義發明概念者，即具發明單一性3。

發明單一性規定之立法意旨係有效利用審查資源，經審查核准後始發現不具

發明單一性者，因所有請求項已經審查符合專利要件，尚不致直接損及社會公眾

之利益，故不構成舉發之理由。

1 專利法第 33條第 2項。
2 特別技術特徵  在 100年 12月 21日專利法修正前稱為「特定技術特徵」，其英文為「special 

technical feature」，係指相對於先前技術，對申請專利之發明整體有所貢獻之技術特徵，並非僅

指特定技術特徵而已，為符合原意，乃修正為「特別技術特徵」。
3 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27條、現行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四章「1. 單一性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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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USPTO有關單ㄧ性相關法規及事例

一、相關法規及審查基準內容

美國專利法第121條4規定：「若ㄧ發明專利申請案，存在有二個或二個以上

之獨立且不同的發明時，審查委員可要求申請人進行選取以將該申請案限制在其

中ㄧ個發明。其他未被選取之發明，若欲尋求專利保護時，可另外提出分割申請

 」。亦即，依據ㄧ專利ㄧ發明（One patent One invention）之概念以及原則，於

主張權利之標的若可以區分為實質不同之請求標的，而可以分割，則審查委員可

依此要求申請人依法選取／限制，以進行實質審查。

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141條5規定：「二個或以上的獨立且不同的發明，

不能在一件美國專利申請案中提出。但如果在一個發明概念下的多個實施態樣，

若有一個可以涵蓋所有實施態樣的可核准專利範圍（通常是獨立項），則可以一

件專利申請案提出與核准專利。專利範圍有三種類型，產品、製程與使用方法，

若一件專利同時界定這三種類型的發明，當審查委員提出限制／選擇時，僅能針

對其中的製程與產品（can only be made where the process of making is distinct from 

the product）。而且，即便表明了產品與使用方法的區隔性，如果產品與製程並

非可區隔，使用方法仍可以與產品與製程連結」。 另外，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1.143條6的規定中，如果申請人不同意USPTO發出的限制要求，可以提出理由而

要求重新考慮，並撤回或修改此限制選擇。但申請人即便提出這樣的請求，仍需

要在當下提出一個選擇，稱為暫時選擇（provisional election）。

4 35 U.S.C. 121 Divisional applications：「If two or more independent and distinct inventions are 

claimed in one application, the Director may require the application to be restricted to one of the 

inventions. If the other invention is made the subject of a divisional application which complies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section 120 it shall be entitled to the benefi t of the fi ling date of the original 

application.」。
5 37 CFR 1.141，Different inventions in one national application，Two or more independent and 

distinct inventions may not be claimed in one national application, except that more than one species 

of an invention, not to exceed a reasonable number, may be specifi cally claimed in different claims in 

one national application, provided the application also includes an allowable claim generic to all the 

claimed species and all the claims to species in excess of one are written in dependent form （§ 1.75） 

or otherwise include all the limitations of the generic claim.
6 37 CFR 1.143，Reconsideration of requirement，If the applicant disagrees with the requirement for 

restriction, he may request reconsideration and withdrawal or modifi cation of the requirement, giving 

the reasons therefor.



8 103.04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4

本月專題
探討發明單一性之專利審查實務

7 MPEP 806  Determination of Distinctness or Independence of Claimed Inventions
8 MPEP 806.06 Independent Inventions，Inventions as claimed are independent if there is no disclos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ventions, that is, they are unconnected in design, operation, and effect. If it 

can be shown that two or more inventions are independent, and if there would be a serious burden on 

the examiner if restriction is not required, applicant should be required to restrict the claims presented 

to one of such independent inventions.

USPTO專利審查程序手冊（Manual of Patent Examination Procedure，MPEP）

806，說明有關發明為獨立或不同的基本原則7為：

（ㄧ）若發明之間為獨立，則要求限制到其中之ㄧ是適當的。

（二）若發明之間有關聯但彼此不同，則要求限制是適當的。

（三）若發明之間有關聯但彼此並無不同，則要求限制並不適當。

（四） 若ㄧ申請案係屬多個種類的發明，且包含ㄧ概括性請求項（generic 

claim），且該概括性請求項包含所有種類發明並且是可准專利時。在

一個發明概念下的多個實施態樣，則可提出申請與核准專利。

而 MPEP 806.06 規定8，若發明之間並無關聯性，即兩者間並未於設計、動作

及功效上有關聯，則屬獨立的發明。若可判斷為獨立的發明，且若不要求申請人

限制／選擇，將對審查委員造成審查、檢索上的負擔，申請人就會被要求將申請

專利範圍選取其中一個發明。

二、USPTO相關事例

乍看之下，一般人以為美國相對於我國的規定寬鬆、簡略。實則不然，美國

專利申請案對於單一性的要求極為常見。

實務上，USPTO常發出的「限制／選擇要求（Restriction／Election）」有下

列兩種：

第一種為「限制要求」（Restriction Requirement)，這種情形是審查委員認為

申請標的（claims）中包含兩個以上不同的發明，因此審查委員會依照他所認為

的不同發明而將申請標的（依獨立項）分組，並要求專利申請人選擇其中一組申

請標的進行審查。一旦答覆選擇之申請標的，審查委員僅針對所選擇之申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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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林景郁專利師、粘竺儒，「美國專利申請過程中的選取要求（restriction requirement）及分割案

的提出時機」，2012-06-28/台ㄧ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專利話廊，http://www.taie.com.tw/db/

download/epaper/epaper201272611216-20120628h.pdf
10 同上註。

進行檢索、審查，而不再對其他專利申請人所沒有選擇的申請標的進行檢索、審

查。而這些被放棄的申請標的就會被刪除而不審查，被放棄／刪除的申請標的，

專利申請人可提出分割案（Divisional Application）申請9。 

另一種則為「類別選擇」（Election of Species），這種狀況是審查委員認為

（並指出）在申請標的中的不同圖式（或實施例）其分別屬於不同的類別，審查

委員會要求專利申請人選擇其中一類別及其相對應的申請標的進行審查。而這些

被放棄的類別及其相對應的申請標的，若未能答辯時修正或限縮於附屬項中就會

被刪除而不審查；專利申請人亦可當下將其他要放棄／刪除的申請標的提出分割

案（Divisional Application）申請10。

以下是美國申請案號 11／706,706，申請日為2007年2月13日的部分審查歷程

（本案主張美國優先權，在台灣亦有申請案號9610xxxx）。

Mail Room Date

（送達／發生日期）
Document Description

（文件描述，亦即遞交文件或審查歷程）

2007年2月13日

Transmittal of New Application

Abstract

Specifi cation

Claims

（申請人遞交新申請案、摘要、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

2007年8月30日
Notice of Publication

（通知即將公開）

2009年4月7日
Requirement for Restriction/Election

（審查委員要求限制／選擇，以符合單ㄧ性）

2009年4月29日
Applicant Arguments/Remarks Made in an Amendment

Response to Election/Restriction Filed

（申請人回應限制／選擇要求，並刪修申請專利範圍）

2009年7月21日

Search information including classification, databases and 

other search related notes

List of references cited by examiner

Non-Final Rejection

（審查委員進行分類檢索、審查、找出前案並發出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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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 Room Date

（送達／發生日期）
Document Description

（文件描述，亦即遞交文件或審查歷程）

2009年10月14日
Amendment/Req.Reconsideration-After Non-Final Reject

（申請人對OA提出申復修正）

2009年11月25日 Final Rejection（核駁審定）

2010年1月22日

Request for Continued Examination (RCE)

Response After Final Action

Applicant Arguments/Remarks Made in an Amendment

（申請人提出RCE請求繼續審查，並對前次核駁審定提出
修正與申復）

2010年3月3日

Search information including classification, databases and 

other search related notes

List of references cited by examiner

Non-Final Rejection

（審查委員進行分類檢索、審查、找出前案並發出OA）

2010年5月25日
Amendment/Req. Reconsideration-After Non-Final Reject

Applicant Arguments/Remarks Made in an Amendment

（申請人對前次OA提出申復修正）

2010年7月12日
Notice of Allowance and Fees Due

（通知即將核准公告並繳費）

由以上案例，明顯看出美國在進行實體審查之前，更正確的說應在檢索之

前，便先請申請人限制／選擇要求至其中之ㄧ的範圍，以免對審查委員造成審

查、檢索上的負擔。此案例在要求限制／選擇階段時，美國審查委員指出，本案

申請專利範圍第1∼6項所請為一種電漿顯示面板，然第7∼17項所請為一種製造

一透過放電供用於實現一影像之一顯示面板的電極埋入介電牆的方法，兩個技術

領域獨立且不同，ㄧ個分類在U.S. Cl. 313／582，另ㄧ個分類在U.S. Cl. 445／23。

然而，有趣的是，申請人回應限制／選擇要求並修正申請專利範圍時，放棄了申

請專利範圍第1∼6項，請審查委員對第7∼17項進行審查（亦即放棄第一群組獨

立項，而選擇第二群組）。

本案在美國於2010年7月12日通知即將核准公告（Notice of Allowance），然

其對應案在我國於2013年1月8日才發出首次審查意見通知函。審查意見通知函載

明2個獨立項群組間，沒有包括一個或多個相同或相對應的技術特徵，且該技術

特徵係使發明在新穎性、進步性等專利要件方面對於先前技術有所貢獻之特別技

術特徵，不符專利法第33條第2項得於一申請案中申請之規定。然申請人也許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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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PC Article 82 Unity of invention  “The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 shall relate to one invention only 

or to a group of inventions so linked as to form a single general inventive concept.”
12 EPC Rule 44 “Where a group of inventions is claimed in a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 the 

requirement of unity of invention under Article 82 shall be fulfilled only when there is a technical 

relationship among those inventions involving one or more of the same or corresponding special 

technical features. The expression "special technical features" shall mean those features which defi ne 

a contribution which each of the claimed inventions considered as a whole makes over the prior art.

（2）The determination whether a group of inventions is so linked as to form a single general inventive 

concept shall be made without regard to whether the inventions are claimed in separate claims or as 

alternatives within a single claim.”
13 EPC Rule 64，European search report where the invention lacks unity “If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 ce considers that the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 does not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unity 

of invention, it shall draw up a partial search report on those parts of the application which relate 

to the invention, or the group of inventions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82, fi rst mentioned in the 

claims. It shall inform the applicant that, for the European search report to cover the other inventions, 

a further search fee must be paid, in respect of each invention involved, within a period of two months. 

The European search report shall be drawn up for the parts of the application relating to inventions in 

respect of which search fees have been paid.”

有考量而放棄申復、修正之機會，故本案於2013年5月3日逕予核駁審定。故此等

明顯不符單一性之情形，如先選擇某ㄧ群組進行檢索是否有其實質效益？在檢

索、審查之前先請申請人擇ㄧ或分割，確實可提升審查經濟效益。

參、EPO有關單ㄧ性相關法規及審查程序

一、相關法規及審查基準內容

EPO對於專利單一性的規定與一般概念無異，EPC第82條11規定：「一個專利

申請案僅為有關一個發明，或是在一個廣義的發明概念下的一組發明」。再根據

EPC施行細則第 44條12規定：「（1）在一個廣義的發明概念的一組發明應具有技

術關聯性，共同具有一個或多個相同或是對應的特別技術特徵，特別技術特徵係

指申請專利之發明整體具有克服先前技術之貢獻。（2）一組發明於技術上是否

相互關聯之判斷，不因其於不同之請求項記載或於單一請求項中以選擇形式記載

而有差異」。 

若申請專利範圍不符單一性規定，EPC 施行細則第64條13規定「歐洲專利申

請案經判斷申請專利範圍有不符單一性的情況時，隨同發出不符單一性時，僅針

對第一組權利範圍提出部分檢索報告，若申請人希望歐洲專利局能夠對另一組範

圍提出檢索報告，則需在2個月內繳交額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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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PC Rule 62a (1) Applications containing a plurality of independent claims “If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 ce considers that the claims as fi led do not comply with Rule 43, paragraph 2, it shall invite the 

applicant to indicate, within a period of two months, the claims complying with Rule 43, paragraph 2,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search is to be carried out. If the applicant fails to provide such an indication 

in due time, the search shall be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the fi rst claim in each category”
15 EPC Rule 43 (2)，Without prejudice to Article 82, a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 may contain more 

than one independent claim in the same category (product, process, apparatus or use) only if the 

subject-matter of the application involves one of the following: (a) a plurality of interrelated products, 

(b) different uses of a product or apparatus, (c) alternative solutions to a particular problem, where it is 

inappropriate to cover these alternatives by a single claim.

因此，歐洲專利局在進行檢索之前，會先檢查申請專利範圍是否符合單一性的

規定（EPC第82條），並檢查是否有滿足EPC 施行細則第 62a條規定。施行細則第

62a條是有關於具有多個獨立項之申請案的規定。根據施行細則第62a（1）條14：若

歐洲專利局認為所提起申請的請求項並不符合施行細則第第43（2）條之撰寫規

定，則會要求申請人在兩個月內指出符合施行細則第43（2）條的請求項。而歐

洲專利局將會基於申請人所指出的請求項進行檢索。若申請人不能在期限內作出

回覆，檢索工作會基於每一範疇的第一個獨立項進行。

進一步介紹EPC 施行細則第43（2）條15之相關規定。在沒有違反EPC第82條

發明單一性規定之情況下，申請人可針對某一範疇，指明多個獨立項之兩個或某

些的獨立項希望EPO檢索，其中被指明之獨立項為申請人認為符合施行細則第43

（2）條之例外情況（此法條提及在哪些情況下一範疇可以有多個獨立項）。例

如裝置請求項有3個獨立項，如請求項 1、5、10，若申請人認為請求項5及10符

合施行細則第43（2）條之例外情況，則可以提出請EPO針對裝置這個範疇的5、

10這兩組獨立項進行檢索。但是，若EPO不同意這兩組獨立項符合施行細則第43

（2）條例外情況，EPO將會針對該範疇申請人指出的獨立項中，序數最小的ㄧ組

獨立項（及其附屬項）進行檢索，例如上述例子的獨立項5群組。除了上述方式

之外，申請人亦可以純粹用答辯的方式回應，說明為何某一範疇之所有獨立項符

合施行細則第43（2）條之例外情況。若答辯理由能說服EPO檢索審查人員，檢索

將會基於上述之多組獨立項進行檢索；若無法說服審查人員，檢索將會基於該範

疇的第一組獨立項進行。

是以，申請人可選擇其中一組獨立項請求EPO檢索；若欲保護未被檢索的獨

立項範圍，就必須提分割案。而申請人亦可以提出適當之爭辯理由，說明2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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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獨立項符合施行細則第43（2）條之例外情況。

EPC施行細則第43（2）條中還規定，一申請案在同一法定分類（產品、裝

置、方法或用途）的請求項中不得超過一項獨立項，除非其屬於下述的例外情

形：（a）該等獨立項係為多個互相關聯的產品；（b）該等獨立項係關於一產品

或一裝置的不同應用；或（c）該等獨立項是關於一特定問題的多種選擇性的解

決方案，且不適用以單一請求項涵蓋該等解決方案。

此外，EPC施行細則第62a條係進一步規定當一申請案不符合上述EPC施行細

則第 43（2）條之規定時的處理方式。倘若EPO發現一申請案中在同一法定分類

中含有超過一項的獨立項，且上述的例外情形都不適用時，EPO將不會對同一法

定分類的所有獨立項做檢索，取而代之的是，EPO會要求申請人在2個月的期限內

指出那個獨立項應該要被檢索，或是爭辯其如何適用於上述的例外情形；不然，

EPO將會只檢索每一法定分類中的第一項獨立項（及其附屬項），而審查部門也

會要求申請人將請求項限縮到已被檢索的請求標的，除非發現基於EPC 施行細則

第62a（1）條作出的核駁是不當的。換言之，未來的審查結果只會基於已被檢索

的請求標的，此外，申請人在此階段向EPO做回應時，任何請求項的修改都不會

被允許，而且在審查過程中的後續修正也禁止包含未經檢索的請求項。

EPC 施行細則第 62a條並沒有限制一個申請案中不能包含複數獨立項，惟，

前提是它們必須是屬於不同的法定分類（例如，產品、方法、裝置、用途），或

是適用於上述的例外情形。因此，在申請新申請案時，較佳的方式是在每一請求

的法定分類中只包含一項獨立項，並利用多項式附屬項依附多項式附屬項的方式

來確保所有可能之較佳特徵的組合皆被所請求的附屬項所涵蓋。

關於不完整的檢索（Incomplete Searches），EPC施行細則第63條規定EPO在

其認定不可能完成一有意義的檢索時，要讓申請人有陳述意見的機會，亦即EPO

會發函要求申請人在2個月的期限內指示其要進行檢索的請求標的為何，但是若

申請人未於2個月的期限內提出陳述意見，則EPO即會發布聲明或部分檢索報告，

而且後續的審查也會請申請人將請求項限制於已被檢索的請求標的，除非EPO審

查部門發現依據EPC 施行細則第63（1）條所作出的核駁不適當。另外，EPC施行

細則第64（1）條規定，若是申請人想要檢索申請案中未被檢索的其它發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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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PC Rule 70 (1)，“The applicant may request examination of the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 up 

to six months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the European Patent Bulletin mention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European search report. The request may not be withdrawn.”
17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 ce （2012），Part B: Guidelines for Search

在EPO通知申請人的2個月期限內，對未被檢索的每一發明另行付費作檢索。

在2005年7月1日後所提起的所有歐洲申請案及Euro-PCT案（歐洲國際專利申

請案，International PCT Patent Applications entering the EPO regional phase）的歐洲

檢索報告皆屬延伸性歐洲檢索報告，所謂延伸性歐洲檢索報告係包含一份檢索結

果與一份關於可專利性的意見的檢索報告，其目的在於在早期階段即提供一份與

第一次審查意見通知書相似的報告，以加速後續審查程序的進行。

依據EPC 施行細則第70（1）條16，申請人在歐洲檢索報告被公開後的6個月

內可以提出審查；而基於EPC 施行細則第70（2）條，若在歐洲檢索報告送達給

申請人前，實審請求就已經被提出，則在一指定的期限內，申請人可以表示是否

希望其申請案繼續進行，且申請人可對檢索報告提出意見並在適當的情形下修正

其說明書、請求項及圖式。EPC 施行細則第70a（1）條規定對於歐洲專利申請案

的延伸性歐洲檢索報告的隨附意見，申請人必須在EPC 施行細則第70（1）條所

規定的6個月的期限內提出答辯。倘若申請人不在上述期限內提出答辯，則依據

EPC 施行細則第70a（3）條，該申請案將會被視為撤回。

二、EPO有關單ㄧ性檢索之相關程序

綜上所述，依據EPC、施行細則及其相關審查基準（EPO Guidelines）

Part B第VII、VIII章17，概要整理分析EPO專利申請有關單一性及檢索的程序

大致如下：

（一） 歐洲專利局接獲專利申請案時，在進入實體審查前，如為未主張優先權

的一般申請案，原則上可於6個月內收到檢索報告；如申請案有主張優先

權，可於提出申請一年內收到檢索報告。

（二） 若判斷該申請案不符單一性規定，會要求申請人在兩個月內指出符合 EPC

施行細則第 43 （2）條的請求項。而歐洲專利局將會基於申請人所指出的

請求項進行檢索。若申請人不能在期限內作出回覆，檢索工作會基於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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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的第一個獨立項進行，並做出部分檢索報告。

（三） 往後的後續程序就僅能針對經檢索的該組範圍進行答辯與修正。

（四） 若申請人希望歐洲專利局能對其他未被檢索的範圍提出檢索報告，則於接

獲第一次檢索報告後2個月內繳付額外檢索費用，歐洲專利局將會對其餘

範圍做出另一份檢索報告。

（五） 之後，申請人將會收到完整包括全部範圍（或是選擇其中部分）的最終檢

索報告。

（六） 但歐洲專利局之後仍僅根據符合單一性的規定而對一組權利範圍進行實際

審查。

（七） 若申請人並未額外支付檢索費用，之後的審查意見僅針對「第一組」權利

範圍（因此歐洲申請專利範圍的前後順序很重要）。

（八） 若申請人有支付額外檢索費用，接獲最終檢索報告之後，可以選擇其中之

一組權利範圍作為後續審查的基礎。

（九） 申請人在歐洲檢索報告被公開後的6個月內可以提出審查，並修正其說明

書、請求項及圖式。

（十） 倘若申請人不在上述6個月期限內提出答辯、修正，則依據EPC施行細則第

70a（3）條，該申請案將會被視為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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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JPO有關單一性相關法規及審查程序

ㄧ、相關法規及審查基準內容

JPO單一性規定在特許法第37條：「兩項以上發明，係於其間具有如經濟產

業省令規定之技術關係，而滿足單一性要件之一群發明，得在一申請案中申請專

利。」其中，經濟產業省令係規定於特許法施行規則第25條之8：「1、特許法第

37條中經濟產業省令規定之技術關係，係指兩個以上發明具有相同或是對應之特

定技術特徵，使該等發明具有單一之廣義發明概念而構成技術關係之關聯者。

2、前項規定之特別技術特徵，係指相對發明之先前技術，明示其貢獻之技術特

徵。3、第1項規定之技術關係之有無於判定時，與兩個以上發明係採個別請求項

或是於單一請求項中以擇一形式記載無關。」

簡言之，是否滿足發明單一性係就申請專利範圍最初記載之發明18與其他發

明之間來判斷，將申請專利範圍最初記載之發明，以及和該發明之間滿足發明單

一性的一群發明，進行其他專利要件之審查；和該發明之間不滿足發明單一性之

發明，不列入審查對象。

亦即當最初記載之發明與其他發明之間，沒有同一或對應的特別技術特徵

時，就不滿足發明單一性。但例外地採用下列步驟，對成為審查對象的發明，不

追問發明單一性之要件。在有非審查對象的發明之請求項，通知違反發明單一性

要件之核駁理由（即審查意見）。

JPO宣布其關於單ㄧ性的審查基準已修訂完畢，且於2013年7月1日起施行。

修訂後的審查基準擴展了所請發明不符合單ㄧ性時的審查範圍。關於修訂後的單

ㄧ性審查基準，適用於2004年1月1日（含當日）後所提的專利申請案，至於涉及

禁止偏移修正之條件則適用於2007年1月1日（含當日）後所提的專利申請案19。

根據JPO審查基準之第I部第2章中之2.2，特別技術特徵的認定是看最近的先

前技術（closest prior art）來認定，也就是相較於審查人員找到的先前技術，具

18 申請專利範圍最初記載之發明係指在特許廳核發第 17條之 2第 1項第 1款所載之拒絕理由通知

前，申請案之請求項。
19 Japan: patent examination guidelines have been revised，http://www.epo.org/searching/ Asian/asia-

updates/updates-2013/201308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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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Prior art” refers to inventions that fall under each item of Article 29（1），亦即新穎性。
21 Examination Guidelines for Patent and Utility Model in Japan，Chapter 2 Requirements of Unity of 

Invention，3.1.2.1 Decision of subject of the examination based on special technical features.

有新穎性20（不討論進步性）的技術特徵才算是特別技術特徵，而非申請人自己

決定。

簡單的說，會先根據申請專利範圍（若有兩組或以上的獨立項，則以第一組

範圍為主）的內容進行檢索；得到相關前案並判斷出最接近的先前技術之後，決

定第一組獨立項是否有「新穎性」；若該項獨立項相較於最接近的先前技術具有

新穎性，其差異就是特別技術特徵；則接著看另一獨立項是否具有這個特別技術

特徵；若另一獨立項具有此特別技術特徵，則表示兩項間具有單一性。反之，若

該項獨立項（第一項）相較於最接近的先前技術沒有新穎性，則需繼續由其附屬

項來判斷，因此也影響了日後的修訂，並牽動所謂的偏移修正；因此，撰寫日本

申請專利範圍時，獨立項的前後順序十分重要，往往審查人員由第一組獨立項開

始檢索、判斷單一性。若判斷與另一組獨立項間不具單一性，則僅就第一組獨立

項進行審查，而不理會第二組或之後的獨立項，而且日後也不會因為申請人的爭

辯或是修改而改變已經審查的部分。

而為解決偏移修正在審查時，造成公文往返及審查資源的浪費，自2007 年4 

月1 日起JPO特許法第17條之2第4項訂有「禁止偏移修正」規定，其規定為：「依

在第1項各款規定情事之申請專利範圍之修正，在修正前依所收受拒絕理由通知

開示判斷不符專利要件之發明，與修正後申請專利範圍記載事項特別發明間，需

滿足第37條之單一性要件」。制定該法條之目的係在於，假設在收受拒絕理由通

知後仍可任意地對申請專利範圍進行修正的話，可能會有部分修正將造成需要進

行第二次的先前技術檢索與審查，而導致之前的先前技術檢索與審查結果在拒絕

理由通知給予後無法被有效運用，這將阻礙快速與精確地授予專利權，亦妨礙了

確保在處理申請案時的足夠公平性。

二、JPO相關事例

JPO審查基準之第I部第2章中之3.1.2.121「基於審查對象決定特別技術特徵」

段落中，明定以下步驟。以下步驟（1）-（4）用以根據審查對象發明決定特別技

術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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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包含申請專利範圍最初記載的發明，判斷是否具有特別技術特徵。

（2） 如發明最初所載申請專利範圍不具特別技術特徵，則對於以該等請求項為

首之同ㄧ範疇附屬請求項群（註1）中項號最小者，判斷其是否具有特別技

術特徵。

（註1）： 即包含附屬請求項、下位概念請求項、對獨立項申請範圍加以限

定者⋯⋯等。

（3） 在剛剛（2）已經判斷過的請求項沒有特別技術特徵時，就包含剛剛判斷

過的請求項之發明的所有發明特定事項，且為同一範疇的請求項之發明中

（註2），選擇序號最小的請求項之發明判斷是否具有特別技術特徵。

（註2）： 但如在同一範疇的請求項之發明中，所追加技術特徵與發明所欲

解決之具體課題之關連性甚低，則不必判斷該下一階附屬請求項

是否具有特別技術特徵。

（4） 反覆進行步驟（1）∼（3）直到發現有特別技術特徵的發明為止。若發現

有特別技術特徵的話，則以到此為止已經判斷過是否具有特別技術特徵的

發明（a），以及包含有特別技術特徵的發明之所有發明特定事項之同一範

疇發明（b）為審查對象。若重覆步驟（1）∼（3）並未發現特別技術特徵

的話，以到此為止已經判斷過有無特別技術特徵的發明為審查對象。

上述步驟中，請求項如以選擇式表示（包含多項附屬請求項），處理方式應

視每一選項為一個別請求項，（請求項之）順序應依選項之順序。請求項不拘獨

立項請求項或附屬請求項，均可進行是否具有發明特別技術之判斷。此外，上述

步驟中如有多個特別技術特徵被發現，審查者應擇一，以具有上述（被選擇）特

別技術特徵之發明、及具有與特別技術特徵相同或相對應之技術特徵之發明，均

應作為審查對象。

另外，在JPO審查基準之第I部第2章中之3.1.2.2 基於審查效率之審查對象決

定中，更進ㄧ步說明「為提升審查效率，除了上述3.1.2.1，基於審查對象決定特

別技術特徵所決定之審查對象以外，應基於說明書之記載、申請時之技術常識及

先前技術之綜合觀點考慮，判斷追加其他審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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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事例係JPO審查基準之第I部第2章中之3.1.3：

請求項1 請求項2 請求項3

請求項4

請求項5

請求項6

請求項10

請求項11

請求項12

請求項7

請求項8

請求項9

本案例假設在請求項1、2均無特別技術特徵（以下簡稱STF），而在請求項3

中發現有STF。在請求項4和7∼9有相同或相對應之STF。請求項5、6和10∼12與

申請專利範圍最初記載的發明請求項1有相同範疇；然而，請求項11、12與請求

項1的技術關連性低，且從該技術把握的發明與所欲解決的具體課題與請求項1之

關連性亦低。

說明：依據前述基於審查對象決定特別技術特徵，因為STF已被確定於請求

項3，我們可確定請求項1~3成為審查對象。請求項4和7∼9因與請求項3有相同

或相對應之STF，當然亦成為審查對象。在基於審查的效率性，因請求項5，6和

10，與請求項1有相同範疇，在無需進一步檢索的請況下，可成為整體審查之對

象。然而，請求項11、12，因所追加技術特徵與發明所欲解決之具體課題之關連

性甚低，故不在審查對象當中。

再舉ㄧ例如下，在下述的請求項中，審查人員認為A特徵被公開而不具新穎

性，而認定A+B為「特別技術特徵」的情況下，審查人員只對請求項1-4進行實質

審查；因為A+D和A+E與A+B的技術特徵不具有單一性，所以日本審查人員並不

審查請求項5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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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項1：A+B

請求項2：A+B+C

請求項3：A+B+C+D

請求項4：A+B+D

請求項5：A+D

請求項6：A+E

伍、SIPO有關單ㄧ性相關法規

中國大陸專利法第31條規定：「一件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申請應當限於一

項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屬於一個總的發明構思的兩項以上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

可以作為一件申請提出。」其實施細則第34條規定：「依照專利法第三十一條第

一款規定，可以作為一件專利申請提出的屬於一個總的發明構思的兩項以上的發

明或者實用新型，應當在技術上相互關聯，包含一個或者多個相同或者相應的特

定技術特徵，其中特定技術特徵是指每一項發明或者實用新型作為整體，對現有

技術作出貢獻的技術特徵。」另外，審查指南還提到「專利申請應當符合單一性

要求的主要原因是：（1）經濟上的原因：為了防止申請人只支付一件專利的費

用而獲得幾項不同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的保護。（2）技術上的原因：為了便

於專利申請的分類、檢索和審查。缺乏單一性不影響專利的有效性，因此缺乏單

一性不應當作為專利無效的理由。」

大陸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六章2.2.2進ㄧ步說明單ㄧ性審查的方法及步驟。

在對包含在一件申請中的兩項以上發明進行檢索之前，應當首先判斷它們之間是

否明顯不具有單一性。如果這幾項發明沒有包含相同或相應的技術特徵，或所包

含的相同或相應的技術特徵均屬於本領域慣用的技術手段，則它們不可能包含相

同或相應的體現發明對現有技術作出貢獻的特定技術特徵，因而明顯不具有單一

性。對於不明顯缺乏單一性的兩項以上發明，即需要通過檢索之後才能判斷單一

性的情形，通常採用以下的分析方法：

一、 將第一項發明的主題與相關的現有技術進行比較，確定體現發明對現有技術

作出貢獻的特定技術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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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陸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七章 9.2.1。
23 大陸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七章 9.2.2。

二、 判斷第二項發明中是否存在一個或者多個與第一項發明相同或者相應的特定

技術特徵，從而確定這兩項發明是否在技術上相關聯。

三、 如果在發明之間存在一個或者多個相同或者相應的特定技術特徵，即存在技

術上的關聯，則可以得出它們屬於一個總的發明構思的結論。相反，如果各

項發明之間不存在技術上的關聯，則可以作出它們不屬於一個總的發明構思

的結論，進而確定它們不具有單一性。

對明顯缺乏單一性的檢索，可以採取下列方式之一處理申請案22：

一、待申請人修改請求項並消除缺乏單一性的缺陷後再進行檢索。

二、 如果缺乏單一性的兩項或者多項獨立權利要求的技術特徵都屬於該審查人員

負責審查的技術領域，且它們涉及的檢索領域非常接近或者在很大程度上重

疊，則審查人員可以在不增加太多工作量的情況下同時完成對它們檢索。這

樣，在撰寫審查意見通知書時，既可以指出缺乏單一性的缺陷，又可以對這

些獨立權利要求作出評價，減少一次審查意見通知書，從而加速審查進程。

對不明顯缺乏單一性的檢索，按照下列方式進行檢索23：

一、 對第一獨立權利要求進行檢索，若發現它不具備新穎性或者創造性，則按照

前述的單一性審查原則，根據已有檢索結果判斷其餘各獨立權利要求之間是

否缺乏單一性，對缺乏單一性的獨立權利要求可以不再進行檢索。

二、 如果一件申請中的兩項或者多項相互並列的獨立權利要求，在發明構思上非

常接近，而且其中沒有一項獨立權利要求需要在其他的技術領域中進行檢

索，則可以對申請的全部主題進行檢索，因為這不會增加太多工作量。

從以上看來，大陸對單一性的規定似乎與我國差異不大。另外，大陸專利審

查指南進一步揭示：如果經檢索和審查後認為第一獨立權利要求或者其從屬權利

要求具有獲得專利的可能性，而其他獨立權利要求與該有專利可能性的權利要求

之間缺乏單一性，則審查員可以暫緩對其他獨立權利要求的檢索和審查，並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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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大陸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 4.4。
25 大陸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 5.2.1.3。
26 現行發明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四章 3. 發明單一性之判斷步驟。

第一次審查意見通知書中只針對第一獨立權利要求或者其從屬權利要求（即附屬

項）提出審查意見，同時要求申請人刪除或者修改缺乏單一性的其他權利要求，

以克服申請缺乏單一性的缺陷24。

另外，大陸亦不接受主動將僅在說明書中記載與原來要求保護的主題缺乏

單一性的技術內容作為修改後權利要求的主題。例如，一件有關自行車新式把手

的發明專利申請，申請人在說明書中不僅描述了新式把手，而且還描述了其他部

件，例如，自行車的車座等。經實質審查，權利要求限定的新式把手不具備創造

性。在這種情況下，申請人作出主動修改，將權利要求限定為自行車車座。由於

修改後的主題與原來要求保護的主題之間缺乏單一性，這種修改將不予接受25。

陸、我國有關單ㄧ性相關法規及案例

一、相關法規及審查基準內容

我國專利法第33條規定：「申請發明專利，應就每一發明提出申請。二個以

上發明，屬於一個廣義發明概念者，得於一申請案中提出申請。」

專利法施行細則第27條規定：「本法第33條第2項所稱屬於一個廣義發明概

念者，指二個以上之發明，於技術上相互關聯。前項技術上相互關聯之發明，應

包含一個或多個相同或對應之特別技術特徵。前項所稱特別技術特徵，指申請專

利之發明整體對於先前技術有所貢獻之技術特徵。二個以上之發明於技術上有無

相互關聯之判斷，不因其於不同之請求項記載或於單一請求項中以擇一形式記載

而有差異。」

我國審查基準發明單一性之判斷步驟26如下：

1、 預選特別技術特徵：審查申請專利範圍中二個以上之發明是否具發明單一性

時，應先參照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所記載之先前技術，於各發明之

技術特徵中選擇有別於先前技術者作為特別技術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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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各發明間無相同或對應之技術特徵，或依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所

記載先前技術即得認定各獨立項相同或對應之技術特徵係屬習知技術，則不

具發明單一性。對於不具發明單一性之申請案，申請人雖得以分割方式就不

同發明申請專利，但不宜主動於審查意見中要求申請人申請分割。

3、 於預選特別技術特徵階段即得認定不具發明單一性時，得先不進行檢索，並

於審查意見通知中指出不具發明單一性之不准專利事由，惟考量審查效率，

亦得針對部分請求項先行檢索。如有其他未經檢索即得認定之不准專利事

由，應一併通知，待申請人申復或修正後再續行審查。

4、 檢索先前技術時，應就技術內容涵蓋最廣，亦即作為限制條件之技術特徵最

少的獨立項所載之發明開始進行檢索，並與相關先前技術進行比對，以確定

該預選之特別技術特徵是否使請求項所記載之發明具新穎性、進步性。

5、 當檢索先前技術後認定申請專利範圍不具發明單一性時，得先停止檢索，並

進行次一步驟之逐項判斷。

6、 逐項判斷：認定部分請求項不具新穎性或進步性，但依檢索到的引證文件，

仍無法認定其他請求項不具新穎性或進步性。此時申請專利範圍不具發明單

一性，於審查意見通知中應指出部分請求項不具新穎性或進步性及申請專利

範圍不具發明單一性之不准專利事由，並應指出因不具發明單一性而未檢索

之請求項。

7、 認定所有請求項均不具新穎性或進步性，雖申請專利範圍不具發明單一性，

惟已就所有請求項進行前案比對，因此審查意見通知得僅指出所有請求項不

具新穎性或進步性之不准專利事由。至於申請專利範圍不具發明單一性之不

准專利事由，因屬必然結果，得不另外指出。

另外，審查基準關於單一性還訂定了相關配套措施。在第七章1.2 審查之步

驟提及無須或無法進行檢索之情形，包括申請專利範圍不符發明單一性。第七章

2.1發給最後通知之態樣載明「先前已針對部分請求項檢索，認定該部分請求項

不具新穎性、進步性等要件，其他請求項因申請專利範圍不符發明單一性而未檢

索，申請人修正後刪除已檢索之請求項，經續行檢索其他請求項，另發現引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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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而認定不具新穎性、進步性等要件，得發給發給最後通知。」「惟在全部請求

項均「無須或無法進行檢索」之情形中，屬於申請專利範圍未經檢索即認定不符

發明單一性，於修正後已克服不符發明單一性之不准專利事由（例如刪除部分請

求項）後，經檢索認有不符新穎性、進步性等要件之情事者，不得發給最後通

知，仍應發給審查意見通知。」

二、我國不符單一性相關事例

（一）複數發明屬於明顯不具發明單一性之情形

於預選特別技術特徵階段即得認定不具發明單一性之情形，由於當申請案之

複數請求項（複數發明）間欠缺發明單一性時，申請人除申復、修正外，通常會

以申請分割方式克服不具發明單一性之問題：在未進行分割申請前，因無法預期

申請人對不同發明會如何進行選擇，此時若檢索全部請求項，恐有審查資源虛擲

之虞。得先不進行檢索，並於審查意見通知中指出不具發明單一性之不准專利事

由。

惟考量審查效率及回應申請人及早得知審查檢索結果之期待，就此「明顯不

具發明單一性」之情形，雖得不針對全部請求項進行檢索，於審查實務上仍須針

對部分請求項進行檢索並檢附檢索報告。此處所稱「部分請求項」原則上係指第

一群組，但因審查效率之考量而選擇其他群組者不在此限。當無法針對全部請求

項進行檢索時，應於審查意見通知中載明未進行檢索之請求項及其具體理由。

請求項1：A

請求項2：A+B

請求項3：A+C

請求項4：D

請求項5：D+E

請求項6：D+F

本說明例具有一個以上之群組，分別為請求項l至3組成之第一群組及請求項

4至6組成之第二群組。由於「預選特別技術特徵」階段即可認定第一群組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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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現行發明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四章 5.案例說明例 10。

二群組彼此間並無相同或對應之技術特徵，故此屬「明顯不具發明單一性之情

形」，得不對全部請求項進行檢索，但實務仍應針對第一群組進行檢索。

若經檢索請求項l後發現請求項1不具新穎性或進步性，此時因請求項2及3 具

有之「相同的技術特徵 A」並非「特別技術特徵」，故請求項2及3同時不具發明

單一性，此時得先停止檢索，並進行次一步驟之逐項判斷，即仍須將現有的引證

文件與請求項2及3進行新穎性或進步性之比對，並應儘可能將所有不准專利事由

一併通知申請人。例如：若現有的引證文件不能證明請求項2及3不具新穎性或進

步性，此時應通知申請人（1）請求項1不具新穎性或進步性、（2）請求項2至6

同時不具發明單一性（應分別說明請求項2及3、請求項4至6不具發明單一性之具

體理由）、（3）請求項2至6因不具發明單一性而暫未檢索。很明顯的，我國不

具發明單一性之檢索操作方式與JPO略不相同。JPO如判斷請求項1之A特徵不具

新穎性，將接著針對同一範疇中，包含已判斷特別技術特徵有無請求項的所有

技術特徵之請求項中項次最小者（即請求項2），再行判斷是否具有特別技術特

徵；若請求項2具有特別技術特徵，則將已評估過是否存在特別技術特徵之請求

項1及2作為審查對象，由於請求項3、4∼6並不包含該特別技術特徵，故請求項

3、4∼6並不屬於審查對象，因此將以請求項1∼2之審查結果以及請求項3、4∼6

違反發明單一性之核駁理由，一併通知申請人。

（二）檢索先前技術後認定申請專利範圍不具發明單一性之情形

〔申請專利範圍〕27

1 一種旅行箱，包含箱體，⋯⋯；蓋體，⋯⋯；鉸接部，⋯⋯；扣接部，⋯⋯；  

其特徵在於，箱體內部設有加勁肋條。

2    如請求項1記載之旅行箱，其中該箱體係呈四角為圓角的長方體。

3 如請求項2記載之旅行箱，其中該加肋條設於該箱體內側底面對角線與該箱體

側邊。



26 103.04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4

本月專題
探討發明單一性之專利審查實務

4 如請求項2記載之旅行箱，於該箱體一側設有握把，該握把又包括以下構

造：⋯⋯。

5 如請求項2記載之旅行箱，於該箱體一側設有滑輪，該滑輪又包括以下構

造：⋯⋯。

6  如請求項2記載之旅行箱，其中該扣接部進一步包含一四位數之密碼鎖。

〔假設〕

經檢索後，發現於引證文件中已揭露一具有特定形狀之旅行箱，具有特定形

狀之強化用肋條及號碼鎖等構造，對應請求項1、2、3、6之內容。

〔說明〕

經初步判斷，請求項1∼6得以請求項1之技術內容作為預選之特別技術特

徵，惟經檢索後認定請求項1不具新穎性，故各請求項所載之發明間無相同或對

應之特別技術特徵，非屬同一廣義發明概念，故不具發明單一性。

請求項2∼6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因各請求項間已無相同或對應之特

別技術特徵，此時得暫不進行進一步的檢索，於審查意見通知中應指出依現有引

證文件內容認定請求項1、2、3、6不具新穎性、進步性及請求項1∼6不具發明單

一性之不准專利事由，並敘明請求項4、5因不具發明單一性而未檢索，待申請人

申復後再續行審查。

柒、結語

發明單一性規定之立法意旨係有效利用審查資源，經審查核准後始發現不具

發明單一性者，因所有請求項已經審查符合專利要件，尚不致直接損及社會公眾

之利益，不構成舉發之理由。

各國對於單一性規定乍看之下原則似乎相同，然而其審查、檢索之細部操作

方式則有顯著之差異。USPTO專利申請案對於單一性的要求頗為常見，在進行

檢索、審查之前，會先請申請人限制／選擇要求至其中之ㄧ的範圍。EPO限制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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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案在同一法定分類（產品、裝置、方法或用途）的請求項中不得超過一項獨立

項，判斷申請案不符單一性規定時，會要求申請人在兩個月內指出符合EPC施行

細則第43（2）條的請求項，而歐洲專利局將會基於申請人所指出的請求項進行

檢索（若申請人不能在期限內作出回覆，檢索工作會基於每一範疇的第一個獨立

項進行），申請人若希望歐洲專利局能對其他未被檢索的範圍提出檢索報告，則

於接獲第一次檢索報告後2個月內需繳付額外檢索費用。JPO的規定則更為細緻，

審查順序係從請求項1開始判斷有無STF（由審查人員判斷具新穎性，不包含進步

性），若被認為具有STF，則包含該STF的所有請求項都會被審查，其他未包含

該STF的請求項不予審查，並通知核駁理由；當請求項1被認為不具有STF時，則

例外地對包含申請專利範圍最初記載的（請求項1）發明的所有發明特定事項，

且為同一範疇的請求項之發明中，序號最小的請求項之發明判斷有無特別技術特

徵（可見日本申請案請求項前後的順序很重要）。SIPO與我國規定類似，係指二

個以上之發明包含一個或多個相同或對應的STF，其中STF係使申請專利之發明

整體對於先前技術具有新穎性及進步性之技術特徵。

另外，歐洲EPC 施行細則第64條對於不滿足EPC第82條 發明單一性之申請

案，將僅就符合EPC第82條的獨立項群組發明作部分檢索報告之檢索，其後將根

據符合單一性的規定而對同一組請求項進行審查。大陸不允許主動將說明書中記

載與原來要求請求標的缺乏單一性的技術內容作為修改後請求標的。我國專利法

沒有類似JPO特許法第17條之2第4項禁止偏移修正之規定，以避免需要進行第二

次的先前技術檢索與審查，JPO此種禁止偏移之修正，和我國新修正專利法導入

最後通知以後修正嚴格化的精神相符，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可見這種禁止偏移之

修正是國際趨勢，否則會增加審查人員檢索與實質審查上的負擔。

希望本文藉由美國、歐洲、日本、大陸及我國之審查實務及案例的討論，對

於我國發明專利申請、檢索及審查，在發明專利單一性之原則上，可以得到進一

步之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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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兩請制度演變及審查實務介紹

闕榮慶* 林明立** 古文豪*** 陳麒文****

摘要

先申請原則係維持整個專利制度穩定的基礎，針對相同創作，僅能就最先申

請者准予專利，以使各個專利權所保護之範圍不致於重複，保障智慧財產權市場

的交易秩序。然而，由於發明專利申請案的審查期間與新型專利申請案審查期間

之間存有極大的差異，造成申請人針對相同創作同日申請一「發明專利申請案」

與一「新型專利申請案」的申請策略，由於新型專利採形式審查制，審查期間較

短，較發明專利提前取得新型專利權（簡稱第32條一案兩請，其中「第32條」意

指102年6月13日生效施行之專利法第32條），此法可使其發明儘早獲得新型專利

權的保護，亦仍保有發明專利權之較長專利權期間的保護。本文將以第32條一案

兩請為討論主軸，分析其與專利法第31條之差異。除我國相關規定外，本文亦彙

整我國與世界主要專利國家有關一案兩請的相關法條、審查基準，檢視其相關運

作方式，並提出對一案兩請之審查程序的簡單評析。

關鍵詞： 先申請原則（First-to-file Rule）、一案兩請（Two Applications for 

Same Creation）、相同發明（Same Invention）、相同申請人（Same 

Applicant）、新型專利之形式審查（Formal Examination on Utility 

Model Registration）、權利擇一（Election on Patent Rights）、權利接續

（Continuation of Patent Rights）。

收稿日：103年 02月 26日
* 作者現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二組約聘專利審查委員。
** 作者現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二組專利助理審查官。
***       

作者現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二組專利審查官。
**** 作者現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二組專利審查官兼科長。
 本文純粹為一研究性之探討，不代表作者群任職單位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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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專利權之專有排他性係專利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原則，且為了智慧財產權市

場的交易穩定，針對某一發明，專利專責機關僅能授予一項專利權。為此，

專利專責機關在審查專利申請案時，除了專利申請案本身是否具有可專利性之

外，此專利申請案所請之發明是否與另一申請案（專利案）所請之發明是否屬

「相同創作」，亦為前述專利審查程序的重要部分，此即為各國專利法中之

「先申請原則」。

如前所述，各國專利相關法規之「先申請原則」設立的原因係避免各國專

利專責機關對相同發明授予兩個或兩個以上之專利權（即避免一案兩請的情事發

生），以提昇專利制度的穩定性。如此，社會大眾便能確定若要使用前述之發

明，其所需請求授權的對象（專利權人）為何，亦可避免社會大眾在取得前述專

利權人授權後，卻於實施此專利權時遭到其他「聲稱」具有保護相同發明之專利

權的專利權人的騷擾。因此，不論是否具有「新型專利制度」，各國專利法均針

對「先申請原則」設有相關條文，如我國專利法第31條與32條。

然而，近幾年來，由於政府對智慧財產權觀念的極力推廣與各國的專利訴訟

案件的數目逐漸增加，各國法院判決的賠償金也水漲船高，造成社會大眾及各公

司行號向各國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專利的數量爆增。而隨著待審理之專利案件數量

爆增，我國專利申請案的審查期間也逐漸延長，為此智慧財產局便推動專利法修

法1，以將新型專利申請案的審查制度由原先與發明專利申請案相同的「實體審查

制」修改為「形式審查制」，使得新型專利申請案從申請到審查核准領證的期間

（審查期間）大幅縮短至1年以下2。相較於原先平均冗長的審查期間，改制過的

新型專利審查制度可更迅速地對申請人的發明提供專利權的保障。

而在此時，各個產業的技術發展均有突破性的發展，一個世代的技術往往僅

能在消費市場引領約2∼3年，時間一到便會有另一更新更快更好的次世代技術被

發展出來，將其取而代之。因此，對於社會大眾（尤其是科技產業的公司行號）

1 民國 93年 7月 1日起施行的專利法。
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民國 102年 5月 22日公告之「專利各項申請案件處理時限表」顯示，新型

專利申請案的處理期間為 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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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當時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冗長審查期間並無法給予前述之迅速變遷的技術及

時的保障。況且，在這冗長的審查期間中，申請人並無法向可能的侵權者提出任

何法律動作來反制其可能的侵權行為，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可能的侵權者將市場逐

步瓜分掉。

因此，在新型專利審查制度於民國93年7月1日起改制後，便有申請人開始

思索如何結合兩種專利申請案的不同審查制度，以對其發明提供最佳的保護。有

些申請人便以「發明專利申請案的申請日」早於「新型專利申請案的申請日」1

日的方式提出申請。如此，即使審查人員於審查發明專利申請案的過程中發現相

同發明另有一新型專利申請案（通常已被核准公告為新型專利案），審查人員仍

無法依據當時專利法第31條第1項3核駁發明專利申請案。此外，另有些申請人以

「發明專利申請案的申請日」與「新型專利申請案的申請日」同日的方式提出申

請。而當審查人員於審查發明專利申請案的過程中發現相同發明另有一新型專利

申請案（通常已被核准公告為新型專利案），審查人員便依據當時專利法第31條

第2項4發函通知申請人此「一案兩請」之情事並要求申請人限期擇一（從發明專

利申請案與新型專利案兩者中擇一）。若申請人未於指定期間內擇一，則核駁發

明專利申請案。

隨著我國發明專利申請案的審查期間延長的情況更加嚴重，越來越多申請

人開始採用前述之兩種申請方式其中之一（尤其是後者之申請方式）提出專利申

請，使得近年來審查人員審查到具有「一案兩請」之情況頗為常見。而為了明確

規範針對一案兩請（尤其是相同申請人於同日針對相同發明分別申請一發明專利

申請案與一新型專利申請案）的審查程序與相關的權利義務關係，自民國102年

1月1日起施行的專利法，便對此部分詳細規範。為此，民國102年1月1日起施行

的專利法便新增第32條，以明確規範當同申請人就相同創作，於同日分別申請發

明專利申請案及新型專利申請案時，專利專責機關應如何審查。然而，由於此條

3 民國 93年 7月 1日起施行之專利法第 31條第 1項「相同發明有二以上之專利申請案時，僅得

就其最先申請者准予發明專利。但後申請者所主張之優先權日早於先申請者之申請日者，不在

此限。」
4 民國 93年 7月 1日起施行之專利法第 31條第 2項「前項申請日、優先權日為同日者，應通知

申請人協議定之，協議不成時，均不予發明專利；其申請人為同一人時，應通知申請人限期擇

一申請，屆期未擇一申請者，均不予發明專利。」



103.04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4 31

本月專題
一案兩請制度演變及審查實務介紹

文第2項規定，未被申請人於擇一程序中選擇之新型專利權將被視為「自始不存

在」，造成社會大眾極度關心此行政處分將造成智慧財產權市場交易秩序大亂。

因此，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便即刻研擬出相關的配套方案，且在行政院與立法

院的協助下迅速再次修法，以將此部分條文修正，即為民國102年6月13日起施行

的專利法第32條。在修正後，只要申請人於申請時聲明，在審查人員於發明專利

申請案即將核准前發函要求其擇一時，申請人選擇發明專利申請案，且新型專利

權當時並未消滅或撤銷確定，發明專利申請案經核准被授予之發明專利權將可

「接續」新型專利權存在。至於未被申請人於擇一程序中選擇之新型專利權，一

併被公告於發明專利申請案核准公告之日起消滅。由於在我國專利制度中，此

「權利接續制度」係屬新創，致使相關從業人員或專利審查人員對於此新創「權

利接續制度」的相關運作程序均有所疑問。

以下，將針對世界主要專利國家有關一案兩請的相關法規及審查程序，以

及我國專利法之「先申請原則」的相關法條修正歷程以及對應的審查程序，討

論於下。

貳、 世界主要專利國家有關一案兩請的相關法規及審
查程序

一、JPO相關法規及審查基準內容

依據日本特許法第39條第4項5規定：「在特許申請之發明與實用新案註冊申

請的新型屬於相同（即請求保護相同發明）的場合下，其特許申請及實用新案註

冊申請於同日提出時，則由特許申請人與實用新案註冊申請人協議，僅一申請人

可取得該發明之特許或實用新案之註冊權。若協議不成，或協議無法進行時，特

許申請人不能取得該發明之特許」，且依據日本的專利審查基準6，前述之「協議

不成時，或協議無法進行時」係包括下列幾種情況：1、特許申請的申請人與實

5 日本專利法（特許法）2008年 4月 18日施行版，網址：

  http://www.wipo.int/wipolex/en/details.jsp?id=6858
6 日本專利審查基準第 2部第 3章，網址
 http://www.jpo.go.jp/cgi/linke.cgi?url=/tetuzuki_e/t_tokkyo_e/1312-00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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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案註冊的申請人無法於指定的相當期間內達成協議，即兩者無法於指定的相

同期間內協議出應由「發明特許申請」繼續其程序或由「實用新案註冊」繼續其

程序；以及2、實用新案註冊已完成其程序，且已被特許廳公告為實用新型。此

時，特許廳審查人員便會發出一審查意見通知函給予特許申請的申請人，通知此

特許申請之違反特許法第39條第4項的情事。

因此，日本特許法並不允許相同發明於同日被申請一「特許申請（發明專利

申請案）」與一「實用新案註冊（新型專利申請案）」，因日本的實用新案係採

註冊制，故一般實用新案在申請日起4∼6個月內便會被核准註冊並被公告為實用

新型。且如前所述，只要實用新案註冊已被特許廳公告為實用新型後，特許申請

的申請人（不論其與實用新案註冊的申請人為同一人或不同人）並沒有任何選擇

的機會，故其連「權利擇一」的機會都沒有。

除此之外，依據日本特許法第39條第5項，在前述之協議達成且於指定的相

當期間內呈報的情況下，那些因未被選擇而被撤銷或被處分無效之「特許申請

（發明專利申請案）」或「實用新案註冊（新型專利申請案）」，將被視為「自

始不存在」。

二、KIPO相關法規及審查基準內容

韓國專利法允許相同發明於同日被申請一「發明專利申請案」與一「新型專

利申請案」，因其新型專利申請案的審查程序與其發明專利申請案的審查程序相

同，均採「實體審查制7」。故當審查人員不論先審查到發明專利申請案或新型專

利申請案時，審查人員均需依據前述韓國專利法第36條第2項，通知各相關申請

人於指定期間內呈報協議結果。

依據韓國專利法第36條第2項8規定：「當二或二以上專利申請案係於同日對

相同發明提出申請時，只有經過前述之二或二以上專利申請案的申請人協議後，

7 韓國新型專利制度雖先前於 1999年 7月 1日改為形式審查之登記制，但韓國新型專利制度

於 2006年 10月 1日起又改為與韓國發明專利制度相同的實體審查制，詳情請參見 KIPO網

頁， 網 址：http://www.kipo.go.kr/kpo/user.tdf?a=user.english.html.HtmlApp&c=92001&catmenu=

ek03_01_02
8 韓國專利法 2010年 1月 27日施行版，
 網址：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 le_id=21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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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出申請人可得到其各自專利申請案經審查核准之專利權。若協議無法得出結

果或協議無法進行時，所有申請人均無法得到其各自專利申請案經審查核准之專

利權9。」，依據韓國的專利審查基準10，前述之「協議無法得出結果或協議無法

進行時」係指：1、各申請人之間於相當期間內無法達成協議；2、前述之二或二

以上專利申請案的任一專利申請案已經過審查而被核准為專利權（發明專利權或

新型專利權）或針對前述之二或二以上專利申請案的任一專利申請案的核駁審定

已確定；以及3、雖然各申請人已經達成協議並已於相當期間內申報，但各申請

人卻未於呈報協議結果時，一併呈送相關專利申請案（未被選擇之專利申請案）

的撤回申請。

由於在韓國的專利法中，前述之「二或二以上專利申請案係於同日對相同發

明提出申請」並未限定此「二或二以上專利申請案」的專利類型（發明專利申請

案或新型專利申請案），故當一發明專利申請案與一新型專利申請案於同日對相

同發明提出申請時，前述之韓國專利法第36條第2項亦有所適用。此外，依據韓

國專利法第36條第4項11，在前述之協議達成且呈報的情況下，因未被選擇而被撤

銷或被處分無效之「發明專利申請案」或「新型專利申請案」將被視為「自始不

存在」。

三、 DPMA（German Patent and Trade Mark Offi ce）
相關法規及審查基準內容

依據德國新型專利法第5條12，德國新型專利允許申請人針對相同發明，利用

主張優先權的方式同時出申請一「發明專利申請案」與一「新型專利申請案」，

且發明專利申請案經過實體審查核准之發明專利案與新型專利申請案經型式審查

登記之新型專利申請案可同時並存，惟獨專利權人主張其權利時僅能擇一主張。

9 此部分條文英文翻譯為“Where two or more applications relating to the same invention are fi led on 

the same date, only the person agreed upon by all the applicants after consultation may obtain a patent 

for the invention and, if no agreement is reached or no consultation is possible, none of the applicants 

shall obtain a patent for the invention.”
10 韓國專利審查基準 2013年 7月日施行版第 5章先申請原則，網址：www.kipo.go.kr/upload/en/.../

patent_examination_guidelines_2013_07.pdf
11 此部分條文英文翻譯為“Where a patent application or a utility model application is invalidated or 

withdrawn, such application shall, for the purposes of paragraphs (1) to (3),be deemed never to have 

been fi led.”
12 2009年 10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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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針對一發明專利申請案與一新型專利申請案於同日對相同發明提出申請的

情況，德國專利制度無需採用「權利擇一制度」，因兩種類型的專利案可同時並

存，分別具有不同的專利權期間。

四、SIPO相關法規及審查基準內容

雖然中國大陸的實用新型專利制度自施行以來即採形式審查，且其形式審查

的內容除了一般形式審查會審究的項目之外（如是否違反單一性、說明書是否滿

足形式要件）等，更包含審查1、說明書的修正是否超過原申請時的內容；2、說

明書的記載是否可使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暸解其內容並據以實施；

以及3、申請專利範圍項是否獲得說明書的支持等，中國大陸的實用新型專利申

請案的審查期間仍遠短於發明專利申請案的審查期間。因此，為了及早獲得專利

權的保護，中國大陸也有為數不少的申請人採用於相同日對相同發明分別提出一

「發明專利申請案」與一「實用新型專利申請案」的申請策略，以使其發明先獲

得實用新型專利權的保護，等到發明專利申請案經過實體審查而核准領證時，再

由發明專利權繼續保護其發明。

依據中國大陸專利法第9條13，中國大陸允許相同申請人與同日針對相同發明

分別申請一「發明專利申請案」與一「實用新型專利申請案」。而且，只要實用

新型案符合下列條件：1、發明專利申請案即將核准時，實用新型專利案仍存續

（實用新型專利權尚未終止）；2、申請人聲明放棄該實用新型專利權，申請人

將可被授予其發明專利申請案核准所得之發明專利權。

除此之外，另依據中國大陸專利法實施細則第41條第2項，相同申請人在

同日（申請日）對相同發明分別申請一「發明專利申請案」與一「實用新型

專利申請案」時，此申請人應當在申請時分別說明其對相同發明已分別申請一

「發明專利申請案」與一「實用新型專利申請案」的事實（即課以申請人於申

請時之聲明義務）。然而，若申請人未於申請時提出前述之聲明，由同一人於

同日針對相同發明分別提出申請的「發明專利申請案」與「實用新型專利申請

13 中國大陸專利法第 9條：「同樣的發明創造只能授予一項專利權。但是，相同申請人同日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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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人聲明放棄該實用新型專利權的，可以授予發明專利權。兩個以上的申請人分別就同樣的發

明創造申請專利的，專利權授予最先申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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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將僅能依據中國大陸專利法的9條之「同樣的發明創造只能授予一項專利

權」的規定處理。

在前述之發明專利申請案的審查過程中，若審查人員並未發現其他核駁理

由（或其自始便不具任何除違反先申請原則之核駁理由），審查人員將依據中

國大陸專利法第9條發函通知申請人在規定期限內聲明放棄實用新型專利權。若

申請人於申復時聲明放棄實用新型專利權，審查人員便核准發明專利申請案並

在發明專利申請案核准公告時一併公告申請人放棄實用新型專利權，則此實用

新型專利權係自發明專利申請案被公告授予發明專利權之日起終止（消滅）。

但若申請人不同意聲明放棄實用新型專利權，審查人員便依據中國大陸專利法

第9條核駁其發明專利申請案。又若申請人於規定期限期滿時，未申復聲明放棄

實用新型專利權，其發明專利申請案視為撤回（自始不存在），但其實用新型

專利權仍將存續。

因此，針對相同申請人於同日對相同發明分別提出一發明專利申請案與一新

型專利申請案申請的情況，中國大陸專利系統係採「權利接續制度」。

參、我國一案兩請制度的修法歷史沿革

一、民國83年1月21日起施行之專利法第27條

當時專利法第27條規定：「相同發明有二以上之專利申請案時，僅得就其

最先申請者准予發明專利。但後申請者所主張之優先權日早於先申請者之申請日

時，不在此限。前項申請日、優先權日為同日，應通知申請人協議定之，協議不

成時，均不予發明專利。各申請人為協議時，專利專責機關應指定相當期間通知

申請人申報協議結果，逾期未申報者，視為協議不成。相同發明或創作分別申請

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者，準用前三項規定。」

此時的新型專利申請案的審查程序係採實體審查制14，故新型專利申請案的

審查期間（從提出申請至實體審查核准公告領證之期間）與發明專利申請案的審

14 民國 83年 1月 21日起施行之專利法第 10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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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期間相差並不多。所以，此時並無申請人會針對相同發明於同日分別申請一

「發明專利申請案」與一「新型專利申請案」。此外，由於此時的新型專利申請

案的審查程序與發明專利申請案的審查程序相同，均採實體審查制，故不論當審

查人員係承審發明專利申請案或新型專利申請案，只要一經檢索得知不符本條第

2項所規定之情事時，審查人員便會發函通知各相關申請人進行協議並限期呈報

協議結果（如從同日提出申請之發明專利申請案或新型專利申請案中擇一），故

此時的專利法並不允許同日提出申請之「發明專利申請案」與「新型專利申請

案」均取得各自對應之專利權。

二、民國93年7月1日起施行之專利法第31條

當時專利法第31條規定：「相同發明有二以上之專利申請案時，僅得就其

最先申請者准予發明專利。但後申請者所主張之優先權日早於先申請者之申請日

者，不在此限。前項申請日、優先權日為同日者，應通知申請人協議定之，協議

不成時，均不予發明專利；其申請人為同一人時，應通知申請人限期擇一申請，

屆期未擇一申請者，均不予發明專利。各申請人為協議時，專利專責機關應指定

相當期間通知申請人申報協議結果，屆期未申報者，視為協議不成。相同發明或

創作分別申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者，準用前三項規定。」

此時，新型專利申請案的審查程序改採形式審查制15，故新型專利申請案的

審查期間（從提出申請至形式審查核准公告領證之期間）便從先前與發明專利申

請案的審查期間相近的冗長，大幅縮短至1年以下。如此，相較於申請發明專利

申請案，申請新型專利申請案可迅速得到專利權（新型專利權）的保護。因此，

便有申請人為了使其發明不但能及早獲得新型專利權的保護，且能擁有原先較長

的專利權（發明專利權）保護期間16，而於同日就相同發明分別申請一「發明專

利申請案」與一「新型專利申請案」。

15 民國 93年 7月 1日起施行之專利法第 99條「申請專利之新型，經形式審查認無第九十七條所

定不予專利之情事者，應予專利，並應將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公告之。」
16 民國 93年 7月 1日起施行之專利法第 51條「申請專利之發明，經核准審定後，申請人應於審

定書送達後三個月內，繳納證書費及第一年年費後，始予公告；屆期未繳費者，不予公告，其

專利權自始不存在。申請專利之發明，自公告之日起給予發明專利權，並發證書。發明專利權

期限，自申請日起算二十年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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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申請人以同一技術內容，同時提出發明及新型申請案之實務作業原則則

依專利法第31條規定，申請人以同一技術內容，同時提出發明及新型申請案時，

實務作業係採「於發明實體審查時，一發現有前述情形者，將先通知申請人擇一

申請，倘申請人係選擇發明案，方續行實體審查。」17因此，此時的專利法（民

國93年7月1日起施行）並不允許同申請人於同日就相同發明所分別提出申請的一

發明專利申請案與一新型專利申請案均取得各自對應之專利權。

然而，當此申請人於期限內申復其選擇發明專利申請案而放棄新型專利權

時，將冒有可能發明專利申請案被審查人員檢索審查不符新穎性、進步性而被核

駁專利之風險，造成申請人同時失去了新型與發明專利。

三、民國102年1月1日起施行之專利法第31條與第32條

由於新型專利申請案的審查程序已採形式審查制，故新型專利申請案的審

查期間遠比發明專利申請案的審查期間縮短許多。況且，由於發明專利申請案的

審查期間較長，故有越來越多的申請人採取相同發明分別申請一發明專利申請案

與一新型專利申請案的申請策略，以使其發明及早獲得新型專利權的保護，且等

到發明專利申請案經實體審查核准領證後，獲得權利期間更長之發明專利權的保

護。而為了進一步規範此一部分（同申請人於同日就相同創作18分別申請一發明

專利申請案與一新型專利申請案）的權利義務關係，便於本次修法時新增第32

條。例如，於本條第2項明確規定，當申請人經過擇一而選擇發明專利申請案繼

續申請時，相對應之新型專利權將被公告「視為自始不存在」。

民國102年1月1日起施行之專利法第31條，相較93年7月1日起施行之專利

法第31條規定新增第4項「相同創作分別申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者，除有第

三十二條規定之情事外，準用前三項規定。」；而第32條則規定「同一人就相同

創作，於同日分別申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其發明專利核准審定前，已取得新

型專利權，專利專責機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擇一；屆期未擇一者，不予發明專

利。申請人依前項規定選擇發明專利者，其新型專利權，視為自始不存在。發明

專利審定前，新型專利權已當然消滅或撤銷確定者，不予專利。」

17 智慧財產局公告  2007年 9月 5日。
18 因修正前之專利法第 31條「相同發明或創作分別申請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者，準用前三項規

定。」之「發明或創作」可以「創作」之上位概念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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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二以上之專利申請案係為同申請人於同日就相同發明所分別提出申請的

「一發明專利申請案」與「一新型專利案（已核准之新型專利申請案）」，且無

其他不予專利事由，審查人員則需依據專利法第32條通知申請人限期擇一（如從

發明專利申請案或新型專利案中擇一），若此申請人未於期限內擇一，審查人員

便依據專利法第32條第2項核駁此發明專利申請案。

為保障社會公益，避免權利不當復歸至前述之發明專利申請案的申請人（即

新型專利案專利權人），故於專利法第32條第3項規定：發明專利審定前，若新

型專利權已當然消滅或撤銷確定者（此時，原新型專利權的權利已回歸至公眾，

公眾便可自由使用此已當然消滅或撤銷確定之新型專利權所保障之發明），審查

人員應給予前述之發明專利申請案「不予專利」的處分，即便此之發明專利申請

案已無其他不予專利的理由。

四、民國102年6月13日起施行之專利法第32條

由於將已核准公告領證之新型專利案便被公告視為「自始不存在」的處分，

各界反應對於新型專利權人有極大的影響。特別是若申請人已於新型專利權「曾

經」存在的期間將此新型專利案親自或授權給第三者實施，則此依據專利法第32

條第2項將已核准公告領證之新型專利案便被公告視為「自始不存在」的處分將

連帶引發後續法律上的各項問題，如先前此「曾經」存在的新型專利權授權所得

的權利金或價金是否必須返還給原被授權人，申請人依據此「曾經」存在的新型

專利權主張他人侵害此新型專利權所獲得的賠償金是否必須返還，依據此「曾

經」存在的新型專利權而提起之專利訴訟的判決效力是否仍有效，專利訴訟的被

告是否依據此新型專利權已被視為「自始不存在」而可提起再審之訴等。

為此，本次專利法第32條的修正引進「權利接續」制度，以取代前次修正專

利法第32條之「權利擇一」制度。意即，經過審查人員審查並核准公告之發明專

利權將「接續」新型專利權存在，新型專利權並自發明專利權起始日（發明專利

公告之日）消滅。如此，便不會發生前述之權利不穩定及相關金額賠償的問題，

以對申請人之發明提供更週全的保護。然而，為避免善意第三者誤以為前述之相

同創作僅有一新型專利申請案，而於此新型專利權被公告消滅後善意地使用此新

型專利權所保障之發明，本次專利法修正另引進「申請時聲明制度」，課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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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申請時聲明相同發明已於同申請日分別提出一發明專利申請案與一新型專利

申請案的義務，提醒社會大眾前述之新型專利權所保障的發明其實另有一發明專

利申請案存在，且可能於不久的將來後被核准公告領證。如此，便可衡平申請人

（專利權人）與社會大眾兩者之間的利益。

因此，此時的專利法（民國102年6月13日起施行）雖不允許同申請人於同

日就相同發明所分別提出申請的一發明專利申請案與一新型專利申請案均取得各

自對應之專利權，但允許此兩個專利權（新型專利權與發明專利權）互相接續，

以更佳保障申請人之發明（保障期間可從新型專利權公告之日起延續至發明專利

權消滅之日止）。但是，為保障社會公益，避免權利不當復歸至前述之發明專利

申請案申請人（即新型專利案專利權人），故仍於本條第3項規定：發明專利審

定前，新型專利權已當然消滅或撤銷確定者（此時，原新型專利權的權利已回歸

至公眾，公眾便可自由使用此已當然消滅或撤銷確定之新型專利權所保障之發

明），審查人員應給予前述之發明專利申請案「不予專利」的處分，即便此之發

明專利申請案已無其他不予專利的理由。

 

肆、我國現行有關一案兩請的審查程序

ㄧ、專利審查基準相關內容

依據現行之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發明專利實體審查第三章專利要件部分

所述：

若要判斷同一人於同日就相同發明分別申請一發明專利申請案與一新型專利

申請案，其發明專利申請案經實體審查核准而即將給予之發明專利權是否可「接

續」已核准公告新型專利權存在，即此發明專利申請案是否適用民國102年6月13

日起施行之專利法第32條，則需先審究此「發明專利申請案」與此「新型專利申

請案」是否均符合下列要件：

1、兩個專利申請案申請人是否相同

專利法第32條之「同一人」係指申請人向專利專責機關提出此兩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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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發明專利申請案與新型專利申請案）的申請時，發明專利申請案與

新型專利申請案的申請人需完全相同。此外，在審查人員於後續審查發明專

利申請案之過程中，依據專利法第32條第2項發出一審查意見通知函於通知

申請人限期擇一時，發明專利申請案與新型專利申請案的申請人亦需完全相

同。另一方面，在發明專利申請案的後續審查過程中（如審查人員對發明專

利申請案發出核准審定時及發明專利申請案被核准公告時等時點）發明專利

申請案與新型專利申請案的申請人均需完全相同。

也就是說，如果在發明專利申請案的整個審查過程中（從提出申請至

發明專利申請案被核准公告），申請人如有讓與發明專利申請案給第三者之

需求，新型專利申請案（新型專利案）均須一併讓與。如此，發明專利申請

案經實體審查並核准公告之發明專利權才可「接續」已公告之新型專利權存

在。否則，若因僅將發明專利申請案或新型專利申請案讓與第三者，導致使

發明專利申請案之申請人與新型專利申請案之申請人（新型專利案的專利權

人）於前述任一時點非完全相同者，發明專利申請案經實體審查並核准公告

之發明專利權便無法「接續」已公告之新型專利權存在，而需回歸前述之「 

不同人於同日申請」情況進行審查，改依據專利法第31條第2項，發出一審查

意見通知函給予各相關申請人，限期各申請人於指定期間內申報協議結果。

2、兩個專利申請案的共同申請日是否晚於民國102年6月13日

由於本次專利法第32條修正係於民國102年6月13日起施行，故發明專利

申請案與新型專利申請案的共同申請日需晚於民國102年6月13日，發明專利

申請案經實體審查並核准公告之發明專利權才可「接續」已公告之新型專利

權存在。至於申請日之判定，擇依據專利法19第25條第2項，係以申請書、說

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必要之圖式齊備之日為申請日。

3、兩個專利申請案所請之發明是否為「相同發明」

專利法第32條之「相同創作20」係指發明專利申請案之某一請求項所請

之發明與已公告新型專利案之某一請求項所請之發明係為「相同發明」。

19 民國 102年 1月 1日起施行之專利法。
20 此處之「創作」係指過往專利法中，「發明」與「新型」的上位概念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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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兩發明（發明專利申請案之某一請求項所請之發明與已公告新型

專利案之某一請求項所請之發明）被判斷並非屬「相同發明」，此兩發明便

無違反「先申請原則」之情事。如此，發明專利申請案經實體審查並核准公

告之發明專利權自無「接續」已公告之新型專利權存在的可能。

4、 兩個專利申請案提出申請時，兩個專利申請案是否均於各自的申

請書中已提出「聲明」：

專利法第32條之「應於申請時分別聲明」係指於申請人需在提出發明專

利申請案與新型專利申請案的申請時，在發明專利申請書及新型專利申請書

中均須聲明其同日就相同創作分別提出一發明專利申請案與一新型專利申請

案之事實。只要申請人未於發明專利申請書或新型專利申請書中聲明其同日

就相同創作分別提出一發明專利申請案與一新型專利申請案之事實，便改依

據專利法第31條第2項，發出一審查意見通知函給予申請人，限期申請人於指

定期間內擇一。

5、 發明專利申請案即將核准前，新型專利權非已當然消滅或經撤銷

確定

為保障社會公益，避免權利不當復歸至發明專利申請案申請人（即新型

專利案專利權人），故仍於本條第3項規定：發明專利審定前，新型專利權已

當然消滅或撤銷確定者（此時，原新型專利權的權利已回歸至公眾，公眾便

可自由使用此已當然消滅或撤銷確定之新型專利權所保障之發明），審查人

員應給予前述之發明專利申請案「不予專利」的處分，即便此之發明專利申

請案已無其他不予專利的理由。其中，「已當然消滅」指新型專利權已逾6

個月之年費補繳期間，且新型專利權於發明專利核准審定（包含初審及再審

查）前，未經准予回復至有效存續；「經撤銷確定」指新型專利權因舉發成

立而被撤銷確定。

綜上所述，只要由同申請人於同日就相同創作分別申請一發明專利申請

案與一新型專利申請案時，未能符合前述5個要件中的任何一個，此發明專

利申請案經實體審查核准而即將給予之發明專利權，即不適用「權利接續制

度」，而回歸到原先的「權利擇一制度」（而未被選擇之新型專利權便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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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視為「自始不存在」）。

然而，當前述之同申請人於同日就相同創作分別申請一發明專利申請案與一

新型專利申請案均符合前述之5個要件，則此發明專利申請案經實體審查核准而

即將給予之發明專利權便適用「權利接續制度」。此時，審查人員便依據下列審

查程序進行審查。

由於102年6月13日前、後，處理第32條一案兩請之方式（同人同日申請新型

與發明案，其中新型案已核准取得專利權），其審查方式有所差異：

1、102年6月13日前申請案，適用「權利擇ㄧ」：

適用102年6月13日修正前專利法「⋯⋯發明專利核准審定前，已取得新

型專利權，應通知申請人限期擇一；屆期未擇一者，不予發明專利。」，且

申請人並無分別於發明及新型申請案之聲明義務。故，審查人員審查時如經

檢索發現相同申請人同日申請新型與發明案時，審查步驟如下，步驟1：先判

斷新型是否已取得專利權，且非已當然消滅或撤銷確定者，步驟2：就說明書

記載形式、專利要件（是否有引證資料以核駁所請發明之新穎性、進步性）

進行審查，判斷是否有其他不准專利事由製作審查意見通知，如無其他不准

專利事由（無記載形式、且無引證資料以核駁所請發明之新穎性、進步性）

應依據專利法第32條第1項，發出一審查意見通知函給予申請人，限期申請人

於指定期間內申報擇一結果，如有其他不准專利事由時，於該審查意見通知

上同時提醒申請人，本發明案某一請求項與新型專利案某一請求項有範圍重

疊之情事，然此時無須限制申請人須擇一，步驟3：若申請案有其他不准專利

事由，待申請人申復、修正後，只要申請人已克服所有其他不准專利事理，

且經過審查人員再次判斷此兩發明是否仍為「相同發明」。若判斷為「相同

發明」，審查人員便依據專利法第32條第1項，發出一審查意見通知函給予申

請人，限期申請人於指定期間內申報擇一結果，步驟4：依申請人申報結果進

行審定，若申請人未於前述之指定期間內申報擇一結果或申請人選擇新型，

被審查之發明專利申請案將不予專利。但若申請人已於前述之指定期間內申

報擇一結果，且申請人選擇發明專利申請案，審查人員便對發明專利申請案

發出核准專利的審定，並依照專利法第32條第2項之規定，公告前述之已公告

之新型專利案的新型專利權自始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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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年6月13日後申請案，適用「權利接續」：

適用102年6月13日修正後專利法「同一人就相同創作，於同日分別申請

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者，應於申請時分別聲明；其發明專利核准審定前，已

取得新型專利權，專利專責機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擇一；申請人未分別聲明

或屆期未擇一者，不予發明專利。⋯⋯申請人選擇發明專利者，其新型專利

權，自發明專利公告之日消滅。」，且申請人具有分別於發明及新型申請案

之聲明義務。故，102年6月13日後之相同申請人同日申請新型與發明案審查

步驟如下，步驟1：先判斷新型是否已取得專利權，且非已當然消滅或撤銷確

定者，步驟2：就說明書記載形式、專利要件（是否有引證資料以核駁所請發

明之新穎性、進步性）進行審查，判斷是否有其他不准專利事由製作審查意

見通知，如無其他不准專利事由應依據專利法第32條第1項，發出一審查意見

通知函給予申請人，限期申請人於指定期間內申報擇一結果，如有其他不准

專利事由時，於該審查意見通知上同時提醒申請人，本發明案某一請求項與

新型專利案某一請求項有範圍重疊之情事，然此時無須限制申請人須擇一，

步驟3：若申請案有其他不准專利事由，待申請人申復、修正後，只要申請人

已克服所有其他不准專利事由（或其自始便不具任何除違反先申請原則以外

的其他不准專利理由），且經過審查人員再次判斷此兩發明是否仍為「相同

發明」。若判斷為「相同發明」，審查人員便依據專利法第32條第1項，發出

一審查意見通知函給予申請人，限期申請人於指定期間內申報擇一結果，步

驟4：依申請人申報結果進行審定，若申請人未於前述之指定期間內申報擇一

結果，被審查之發明專利申請案將不予專利。但若申請人已於前述之指定期

間內申報擇一結果，且申請人選擇發明專利申請案，審查人員便對發明專利

申請案發出核准專利的審定，步驟5：此時應判斷申請人是否分別於發明及新

型申請案申請時聲明相同創作之事實，若皆未聲明或其中一申請案未聲明，

此時應准予限期內選擇之發明專利申請案，辦理已公告之新型專利案的新型

專利權視為自始不存在。若已於各申請案作聲明，此時應准予限期內選擇之

發明專利申請案，辦理已公告之新型專利案的新型專利權自發明專利公告之

日消滅。審查流程參閱圖1.一發明專利申請案與一新型專利案審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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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專利事由

准予專利

不准專利

准予專利

修正後是否
克服其他不准
專利事由

除告知該其他核駁
理由外，一併敘明
為相同創作

是否仍認定為
相同創作

修正後是否仍認
定為相同創作

是否選擇發明
申請案

不准發明申請案
依專32.Ⅰ核駁所
有審查中之發明
申請案

申請日為102年
6月13日後

是否於申請時聲
明一案兩請

准予發明申請案
新型專利於發明公
告之日消滅
（權利接續）

准予發明申請案
辦理新型專利案自始不存在

（權利擇一）

准予發明申請案
辦理新型專利案自始不存在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否

否

否

圖1. 一發明專利申請案與一新型專利案審查流程

函請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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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先申請原則係維持整個專利制度穩定的基礎，針對相同創作，專利專責機

關僅能核准最先申請者，以使各個專利權所保護之範圍不致於重複，保障智慧財

產權市場的交易秩序。對於相同創作之二或二個以上之發明同時只能允許一個專

利權存在；所以，我國專利法才有第31（權利擇一）、32（權利接續）之相關規

定。其中，為符合權利接續之相關規定，申請人於同日申請時需於各申請案中分

別作一案兩請之聲明，且其中新型案已取得專利權，且未消滅或撤銷確定等要

件；若不符上述要件，申請人則無法享有權利接續之權利，而僅能作權利擇一之

限制。

我國目前新採用之「權利接續制度」，只要專利申請人於申請時履行相關聲

明程序，且於發明專利申請案核准領證前維持其新型專利案為存續狀態，申請人

之發明專利申請案核准領證後所授予之發明專利權便可於發明專利公告之日「接

續」其新型專利權，亦即我國與SIPO之制度較為接近。然而JPO，只要新型專利

申請案被核准公告，相同申請人於同日針對相同發明所另申請之發明專利申請案

便無法被授予發明專利權。KIPO則規定未被選擇而被撤銷或被處分無效之「發明

專利申請案」或「新型專利申請案」將被視為「自始不存在」。DPMA則允許發

明、新型兩種類型的專利案可同時並存。

本文對申請人同日或不同日申請相同創作，不論該些申請案是否為發明或新

型、有無公告、是否作聲明、於我國新、舊法前後規定之適用，其法律效果（權

利擇一、權利接續）均已詳細說明，並繪製有審查流程圖供讀者參考。希望藉由

本文，讓相關從業人員或專利審查人員對於我國專利制度新引進之「權利接續制

度」的相關運作程序，以及何種情況適用「權利接續」、「權利擇一」能有進一

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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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最高法院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探討美國真品平行輸入著作權侵害爭議之
新動向

林利芝*

摘要

我國和美國為完善保護著作權人的「散布權」和「輸入權」，在著作權法

中設有「禁止真品平行輸入」之規定，但亦明文制定「散布權耗盡」原則規定和

輸入權除外規定等條款，藉此尊重著作重製物所有人行使自由處分其所有物之物

權，以及避免對文教利用和資訊取得產生不利影響。然而國外取得之合法製作的

著作重製物是否會「耗盡」國內著作權人之專屬散布權，取決於各國對於「散布

權耗盡」原則之「權利耗盡」是採取「國內耗盡」、「國際耗盡」，或是「區域

耗盡」立場。由於真品平行輸入商機無限，且美國境內充斥大多來自國外合法製

作和銷售的商品，平行輸入國外合法製作和銷售之商品在何種情況下可被追究

未經授權輸入及向公眾銷售（散布）的侵權責任，急待法院予以闡述。2013年

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 即是美國最高法院自2010年Costco v. Omega

案後，再度試圖解決美國著作權法之「禁止真品平行輸入」規定、散布權規定與

「散布權耗盡」原則重疊適用上的衝突，備受全球矚目。本文以美國最高法院

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為主軸，藉由彙整及分析判決意見來探討真

品平行輸入之著作權侵害爭議；並分析由此判決所引發的後續效應。最後，設想

此案在我國著作權法上之評價，與提供淺見以供主管機關參考。

關鍵字： 真品平行輸入（parallel imports）、散布權耗盡原則（the first sale 

doctrine）、教科書（textbooks）、國外合法重製物（foreign lawfully 

made  copies）、國內耗盡（ t e r r i to r ia l  exhaus t ion）、國際耗盡

（international exhaustion）、區域耗盡（community exhaustion）、輸入

權除外規定（parallel exemptions）、地域限制（territorial restrictions）

收稿日：102年 11月 6日
* 東吳大學法律系專任副教授。



103.04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4 47

論述
從美國最高法院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
探討美國真品平行輸入著作權侵害爭議之新動向

壹、前言

網路傳輸和交通運輸技術快速發展，帶動電子商務興起，購物網站林立，例

如YAHOO購物中心、PChome Online網路家庭、博客來、ebay、亞馬遜網路書店

等，網路購物成為有別於傳統的新型態消費模式。不同於陳列商品的實體店家，

網路店家只需架設網站、提供商品展示和說明網頁，搭配多元化付款機制以及連

結貨物配送服務，即可進行商品銷售作業。網路創業成本與風險相較傳統創業大

幅降低，網路賣家成為一門新興職業。購物網站販售商品種類琳瑯滿目，充分滿

足消費者在食、衣、住、行、育樂等方面的需求。購物網站除了是商品製造商銷

售商品的管道，也是中間商轉售商品的途徑，像是許多網路賣家銷售平行輸入的

韓系或日系食品、衣服、配件、皮包、飾品、文具、電腦周邊商品和生活用品等

商品，提供消費者多樣化的購物選擇。同時因為網路無國界的特性，國內消費者

可以不向著作權人或國內代理商購買，而是直接從國外網站購買影音光碟、書籍

等商品，以郵件包裹方式輸入國內，或是出國旅遊時購買當地商品帶回國內後在

網站上販售。然而，這些轉售平行輸入商品的行為引起著作權人及國內代理商的

高度關注，因為涉及著作權法賦予著作權人專有之「散布權」和以視為侵權之擬

制方式「禁止真品平行輸入」形成如同實質上賦予「輸入權1」的規定。

我國和美國為完善保護著作權人的「散布權」和「輸入權」，在著作權法中

設有「禁止真品平行輸入」之規定。此一規定之規範客體，為著作原件或其重製

物。不過，基於尊重著作重製物所有人行使自由處分其所有物之物權，以及避免

對文教利用和資訊取得產生不利影響，我國和美國著作權法除了賦予著作權人專

有散布和輸入其著作重製物之權利外，亦制定「散布權耗盡」原則規定和輸入權

除外規定等條款。惟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WIPO Copyright Treaty）

第6條允許會員國自行決定是否立法禁止真品平行輸入，目前各國對於真品平行

輸入商品之處理方式規定不一。因此，國外取得之合法製作的著作重製物是否會

1 國內已有數位學者認為「禁止真品平行輸入」之規定是實質賦予著作權人「輸入權」，本文亦  

認同此一見解。參見蕭雄淋，「出版 (含電子書 )著作權小百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11年

12 月，頁 35和 82；蔡明誠等，「禁止真品平行輸入法制之研究」，2007年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委

託研究報告，頁 157-158和 167；黃銘傑，「進口著作物所涉著作權法之輸入權、出租權及散布

權適用關係法制之研究」，2007年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委託研究報告，頁 23-25；章忠信，「著作

權法真品平行輸入之研究」，文章網址 http://www.copyrightnote.org/paper.htm，刊載於八十七年

七月資訊法務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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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盡」國內著作權人之專屬散布權，取決於各國對於「散布權耗盡」原則之

「權利耗盡」是採取「國內耗盡」、「國際耗盡」，或是「區域耗盡」立場2。

販售平行輸入著作重製物的網路賣家主張著作權人的散布權已在著作重製物

首次銷售後取得對價而耗盡，所以輸入著作重製物轉售並不構成著作權侵害。著

作權人則主張網路賣家違反禁止真品平行輸入的規定而無權散布。惟個案情況是

否符合相關規定而不構成著作權侵害須由法院裁決，所以此類轉售平行輸入著作

重製物的著作權侵害訴訟往往備受著作權人和消費者關注。

在著作權法之輸入權規定、散布權規定與「散布權耗盡」原則間之交錯關係

下，衍生出不少爭議案件。美國最高法院曾在2010年Costco Wholesale Corporation 

v. Omega, S.A.,案3（下稱Costco v. Omega案）予以討論，但遺憾的是，美國最高法

院最終沒有提供任何具體的解釋，僅以四比四的僵持判決確認聯邦第九巡迴上訴

法院在Omega S.A. v. Costco Wholesale Corporation案4（下稱Omega v. Costco案）的

判決。因為美國最高法院在Costco v. Omega案沒有形成多數決意見，使得此一判

決不構成具有拘束力的先例，造成「散布權耗盡」原則之適用範圍是否以美國境

內合法製作和銷售的著作重製物為限的爭議仍然懸而未決。

由於真品平行輸入商機無限，且美國境內充斥大多來自國外合法製作和銷

售的商品，平行輸入國外合法製作和銷售之商品在何種情況下可被追究未經授權

輸入及向公眾銷售（散布）的侵權責任，急待法院予以闡述。2013年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5即是美國最高法院自Costco v. Omega案後，再度試圖解

決美國著作權法之「禁止真品平行輸入」規定、散布權規定與「散布權耗盡」原

則重疊適用上的衝突，備受全球矚目。本文將以美國最高法院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為主軸，藉由彙整及分析美國最高法院在Kirtsaeng v. John 

2 「國內耗盡」理論是指經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製造之著作重製物在國境之內進行第一次的銷售

後，該著作重製物之著作權在國境之內即告耗盡；但若該著作重製物第一次的銷售是發生於國

境之外，則不產生耗盡效果。而「國際耗盡」理論則是指經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製造之著作重

製物，不論該著作重製物第一銷售之地點為國境之內或國境之外，著作權均耗盡。在此兩者之

間的中間類型即所謂「區域耗盡」理論，歐盟即採行此一理論，亦即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在歐

盟市場後合法流通之後，其使用和販賣權在歐盟區域內耗盡，但在區域外不耗盡。參閱蔡明誠

等，「禁止真品平行輸入法制之研究」，2007年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委託研究報告，32-33頁。
3 Costco Wholesale Corporation v. Omega S.A. 131 S. Ct. 565 (2010).
4 Omega S.A. v. Costco Wholesale Corp., 541 F.3d 982 (9th Cir. 2008).
5 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 133 S. Ct. 135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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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ey & Sons, Inc.案之判決，來探討真品平行輸入之著作權侵害爭議。本文也將探

討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之判決所引發的後續效應。本文亦將設想

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若發生於我國境內，此案在我國著作權法上

之評價，最後本文將提供淺見以供主管機關參考。

 

貳、 美國著作權法禁止真品平行輸入之相關規定與實
務案例

一、美國著作權法禁止真品平行輸入之相關規定

美國著作權法條文涉及真品平行輸入問題的是第106條（3）項6、第602條

（a）項7，及第109條（a）項8。美國著作權法第106條（3）項之散布權授予著作

權人享有對公眾以出售、贈與、出租、出借或其它移轉物權之方式散布著作原件

或其重製物的專有權利，但受限於第107條至122條的限制規定。此一散布權不僅

包括著作權人決定是否發行著作之權利，也包括著作權人決定何時、何地，以

何種形式首次發行著作之權利。同法第602條（a）項規定：「未經著作權人之授

權，將於美國境外取得之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輸入美國，屬於侵害第106條（3）

項著作權人專屬散布權之行為，得依第501條之規定提起訴訟。」第602條（a）

項「禁止真品平行輸入」之規定形同間接賦予著作權人輸入權，為著作權人之散

布權的延伸。第602條（a）項禁止未經授權輸入國外取得之著作重製物，是為保

護著作權人能夠控制著作重製物散布予美國公眾的時間、內容、包裝、定價，以

及品質，即踐行何時、何地，以何種形式首次發行著作之重要決定，為第106條

（3）項之散布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惟散布權如上述所言，受限於第107條至122條的限制規定，其中包括第109

條（a）項「散布權耗盡」原則﹙the first sale doctrine﹚之限制。「散布權耗盡」

原則（或稱「第一次銷售原則」）乃源於美國最高法院Bobbs-Merrill Co. v. Straus

案9﹙下稱Bobbs-Merrill案﹚。在該案，原告出版商主張被告將出版商的書以折扣

6 17 U.S.C. §106(3)(2013).
7 17 U.S.C. §602(a)(2013).
8 17 U.S.C. §109(a)(2013).
9 Bobbs-Merrill Co. v. Straus, 210 U.S. 339 (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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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賣出，因而侵害了出版商對那些書所享有的著作權。出版商Bobbs-Merrill在其

出版的書中置入一則聲明，明文宣示任何人以低於美金一元的零售價將該書出

售，即構成對該書之著作權的侵害。擁有梅西百貨公司的被告，不理會出版商在

其書中的聲明，在未經出版商同意的情況下將出版商的書以低於該聲明所定的價

格出售10。Bobbs-Merrill案當時的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權人對其著作重製物享有專屬

銷售權。美國最高法院在該案中裁決，被告﹙即零售商﹚將一受著作權保護的書

籍以低於著作權頁註明的價錢出售，不構成著作權之侵害。「一本書之購買者一

旦買到經著作權人授權賣出的書，得將其再賣出，但不得出版該書的新版本。」11 

「有利於著作人獨佔著作權的政策必須對反對交易限制和轉讓限制的政策做出讓

步。」因此，在Bobbs-Merrill案，美國最高法院裁決，著作權人對其著作重製物

的專屬銷售權只限於對該著作重製物的首次銷售，著作權人無權控制後續銷售之

條件12。

美國國會將「散布權耗盡」原則明文規定於美國現行著作權法第109條（a）

項。該條文規定：「儘管著作權法第106條（3）項賦予著作權人享有以銷售或

其他移轉物權的方式散布其依據美國著作權法合法製作（lawfully made under this 

title 13）之著作重製物的專有權利，但依據美國著作權法合法製作之著作重製物的

物權所有人或物權所有人之授權人得以在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下，將其持有之特定

著作重製物銷售或以任何方式處分14。」根據此一原則，一旦著作權人出售著作

重製物，他嗣後對這些著作重製物不得行使散布權，其後這些著作重製物之物權

所有人基本上可以任意處分該著作重製物，例如出售、贈與、出租、出借著作重

製物。

10 Id. at 341-342.
11 Id. at 350.
12 Id. at 349-351.
13 美國著作權法是美國法典第 17篇 (Title 17)，因此「lawfully made under this title」所述「this 

title」即是指稱美國著作權法。
14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106 (3), the owner of a particular copy or phonorecord 

lawfully made under this title, or any person authorized by such owner, is entitled, without the authority 

of the copyright owner, to sell or otherwise of dispose the possession of that copy or phono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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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著作權法禁止真品平行輸入之相關實務判決

「散布權耗盡」原則的核心是一旦著作權人將其著作重製物販售，則美國

著作權法賦予著作權人享有對該著作重製物之專屬散布權即告耗盡。「散布權耗

盡」原則之適用對象只限於「lawfully made under this title」之著作重製物。惟聯

邦巡迴上訴法院之間對於「散布權耗盡」原則的解釋，意見分歧，其中主要歧異

之所在來自「lawfully made under this title」這五字用語的解釋。已考慮散布權、

輸入權，和「散布權耗盡」原則間之交錯關係的聯邦第三、第二和第九巡迴上訴

法院分別得出不同結論，從而導致三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之間的衝突判決15。

在Sebastian Int’l, Inc. v. Consumer Contacts (PTY) LTD.案16，聯邦第三巡迴上

訴法院解讀「lawfully made under this title」的法條用字，認為「散布權耗盡」

原則之適用不以美國境內合法製作和銷售的著作重製物為限，而是「散布權耗

盡」原則亦適用於國外合法製作和銷售的著作重製物。在John Wiley & Sons, Inc. 

v. Kirtsaeng案17，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解讀「lawfully made under this title」僅

指美國境內合法製作和銷售的著作重製物，而不是國外合法製作和銷售的著作

重製物。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認為「lawfully made under this title」以美國境內

合法製作和銷售的著作重製物為限，因此「散布權耗盡」原則具有地域限制18。

在BMG Music v. Perez案19﹙下稱BMG Music案﹚，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認為第

109條（a）項只對美國合法製作和銷售之著作重製物，提供「散布權耗盡」原則

的保護。然而在Parfums Givenchy, Inc. v. Drug Emporium, Inc.案20﹙下稱Parfums 

Givenchy案﹚，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認為BMG Music案之判決似乎提供國外製

品較國產製品在著作權法上更多的保護，且質疑BMG Music案之「第109條（a）

項僅對美國境內合法製作和銷售之著作重製物提供『散布權耗盡』原則的保護」

的結論沒有立論依據，即使在立法沿革或第602條（a）項的法條文字中也找不到

15 Sebastian Int’l, Inc. v. Consumer Contacts (PTY) Ltd., 847 F.2d 1093 (3d Cir. 1988); Omega S.A. v. 

Costco Wholesale Corp., 541 F.3d 982 (9th Cir. 2008); John Wiley & Sons, Inc. v. Kirtsaeng, 654 F.3d 

210 (2d Cir. 2011).
16 Sebastian Int’l, Inc. v. Consumer Contacts (PTY) Ltd., 847 F.2d 1093 (3d Cir. 1988).
17 John Wiley & Sons, Inc. v. Kirtsaeng, 654 F.3d 210 (2d Cir. 2011).
18 Id. at 224.
19 BMG Music v. Perez, 952 F.2d 318 (9th Cir. 1991).
2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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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支持此一解釋21。為避免著作權人控制著作重製物的後續散布，聯邦第九巡

迴上訴法院在Parfums Givenchy案創設了一個「第109條（a）項僅對美國境內合法

製作和銷售之著作重製物提供『散布權耗盡』原則保護」的除外規定，即著作權

人若已授權在美國銷售，則第109條（a）項就能適用於未經授權輸入國外合法製

作和銷售之著作重製物22。

美國最高法院於Quality King Distributors, Inc. v. L'anza Research International

案23（下稱Quality King案）審理在美國境內合法製作並銷售輸出後未經著作權人

授權輸入灰色市場商品是否構成著作權侵害的問題。在該案，原告L'Anza公司在

加州製作護髮產品，且將產品標籤取得著作權保護。L'Anza將其產品銷售給世界

各地的經銷商。被告Quality King收購L'Anza已出口到國外市場的一些護髮產品，

又輸入美國低價銷售。L'anza控告Quality King未經授權輸入其護髮產品到美國銷

售，侵害其第602條（a）項之輸入權和第106條（3）項之散布權。Quality King則

以第109條（a）項之「散布權耗盡」原則做為抗辯24。

美國最高法院在該案裁決，L'anza將護髮產品銷售國外時，其散布權已經耗

盡，輸入權屬於散布權之延伸因此也隨之耗盡，所以著作權法第109條（a）項之

「散布權耗盡」原則可適用於未經授權而輸入美國的合法著作重製物25。美國最

高法院認為解讀著作權法三個相關條文之間相互作用的重心，是第109條（a）項

的「散布權耗盡」原則限制了首次授權銷售後的散布權，也限制了輸入權。其三

段式推論如下：因為第106條（3）項明文規定散布權是受限於第107條至第122

條，第109條（a）項的「散布權耗盡」原則適用第106條（3）項。第602條（a）

項是散布權一個子類別，不是獨立的權利，而是包含於第106條（3）項的權利，

因此第602條（a）項也受限於第109條（a）項的「散布權耗盡」原則。

影響Quality King案判決結果的關鍵事實，是在美國製作之護髮商品出口到

國外銷售然後由第三人輸入美國轉售。美國最高法院一致認為著作權法第109

條（a）項之「散布權耗盡」原則適用於這種情況，從而耗盡著作權人的散布

21 Parfums Givenchy, Inc. v. Drug Emporium, Inc., 38 F.3d 477 at 481 (9th Cir. 1994).
22 Id.
23 Quality King Distributors, Inc. v. L'anza Research International, 523 U.S. 135 (1998).
24 Id. at 138-140.
25 Id. at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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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惟Ginsburg大法官在Quality King案的協同意見（concurring opinion）表示：

「Quality King案『散布權耗盡』原則之適用，只限於美國境內合法製作而輸出後

又輸入美國的著作重製物，並不涉及國外合法製作亦非首次在美國銷售的著作重

製物」，強調Quality King案的判決並未解決「散布權耗盡」原則可否適用於未經

授權輸入國外合法製作和銷售之著作重製物的爭議26。

Quality King案留下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包括如果這些著作重製物在國外

製作和銷售，可否適用「散布權耗盡」原則？著作權人是否有權控制未經授權輸

入已售國外製作之商品？針對這些問題，聯邦第九和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的近期

判決，限縮了「散布權耗盡」原則之適用範圍。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在Omega 

S.A. v. Costco Wholesale Corporation案27和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在John Wiley & 

Sons, Inc. v. Kirtsaeng案28的判決，對「散布權耗盡」原則之適用皆設有地域限制，

亦即「散布權耗盡」原則僅適用於美國境內合法製作和銷售的著作重製物。

在Omega v. Costco案，被告Costco從「灰色市場29」購買原告Omega在瑞士合

法製作的Omega手錶，然後輸入美國銷售。Omega從未授權Costco輸入Omega手

錶到美國銷售。Omega為防止「灰色市場」商品輸入美國，便在系爭手錶商品背

面鐫刻已取得美國著作權之設計圖樣的「環球標誌」（Omega Global Design）。

Omega控告Costco未經授權輸入這些手錶到美國銷售，構成對系爭手錶商品背面

鐫刻的「環球標誌」第602條（a）項輸入權和第106條（3）項散布權之侵害。

Costco援引第109條（a）項之「散布權耗盡」原則作為抗辯，主張Omega的散布

權在其首次授權銷售系爭手錶給國外經銷商時已經耗盡。Omega 則主張著作權具

有地域性，所以Omega在瑞士製作之手錶不屬於「依據美國著作權法合法製作」

之著作重製物，因此不符合適用第109條（a）項之要件而無法援引第109條（a）

項之「散布權耗盡」原則，所以Omega也就沒有「耗盡」其在美國之專有散布

26 Id. at 154 (Ginsburg, concurring opinion).
27 Supra note 4.
28 Supra note 17.
29 所謂「灰色市場」，是指銷售之商品是著作權人或其所授權的廠商在國外製造，在當地屬於合

法產品，但因是在未經過國內著作權人授權的情形下輸入，所以被認為是違法的行為，導致

銷售「水貨」因夾雜合法與非法，又稱為「灰色市場」，此一市場流通之商品則被稱為「灰色

市場商品」。參閱章忠信，【水貨與平行輸入】，網址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

php?board=9&act=bbs_read&id=19&reply=19(最後瀏覽日：2013年 12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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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因此 Costco未經授權輸入Omega手錶到美國銷售，侵害Omega之輸入權和散

布權30。

此一著作權侵害案件所涉及的問題為，主張第109條（a）項之「散布權耗

盡」原則作為防禦抗辯的輸入著作重製物，是否必須是美國境內合法製作和銷售

的著作重製物或先前經著作權人授權在美國境內銷售。換言之，美國著作權法第

109條（a）項之「散布權耗盡」原則可否適用於未經美國著作權人授權而輸入國

外合法製作和銷售的著作重製物31。

聯邦地方法院同意Costco的主張，並依據美國最高法院在Quality King案的判

決，判Costco勝訴。針對聯邦地方法院的判決，Omega提出上訴。聯邦第九巡迴

上訴法院依據BMG Music案和Parfums Givenchy案之既定法則，即「著作重製物不

得在未經美國著作權人同意而輸入美國銷售，除非著作重製物是在美國境內合法

製作和銷售或先前著作權人授權在美國境內銷售」，推翻聯邦地方法院的判決。

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裁決第109條（a）項之「散布權耗盡」原則不適用於未經

授權輸入美國銷售之國外合法製作和銷售的著作重製物32。在聽取案件雙方的口頭

辯論後，美國最高法院（Kagan大法官自行迴避）於2010年在Costco v. Omega案33

作出「意見僵持不下的法院確認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的判決」（The judgment 

is affi rmed by an equally divided Court. ）。

30 Supra note 4, at 983-984.
31 Id. at 983.
32 Id. at 986-987.
33 Supra no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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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美國最高法院 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

雖然美國最高法院在Costco v. Omega案34以四比四的僵持判決確認聯邦第九巡

迴上訴法院在Omega v. Costco案的判決，但因為美國最高法院在Costco v. Omega 

案沒有形成多數決意見，使得此一判決不構成具有拘束力的先例，造成「散布權

耗盡」原則之適用範圍是否以美國境內合法製作和銷售的著作重製物為限的爭議

仍然懸而未決。美國法界引頸期盼美國最高法院對於「散布權耗盡」原則做出最

終的解釋。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35給了美國最高法院一個新的機

會，解決聯邦上訴法院之間對「散布權耗盡」原則之適用範圍的歧異。

一、背景介紹

美國著作權法第602條（a）項設有輸入權之規定，禁止自國外輸入著作原件

或其重製物，除非取得著作權人授權同意其輸入，抑或符合輸入權之除外規定，

否則構成著作權人專屬散布權或輸入權之侵害。此一輸入權之規定是基於著作權

法具有屬地主義的特質（地域性適用），賦予著作權人分割全球著作重製物交易

市場的經濟效益。對於教科書出版商而言，輸入權之規定提供地域保護給國內出

版之書籍，阻止其他書商從全球市場購買更便宜的相同版本與之競爭。因為美國

收入水準通常最高，相較之下亞洲收入水準平均較低，迫使教科書出版商實行國

際價格歧視，造成教科書價格在美國最高，在亞洲較低，因此美國和亞洲之間教

科書價格差距很大。有鑑於教科書出版商實行國際價格歧視所形成之教科書差別

售價，讓嗅得商機者認為有獲利可能，而將亞洲版教科書平行輸入美國供美國學

生購買。

二、案件事實

原告John Wiley & Sons公司（以下稱原告或Wiley公司）是專門出版學術、科

學和教育雜誌與書籍包含教科書的出版商，在美國國內與國際市場銷售。Wiley公

司旗下有一子公司John Wiley & Sons (Asia) Pte Ltd.（以下稱Wiley Asia公司），生

產與銷售Wiley公司在國外市場的前開書籍。這些在美國國內與國際市場銷售的書

34 Id.
35 Supra not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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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內容大多相同，惟在美國國外銷售之版本的印刷品質較差。這些在美國境外銷

售的版本都標記只可在某一國家或地理區域出售，在著作權頁註明：「僅授權於

歐洲、亞洲、非洲和中東地區銷售。此書只授權在歐洲、亞洲、非洲和中東地區

銷售，不得輸出至美國銷售。」36

被告Supap Kirtsaeng從泰國搬到美國加州，之後在康乃爾大學攻讀數學博士

學位。為補貼其教育費用，透過在泰國的朋友和家人購買Wiley Asia公司印刷的亞

洲版教科書輸入美國37，Kirtsaeng在美國的eBay網站出售這些亞洲版教科書38。

Wiley公司向美國紐約州南區聯邦地方法院提起訴訟，控告被告Kirtsaeng侵害

第602條（a）項之輸入權和第106條（3）項之散布權39。被告Kirtsaeng主張其受

到第109條（a）項之「散布權耗盡」原則的保護而免除任何侵權責任40。惟Wiley

公司認為，第109條（a）項之「散布權耗盡」原則只適用於「依據美國著作權法

合法製作」（lawfully made under this Title）的著作重製物，而「依據美國著作

權法合法製作」必須解讀為「美國境內合法製作」（lawfully made in the United 

States）。Wiley公司表示，對於「依據美國著作權法合法製作」採取地域限制的

解釋，符合著作權法第109條（a）項之法條用語，也合乎著作權法無治外法權的

邏輯結論。Wiley公司主張美國著作權法僅在美國境內適用，因此著作重製物必須

是在美國合法製作和銷售才能適用「散布權耗盡」原則41。

然而Kirtsaeng對於「依據美國著作權法合法製作」，採取非地域限制的解

釋。他主張「依據美國著作權法合法製作」的意思是「符合」或「依照」美國著

作權法。在此情形下，美國著作權法第109條（a）項的「散布權耗盡」原則將適

用於所有符合美國著作權法合法製作和銷售之著作重製物，因此「散布權耗盡」

原則亦適用於著作權人授權國外合法製作和銷售的著作重製物42。

36 Id. at 1356.
37 Id.
38 Supra note 17, at 213.
39 Supra note 5, at 1356-1357.
40 Id.
41 Supra note5, at 1357-58.
42 Id. at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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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Id. at 1357-58.
44 John Wiley & Sons, Inc. v. Kirtsaeng, 2009 U.S. Dist. LEXIS 96520 at 42-43 (S.D.N.Y. 2009).
45 Supra note 17, at 215.
46 Id. at 218.
47 Id. at 223.

本案的爭點是，美國著作權法第109條（a）項「散布權耗盡」原則是否適用

於美國境外合法製作和銷售嗣後輸入美國予以轉售之著作重製物43。

聯邦地方法院裁決「散布權耗盡」原則不適用於美國境外合法製作和銷售

嗣後輸入美國予以轉售之著作重製物，因為該法院認為第109條（a）項僅適用於

「依據美國著作權法合法製作」之著作重製物，也就是實際上在美國境內合法製

作之著作重製物44。陪審團最終判定被告Kirtsaeng應對其故意侵害共計八本教科書

之著作權負侵權負責。被告不服，提出上訴，認為聯邦地方法院錯誤駁回「散布

權耗盡」原則抗辯之適用45。

三、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見解

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的多數決意見採取「國內耗盡」立場，裁決第109條

（a）項之「散布權耗盡」原則只適用於「美國境內合法製作」的著作重製物。

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的裁決乃是基於Quality King案之附帶意見﹙dicta﹚:「即使同

一個著作之美國版本的出版商與英國版本的出版商之間沒有市場區隔協議的情況

下，每一出版商都可製作合法的著作重製物。若該著作的著作人授予美國之出版

商依美國著作權法可強制執行的專屬散布權，以及授予英國的出版商在英國的專

屬散布權，則大概只有那些由美國出版商製作的版本，才屬於第109條（a）項所

指『依據美國著作權法合法製作』的情形。46」此外，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反對第

九巡迴上訴法院為「散布權耗盡」原則之適用創設的除外規定，第二巡迴上訴法

院認為國外合法製作和銷售的著作重製物永遠無法適用「散布權耗盡」原則47。

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的多數決意見表示，「依據美國著作權法合法製作」

（lawfully made under this Title）可有數種合理解釋，包括（1）在美國境內合法

製作的著作重製物，（2）任何受美國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重製物，或（3）適用

美國著作權法而依據美國著作權法合法製作之著作重製物。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認

為，在文義不明的情況下，最好採用與第602條（a）項（1）款和美國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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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Quality King案之判決最相符的第109條（a）項的解釋48。鑑於第109條（a）項

與第602條（a）項（1）款必要的相互作用，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認為第109條（a）

項最好解釋為只適用於美國境內合法製作和銷售的著作重製物49。因為系爭教科

書是國外製作，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否定被告適用著作權法第109條（a）項之「散

布權耗盡」原則作為抗辯，因此確認聯邦地方法院的判決50。

四、美國最高法院見解

美國最高法院的多數決意見，由Breyer大法官執筆，調和著作權法看似不一

致的輸入權規定、散布權規定與「散布權耗盡」原則。美國最高法院裁決，「散

布權耗盡」原則不僅適用於美國境內合法製作和銷售的著作重製物，也適用於國

外合法製作和銷售的著作重製物。美國最高法院拒絕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基於地域

限制的第109條（a）項解釋，認為「依據美國著作權法合法製作」是指符合或依

照美國著作權法合法製作。美國最高法院裁決，Kirtsaeng輸入和在美國轉售Wiley

公司的教科書，不侵害Wiley的輸入權或散布權51。

美國最高法院綜觀「第109條（a）項法條用語的字面解釋」、「制定第109

條（a）項的立法沿革和歷史背景」、「『散布權耗盡』原則的普通法歷史」和

「採取地域限制的解釋將產生的負面影響」等四個層面，整體考量後，認為非地

域限制的解釋較為可採52。其理由分述如下：

第一，美國最高法院表示，第109條（a）項的法條用語有利於非地域限制的

解釋，非地域限制的解釋是簡單、自然的字面解釋，除了有助於達成著作權法打

擊盜版的立法目的，亦符合語意學的逐字意義。反之，地域限制的解釋則有語

意上的困難。美國最高法院認為「依據美國著作權法合法製作」沒有對第109條

（a）項「散布權耗盡」原則設有任何地域限制53。

48 Id. at 219-220.
49 Id. at 221.
50 Id. at 221-222.
51 Supra note5, at 1356-1357.
52 Id. at 1358-1360.
53 Id. at 1358-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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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Id. at 1360-1361.
55 Id. at 1361.
56 Id. at 1362.
57 Id. at 1361-1362.
58 Id. at 1362.

第二，美國最高法院回顧制定第109條（a）項的立法沿革和歷史背景，認為

第109條（a）項的前身，即1909年著作權法第27條未設有地域限制。美國最高法

院解釋美國國會修改1976年著作權法第109條（a）項「散布權耗盡」原則的法條

用語，不是要設地域限制，而是基於其他原因，包括闡明被授權人的著作重製物

將不會受到「散布權耗盡」原則的保護，並排除藉此盜版的著作重製物。美國最高

法院認為美國國會撰寫1976年著作權法第109條（a）項時，沒有考慮地域限制54。

美國最高法院還指出，美國國會雖曾在著作權法其他條文的「製造條款」

﹙the manufacturing phase-out clause﹚設有地域限制，但設有地域限制之「製造條

款」已被美國國會廢除。此可證明美國國會將國外製品與國產製品給予「平等待

遇」﹙equal treatment﹚55。美國最高法院認為，若採取地域限制的解釋，將使第

109條（a）項「散布權耗盡」原則授予美國著作權人永久控制那些合法輸入美國

但在國外合法製作和銷售之著作重製物。此與「平等待遇」法則相悖56。

此外，因為「依據美國著作權法合法製作」這五字用語亦在著作權法的其他

條文出現，若採取地域限制的解釋，勢必將影響其他條文的解釋57。美國最高法

院以著作權法第109條（c）項為例，該條文規定：「儘管著作權法第106條（5）

項賦予著作權人享有其專屬之公開展示權，但依據美國著作權法合法製作之著作

重製物的物權所有人，得以在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下，將其持有之著作重製物公開

展示。」若採取地域限制的解釋，將使任何一個在加拿大、歐洲、亞洲購買藝術

品或是海報的人，在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下不能在美國公開展示其所購得之藝術品

或是海報58。

第三，美國最高法院指出，「散布權耗盡」原則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普通法原

則，源於普通法肯認財產自由轉讓原則（the free alienability of property），拒絕

對動產轉讓設有任何限制，因此美國最高法院不認為普通法對「散布權耗盡」原

則設有地域限制，否則將不利於市場競爭和消費者的自由買賣。美國最高法院還

適用了法規解釋原則，認為當聯邦法規涵蓋以前受普通法規範的爭議，將推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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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會擬保留普通法的實質內容59。

第四，美國最高法院參酌諸多法庭之友的意見，表示「散布權耗盡」原則

若受地域限制，將會對圖書館、汽車製造商、科技公司、美國零售商，甚至博物

館產生負面影響，造成無數可怕的後果，包括：（1）美國圖書館需要確認其擁

有超過2億本國外出版書籍之著作權，才能出借或以其他方式散布書籍。（2）汽

車、微波爐、計算機、手機、平板電腦以及個人電腦都內含受著作權保護的電腦

程式。許多這些東西都取得美國著作權人的授權在國外製作、販售，並取得美國

著作權人的授權輸入美國。但是這些東西的物權所有人必須取得電腦程式著作權

人的授權，才能轉售。（3）許多一般商品附有受著作權保護的包裝、標籤，以

及商品說明書。採地域性限制的解釋將使這些一般商品因著作權侵害訴訟的威脅

而無法輸入美國。（4）藝術博物館館長必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才能展示任

何國外製作的藝術品60。

雖然Wiley公司主張這些可怕的後果尚未發生，但是美國最高法院認為，對

「散布權耗盡」原則採取地域限制的解釋，將迫使這些圖書館、汽車製造商、科

技公司、美國零售商，甚至博物館必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才能出借、轉售，

或是展示國外製作的商品。因此美國最高法院認為，對「散布權耗盡」原則設有

地域限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將難以估量而必須予以正視61。

第五，美國最高法院還討論了關於非地域限制對著作權法第602條（a）項之

輸入規定的影響。基於美國最高法院在Quality King案裁定第602條（a）項是受限

於「散布權耗盡」原則，Wiley公司和持反對意見的大法官們認為，若「散布權

耗盡」原則無地域限制，將使第602條（a）項之輸入規定形同具文62。惟美國最

高法院多數決意見不同意，認為即使對「散布權耗盡」原則採取非地域限制的解

釋，第602條（a）項之輸入規定仍有適用的情況，因此第602條（a）項不會因為

受限於「散布權耗盡」原則而形同具文63。

59 Id. at 1363.
60 Id. at 1364-1365.
61 Id. at 1365-1366.
62 Id. at 1367.
63 Id. at 1366-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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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Id. at 1368-1370.
65 美國憲法第 1條第 8項第 8款「science」是指稱「知識」﹙而不是「科學」﹚，由著作權加以保護；

「useful arts 」是指稱「實用性技藝」﹙而不是「實用性藝術」﹚，由專利權加以保障。參見

原文 The U.S. Constitution Art. 1. sec. 8. cl. 8:The Congress should have the power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useful arts, by securing for limited times to authors and inventor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heir respective writings and discoveries.
66 Supra note5, at 1371.
67 Id. 
68 Id.
69 Id.
70 Id.

第六，針對Wiley公司主張非地域限制的解釋將使出版商及其他著作權人難

以劃分國內、外市場。美國最高法院承認出版商可能因此難以繼續實行國際價格

歧視，但美國最高法院找不到任何著作權法基本原則實質上賦予出版商此一權利

之佐證64。此外，美國最高法院指出，美國憲法授權美國國會制定著作權法在有

限期間內賦予著作人對其著作的專有權利，以促進知識﹙science﹚與實用性技藝

﹙useful arts﹚的發展65。但美國最高法院認為在憲法條文用字中找不到這些專屬

權利應包含分割市場或實行國際價格歧視以最大化其收益的權利66。美國最高法

院亦認為沒有任何制憲者做出這樣的建議，也未發現有任何判決先例提出著作權

法賦予著作權人劃分國內、外市場的法律解釋。反之，美國最高法院認為美國國

會在著作權法中制定第109條（a）項「散布權耗盡」原則之規定，以限制著作權

人劃分國內、外市場的能力。此一限制和禁止市場壟斷的反托拉斯法相符67。

第七，美國最高法院指出，美國聯邦副檢察長﹙Solicitor General﹚認為採取

Wiley公司的地域限制解釋，較採取Kirtsaeng的非地域限制解釋所產生的不利後果

更為嚴重68。「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衡取其重」，美國最高法院衡量對第109

條（a）項的地域限制解釋與非地域限制的解釋可能引發的損害程度後，選擇損

害較輕者﹙即採取非地域限制﹚，以維護整體法秩序之安定性。

基於上述這些原因，美國最高法院認為Kirtsaeng對「依據美國著作權法合法

製作」的非地域限制的解釋較為可採。美國最高法院裁決「散布權耗盡」原則亦

適用於國外合法製作和銷售的著作重製物69，因此美國最高法院撤銷聯邦第二巡

迴上訴法院的判決，將本案發回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更審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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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John Wiley & Sons, Inc. v. Kirtsaeng, 713 F.3d 1142, at 1142-43 (2d Cir., 2013).
72 Id. at 1143.
73 Id. 

本案在聯邦地方法院初審時，陪審團判定被告Kirtsaeng應對其未經授權輸入

國外合法製作並加以轉售之著作重製物之行為負著作權侵害責任71。陪審團做出

此一判定乃是基於聯邦地方法院認定「散布權耗盡」原則僅適用於美國境內合法

製作之著作重製物，而不適用於國外合法製作和銷售的著作重製物72。本案於聯

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更審時，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根據美國最高法院對於本案

之判決，認為亦適用於國外合法製作和銷售之著作重製物的「散布權耗盡」原則

提供了被告Kirtsaeng一項有效的著作權侵害抗辯，因此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撤

銷聯邦地方法院判定被告Kirtsaeng侵害Wiley公司之著作權的判決73。

五、 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之後續效應

美國最高法院在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的判決，捍衛了著作權

法核心的「散布權耗盡」原則。如前所述，「散布權耗盡」原則的真義是一旦著

作權人將其著作重製物販售，則美國著作權法賦予著作權人享有對該著作重製物

之專屬散布權即告耗盡。換言之，合法購買著作重製物之人就擁有該著作重製

物，並得以自由處分該著作重製物。此一原則讓零售商得以轉售書籍和影音光

碟，圖書館得以出借書籍，博物館得以展示藝術品，錄影帶店得以出租影音光碟

或電腦軟體遊戲，以及消費者得以轉售、出借或贈與這些著作重製物，而無需取

得著作權人之授權或支付權利金。

此外，「散布權耗盡」原則除了適用於上述傳統的著作權商品，如書籍、

影音光碟、電腦軟體遊戲外，也影響一般商品的貿易。由於取得著作權之原創性

要件的門檻不高，幾乎所有的一般商品﹙如護髮商品、巧克力條、酒和潤喉糖﹚

的包裝、標籤，或是功能性商品﹙如手錶和衣服﹚的標誌以及商品說明書，都可

取得著作權保護。這些一般商品的附屬著作重製物不是單純表彰創作內涵之精神

心智產物，亦非是該商品之主要用途、價值之所在，而是純粹作為識別該商品功

能和效果之用，與消費者購買這些商品的期望或商品本身的價格無關，但卻成為

著作權人利用第602條（a）項限制真品平行輸入著作重製物的一種手段，從而扼

殺真品銷售的價格競爭。事實上，利用商品標籤或包裝之著作權禁止真品平行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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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般商品的行為出現在許多涉及第106條（3）項、第602條（a）項和第109條

（a）項的法院判決，包括前述美國最高法院的Quality King案與Omega v. Costco

案。在Quality King案，原告試圖使用護髮商品標籤上的著作權，以防止美國境

內合法製作和銷售的商品輸出後重新輸入美國造成商品價格競爭。在Omega v. 

Costco案，著作權人在手錶背面篆刻一個微小的受著作權保護的標誌，只是為了

避免平行輸入的真品手錶與著作權人專屬授權商銷售的手錶競爭。

雖然對於著作權人利用商品標籤或包裝之著作權限制真品平行輸入的行為，

已有法院肯認著作權濫用﹙copyright misuse﹚抗辯之適用74，但是「散布權耗盡」

原則仍是保護商品零售商，批發商和消費者對抗著作權侵權責任的最佳防禦抗

辯。在當今全球化和網路購物盛行的情況下，如果因為這種商品標籤或包裝之著

作權侵害的威脅，致使公司不能輸入和轉售依美國著作權法於國外合法製作和銷

售的商品，而消費者不能轉移其財產的所有權，對商務自由會產生重大影響。在

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美國最高法院認為「依據美國著作權法合法

製作」沒有地域限制75。因此「散布權耗盡」原則適用於在世界任何地方合法製

作和銷售的著作重製物，只要其製作符合美國著作權法的要求。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的判決實際上實現「國際耗盡」原則，開放真品平行輸入。

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的判決基本上擾亂了美國著作權人區隔

國內、外市場進行價格歧視的策略，破壞權利人區域化和極大化著作權經濟價值

的國際商業模式。長期以來，圖書出版商、電影、唱片以及軟體公司根據第106

條（3）項散布權和第602條（a）項輸入權之規定，執行其商業行銷策略，設置

不同的價格機制，採用不同的經銷商，並於不同時期在不同國家發行著作。美國

最高法院在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的判決採取「國際耗盡」立場，

將導致各種著作在美國與發展中國家售出之價格差異難以為繼。

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判決闡明，第109條（a）項的「散布權

耗盡」原則只適用於合法首次銷售的著作重製物，而不適用於授權使用的著作重

製物。因此「散布權耗盡」原則不適用於授權使用的軟體或數位內容76。此一判

74 Omega S.A. v. Costco Wholesale Corp., 2011 U.S. Dist. LEXIS 155893.
75 Supra note 5, at 1371.
76 Id. at 1369-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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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UsedSoft GmbH v. Oracle International Corp., available at http://curia.europa.eu/juris/celex.jsf?celex=

62011CJ0128&lang1=en&type=NOT&ancre=（最後點閱時間：2014年 3月 5日）。
78 Stephen G. Charkoudian, Joel E. Lehrer, Achal Oza, EU Court of Justice Rules First Sale Doctrine 

Applies to Software Downloads, July 11,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goodwinprocter.com/

Publications/Newsletters/IP-Alert/2012/0711_EU-Court-of-Justice-Rules-First-Sale-Doctrine-Applies-

to-Software-Downloads.aspx?article=1（最後點閱時間：2014年 3月 5日）。
79 Trans Pacifi c Partnership Agreement, available at https://www.eff.org/issues/tpp（最後點閱時間：

2014年 3月 5日）。

決將迫使國際出版商和製造商從出售著作重製物的模式改採授權使用的模式，以

扭轉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判決所造成的不利情勢。這種授權使用

的商業模式已相當普遍，今天很多消費者下載電子書，其實是授權使用電子書而

不是出售實體的電子書。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的判決可能迫使著

作出版商擴展授權使用模式，甚至以數位方式散布著作，如下載軟體，音樂和影

片內容。

惟值得注意的是，歐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最近針

對著作權人以相當之對價無限期授權使用電腦軟體，包括授權使用者下載之軟

體，裁定著作權人是銷售電腦軟體，而非是授權使用77。因此在歐盟，著作權人

以相當之對價無限期授權使用電腦軟體被視為是銷售電腦軟體，電腦軟體之散布

權因銷售而耗盡，著作權人不能反對後續之轉售78。這些國外合法製作並授權在

歐盟下載之軟體，在歐盟法律下視為銷售的電腦軟體若輸入美國，根據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的判決似有「散布權耗盡」原則之適用。

美國目前正在與11個國家談判一個自由貿易協定，稱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

議（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A）。美國貿易代表提議制定禁止

真品平行輸入的規定79。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是否將繼續推動與美國最高法院在

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判決相悖的規定，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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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我國著作權法輸入權與散布權之相關規定與實務
案例

在我國，雖然視為侵權之擬制方式「禁止真品平行輸入」形成如同實質上賦

予「輸入權」的規定，但可確定的是，著作權人限制真品平行輸入的權利是與著

作權人享有的專有權利有所區別。在這方面，伯恩公約或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

權協定皆不要求會員國必須限制平行輸入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而是開放任由各

國立法決定，因此我國可自由決定禁止或允許真品平行輸入。惟我國受到美國的

影響，在著作權法中設有禁止真品平行輸入之規定。

一、輸入權

我國立法者基於加強保護著作權人及製版權人權益之目的，於民國82年制定

現行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4款禁止真品平行輸入規定，以擬制立法體例，將未

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輸入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之行為，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

權。但慮及此款規定或將對文教利用、資訊取得造成負面影響，為兼顧加強保護

著作權人及減少對文教利用之影響，以達著作權法第1條明定之立法宗旨，旋即

另定第87條之1禁止真品平行輸入之除外規定。

依著作權法主管機關經濟部智慧財局歷來函釋，第8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主要

適用「著作權商品」（例如音樂CD、視聽DVD、書籍、電腦程式等）之輸入行

為；反面言之，即是如輸入之商品雖含有著作（例如床單、被套可能含有美術或

圖形著作），但此著作並非該商品之主要用途者，則此等商品並非著作權商品，

不受第8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限制80。

我國著作權法第87條之1第1項明定適用除外規定的情形，其中與網路賣家

輸入著作重製物加以轉售行為高度相關的是第3款「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利

用」或「屬入境人員行李之一部分」規定以及第5款「附含於貨物之著作重製」

規定﹙原為第4款而民國103年1月22日修正公布時移列同條項第5款﹚。需注意的

是第3款受到「一定數量」之限制，依據同條第2項規定之授權，內政部著作權委

80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 99年 07月 30日電子郵件 990730b號解釋函、民國 92年 11月 18日

電子郵件 921118號解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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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智著字第 09800085650號解釋函。
8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智著字第 0930004058-0號解釋函。
8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 93年 03月 16日電子郵件 930316號解釋函。
84 著作權法第 87條之 1第 1項第 4 款原為「附含於貨物之著作重製」之除外規定，但因民國 103

年 1月 22日修正公布新增第 4款「專供感知障礙者學習」之除外規定，所以移列同條項第 5款。

員會以台（82）內著字第8284870號公告「著作權法第八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

款及第三款之一定數量」之規定，限制適用第87條之1第1項第3款者須符合「每

次每一著作以一份為限」之要件。

主管機關曾表示「所謂『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利用』，只要輸入人初始

係基於『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利用』之主觀意思而輸入即為已足，不以永遠

以之做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利用』為必要。易言之，此等標的物只要在輸

入之時點係基於『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利用』之主觀意思而輸入，其在法律

上之評價即為『合法重製物』81。」；但是如果行為人以變換輸入人名義、化整

為零、多次輸入等，表面上雖符合著作權法第87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但實質

上已超越該條款容許輸入之範圍時，依主管機關之見解仍屬違反輸入權規定82。

主管機關也曾函釋網路郵購教科書是否侵害輸入權之疑義，說明「因利用

網際網路上網訂購進而寄送至我國領域者，亦屬上述之『輸入行為』，著作權

法規定，必需是『以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利用』，且『每次每一著作以一份為

限』，此種輸入行為始為著作權法所容許，因此，個別消費者合於上述二項要件

之購買行為，即為合法之行為，不發生侵權之問題，至於，數人使用同一份訂單

購買教科書，只要其實質結果確實為『以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利用』，且『每

次每一著作以一份為限』，似應仍為著作權法所容許。為利於呈現輸入人確實符

合上述規定，建議於訂單及郵寄包裹上顯示全體購買者姓名或總人數之記載83。」

司法實務關於第5款「附含於貨物之著作重製」規定之解釋﹙原為第4款而

民國103年1月22日修正公布時移列同條項第5款﹚84，智慧財產法院於判決中表示

「本院參諸系爭商品雖有系爭著作，惟除去系爭著作後，系爭商品亦可為獨立交

易之貨物主體，其未喪失其交易價值，並非僅為著作之媒介物者。職是，系爭著

作為附含於系爭商品之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並隨同系爭商品之合法輸入而進入

臺灣地區，其符合著作權法第87條之1第1項第4 款之免責規定，排除同法第87條

第1項第4款規定之適用。⋯⋯然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附含於貨物，該貨物究竟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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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智慧財產法院 101年度民著上字第 7號民事判決，「系爭商品為一般皮件、茶杯、吊環、筆記

本、護套或服飾等貨物，雖因附含系爭著作，致價格較其他相同或類似商品為高，然相關消費

者仍為該等商品之正常使用，不因有無系爭著作而有差別，系爭商品應符合著作權第 87條之 1

第 1項第 4款之免責事由。因本件主要爭點厥在探討系爭商品以真品平行輸入方式輸入，是否

符合著作權第 87條第 1項第 4款之規定，其與上訴人所提美國法之分離特性與獨立存在原則

之案例事實，兩者無關，故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即無可採。被上訴人雖將系爭商品以真品平行

方式輸入我國，並加以販售，惟符合著作權法第 87條之 1第 1項第 4款之免責事由，即附含於

貨物之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隨同貨物之合法輸入而輸入之規定，不適用著作權法第 87條第 1

項第 4款規定，自無從視為侵害系爭著作。」
86 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6年度上易字第 1063號判決。

為媒介物，或為一獨立貨物主體，應依著作權法之立法目的，並參考社會一般通

念判斷。系爭著作固可增加系爭商品之價值，強化相關消費者購買意願，甚者有

部分相關消費者購買目的，在於蒐集收藏附含系爭著作之商品。惟與購買單純表

現著作內涵之著作重製物相較，兩者容有差異。申言之，依社會一般通念，相關

消費者購買通常價格附含美術著作之皮件、茶杯、吊環、筆記本、護套或服飾，

通常係作為皮件、茶杯、吊環、護套、筆記本或服飾之正常使用，並非僅為單純

欣賞美術著作，故除去商品表面之著作，商品價值雖可能減低，相關消費者依據

系爭商品之主要用途或功能，亦會購買，而其商品價格相對較為低廉。反觀音樂

CD、視聽DVD、書籍、畫冊、電腦程式等單純表現著作內涵之著作重製物，藉

由光碟或紙張作為閱覽音樂、視聽、語文、美術、電腦程式著作之媒介，其上著

作可視為貨物之主要部分85。」

台灣高等法院也曾作出判決表示「消費者購買本案潤喉糖產品，其主要目的

在於食用該潤喉糖產品，非為購買該鐵盒外包裝之圖案。告訴代理人爭執之含有

圖形著作之鐵盒外包裝，其作用僅在於表彰商品來源、內容及盛裝潤喉糖與防止

受潮，增加美觀或使用上之功能，消費者或許可能因本案潤喉糖之鐵盒外包裝

而增加購買意願，但此情形非可與購買單純表現著作內涵之著作重製物比擬。

本案潤喉糖除去該外包裝圖案後，仍不失為獨立之貨物主體得為交易標的，應

認本案潤喉糖之鐵盒外包裝上之圖形著作，乃附含於貨物之著作原件或其重製

物，被告既未違法加工重製，則依上開著作權法第87條之1第4款規定，不適用

同法第87條，即被告之輸入行為，不視為侵害著作權，該等鐵盒外包裝即為合

法重製物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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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最高法院 101年台上字第 6164號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101年刑智上訴字第 47號刑事判決。
88 智慧財產法院 99年民著上易字第 6號民事判決。
89 智慧財產法院 99年刑智上易字第 80號刑事判決。

二、散布權

基於順應國際潮流、符合諸多國際著作權條約之規定與完善著作權保護等

目的，我國著作權法於民國92年增訂第28條之1散布權規定。同樣為了調和著作

權人之散布權與著作重製物所有人之物權，我國著作權法也配合訂定第59條之1

「散布權耗盡」原則之規定：「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取得著作原件或其合法重

製物所有權之人，得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之。」所以在我國管轄區域內取得

著作原件或其合法重製物所有權之人，得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之，並不需要

再徵得著作權人的同意。

惟「散布權耗盡」原則在學說上有「國際耗盡」、「國內耗盡」和「區域耗

盡」等區分，我國法院認為著作權法第59條之1是採「國內耗盡」原則，也就是

說在國內合法取得著作原件或重製物的所有權人，可主張著作權人之散布權已經

耗盡，故其銷售或散布予眾並不構成散布權的侵害87。反面解釋，若無法取得著

作原件或重製物的所有權，即不得主張權利耗盡88。雖然如何認定著作、著作原

件、合法著作重製物，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而何謂所有人，涉及所有權歸屬

之判斷，因著作權法未加以規定，即應適用民法物權編相關規定89。

主管機關有感於國際貿易興盛，國外旅行之盛行及網際網路之發達，由境

外輸入物品至國內情況日漸增多，加上網路拍賣、銷售成為物品交易、買賣的管

道，所以於96年12月06日發布「有關著作權法第87條之1第1項第3款與散布權法

律效果之說明」針對輸入之合法重製物置於網路販售時之法律效果予以解釋。主

管機關於說明中表示，「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利用」或「屬入境人員行李之

一部分」，而「輸入著作重製物且每種均為一份」時，該輸入之著作重製物即被

認為不違反第87條第1項第4款規定，該輸入之原件或重製物係屬合法之著作重製

物，接而分開討論前述兩種輸入情形與散布權之關係。

其一，「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利用」且每種著作重製物為一份時，主管

機關表示此等合法重製物之所有人於事後變更意思予以販售是行使物權，且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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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將自己擁有的一份合法重製物轉讓給某一特定之人，不生散布公眾之效果。即

便此等箸作物雖非第59條之1所規定「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取得」，仍得於輸

入後予以出租或出售，並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問題。再者該著作原件或合法重製

物經出售予第三人者，則該第三人仍為合法重製物所有權之人，而得依第59條之

1或第60條規定再行出售或出租，亦不會構成著作權侵害。

其二，「屬入境人員行李之一部分」且每種著作重製物為一份時，依照主管

機關84年9月13日台(84)內著會發字第8417389號之解釋，明白指出符合前述情形

輸入之著作重製物是合法重製物，輸入後行李之所有人基於該標的物所有權之予

以處分，加以販售或出租，與前述情況一樣不生散布於公眾之效果，未構成著作

權侵害。

在司法實務上，法院亦尊重主管機關之見解，像是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6

年度上易字第1063號判決「被告所販售之本案潤喉糖，其鐵盒外包裝雖附含有圖

形著作，然依著作權法第87條之1 第4 款規定，被告所輸入者屬合法重製物，被

告加以販售而散布之行為，即不構成著作權法第91條之1 第1 項之罪。」綜括上

述，本文將我國與美國著作權法所涉之權利規定，略整分類如下對照表：

美國 我國

散
布
權

美國著作權法第106條（3）項之
散布權授予著作權人享有對公眾
以出售、贈與、出租、出借或其
它移轉物權之方式散布著作原件
或其重製物的專有權利，但受限
於第107條至122條的限制規定。

著作權法第28條之1第1項規定：「著作人除本
法另有規定外，專有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
布其著作之權利。」

輸
入
權

美國著作權法第602條（a）項
（1）規定：「未經著作權人之
授權，將於美國境外取得之著作
原件或其重製物輸入美國，屬於
侵害第106條（3）項著作權人專
屬散布權之 為，得依第501 條之
規定提起訴訟。」

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4款規定，未經著作財
產權人同意而輸入原件或其國  外合法重製物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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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我國

「
散
布
權
耗
盡
」
原
則

美國著作權法第109條（a）項
規定：「儘管著作權法第106條
（3）項賦予著作權人享有以銷
售或其他移轉物權的方式散布其
依著作權法合法製作之著作重製
物的專有權利，但依據著作權法
合法製作之著作重製物的物權所
有人或物權所有人的授權人，得
以在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下，將其
持有之特定著作重製物銷售或以
任何方式處分。」

著作權法第59條之1規定：「在中華民國管轄
區域內取得著作原件或其合法重製物所有權之
人，得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之。」

輸
入
權
除
外
規
定

美國著作權法第602條（a）項
（3） 

（A）為供中央或地方機關之利
用而輸入，但為供學校 用而輸
入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或基於
保存資料以外之目的而輸入視聽
著作或其重製物者，不在此限；
（B）為供個人非散布之利用，
輸入或出口，每人每次每一著作
以一份為限，或屬於入出境人
員行李之一部分；或（C）由或
為供非營利之學術、教育或宗教
機構保存資料之目的而輸入著作
原件或其重製物，視聽著作以一
份著作重製物為限，以及基於圖
書 出借或保存資料之目的，以
五份著作重製物為限。但前述輸
入行為，屬於由前述機構違反第
108條（g）項（2）款之規定，
從事系統性重製或散布活動之一
部分者， 適用之。

著作權法第87條之1第1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第87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不適用之：
一、 為供中央或地方機關之利用而輸入。但為
供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之利用而輸入或非
以保存資料之目的而輸入視聽著作原件或
其重製物者，不在此限。

二、 為供非營利之學術、教育或宗教機構保存
資料之目的而輸入視聽著作原件或一定數
量90重製物，或為其圖書館借閱或保存資料
之目的而輸入視聽著作以外之其他著作原
件或一定數量91重製物，並應依第四十八條
規定利用之。

三、 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利用或屬入境人
員行李之一部分而輸入著作原件或一定數
量92重製物者。

四、 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非營利機構或團
體、依法立案之各級學校，為專供視覺障
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
知著作有困難之障礙者使用之目的，得輸
入以翻譯、點字、錄音、數位轉換、口述
影像、附加手語或其他方式重製之著作重
製物，並應依第五十三條規定利用之。

五、 附含於貨物、機器或設備之著作原件或其
重製物，隨同貨物、機器或設備之合法輸
入而輸入者，該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於使
用或操作貨物、機器或設備時不得重製。

六、 附屬於貨物、機器或設備之說明書或操作
手冊隨同貨物、機器或設備之合法輸入而
輸入者。但以說明書或操作手冊為主要輸
入者，不在此限。

90 為供非營利之學術、教育或宗教機構保存資料之目的而輸入視聽著作重製物者，以一份為限。
91 為供非營利之學術、教育或宗教機構之圖書館借閱或保存資料之目的而輸入視聽著作以外之其

他著作重製物者，以五份以下為限。
92 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利用而輸入著作重製物者，每次每一著作以一份為限。
 屬入境人員行李之一部分而輸入著作重製物者，每次每一著作以一份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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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在我國著作
權法上之評價

綜上法院與主管機關之函釋見解可歸納出幾點結論：第一，著作權法第87條

第1項第4款禁止真品平行輸入規定之適用對象是「著作權商品」。所謂「著作權

商品」是指著作乃是商品主要功能之所在。第二，適用「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

之利用」或「屬入境人員行李之一部分」規定輸入著作重製物之情形，每次每一

著作以一份為限；合於此一情形之著作重製物是合法著作重製物。第三，此類合

法著作重製物之所有人行使物權，出售或出租所有物之行為不構成散布權或出租

權侵害。

在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美國最高法院以六比三裁決「散布

權耗盡」原則亦適用於國外合法製作和銷售的著作重製物。在我國，「散布權耗

盡」原則只適用於我國境內合法取得之著作。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

案事實若發生在我國，Kirtsaeng輸入國外合法製作和首次銷售的著作重製物，以

及其後續在網路上轉售著作重製物的行為應在我國著作權法上獲得何種評價？教

科書乃是「著作權商品」（例如影音光碟、書籍、電腦程式等），屬於著作權

法第87條第1項第4款之規範客體。Kirtsaeng未經授權輸入教科書，適用著作權法

第87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Kirtsaeng輸入教科書，不是「為供非營利之學術、教

育或宗教機構保存資料之目的而輸入」，也不是「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利

用」或「屬入境人員行李之一部分」，且第3款受到「一定數量」之限制，須符

合「每次每一著作以一份為限」之要件。Kirtsaeng輸入教科書之數量達600本，不

符合我國著作權法第87條之1第1項第3款情形。Kirtsaeng輸入教科書亦不是「附含

於貨物之著作重製」，不符合我國著作權法第87條之1第1項第5款情形。此外，

Kirtsaeng輸入教科書之目的即是散布於眾，藉由轉售價差獲利，且輸入之教科書

數量龐大。依我國著作權法第28條之1的規定，散布權是著作權人專有權利。未

經授權而散布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者，除有著作權法第59條之1（散布權耗盡原

則）規定之適用外，屬於侵害著作權，應依著作權法第91條之1論斷而需承擔刑

事責任。系爭教科書非屬於經合法輸入之著作重製物，Kirtsaeng未經授權輸入國

外合法製作和首次銷售的著作重製物，以及其後續在網路上轉售著作重製物的行

為，在我國構成輸入權與散布權之侵害。



72 103.04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4

論述
從美國最高法院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
探討美國真品平行輸入著作權侵害爭議之新動向

四、正視現況，重新檢討

自完善保護著作權人權益之觀點而言，制定禁止真品平行輸入之規定，讓

著作權人得以對抗未經授權輸入之灰色市場商品，有其正當性。惟各方利害關

係人對於立法禁止真品平行輸入的利弊得失，始終未有定論。首先，贊成立法

禁止真品平行輸入的學者認為，禁止真品平行輸入能提供著作權人更周全的保

護。平行輸入之著作重製物的品質可能與國內生產之著作重製物的品質不同，

而可能減損經銷商辛苦建立的商譽93。禁止真品平行輸入能減少輸入商搭著作權

人或專屬授權經銷商促銷活動的便車94。反對立法禁止真品平行輸入的學者則認

為，禁止真品平行輸入讓著作權人取得市場區隔之權利，著作權人在沒有銷售

競爭下，於不同國家對同一商品差別取價，開放真品平行輸入可阻止此一國際

價格歧視95。此外，開放真品平行輸入可促進品牌內價格競爭，有助於降低商品

價格96。其次，開放真品平行輸入能增加輸入之商品種類和加快供貨速度，提供

民眾更多樣化的商品選擇97。

在我國，「散布權耗盡」原則只適用於我國境內合法取得之著作原件或其

合法重製物。我國對「散布權耗盡」原則採取「地域限制」解釋，將排除「散布

權耗盡」原則在眾多商品之適用，對消費者和轉售市場影響深遠。如果物主不知

道其持有之著作原件或其合法重製物是否於我國境內合法取得而予以轉售，將涉

有著作權侵權責任。此外，對「散布權耗盡」原則採取「地域限制」解釋的潛在

影響，遠超出傳統的著作權商品，如書籍﹙教科書﹚、影音光碟、繪畫、素描，

和雕塑，甚至擴及至任何附有受著作權保護之電腦程式的商品，如汽車、微波

爐、手機、平板電腦和個人電腦，甚至也將影響附有受著作權保護之圖形著作和

美術著作的一般商品包裝和標籤。還有，提供網路交易﹙首次銷售或轉售﹚平台

93 Australian Copyright Council, Submission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Review Committee 

on Effects on Competition of Australi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17 December 1999)，參閱網址

http://www.copyright.org.au/news-and-policy/#submissions（最後瀏覽日 2014年 3月 20日）。
94 章忠信，【水貨與平行輸入】，參閱網址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

php?board=9&act=read&id=19（最後點閱時間：2014年 3月 20日）。
95 Parallel imports &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straints , available at http://www.accc.gov.au/system/fi les/

Parallel%20imports%20%26%20intellectual%20property%20restraints.pdf（最後點閱時間：2014

年 3月 20日）。
96 Id.
9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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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路服務提供者，例如YAHOO購物中心、PChome Online網路家庭、博客來、

ebay、亞馬遜網路書店，也可能因託管在其網站上的侵權銷售，而涉有侵權責

任。而且，有鑑於我國著作權法第28條之1的散布權不僅涵蓋銷售，我國對「散

布權耗盡」原則採取「地域限制」解釋所造成的後果是不以營利性銷售為限。因

此，侵權責任將擴及至出租、出借、贈與，或以其他方式處置合法購買的受著作

權保護的著作重製物。

我國著作權法制定「禁止真品平行輸入」之規定受到美國的影響甚鉅。鑑

於美國法院早期是採取「國內耗盡」的立場，因此我國法界普遍認為美國著作權

法和我國著作權法對於「散布權耗盡」原則之權利耗盡的解釋，是採取「國內耗

盡」的立場。惟美國最高法院在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解釋散布權、

輸入權之規定與「散布權耗盡」原則時，摒棄「國內耗盡」的立場而改採「國際

耗盡」的立場，那麼該思考的是我國著作權法應如何面對此番轉變。雖然民國

103年1月22日修正公布著作權法並修訂第87條第1項第4款為「四、未經著作財產

權人同意而輸入原件或其國外合法重製物者」，適用範圍限定為輸入國外之合法

重製物，但未參考美國最高法院在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之見解，

仍保持採取「國內耗盡」的立場，僅是解決條文文義解釋紛歧。有鑑於我國在文

教利用和資訊取得上對於輸入著作重製物有強烈需求，且考量現今運輸技術精進

和網路購物盛行的環境背景因素，消費大眾可從更多商品選擇和價格競爭中受

益，我國若仍堅守「國內耗盡」的立場，恐使「禁止真品平行輸入」之規定淪為

著作權人排除競爭對手和限制競爭的工具，從而阻礙民眾消費而不利於國家經濟

之長遠發展，本文因此建議我國應利用此一契機，順應時勢變遷而對我國著作權

法「禁止真品平行輸入」規定重新省思，重新界定著作權人有限壟斷的範圍，開

放真品平行輸入，交由市場供需機制決定商品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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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美國最高法院在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的判決，解決了2010年

美國最高法院在Costco v. Omega案懸而未決的問題。但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是否

真正結束著作權人與消費者對於灰色市場商品的戰鬥，仍有變數，因為出版商和

其他著作權人若欲取得永久控制國外製作和銷售之著作重製物的權利，仍可能要

求美國國會立法限制「散布權耗盡」原則之適用範圍以美國境內合法製作和銷售

的著作重製物為限。即使美國國會支持美國最高法院對開放真品平行輸入的明智

決策，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國際出版商和製造商可從出售著作重製物的

模式改為授權使用的模式，實質上架空著作權法「散布權耗盡」原則之適用，以

扭轉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判決所造成的不利情勢。總之，雖然美

國最高法院在Kirtsaeng v. John Wiley & Sons, Inc.案對於國外取得之合法製作和銷

售的著作重製物是否會「耗盡」國內著作權人之專屬散布權，表態採取「國際耗

盡」立場，從而對「散布權耗盡」原則排除地域限制，可是美國最高法院的此項

見解能否為美國國會接受並予以肯定支持而定調，仍有待觀察，因為尚須靜候此

一判決於著作授權和進出口市場所造成的漣漪效應何時趨於平靜，才能準確觀測

出美國國會之動向，和看出這場「散布權耗盡」戰役之實質勝利者究竟是著作權

人，還是著作重製物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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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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有許多非法視聽網站提供連續劇及電影供網友欣賞，網友在網路上觀賞

未經合法授權的影片，是否會有違反著作權法的問題呢？  

答：一、 非法視聽網站提供影片供網友線上觀賞，已構成對著作利用的重製與公

開傳輸等行為，必須徵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始得為之。如未取

得同意或授權，該網站之經營者須負相關之民、刑事責任。至於網友單

純觀賞影片，如未再將影片以下載、公開傳輸方式傳輸（例如使用P2P

軟體等），依著作權法第22條第3項與第4項規定，係屬技術操作過程中

必要之過渡性、附帶性而不具獨立經濟意義之暫時性重製，不涉及侵害

重製權之問題。

　　二、 雖然網友於非法視聽網站單純觀賞未經合法授權之影片，並不涉及侵害

重製權問題，但為尊重智慧財產權，若發現有未經合法授權利用著作之

網站或其他情事，可向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刑事警察大隊檢

舉，檢舉專線為0800-016-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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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

問：商標註冊申請案可否主張部分優先權？  

答： 可以。單一類別申請案，請區分有優先權日及無優先權日指定使用的商品／

服務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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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申請國，並請區分指定使用的商品／服務名稱有優先權日及無優先權日

者。有主張部分優先權日的商品／服務，其申請日依各別主張的優先權日為

準，未主張優先權日的商品／服務，則以提出備具申請人、商標圖樣及指定

商品／服務申請書之日為其申請日。

問：商標註冊申請書及其相關文件提出後，得否變更申請書中所記載的資料？ 

答： 「商標圖樣」及「指定使用之商品／服務」，於申請後即不得變更，惟與商

標權範圍變動無涉的申請事項，如申請人的地址或其代表人等資訊若有異

動，皆可隨時於申請審查中來文補正以更新資料。但申請人名稱、代理人或

其印章若有變更者，應按每ㄧ商標各別申請，相同申請人有二以上商標，其

變更事項相同者，則得檢附相關書件於ㄧ變更申請案同時申請變更（商標法

第23、24條；商標法施行細則第2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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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向KIPO提出的發明專利申請案超過200,000件

根據韓國智慧財產局（KIPO）公布的初步統計，2013年的發明專利申請

件數為204,589件，在1949年的發明專利申請件數約只有200件、1980年快速成

長至5,000件，而2000年已達10,000件。在過去13年裡，申請件數已超過200,000

件，足足成長了一倍之多。

KIPO在2009年的財務危機，使得該年的申請案件量減少了4.2%，不過在

2010年卻又增加了4.0%，自此以後便一直維持增長的趨勢。2013年則較前一年

成長了8.3%。

國外申請案共有44,611件，占申請案件總數的21.8%，其中以日本的16,297

件為最多，成長率為1.8%。其次依序為美國的12,987件，成長14.5%；德國的

4,419件，成長19.6%；法國的1,949件，成長7.5%；瑞士的1,330件，成長22.7%

以及中國大陸的1,145件，成長16.6%。

在2013年由女性所提出申請的案件數達到5,458件，較前一年成長了

16.9%，相較於近五年5.9%的平均成長率，成長相當顯著，這要歸功於女性發

明人積極努力的將創意轉化為智慧財產權。

2013年KIPO所收到與智財權相關的申請案，包括發明專利、新型、設計及

商標等，累計達430,164件，成長了8.4%。商標申請案有147,667件，較前一年

成長11.4%，是所有智財權申請案中成長率最高的。

2013年發明專利的核准件數達到127,330件，較前一年成長12.2%。而所有

智財權，含發明專利、新型、設計及商標的核准件數共有280,689件，較2012年

成長了15.1%。其中以商標核准量最多，達到28.5%。



78 103.04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4

智慧財產權資訊

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在發明專利及新型領域申請量最多，

共有7,698件，連續第二年居於首位。其次依序為樂金化學（LG Chem）、樂金

電子（LG Electronics）、現代汽車公司（Hyundai Motor Company）以及三星

顯示器（Samsung Display）。而在核准量方面則由樂金電子以2,882件居首，其

次依序為樂金顯示器（LG Display）、三星電子、現代汽車公司以及浦項鋼鐵

（POSCO）。

韓國專利局

http://www.kipo.go.kr/kpo/user.tdf?a=user.english.main.BoardApp&c=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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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

● 智慧局AEP 2月份統計資料簡表

　 表一：103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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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02月 15 3 12 1 31 15 1 0 0 16 47

總計 22 5 19 7 53 44 3 0 0 47 100

*註：包含2件不適格（事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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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5 19 7 53

巴拿馬（PA） 1 0 0 0 1

日本（JP） 21 0 0 0 21

加拿大（CA） 1 0 0 0 1

西班牙（ES） 1 0 0 0 1

韓國（KR） 3 0 0 0 3

美國（US） 10 1 0 0 11

英國（GB） 1 0 0 0 1

奧地利（AT） 1 0 0 0 1

新加坡（SG） 1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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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8 19 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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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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底 73.7

事由2 至103年2月底 79.1

事由3 至103年2月底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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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主張之對應案國別統計（103年1-2月）

國別 事由1 事由2 總計 百分比

美國（US） 40 8 48 60.76%

日本（JP） 14 0 14 17.72%

中國大陸（CN） 4 0 4 5.06%

澳洲（AU） 3 0 3 3.80%

韓國（KR） 3 0 3 3.80%

歐洲專利局（EP） 2 0 2 2.53%

紐西蘭（NZ） 1 0 1 1.27%

新加坡（SG） 1 0 1 1.27%

德國（DE） 1 0 1 1.27%

加拿大（CA） 1 0 1 1.27%

英國（GB） 1 0 1 1.27%

總計 71 8 79 100.00%

註：其中有4件加速審查申請引用複數對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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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

●　 查扣進口侵害專利權物即將啟動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邀集相關機關團體開會協商「海關查扣侵害專利權物

實施辦法草案」，已獲各界共識，預定於3月中下旬正式啟動專利邊境保

護措施。

 立法院今年1月通過專利法修正條文，專利權人對進口物品，如認為有侵害

其專利權之虞，就可以向海關申請查扣進口物，但必須提供相當擔保金。研

商會議結論重點如下： 

一、 申請查扣應備權利證明文件，其中新型專利權應檢附新型專利技術報

告，最重要的必須檢附侵權分析報告及提供例如：進口人、統一編號、

報單號碼、貨名、型號、規格、可能進口日期、運輸工具等資料，以足

供海關辨認查扣標的物。

二、 申請人應提供相當於海關核估進口物完稅價格之保證金作為擔保，並應

於查扣後12天之內提起侵權訴訟，而被查扣人可以提供2倍的保證金，

經海關取具代表性貨樣後，予以放行。

三、 海關在實施查扣前，得通知申請人予以協助，查扣後，雙方當事人也可

以向海關申請檢視查扣物，但不能有損害查扣物機密資料的保護。

四、 當事人申請返還保證金應檢附確定勝訴判決書或達成和解書等文件

影本。

經濟部將於近日報請行政院核定施行日期，海關同步正式受理申請。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511792&ctNode=712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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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告修正「發明創作獎助辦法」部分條文

發布日期：103年02月14日

經濟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經授智字第10320030270號

主　　旨：預告修正「發明創作獎助辦法」部分條文。

依　　據：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經濟部。

二、修正依據：專利法第一百四十四條。

三、 發明創作獎助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智慧財產

局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tipo.gov.tw），「公告資訊／佈告

欄」網頁。

四、 對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七日

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法務室。

（二）地址：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2段185號3樓。

（三）電話：(02)2376-6085。

（四）傳真：(02)2735-1946。

（五）電子郵件：anewone00563@tipo.gov.tw。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508378&ctNode=712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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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專利申請 鴻海及蘋果雙獲冠軍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公布102年專利申請及公告發證統計排名，本國法人係由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3,086件申請案及2,167件獲准案再度奪冠，連

續第12年稱王，且該公司發明專利申請2,756件，已連續多年大幅領先其他法

人。外國法人部分則重新洗牌，由蘋果股份有限公司以581件申請案及高通

公司的597件獲准案分別奪冠。

　 　 本國人專利申請，鴻海近3年連續下降　

 智慧局102年受理本國人專利申請件數共50,714件，是自金融海嘯以來，首

度衰退，較前1年減少3.43%。多年占據我國專利申請件數首位的鴻海精密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近年因布局策略改變，使專利申請件數在近3年連續下

降，102年專利申請（3,086件）較前1年減少8.35%。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598件）近3年申請件數逐年增加，首度擠下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榮登

亞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584件）申請件數大幅減少27.00%，落居

季軍。專利獲准的第二、三名則分別是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931件）

及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822件）。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

份有限公司申請件數433件，較前1年大幅成長106.19%。

　 　 外國人申請前3大表現優異   

 外國人專利申請件數方面，102年共32,497件，較前1年略減0.19%，但申請前

三大法人表現突出。其中，蘋果股份有限公司（581件）連跳七級，一躍成

為冠軍﹔而南韓企業異軍突起，三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458件）與三星顯

示器有限公司（425件）一舉拿下第二、三名，該前三大法人專利申請件數

均較前1年大幅成長（70.82%~144.92%），在我國積極布局的意圖明顯。專

利獲准的第一名為高通公司（597件），第二、三名則各為新力股份有限公

司（471件）及東京威力科創股份有限公司（36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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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明」專利申請亦由外國法人領先

 由產業的競爭性觀察，在面板部分，南韓的三星顯示器有限公司102年

年度

面板 行動裝置

南韓三星顯示器
有限公司

友達光電股份有
限公司

蘋果股份有限
公司

宏達國際電子股
份有限公司

101 239 414 273 232

102 425 342 410 225

積極向我國提出發明專利申請（425件），居外國人首位（較前1年成長

77.82%），我國面板大廠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件數則為342件。在

行動裝置部分，蘋果股份有限公司（410件）居外國人第2位（較前1年成長

50.18%），我國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件數則為225件。

　 　 學研界專利申請表現衰退

 在研究機構方面，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長年以豐沛的研發能量高居首

位，卻在102年（584件）申請案件大幅下降27.00%，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

發展中心（127件）及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90件）分居第二、三名。

大專校院計30所躋身百大，其中，遠東科技大學以346件申請案高居本國法

人申請排行第8名，同時為大專校院申請件數的第1名，其申請類型多集中

於新型專利（316件），排名第2的南臺科技大學，計有255件申請案，以發

明專利居多，二所大學申請件數則分別下降28.51%及4.85%。此外，國立臺

灣大學則是發明專利申請數量（159件）最多的學校，但數量較前一年減少

3.64%。

 觀察102年本國專利百大排名，大專校院計30所，研究機構計6個，企業約占

三分之二，並以大型企業占 大部分。百大申請件數較前1年減少2.83%，其

中，大型企業申請件數（10,961件）較前1年衰退2.38%，發明專利（8,902

件）則下降3.58%。整體而言，應與近年我國產業面臨轉型，及我國企業於

海外布局改變有關。相關資料可於下列網址查詢

http://www.tipo.gov.tw/lp.asp?CtNode=6722&CtUnit=3232&BaseDSD=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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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台北服務處
103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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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二）09:30─11:30 專利 祁明輝

4/02（三）09:30─11:30 專利 白大尹

4/03（四）09:30─11:30 專利 甘克迪

4/07（一）09:30─11:30 商標 徐雅蘭

4/07（一）14:30─16:30 專利 陳逸南

4/08（二）09:30─11:30 專利 金烽琦

4/08（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林金東

4/09（三）09:30─11:30 專利 陳昭誠

4/10（四）09:30─11:30 專利 丁國隆

4/11（五）09:30─11:30 專利 陳晃顥

4/14（一）09:30─11:30 商標 羅逸梅

4/15（二）09:30─11:30 專利 林存仁

4/15（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鄭振田

4/16（三）14:30─16:30 專利 陳翠華

4/17（四）09:30─11:30 專利 宿希成

4/18（五）09:30─11:30 專利、商標 鄭憲存

4/21（一）09:30─11:30 商標 高尹文

4/22（二）09:30─11:30 專利 卞宏邦

4/23（三）09:30─11:30 專利 閻啟泰

4/24（四）09:30─11:30 專利 王明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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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五）09:30─11:30 專利 彭秀霞

4/25（五）14:30─16:30 專利 陳群顯

4/28（一）09:30─11:30 商標 許議文

4/29（二）09:30─11:30 專利 王彥評

4/30（三）14:30─16:30 專利 張仲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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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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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8（二）14：30─16：30 商標、專利 周皇志

04/09（三）14：30─16：30 專利 朱世仁

04/10（四）14：30─16：30 商標 陳建業

04/11（五）14：30─16：30 專利 郭夔忠

04/16（三）14：30─16：30 商標 陳逸芳

04/17（四）14：30─16：30 專利 陳鶴銘

04/18（五）14：30─16：30 專利 施文銓

04/23（三）14：30─16：30 專利 吳宏亮

04/24（四）14：30─16：30 專利 趙嘉文

04/25（五）14：30─16：30 專利 趙元寧

04/28（一）14：30─16：30 專利、商標 韓瑞杰

04/29（二）14：30─16：30 商標 周于舜

04/30（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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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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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一）14：30─16：30 專利、商標 趙正雄

4/08（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陳明財

4/09（三）14：30─16：30 專利、商標 楊家復

4/10（四）14：30─16：30 專利 賴建良

4/11（五）14：30─16：30 專利、商標 李彥樑

4/14（一）14：30─16：30 專利、商標 郭同利

4/15（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李德安

4/16（三）14：30─16：30 專利、商標 楊欽堯

4/17（四）14：30─16：30 商標 劉建萬

4/18（五）14：30─16：30 專利、商標 戴世杰

4/21（一）14：30─16：30 專利、商標 李榮貴

4/22（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王增光

4/23（三）14：30─16：30 專利、商標 林進福

4/24（四）14：30─16：30 商標 喬琍琍

4/25（五）14：30─16：30 專利、商標 洪俊傑

4/28（一）14：30─16：30 專利、商標 盧宗輝

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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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5,181 3,898 5,608 2,008 508 39

合計 11,660 8,187 12,127 4,174 1,289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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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4,735 5,424 531 54 13 30 3,334

合計 10,820 12,578 1,059 122 42 63 6,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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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554

合計 4,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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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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華
相關國家之威而鋼專利訴訟
判決研析

智慧財產權月刊 183 2014.03

簡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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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財產權月刊 183 2014.03

徐銘夆
世界主要國家之設計專利的
合案申請制度介紹

智慧財產權月刊 183 2014.03

江郁仁
淺談專利民事訴訟與專利行
政爭訟之相互關係

台一專利商標雜誌 194 2014.03

葉雲卿
律師作為證人時拒絕證言權
範圍之研究─以專利侵權意
見書為討論範圍

世新法學
第七卷
第一期

2013.12

*商標

作者 文章名稱 期刊名稱 期數 出版日期

王錦寬
余彥葶

近年專利活動指標剖析 台一專利商標雜誌 194 2014.03

林承慧
從商標爭議案件探討混淆誤
認之判斷

台一專利商標雜誌 194 2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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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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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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