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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編者的話

國際間對於同一申請人將二個或二個以上設計合併於一個申請案提出申

請，其申請方式及權利解讀略有差異，有提供相關設計專利制度的國家或組

織，如歐盟的多設計併案申請以及一設計指定多產品之申請制度、美國的多實

施例併案申請與一設計指定多物品之申請制度、韓國無實體審查的多設計併案

申請制度，甚至中國大陸也在該國專利法第三次修訂時導入相似外觀設計與成

套產品的合案申請來擴大工業設計的保護範圍。由上述制度看來，透過一設計

指定多物品與多設計併案的申請制度來擴大及強化設計權儼然成為工業設計保

護的國際趨勢。有鑑於此，本刊特以「一案多設計申請制度」作為本月專題，

針對不同國家的相關法制進行深入探討。

目前國際間，為擴大創作人之保護，多數國家或組織訂有「ㄧ案多設計」

或「ㄧ案多指定物品」相關制度，而我國除成組設計外，尚未引進相關制度。

由魏鴻麟先生所為文之「探討我國設計專利開放一案多實施例申請態樣之可行

性」，文中藉由瞭解美國設計專利單一性判斷之相關法規、細則及審查基準的

解析，並以一案多實施例的前導判例及審查實務，進行其單一性判斷原則與步

驟的解析，再者以實際案例詳加說明其一案多實施例的申請態樣及判斷方式，

以便探討我國設計專利開放一案多實施例申請態樣之可行性，並給予後續修訂

相關法規與審查基準之建議，以提升擴大設計專利保護之目的，全文內容精

闢，極具參考價值。

海牙體系的國際註冊除了具備簡單的申請程序、單一貨幣付費、單一國際

註冊及公告、權利延展與集中管理之優勢外，還有一案多設計的併案申請機

制。海牙體系的國際註冊是產業創新取得國際設計保護的有效機制，是各國企

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中不可忽視的一項有效工具。由葉雪美小姐所撰寫之「淺

談海牙協定與設計專利之國際申請──兼論一案多設計與一設計指定多物品之

申請制度」，文中首先簡介海牙體系中專利之國際相關申請，接著再探討海牙

體系、歐盟、美國、中國大陸與韓國等的指定多物品與併案申請制度及相關法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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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律規定。最後針對各國併案申請制度與指定多物品進行比較分析，於文末針對

我國實施併案申請之可行性進行分析。全文旁 博引，深入淺出，極具可讀性。

近年來，中東地區因石油及天然氣所帶動的經濟成長，吸引不少外資投資

進駐，也因此於該地區取得專利保障之需求更加殷切。而相較於歐美國家，中

東地區專利制度起步較晚，尚屬萌芽階段，如何一窺中東地區之專利制度，進

而於該地區進行專利布局，實為嚮往中東市場之產業需事先了解。由楊崇森先

生所為文之「波斯灣六國專利聯盟初探」，文中探討該六國所設置之波斯灣合

作委員會，其專利制度之內容、組織與實際運作，含申請程序、所需文件、審

查程序等，期有助各界了解此ㄧ新興專利組織，文章內容新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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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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專題
探討我國設計專利開放一案多實施例申請態樣之可行性

探討我國設計專利開放一案多實施例

申請態樣之可行性

魏鴻麟*

摘要

本文探討有關設計專利「單一性判斷」，藉由瞭解美國設計專利單一性判斷

的相關法規與基準，並以一案多實施例的前導判例及審查實務，進行其單一性判

斷原則與步驟的解析。其判斷方式有三個步驟：（1）該二個設計之間是否具有

基本上相同設計特徵；（2）其二者之差異是否僅為整體視覺外觀之相對不重要

部分（minor）或差異微小，而為近似的設計；（3）差異之處的設計是否已見於

其他先前技藝，即為「顯而易見性（obvious）」，而為同一設計。

再者以實際案例詳加說明其一案多實施例的申請態樣及判斷方式，接著論述

可行性分析與提出建議，以作為我國後續修訂相關法規與審查基準之參考。說明

如下：

第一建議為設計專利應有準用發明單一性的概念，在單一性判斷上適用「一

個廣義設計概念」之情事，以擴大一設計一申請之定義，對於「一個廣義設計概

念」或稱「同一設計概念」判斷原則，可參考美國設計專利對於二者之間差異處

的「顯而易見性」概念，如審查人員發現二者之間差異處有先前技藝之前案時，

則可作簡易的「不具創作性」判斷，以利申請人以「一個廣義設計概念」來充分

揭露想主張保護的申請專利範圍。

第二建議調整目前同一申請人原設計與衍生設計分案申請時，將同日申請和

不同日申請的作法分開，以開放原設計及衍生設計都各有數個近似設計，並以一

案多實施例揭露方式提出申請，以落實衍生設計專利的保護價值。

收稿日：103年 05月 02日
* 作者現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一組專利高級審查官兼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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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我國設計專利開放一案多實施例申請態樣之可行性

第三建議針對專利法施行細則第53條第6項規定：「標示為參考圖者，不得

用於解釋設計專利權範圍。」修訂為「標示為參考圖者，雖不為設計專利權範

圍，但得用來解釋或審酌參考。」如此才不會超越專利法第136條第2項：「設計

專利權範圍，以圖式為準，並得審酌說明書。」之本意，也給於參考圖適當的規

範，讓申請專利範圍更明確，在設計專利單一性的規定上，不致於被申請人濫用

或誤用。

關鍵字： 設計專利、單一性判斷、一案多實施例、同一設計概念、顯而易見性、

不具創作性、實線、虛線、主張設計之部分、不主張設計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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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設計專利的審查實務上，有關設計專利單ㄧ性之規定，基本精神是基於申

請實務運作、方便有效利用審查資源與社會上公益性考量，是對申請人、公眾及

專利專責機關在專利案的查閱、利用、分類、檢索及審查之便利。

但目前我國對於設計專利單ㄧ性判斷，似乎較著重於專利專責機關在申請實

務上之方便運作為考量，較少從申請人的角度，去思考其欲擴大設計保護標的及

方便日後維護權利的觀點著手，其長年以來對於「一設計一申請」的定義，仍然

以較保守的運作方式認為「每一設計專利申請案只能揭露之單一外觀應用於單一

物品」，顯然對專利法第129條第1項規定「一設計一申請」的立法精神，解釋有

些狹隘。

本文將藉由瞭解美國設計專利單一性判斷之相關法規、細則及審查基準，並

以一案多實施例的前導判例及審查實務，進行判斷原則與步驟的解析，再者以實

際案例詳加說明其一案多實施例的申請態樣及判斷方式，以便探討我國設計專利

開放一案多實施例申請態樣之可行性，並給予後續修訂相關法規與審查基準之建

議，以提升擴大設計專利保護之目的。

貳、美國一案多實施例的歷史沿革

美國國會在1790年通過第一部專利法，到了1842年才立法對設計進行專利保

護，但授權對象只限於美國公民或想成為美國公民之居留者，可針對物品或織品

上所創作之印刷圖案的裝飾給予專利保護。直到1952年修法才奠定美國現代專利

法的基本架構1，該部專利法對於有關設計法條架構與內涵至今並沒有太大變化，

其中第171條是有關設計定義及適用法條，第172條是有關優先權，第173條是有

關保護期限。

1  【美國專利法的歷史沿革】，百度文庫，http://wenku.baidu.com/view/ea1b52d9d15abe23482f4d99.
html(2014/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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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美國專利法第171條2規定：「任何應用於工業產品之新穎的（new）、原創

的（original）、及裝飾性的（ornamental）設計，得依本法規定及可專利要件取

得設計專利。除另有規定外，本法有關發明專利的條款適用於設計專利。」即揭

示了設計專利定義及其適用法律規定，包含關於專利申請和審查程序、非顯而易

見性、權利內容及侵權認定等。因此本文所探討美國設計專利「一案多實施例」

之申請態樣，乃須先從In re Rubinfield3這個前導判例談起。

一、In re Rubinfield判決案例
依美國專利法第171條之規定，所保護的法定標的包含（1）應用在工業產品

的表面裝飾；（2）應用在工業產品的表面配置（configuration）或形狀；（3）

前面兩種類之結合4。因此，只要是上述法定標的可應用於工業產品，並符合新穎

性、原創性、裝飾性、非顯而易見性之專利要件，就可取得專利保護。

然而在1959年之前，由於設計專利保護之特性，以及美國專利暨商標局（簡

稱USPTO）為審查實務便利性考量，對應用於一個物品的外觀表面裝飾或形狀之

設計，只能請求一個專利範圍，故每件設計專利申請案僅能揭露一個特定物品的

外觀設計，並只能請求主張一個專利範圍，而不能在一件申請案中揭露多個設計

或主張多個專利範圍，如有揭露多個設計，則必須刪除或分割另案申請。

到了1959年10月6日，美國關稅暨專利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簡稱CCPA）對In re Rubinfield案作出判決，有關設計

專利單一性判斷，提出新的見解。

2 請參照 35 U.S.C. 171 Patents for designs.
　Whoever invents any new, original, and ornamental design for an article of manufacture may obtain a 

patent therefor,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this title.
　The provisions of this title relating to patents for inventions shall apply to patents for designs,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3 請參照【In re Rubinfield, 270 F.2d 391; 123 USPQ 210 (CCPA 1959) 】，casetext，https://casetext.

com/case/application-of-rubinfield(2014/05/02)
4 請參照MPEP（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1504.01 Statutory Subject Matter for 

Designs[R-08.2012]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mpep-1500.pdf(2014/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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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述本判決的事實背景、審查實務及CCPA判決理由。

（一）事實背景

本案為一件應用於地板打蠟器（Floor Waxer）之設計專利申請案，圖式有揭

露兩個近似外觀的設計，如圖1所示，其所請求保護專利範圍為：

1.包含如Fig.1至Fig.4所示，應用於地板打蠟器之裝飾性設計。

2.包含如Fig.5至Fig.8所示，應用於地板打蠟器之裝飾性設計。

3. 包含如Fig.1至Fig.8所示，具有共同外觀應用於地板打蠟器之裝飾性設計。

圖1 美國D191,031設計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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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PTO審查人員以不符合施行細則第1.153條規定，認為本案專利範圍不明

確，已包含多個設計及三個申請專利範圍為由予於核駁。申請人不服提起行政

救濟，到美國專利局上訴委員會（the Board of Appeals of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Office），仍認為本案包含多個設計及多個專利範圍，維持原處分。

申請人不服再提起上訴到CCPA，而CCPA認為設計專利申請案中不能揭露

一個以上實施例，並非不可改變之規則，圖式揭露方式是否適當，應依個案來認

定，因此CCPA提出新的見解。

此判決後，USPTO修訂施行細則第1.153條5有關單一設計概念（single design 

concept）規定及專利審查程序手冊（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簡稱

MPEP ）第1504.05章節6中有關限制要求（Restriction）規則。

（二）審查實務

本案USPTO審查人員依據相關施行細則及MPEP的審查實務，對於設計專

利「單一性判斷」，認為必須符合「可應用於單一個工業產品（an article of 

manufacture）」的一個設計授予一個專利之規定，而不是對多個物品。其實質的

內容就是在一個設計專利申請案中，是不能揭露超過一個以上的設計及主張請求

一個以上的專利範圍。

而上訴委員會也認同USPTO審查人員的實務作法，曾在Ex parte Hill & Renner

案提到：「如果申請人認為兩個或更多形狀是屬於相同的設計，在申請案中也只

能選擇揭露其中一個形狀，對於申請案中其他形狀是否屬於相同的設計，以及侵

害其他形狀或設計是否構成侵權等問題，應在專利侵權訴訟中由法院來決定，因

此，如果不同形狀是屬於不同的設計，則在同ㄧ個申請案中，就不應該包含不同

的設計。」7

5 請參照§ 1.153 Title, description and claim, oath or declaration.
6 請參照 1504.05 Restriction[R-11.2013] A.  Multiple Embodiments - Difference in Appearance http://

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1504.html#d0e157283(2014/05/02)
7 葉雪美，「美國設計專利類型的揭露要件與權利保護範圍」，智慧財產權月刊 101期，第 57
頁，2007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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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CPA判決理由

CCPA認為USPTO審查實務中，對於「一個設計專利申請案僅能有一個專利

範圍之設計」，僅是長久以來審查實務方便性作法。並提出質疑認為：「當同ㄧ

發明人在不同專利申請案中提出幾個近似的設計或近似的實施例時，USPTO並不

會將那些設計創作是否可以專利區別判斷問題留給法院決定，反而會基於「一發

明一專利」的原則，以重複專利的理由拒絕授予專利。但是在本案中同ㄧ發明人

在一個申請案中提出幾個不同的設計或不同的實施例時，為什麼USPTO拒絕作出

近似的決定，其中的道理並不明顯8。」

再者，認為USPTO並沒有考量到本案中所揭露兩個設計之間關於本質與內容

的差異，假如發明人想要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為什麼不可以經由適當圖面的揭

露，來得到合理的權利範圍，同時其他人也可藉此圖面的公開，得知此設計想要

主張保護的可能權利範圍9。

同時，CCPA也提到美國專利法第101條有關發明定義，對應於第171條有關

設計定義，兩者之間所引用的詞彙中都未包含有任何多數的用詞或型式，假如單

一個發明有多個實施例，是可記載在同一專利申請案的同ㄧ個專利範圍。那就沒

有任何理由去禁止一個設計申請案揭露兩個或更多實施例。

CCPA論及到所謂「總體的專利範圍（so-called generic claim）」10時，提到

本案所撰寫第三個專利範圍是包含前面兩個專利範圍之共同外觀的設計，但這種

較寬廣的設計概念並沒有在本案圖面中揭露，因此，申請人不能在一個設計專利

案中揭露兩個或兩個以上設計，同時又要主張兩個不同設計概念各自擁有專利範

圍，此主張的專利範圍不明確。但申請人可利用實施例的方式，在一個發明概念

下去揭露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實施例。

8 同註 7，第 57~58頁
9 請參照 Grant v. Raymond, 6 Peters 218.
10 同註 7，第 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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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CCPA認為「一個設計專利申請案中，圖式不能揭露一個以上的實施

例，並非不可改變的規則，其揭露方式是否適當，應依個案的性質來決定。」

USPTO以一種「多個設計」的理由核駁申請案，不去考量每一申請案個別狀況，

此作法是不恰當的。

至於施行細則第1.153條的規定，限制一個設計專利申請案只能主張一個專利

範圍，是USPTO長久以來審查實務作法，這種作法並不會造成困擾，對於本案以

「一個設計專利申請案中只能有一個專利範圍」的核駁理由，仍予以維持。

二、後續法規修訂

（一）修訂施行細則第1.153條之規定

此判決後，USPTO修訂施行細則第1.153條有關「同一設計概念（single 

design concept）」之規定，如果是屬於同一設計概念下，所形成的數個具體實施

例（multiple embodiments），或是略作修飾而形成差異微小的近似設計，則可例

外允許放在同一個申請案中，或是所揭露兩個設計之間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也

可例外允許放在同一個申請案中11。

因此，關於美國設計專利的單一性判斷，基本上還是維持一個設計專利申請

案只能主張一個專利範圍之「一設計一申請」原則，但如果申請人以一個發明概

念下去揭露兩個或兩個以上之設計或實施例時，是否構成專利性不可區別，其要

依下列三個步驟再進行判斷：

1.  各個設計或實施例之間，其基本上具有相同的設計特徵12（the same design 

characteristics）。

2.  若各個設計或實施例之間的差異微小，其是近似的設計，仍不足以取得兩

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同專利。

11 請參照 Design Patent Application Guide :「Multiple embodiments of a single concept may be filed in 
one design application, so long as their appearance and shape are similar, as shown below.」

　http://www.uspto.gov/patents/resources/types/designapp.jsp(2014/05/02)
12 請參照MPEP 1504.05 Restriction [R-11.2013]「(A) the embodiments must haveoverall appearances 

with basically the same designcharacteristics;」，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mpep-
1500.pdf(2014/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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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各個設計或實施例之間的差異處，所屬領域中具有通常技藝之人士為判

斷主體下，檢索前案發現其差異處具有顯而易見性（obvious）之要件，則

應判斷專利性不可區別。

（二）關於MPEP實務申請規則

USPTO也一併修訂MPEP第1504.05條之規定，其規範設計專利的限制要求

（Restriction），在前言的部分就提及發明專利的限制規定是適用於設計專利，也

就是一個專利僅能包含一個發明，這是一設計一申請的基本原則。但同時也例外

規定對於同一設計概念下可有多個實施例（Multiple embodiments），其兩者之間

的表面裝置或形狀是外觀近似的設計，可在一件申請案中同時提出。

對於這些多個實施例是認為「設計專利申請案只能有一個保護範圍（single 

claim），申請人所主張多個實施例之間的可專利性是必須無法區別，才可為單一

的保護範圍所涵蓋。亦即，這些實施例或近似外觀設計 入一申請案提出申請時，

如果審查人員以任何先前技藝（over prior art）核駁其中一項設計時，其效力及於

所有的設計。」13

然而，多個實施例是否可在同一件設計專利申請案提出，是依據審查人員對

於前案檢索的判斷做出該案是否有專利性而定，也就是說多個實施例之間的差異

處，審查人員根據前案檢索，判斷該案是否有專利性不可區別性，如果其之間差

異處是不符合顯而易見性要件的話，表示這些多個實施例之間，不能因為只有共

同設計特徵獲得一個設計專利，仍應透過與其它個別設計特徵所形成的整體外觀

的設計來取得專利，因此必須以分案處理14。

13 請參照 Ex parte Appeal No. 315-40, 152 USPQ 71（Bd. App. 1965）
14 潘榮恩，【台美的「衍生」設計專利】，潘榮恩專利部落格，2013年 3月 14日，http://enpan.

blogspot.tw/2013/03/blog-post_14.html(2014/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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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從歷年修法中可知美國可專利性之要件，包含法定專利適格標的（patenable 

subject matter）、產業利用性（utility）、新穎性（novelty）、非顯而易見性

（non-obviousness）與充分揭露（full or adequate disclosure）等15。其中在設計專

利「單一性判斷」，就納入「顯而易見性」要件的判斷步驟，是我國實務審查所

沒有的作法，顯然USPTO認為以「顯而易見性」來進行重複專利判斷是建立在公

共利益的基礎上。

現今美國設計專利申請實務中，已核准相當多件一案多實施例的申請態

樣，有學者將其分析整理，提出「同一設計概念」16所發展出多種類型，分別說

明如下：

（一）共通的基本設計（common design ）；

（二）相同的設計特徵（same general character）；

（三）材質變化；

（四）造形元素排列的變化；

（五）部分造形元素的變換；

（六）造形比例的變更；

（七）其他。

然這些不同類型的一案多實施例之申請態樣，雖然可簡稱是依照「同一設計

概念」發展出來的設計，然而依上述對單一性判斷說明後，顯然最後所呈現各個

不同類型，仍會依不同的產業類型或依熟悉該項技藝者之不同，而產生出不同的

審查結果，顯然美國一案多實施例是較「同一設計概念」字面上意思來的嚴謹，

是謹慎的態度看待如何避免授予「重複專利」這個問題上。

15 劉尚志、湯舒涵、張添榜，「專利進步性要件之判決分析」，台灣法學雜誌第 220期，第 99∼
100頁，2013年 3月 15日

16 葉雪美，【解析同一設計概念的外觀設計保護 (中 )－美國設計專利中同一設計概念下的相似外
觀設計】，2009年 8月 31日，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Design_
Patent/publish-11.htm(2014/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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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美國設計專利之單一性判斷

一、判斷原則

有關美國設計專利之單一性判斷，是依第171條第2項適用發明相關規定，依

第121條17有關單一性判斷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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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人員可要求申請人進行選擇，以將該申請案限制

在其中ㄧ個發明。其他未被選擇之發明，若想要尋求專利保護時，可另外提出分

割申請」。此即為「ㄧ發明ㄧ專利（One invention One patent）」之概念18，在美

國對於發明申請案的審查實務，決定一個申請案是不是要限制為單一性發明，是

由審查人員決定。基本上，它有兩個要件來決定是不是可以對申請人提出要不要

限定在特定申請案的要求，一要件為發明它本身是獨立的、專利性是可區別的，

另一個要件是如果沒有要求申請人將它限定在一個特定發明的話，對審查人員來

說是一個非常重的負擔。

因此，應用在設計專利申請案上，基於「ㄧ發明ㄧ專利」概念下，當一個設

計申請案有超過一個以上可專利性可區別時，審查人員必須要求申請人去做限制

選擇的要求。實務作法是當所揭露圖式有多個設計時，如所主張請求的專利範圍

是可區分為實質不同的申請標的，則審查人員可依此規定要求申請人依法選擇或

限制，以便進行日後的分割或接續實質審查。而對於兩者設計之間若為可專利性

無法區別（patentably indistinct design）下，可用多個實施例來表現，以避免將兩

個設計分開會導致重複專利授權出現，但這多個實施例的揭露方式其該設計專利

申請案仍只能主張一個申請專利範圍。

17 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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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efit of the filing date of the original 
application. 」。

18 陳麒文，「探討發明單一性之專利審查實務」，智慧財產權月刊第 184 期，第 7頁，2014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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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在單一性判斷過程中，如有一案多設計或實施例之申請態樣時，其判斷

原則，有以下幾點說明：

（一） 基本原則是一個申請案僅得包含一個設計，若有二以上之設計而設

計之間無關聯性，或是多設計之間外觀的差異是可區別的，或是多

設計之間請求保護的專利範圍是具有差異可區別時，USPTO將通知

限縮（restrict）為一設計；但對於屬於同一設計概念（single design 

concept）之二以上實施例，得併於同一案申請。

（二） 限縮的判斷有三個步驟：（1）該二個設計之間是否具有基本上相同

設計特徵；（2）其二者之差異是否僅為整體視覺外觀之相對不重要

部分（minor）或差異微小，而為近似的設計；（3）差異之處的設計

是否已見於其他先前技藝，即為「顯而易見性」，而為同一設計。

（三） 「同一設計概念」或稱「單一設計概念」，僅是MPEP之解釋，其屬

法律上不明確用語；實務審查上是以「可專利性無法區別」來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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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斷步驟

依照USPTO對內部新進審查人員的訓練教材19，其規範設計專利之限制要求

（Restriction Requirement）的規定，相當於我國的分割申請制度，是依此流程圖

表操作，如圖2所示。

19 Celia Murphy編著，「Introduction to RESTRICTION」，第 16頁，2012年 06月

圖2 美國設計專利「限制要求之規定」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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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說明如下：

（一） 決定兩個之設計或實施例，是否可放在同一個申請案裡，需要有兩個

要件來判斷，首先須先問兩個問題，其答案都必須是肯定的，第一個

問題，這兩個設計是不是具有「基本相同的設計特徵」，其整體外觀

形狀的視覺特徵是不是有可能會明顯的影響到這兩個設計所共通的基

本相同設計特徵，如果答案是否定，就代表專利可區別性，可直接要

求申請人做選擇，將其一分割另案申請或刪除，不必進一步做分析。

（二） 如果答案是肯定，那進入第二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兩者設計之間

的差異，相對於它們的整體外觀形狀是不是「相對不重要」。如果答

案是肯定，就不會要求申請人做選擇。如果答案是否定，則就須判斷

兩者設計之間的差異是什麼。

（三） 假設所找到的差異是非常明顯，但其差異可以在先前技藝中輕易找

到，屬於顯而易見性時，則仍可以讓這兩個設計保留在同一個申請案

裡。但若不可以找到前案來證明這個差異是顯而易見性時，這種情況

下，審查人員還是必須要求申請人做選擇。

三、案例說明

本節圖3∼圖33之相關案例20，是依照USPTO對內部新進審查人員的訓練教

材之習作解析而來，分別依下列四項（一）應用於相同物品，專利性可區別；

（二）應用於相同物品，專利性無法區別；（三）應用於相同物品，綜合運用判

斷；（四）應用在多個物品，專利性無法區別等類型說明：

20 Celia Murphy編著，「Restriction EXERCISES」，第 1-18頁，2012年 0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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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用於相同物品，專利性可區別

1. 態樣一：專利性明顯可區別，主張申請專利範圍不同

案例解析： 如圖3、圖4所示，為一個申請案中，主張不同區域之鞋底花紋

的兩個設計，從圖面可知，兩者之間並沒有基本上相同設計特

徵，在圖3的右側上下部區域包含許多不同的設計特徵，而圖4

並沒有，因此這兩個設計是不具有相同設計特徵，應要求申請

人做選擇。

圖3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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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5、圖6所示，這兩個設計所主張的申請專利範圍是完全不同，其圖5為

主張矩形邊框箱體及框內的表面花紋，而圖6則只主張表面花紋，這兩個設計是

專利性明顯可區別，應要求申請人做選擇。

又如圖7、圖8、圖9所示，這三個設計所主張的申請專利範圍也是完全不

同，其圖7是主張鞋底上半部表面花紋及外框邊條，圖8是主張鞋底上下兩區域的

外框邊條，圖9是主張鞋底上半部表面花紋與外框邊條，並且也主張下半部外框

邊條，因此，這三個設計是專利性明顯可區別，應要求申請人做選擇。

圖5

圖7

圖6

圖8 圖9
內部的波浪狀花紋是實線 內部的波浪狀花紋是虛線 內部的波浪狀花紋是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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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態樣二：專利性可區別，設計特徵有所不同

如圖10所示，是申請網球、高爾夫球及足球三種外觀形狀的推桿，判斷此案

單一性時，須看三個設計之間是不是具有基本上相同設計特徵，雖然都是圓球狀

的推桿，但在表面裝飾上是明顯形成網球、高爾夫球及足球等三種形狀，所以沒

有符合第一個步驟具有基本上相同設計特徵，不具專利上可區別性，審查人員會

要求申請人做選擇，當然申請人可申復答辯這三者之間的設計特徵是近似的，應

該不能被分開的，審查人員會再做判斷。

此外，第一步驟所提到具有「基本上相同的設計特徵」，是指「形狀」上相

同設計特徵，即形狀上的相似度，而非指「設計概念」上相同設計特徵，兩者概

念是有差異的。

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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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態樣三：必須應用熟悉該項技藝者，判斷不同差異處

如圖11、圖12所示，兩個設計之間具有基本上相同設計特徵，且又具有不同

差異處，此時必須透過熟悉該項技藝領域者，也就是設計鞋底產品之人的眼睛來

觀察，一般而言，熟悉該項技藝領域者仍可明顯區別圖面圈選處的不同差異和細

節，其差異在設計鞋底上是有不一樣作用，因此本案會要求申請人做選擇。此

外，美國設計專利在判斷單一性時，所採用的三個步驟，都是用熟悉該項技藝者

來判斷。

圖11 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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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態樣四：兩者之差異，不具顯而易見性

如圖13、圖14所示，這兩件運動衫整體外觀設計，是具有基本上相同設計特

徵，而關於衣服上運動員花紋之差異處，是否可找到習知的前案，假設本案無法

檢索到前案，則顯示本案這個位置的花紋，不具顯而易見性，在專利上是可區別

性，會要求申請人做選擇。

圖13

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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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應用於相同物品，專利性無法區別

1. 態樣一：具有完全相同的設計特徵

案例解析： 如圖14、圖15所示，申請兩個不同位置之鞋底波浪狀花紋的設

計，實線為主張設計之部分，虛線代表為所應用的物品，為不主

張設計之部分，這兩個設計是具有完全相同的設計特徵，為同一

設計，可在同一案申請。

圖15 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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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圖18

2. 態樣二：具有基本上相同設計特徵，且虛線之部分相對不重要

如圖17、圖18所示，雖然這兩個設計在位置、大小、比例略有不同差異，但

因整個鞋子本身或鞋子其它部分，全都以虛線表示，即為不主張設計之部分，其

花紋在鞋底的位置、大小或比例根本不是所要請求的重點，因此兩個設計具有基

本上相同設計特徵，為同一設計，可在同一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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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態樣三：相對於整體外觀，其差異微小或屬於顯而易見性

一般在進行是否具有專利性不可區別時，通常有兩個因素，一為不主張設計

之部分相對於它的整體外觀設計，是非常微小的，如圖19所示，在不主張筆尖部

分，其存在與否並不影響整體的設計外觀。另一為在筆尖為主張設計之部分時，

其在一般的筆類物品裡，這筆尖之部分是非常容易找到近似前案，是屬於顯而易

見性的設計，如圖20所示，因此這兩個設計是屬同一設計概念。

圖19 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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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態樣四：兩者之差異，是顯而易見性

如圖21所示，這三件運動衫之外觀設計，其三者之間具有基本上相同設計

特徵，假設這三件衣服各自的球形花紋都是實線，則差異處的需進入第三個步驟

看看球形花紋可否找到前案是習知的，如在審查有檢索到前案，將橄欖球花紋位

置，在另一個前案改成為另一個足球花紋，則是顯示本案這個位置的花紋是顯而

易見性，是屬同一設計，可在同一案申請。

反之，假設這三件衣服各自的球形花紋都是虛線，因為虛線所代表的是不

主張設計之部分，相對於整體外觀設計是不重要的，可不必考慮其差異處，只判

斷這三件運動衫有主張設計的整體外觀設計，因三個設計是完全具有相同設計特

徵，是屬同一設計，可在同一案申請。

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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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用於相同物品，綜合運用判斷

申請態樣為應用於相同物品，其表面裝飾之位置具有相對性重要，如依圖22

至圖32所示，本案在鞋底上有表面裝飾花紋，其各圖主要的設計特徵分別為：

1. 圖22鞋底上半部及下半部設有一黑色圓形之裝飾圖案。

2. 圖23鞋底上半部及下半部設有一黑色橢圓形之裝飾圖案。

3. 圖24鞋底上半部設有一黑色圓形之裝飾圖案。

4. 圖25鞋底上半部設有一黑色橢圓形之裝飾圖案。

5. 圖26鞋底下半部設有一黑色圓形之裝飾圖案。

6. 圖27鞋底下半部設有一黑色橢圓形之裝飾圖案。

7. 圖28鞋底下半部設有一黑色橢圓形及白色跑步狀人形之裝飾圖案。

8. 圖29鞋底下半部設有一黑色圓形及白色跑步狀人形之裝飾圖案。

9. 圖30鞋底上半部及下半部各設有一黑色橢圓形及白色跑步狀人形之裝飾圖案。

10. 圖31鞋底上半部及下半部各設有一黑色圓形及白色跑步狀人形之裝飾圖案。

11. 圖32鞋底上半部設有一黑色橢圓形及白色跑步狀人形之裝飾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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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圖28

圖23

圖29

圖24

圖30

圖25

圖31

圖26

圖32

圖27

在本申請必須分割成6件申請案，分別為圖22與圖23一組、圖24與圖25一

組、圖26與圖27一組、圖28與圖29一組、圖30與圖31一組、圖32單獨一組，這6

組的每一組之間都具有基本上相同設計特徵，沒有專利上可區別性，判斷上是依

據表面裝飾之位置具有相對性重要，且這鞋底是有畫陰影線，可出來每分組的表

面裝飾放置的位置相對於鞋底整體外觀有其重要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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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用在多個物品，專利性無法區別

申請態樣為應用在多物品，具有完全相同的設計特徵，如圖33所示，是將

相同的設計運用在不同的物品上，在判斷上需先考量它所應用在多個物品上，

其設計是否具有基本上相同設計特徵，本案是符合第一個步驟，其表面的花朵

裝飾具有基本上相同設計特徵，而三者之間差異是應用在不同物品的部分，但

因以虛線表示為不主張設計之部分，僅作為揭示所應用的物品，因此，可說這

三個設計之間沒有任何差異，是屬同一設計，可在同一案申請。惟設計名稱應

寫成「具有表面裝飾的衣物」或「具有表面裝飾的帽子、衣服及鞋底」，但不

可加上「類似物」。

有關國際上對於一案多物品的申請態樣，各國作法不同，如歐盟設計會要求

依國際工業設計分類表（簡稱LOC分類）來申請，只限同一大類，本案會分割成

兩案，而根據海牙協定之申請，則本案會被要求分割成三個設計。但本案在美國

設計專利申請上，對分類並沒太大要求，其要求反而是設計本身而言，故這三個

設計都可在同一案申請。

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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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美國D482,282設計專利

四、小結

有關美國設計專利單一性判斷，對於一案多實施例的申請態樣，已詳細說明

其判斷原則與流程，並經由從USPTO實際內部訓練教材中解析其步驟操作方式，

再次簡述其三個步驟，第一步驟判斷兩個設計是不是具有基本上相同設計特徵；

第二步驟判斷兩者之間的差異是不是相對不重要；第三步驟判斷兩者差異不是相

對不重要而有明顯差異時，才進行前案檢索，以判斷其差異是否具有顯而易見

性，以便做最後決定。

然而在這三個判斷步驟中，比較需要費心判斷是在進行第三步驟有前案檢索

並判斷其差異是否具有顯而易見性，但常會因不同的產業類型或依熟悉該項技藝

者之不同，而有所差別，有些申請態樣可以在一案申請，如圖34所示，其擠壓噴

頭的多個球形的實施例，變化設計之間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但在圖10所述的狀

況，其高爾夫球桿頭的多個球形的實施例，卻被視為可專利性可區別，應該分割

申請，顯然這兩組案例都是以球形為創作之設計特徵，對應到所謂「同一設計概

念」下的多個實施例，仍有不同的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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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可行性分析與建議

一、一設計一申請之定義

目前我國「一設計一申請」之規定，是依專利法第129條第1項：「申請設計

專利，應就每一設計提出申請。」並配合第130條第1項所謂「實質上二個以上之

設計」的分割申請，因此審查基準的實務運作就為「每一設計專利申請案中說明

書及圖式所揭露之單一外觀應用於單一物品，即所謂一設計一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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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之基本原則的作法，然而所謂「實質上二個以上之設計」，必須

先釐清何謂「實質上」？才能分辨出何謂「一設計」？這所謂「實質上」是否等

同於「一個外觀應用單一物品」？仍有不小的解釋空間，尤其是現今已開放部分

設計及圖像設計之申請標的，其對於一物品或一外觀的解釋將更為寬廣，而現行

仍採用過去整體設計之「一設計一申請」較保守的概念與架構，在日後將備受挑

戰，況且我國現行專利法與施行細則並未明文規定一申請案只能指定單一物品或

只能揭露一個外觀，目前僅用審查基準的位階給予部分限制與規定，日後仍有增

修之必要。

而現今我國這樣的實務操作，顯然如同美國在1959年出現In re Rubinfield判決

例之前情形一樣，僅是長久以來審查實務便利性考量，雖然審查基準有提到「一

設計一申請」係為了考量申請人、公眾及專利專責機關之便利，但事實上，並未

深刻從申請人所欲保護設計專利範圍的觀點著想，如果申請人想要得到一定程度

的保護，為何不可經由適當視圖的揭露，來得到合理的權利範圍，而現今有如形

式審查方式，只要有揭露不同外觀或指定應用於兩個以上物品，審查人員就可能

直接要求申請人進行分割申請，其實質上並未深究考量到申請人所揭露兩個設計

之間其本質與內容的差異，顯然審查實務上仍有些缺漏之處待改善。

雖然在審查基準上對於「一設計一申請」做了上述基本原則的規定，但

也提到有例外的適用，例如「惟設計之外觀會產生變化而屬於設計的一部分者

（簡稱「具變化外觀之設計」），仍視為符合一設計一申請，得以一設計提出申

21 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設計專利實體審查，第四章一設計一申請，2013年版，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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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例如變形機器人玩具，如圖35所示，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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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成組設計」），亦得

以一設計提出申請。」例如一組桌椅，如圖36所示。對於「一物品」的例外適用

提到「物品之構成單元具有合併使用於該特定用途之必要性，得將該構成單元之

組合視為一物品。」例如具有匹配關係之物品的「錶帶與錶體」，其設計名稱必

須指定成通用一個物品的名詞，如「手錶」；例如具有左右成雙關係之物品的

「成副之手套」；例如具有整組設計關係之物品的「成副之象棋」，如圖37所

示。從上述可知「一設計一申請」定義，顯然仍有一些解釋的空間。

圖35 台灣D152912設計專利

圖36 日本D1356648設計專利 圖37 台灣D147419設計專利 

立體圖

立體圖

變形狀態之立體圖

立體圖
（代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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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個廣義設計概念

依美國專利法第171條第2項之規定，設計專利有準用發明法條的適用，因

此在單一性判斷上有適用「一個廣義發明概念」之情事，而我國設計專利也有準

用發明的相關法條，其中有關分割申請案之申請日及不得超出規定是依專利法第

142條準用第34條之規定。但設計專利的第129條第1項「一設計一申請」對照發

明專利的第33條第1項「一發明一申請」，設計專利的第130條第1項「實質上為

二個以上之設計」對照發明專利的第34條第1項「實質上為二個以上之發明」，

其兩者之間的法律架構和用詞是相同的，可知當初欲傳達專利可鼓勵、保護、利

用之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的立法精神也是一樣的，然而設計專利卻獨缺少了如

同發明專利的第33條第2項「一個廣義發明概念」，是乎從過去就認定設計專利

申請實務中，並不會有「一個廣義設計概念」，而僅認為一設計僅能有一物品一

外觀之設計。

如此比較保守的實務做法，實在無法跟上國際間擴大設計專利保護趨勢，有

學者曾就此議題提出呼籲，期望修法能及時補救22，然102年開始施行的專利法，

雖已擴大設計保護標的，開放部分設計、電腦圖像及圖形化使用者介面設計、成

組設計之申請及新增衍生設計制度等，仍未將「一個廣義設計概念」納入此次修

法中。因此，建議日後修法可在第129條新增一項：「二個以上設計，屬於一個

廣義設計概念者，得於一申請案中提出申請。」以健全設計專利保護的法律架

構，並擴大一設計一申請之定義。

在申請實務上，可適時參考美國的做法，在「一個廣義設計概念」下，提

出一個設計專利申請案，只主張一個申請專利範圍，但可揭露多個實施例，這

多個實施例之間，可為「相同之設計」或為「近似之設計」，以利申請人方便

申請、維護權利及保護利用。並且也需引進對於二者之間差異處的「顯而易見

性」概念，如審查人員發現二者之間差異處有前案時，則可做簡易的「不具創

22 蔡清福，「我國分割制度修訂之芻議」，第 4頁，「---即我新式樣實務中，並不承認新式樣有同
法第三十二條「一個廣義發明概念」之情事，而認一新式樣僅能有一具體實施例。---只是未來
新式樣頗有欲擴充其保護範圍之呼聲與體認，但卻未準用此兩條（分別見於九十八年五月版修

正草案第三十三及三十四條）任何一條，未知出因故意或疏忽，似乎有待主管機關因本文之提

醒而及時補救之。」，2009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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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性」判斷，以利申請人以「一個廣義設計概念」來充分揭露想主張保護的申

請專利範圍。

惟此作法的改變，必須考慮到目前我國對於同一人之近似設計的保護是採

行衍生設計制度，是參考日本的關連意匠制度而來，對於美國一案多實施例的近

似設計是併案申請制度，跟我國原設計與衍生設計的近似設計是分案申請制度，

有些衝突，如何整合或選擇其一，仍需詳加研究分析。此外，若單一性判斷參考

美國第三步驟對於二者之間差異處的「顯而易見性」概念，同等我國「不具創作

性」概念，則審查人員須改變現行的審查作業流程與檢索習慣，對單一性判斷提

前進行前案檢索，其如何進行？「不具創作性」是否須附引證資料？或僅以熟悉

該項技藝者的角度簡述二者之間差異處有「不具創作性」之情事等相關問題，仍

須通盤考量。不過若我國能從專利法上明定「一個廣義設計概念」，對於現今國

際間為擴大設計專利保護制度，許多國家或組織都已制定「一案多設計」或「一

案多指定物品」的相關申請規定，顯然將是一個值得規劃與考慮的方向。

三、一設計一申請與衍生設計之關係

我國的衍生設計制度的建立，在立法說明有提到，由於產業界在開發新產品

時，通常在同一設計概念下會發展出多個近似之產品設計，或就同一產品先後進

行改良而產生近似設計，所以為考量這些同一設計概念下之近似設計，或是日後

改良之近似設計，其具有與原設計同等之保護價值，應給予同等之保護效果。因

此參考了美國的同一設計概念與日本關連意匠之相關法律規定，在專利法第127

條第1項明定「同一人有二個以上近似之設計，得申請設計專利及其衍生設計專

利」，以保護設計專利權人的權益。

然而配合專利法第129條第1項及第130條第1項之規定，現行申請實務的運作

方式就變成如果同一人申請「多設計」時，只能將「相同之設計」保留在一個申

請案裡，而其它「近似之設計」則必須申請衍生設計，但問題並未真正解決，仍

然存有「實質上相同之設計」與「實質上近似之設計」的差異，倘若要真正解決

何謂「實質上二個以上之設計」，其衍生設計專利制度，只限「單一個近似」的

標的範疇，應也要一併作調整與檢討。從立法說明可知同一人近似設計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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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專利審查基準，第三篇設計專利實體審查，第十一章衍生設計，2013年版，3-11-1

也是基於「同一設計概念」所形成的，若未來修法可在第129條新增一項：「二

個以上設計，屬於一個廣義設計概念者，得於一申請案中提出申請」，則現行申

請實務之衍生設計的標的範疇，只限與原設計「近似」之「一個近似外觀之設計

指定一個物品」的申請態樣，未來應可朝向接受「多個近似外觀之設計應用於單

一物品」或「單一外觀應用於多個近似物品」的申請態樣。

此外，如果我國要以「一個廣義設計概念」來開放一案多實施例的申請態

樣，建議須先調整目前同一申請人原設計與衍生設計分案申請時，其同日申請和

不同日申請的作法，以便開放原設計及衍生設計都各有數個「相同之設計」或

「近似之設計」，說明如下：

（一）同一申請人同日申請

建議可依「一個廣義設計概念」或稱「同一設計概念」，在一個申請案揭露

多個「相同之設計」或多個「近似之設計」之實施例，但仍只能請求主張一個專

利範圍，這個專利範圍，是可用「總體的專利範圍（so-called generic claim）」概

念來解釋，每一個近似設計或實施例都有各自獨立權利。此外也須配合採用美國

設計專利「單一性判斷」所採用的三個步驟，引進如同「顯而易見性」的概念，

以兩者之間差異處如有前案作簡易的「不具創作性」判斷，以利申請人可充分揭

露想主張保護的專利範圍。

（二）同一申請人不同日申請

衍生設計申請案，基本上仍採用目前實務的作法，仍依我國專利法第127條

之規定辦理，審查實務上，原設計與衍生設計的近似判斷不須改變，唯一需作調

整的是對於第127條第2項「衍生設計申請日，不得早於原設計之申請日」的審

查基準解釋「衍生設計之申請，必須原設計已提出申請（包括申請當日）23」，

建議修正為「衍生設計之申請，必須原設計已提出申請，亦即原設計申請日之

後」。如此回歸當初開放衍生設計是基於同一設計概念下之近似設計，或是日後

改良之近似設計的真實本意，落實衍生設計專利的保護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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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式中參考圖之法律定位

現行我國設計專利申請實務上，只要是一申請案有多個設計，審查委員都會

發函通知分割或改請，但對小企業或個人申請人而言，因每一分割案皆為獨立設

計專利或改為衍生設計專利，須分別繳交申請費(含審查)、證書費及年費，將是

不小的沉重負擔，以至於經常出現申請人在一開始遞送申請案或修正圖式時，就

將彼此確實相近似外觀或僅邊緣相關之視圖，標示為「參考圖」或「使用狀態參

考圖」，試圖利用專利法施行細則第53條第6項規定：「標示為參考圖者，不得

用於解釋設計專利權範圍。」來先通過審查階段取得設計專利權。而日後如有侵

權爭議時，再回過頭來以專利法第136條第2項規定：「設計專利權範圍，以圖式

為準，並得審酌說明書。」去爭辯參考圖可納入解釋或考量的企圖。

實務上此作法的確惹來爭議，也帶給審查人員在審查上的困擾，是要積極嚴

格把關現行基準的「單一性判斷」？或是消極的只要寫上「參考圖」就視而不見

的僅供參考？如此對於一設計一申請的判斷，是否分割或保留實在是考驗審查人

員專業判斷與把關尺度。

因此，現行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對於圖式中的參考圖之法律定位是模糊不

清的，是與專利法相矛盾的，對照日本意匠專利在圖面上也有參考圖的使用，但

日本施行細則及審查基準的相關規定，標示參考圖者，是可用來解釋申請專利範

圍，所揭露的相關視圖是申請標的之一，顯然兩國的規定是不盡相同。

再者，筆者曾參加過一場智慧財產法院所辦對內部技術審查官訓練之課程，

過程中有討論到專利法施行細則對設計專利之「參考圖」規定問題，現場多位法

官認為「標示為參考圖者，不得用於解釋設計專利權範圍。」是違背了專利法第

136條第2項：「設計專利權範圍，以圖式為準，並得審酌說明書。」之規定，建

議將來應修訂為「標示為參考圖者，雖不為設計專利權範圍，但得用來解釋或審

酌參考。」等類似用語，如此才不會超越專利法第136條第2項之本意，也給於參

考圖適當的規範，讓申請專利範圍更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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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複專利和專利上不可區別之關係

依據美國設計專利「單一性判斷」的三個步驟，有關第一步驟是兩個設計

「具有基本上相同設計特徵」及第二步驟「兩個設計之間是微小的差異或差異對

整體而言是相對不重要」屬於近似設計，這兩個步驟都是重複專利的概念，至於

第三步驟如兩個設計之間差異處是屬於「顯而易見性」的重複專利，那在專利上

是沒有區別性，反之如果兩者差異處不具顯而易見性的重複專利，那在專利上就

是可區別性，因此，對美國設計專利而言，基本上這兩個概念是大致一樣的。

美國設計專利會有顯而易見性的重複專利之判斷步驟出現，事實上是司法判

決例所決定，這判決例是避免申請人透過不當的方式，將一些近似的創作以不當

的擴張來延長它的專利權。

然而在我國只有類似第一步驟兩者屬於「完全相同設計」及第二步驟兩者屬

於「近似設計」的重複專利，而在單一性判斷上，沒有類似美國所謂「顯而易見

性」的概念，只有在審查專利三要件時才會進行前案檢索，相對於美國「顯而易

見性」我國稱為「不具創作性」審查。因此，若要開放如同美國一案多實施例的

申請態樣，應在審查基準新增「專利上不可區別性」之定義與規範，目前並無相

關規定與案例。

六、我國衍生設計與美國延續申請案之差異

我國衍生設計專利制度，係指同一人就二個以上近似之設計得申請原設計

及其衍生設計專利，而不受「先申請原則」要件之限制，是一種特殊態樣之設計

專利制度。此制度乃是基於產業界在開發新產品時，通常基於同一設計概念下，

會發展出多個近似之產品設計，或就同一產品先後進行改良而產生近似設計，因

此，都具有與原設計同等之保護價值，應給予同等之保護效果。

依專利第127條第2項規定，衍生設計申請時點是有所限制，其必須原設計已

提出申請，且原設計專利公告日之前，始得為之；如有主張優先權日亦不得早於

原設計申請日。關於為何不能在原設計專利公告之後來申請，仍是基於為維護公

眾之權益考量，這些經核准公告之專利申請案，即成為公眾所知悉之先前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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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審查實務的近似判斷上，是以判斷該衍生設計申請案是否近似於原設計申

請案，判斷方式判斷包括1.近似之外觀應用於相同之物品、2.相同之外觀應用於

近似之物品、及3.近似之外觀應用於近似之物品三種態樣。

而美國設計專利制度有延續申請案（Continuation Application，以下簡稱CA

案）、部分延續申請案（Continuation-in-part Application，以下簡稱CIP案，以及

如果CA案與先申請案之間差異非常近似或差異具有顯而易見性，則須提出「期末

拋棄（terminal disclaimer）」取得第二個專利權。

所謂CA案是指申請人意欲增加先申請案（以下簡稱母案）的申請專利範圍，

如圖38∼圖41所示，其申請程序要件24有：

（一）CA案必須在母案被核准專利之前或被申請人放棄之前提出；

（二）CA案與母案使用相同的說明書；

（三）CA案可主張母案申請日為優先權日；

（四）CA案與母案之間必須至少具有一位相同發明人。

因此，CA案申請人不可額外增加說明書所揭露內容，如增加母案說明書內容

時，則應提出CIP案。

24 陳雅眉，「新式樣（設計）專利修法後之差異研究」，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的 58-60頁，2011年。

圖38 美國D596,616設計專利（母案） 圖39 美國D639,279設計專利（CA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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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0 美國D653,236設計專利（CA案） 圖41 美國D662,495設計專利（CA案）

25 徐嘉鴻、劉信邦、呂正和、魏鴻麟，「我國衍生設計制度與日本關連意匠制度之差異探討」，智

慧財產權月刊第 181 期，103年 1月

關於CIP案，是指針對母案未揭露之特徵及主張不同申請專利範圍而提出申

請，如部分技術特徵沿用母案的技術特徵，則可主張母案申請日為優先權日。因

此，CIP案是以母案為設計基礎所設計的近似設計。

目前我國衍生設計制度，是如同日本的關連意匠制度，其實務的申請制度和

審查方式，都較為類似25，也侷限在近似設計的範疇，又不易於與我國分割申請

做搭配。在運用上並沒美國設計專利CA案與CIP案制度對申請人有更多的申請誘

因，因此未來如能參考美國分割案、CA案與CIP案的相關制度與作法，善於妥善

運用與搭配，將可使申請人在送出母案後，透過市場的觀察及初期產品的測試，

去思考到應該保護設計專利的那一部分才是創作核心價值，進而進行後續分割

案、CA案或CIP案專利布局，擴大與強化保護自身設計專利的權利範圍，以排除

他人想要利用迴避設計或模仿近似設計的空間。

雖然申請CA案的過程中，仍會有與母案之間產生專利不可區性，而具有顯而

易見性的同一設計，申請人可能必須提出「期末拋棄」來取得第二個專利權，但

分割案、CA案與CIP案的多重運用，仍是現今美國設計專利對於有申請人想充分

達到欲擴大保護專利權利範圍的良好制度。



103.06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6 41

本月專題
探討我國設計專利開放一案多實施例申請態樣之可行性

然而我國如何引進仍需多加思量及研究分析，由於美國此相關制度相當複

雜，須另外專文分析探討，以便找出適切的規範以利後續法規與審查基準修訂。

壹、結論

我國對於設計專利單ㄧ性判斷，顯些過於保守而沒有彈性，開放併案申請的

制度，也僅限於專利權利極小的成組設計，如能引進美國一案多實施例的申請態

樣，對於申請人來說，在一個申請案中具有多個近似設計，其現今對於近似範圍

的確認，將帶動起不小的作用，有利於申請人可用「總體的專利範圍」概念來主

張權利。因此，建議在專利法第129條新增一項：「二個以上設計，屬於一個廣

義設計概念者，得於一申請案中提出申請。」以健全設計專利保護的法律架構，

並擴大一設計一申請之定義。此外也需引進對於二者之間差異處的「顯而易見

性」概念，以便對同一設計，專利性不可區別做有效規範，避免重複專利。

第二建議調整目前同一申請人原設計與衍生設計分案申請時，將同日申請和

不同日申請的作法分開，以開放原設計及衍生設計都各有數個近似設計，並以一

案多實施例揭露方式提出申請，以落實衍生設計專利的保護價值。

第三建議針對專利法施行細則第53條第6項規定：「標示為參考圖者，不得

用於解釋設計專利權範圍。」修訂為「標示為參考圖者，雖不為設計專利權範

圍，但得用來解釋或審酌參考。」等類似用語，如此才不會超越專利法第136條

第2項：「設計專利權範圍，以圖式為準，並得審酌說明書。」之本意，也給於

參考圖適當的規範，讓申請專利範圍更明確，在設計專利單一性的規定上，不致

於被申請人濫用或誤用。

至於是否參考美國分割案、CA案與CIP案的相關制度與作法，以利申請人妥

善運用與搭配，其如何引進仍需多加思量及研究分析，目前我國現行制度先暫不

建議做調整，待更深入探討分析後找出適切的規範。

現今國際間為擴大設計專利保護制度，許多國家或組織都已制定「一案多設

計」或「一案多指定物品」的相關申請規定，如何擴大我國設計專利保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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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如何修訂補足我國衍生設計制度，只限近似設計的不足，使得申請人有擴大

與強化保護自身設計專利的權利範圍能力，達到實質有效的設計專利保護，將是

專利專責機關日後仍需努力精進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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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海牙協定與設計專利之國際申請――

兼論一案多設計與一設計指定多物品之申請制度

葉雪美*

摘要

一般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只在申請並得到保護的國家或地區的領域中有效，然

而，WIPO藉由國際條約的機制將專利、商標及工業設計的申請導向國際化及簡

單化。在海牙體系的國際申請中，申請人只要提出一次的國際申請，他的設計就

可在所有指定的締約國取得設計保護。2007年，歐盟設計體系加入海牙協定的國

際工業設計註冊的體系，2014年韓國修訂設計保護法案並簽署加入海牙協定，美

國也公布因應海牙協定而修定的施行細則草案，廣徵企業界及專利業界的意見，

中國大陸及日本也因應國內企業的需求，相繼研究加入海牙協定的國際註冊的可

行性與修法議題。

海牙國際註冊的多設計併案申請可減少申請人的文書作業與方便設計權的管

理，歐盟的多設計併案申請以及一設計指定多產品的申請制度可擴大設計之保護

範圍，美國的多實施例併案申請與指定多物品的申請制度，韓國的無實體審查的

多設計併案申請制度，甚至中國大陸也在專利法第三次修訂時導入的相似外觀設

計與成套產品的合案申請來擴大工業設計的保護範圍。由此可得知，藉由一設計

指定多物品與多設計併案的申請制度來擴大及強化設計權已成為工業設計保護的

國際趨勢，本文研究與探討前述的多設計併案申請與一設計指定多物品的申請制

度，進一步討論在我國現行專利法與設計專利制度下，導入多設計併案申請與一

設計指定多物品的申請制度的可行性。

關鍵字： 海牙協定、海牙體系、歐盟設計、國際註冊、工業設計、設計專利、外

觀設計、併案申請、合案申請、多設計、多實施例、指定多物品。

收稿日：103年 4月 28日
* 作者現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一組專利高級審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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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般而言，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只在申請並得到保護的國家或地區的領域中有

效，然而，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以下簡

稱WIPO）藉由國際條約的機制將專利、商標及工業設計的申請導向國際化。專

利合作條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以下簡稱PCT）是一種國際專利保護協定

共有148個締約國，主要目的是在簡化發明人在多國之間申請專利的程序，使得

專利申請更為經濟、更有效率。專利申請人只需向在一個PCT受理局以一種規定

的語言提出專利申請，並指定需要想獲得專利保護的締約國，則可在每一個「指

定國」產生相當於其國內的申請效力，而該國際申請日也成為指定國之實際申請

日。近年來，PCT國際申請已成為企業作智慧財產權全球布局的一種申請策略，

2013年PCT國際申請量已達到205,300件，其中美國企業就申請了57,239件1。

WIPO另有在工業設計國際註冊的海牙協定下的國際工業設計註冊體系，

2013年設計的國際申請量雖僅有2,990件，但註冊的設計卻多達67,113項2。對於申

請人與企業而言，國際註冊是一種讓他們的創新設計能以比較簡單、經濟且有效

率就能取得國際註冊與保護的機制，設計一旦在國際註冊簿中登記，即在國際註

冊指定的每一個締約國享有該締約國法律給予的設計保護，這種國際申請與註冊

機制不僅能刺激國際貿易與產品創新，也能增加新市場與商業交易的機會。

2007年9月24日，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以下簡稱歐盟）向WIPO遞交關

於國際工業設計註冊的海牙協定日內瓦法案的入會文件。2014年4月1日韓國簽署

加入海牙協定，將於2014年7月1日生效。美國為了加入海牙協定也在徵求國內產

業的意見，準備修訂國內相關的法律，日本與中國大陸也在考慮加入海牙協定。

海牙體系的國際註冊是產業創新取得國際的設計保護的有效機制，是各國企業參

與國際市場競爭中不可忽視的一項有效工具。

海牙體系的國際註冊除了有簡單的申請程序、單一貨幣付費、單一國際註

冊及公告、權利延展與集中管理之優勢外，還有一案多設計的併案申請機制。不

1 參照「美國和中國推動國際專利申請增長創下年度新記錄」，日內瓦 , 13-03-2014, PR/2014/755  
http://www.wipo.int/pressroom/zh/articles/2014/article_0002.html (最後瀏覽日期 24/03/2014)。

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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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國際之間有其他的併案申請制度，例如：美國的多實施例併案申請與中國大

陸的近似設計合案申請都是確定設計之保護範圍，歐盟的一設計指定多產品則可

擴大設計之保護範圍，前述幾種併案申請制度都可減少申請人的申請文件作業，

也方便設計權的管理。另外，除了中國大陸的成組物品設計申請之外，日本及其

他國家的成組物品設計都會限縮設計的保護範圍，除非有必要，不建議申請人採

用，本文亦不加以論述。本文先介紹美國、日本與中國大陸都想加入的海牙協定

的國際註冊，再探討海牙體系、歐盟、美國、中國大陸與韓國等的指定多物品與

併案申請制度與相關法律規定，最後檢討我國設計專利制度開放指定多物品與多

設計併案申請的可能性3。

貳、海牙協定

1883年，14個國家在法國巴黎簽署了保護工業財產權的巴黎公約（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巴黎公約中規定各會員國

應立法保護工業設計。1925年11月6日，WIPO4的前身「保護智慧財產國際局」

（The United International Bureaux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簡稱

BIRPI）的國際組織在荷蘭海牙簽訂工業設計國際寄存的海牙協定（The Hague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Deposit of Industrial Designs），1928年

生效，同時成立海牙聯盟（Hague Un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Deposit of Industrial 

Designs）。

WIPO定義工業設計是指實用物品的裝飾性或美學特徵，可以是三維空間

的立體特徵所構成，例如：物品的形狀或表面配置，可以是二維空間的平面特

3 以下本文在第 1-第 3章節之中有關工業設計的國際註冊的條約與相關規定，以及工業設計國
際分類等有關者都沿用「工業設計」一詞，第 6章節中國的外觀設計專利制度因與中國專利
法、施行細則及專利審查指南的內容有關，故沿用「外觀設計」一詞。文中其他關於各個地區

及國家的工業設計保護制度及其他非特定的「工業設計」字眼，鈞以「設計」一詞取代之，例

如：日本的「意匠」。
4 1960年，BIRPI遷到日內瓦，1970年建立智慧財產權組織公約的生效後，歷經機構與行政改
革後，成立對締約國負責的秘書處形成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1974年WIPO成為
聯合國的一個專門機構，負責管理智慧財產權的相關事務。1996年，WIPO與世界貿易組織
（WTO）簽訂合作協定，擴大其在全球化貿易管理中的作用，並進一步證明智慧財產權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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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例如：圖案，線條或者顏色。工業設計廣泛應用在工業產品和手工製品

（handicraft）上，從鐘錶，珠寶與時尚奢侈品到工業用具及醫療器具；從家用器

皿、家具和電器具到車輛和建築的結構；從實用商品、紡織設計的圖案到戶外休

閒用品、玩具及寵物用品等。一般而言，工業設計所應用的產品必須能以工業方

法複製，不能複製的則是「藝術品」，應受著作權法所保護。

一、 工業設計的國際寄存制度（International Deposit 
of Industrial Designs）
與工業設計國際寄存有關的海牙協定的主要內容為：凡任何一個具有海牙聯

盟締約國國籍或在該國有住所或經營所的個人或企業都可以申請「國際寄存」。

申請人只要向WIPO提出一次申請，就可以在指定的締約國，同時取得幾個國家

的設計保護，國際保存的期限為5年，期滿後可以延長5年。海牙協定歷經多次修

訂，每一次修訂的內容都不一樣，以下簡要說明：

（ㄧ） 1934年6月2日，在倫敦的國際會議修訂的1934年倫敦議定書（London 

Act）版本，通稱為「1934年法案」共有23條規定，其中第7條規定︰

「國際保護的期限為自寄存之日起15年，該期限分為兩期，第一期5

年，第二期10年，申請人可在第一期屆滿之前繳費並提出延展之申

請」。在這個法案簽署的締約國有15個國家。

（二） 1960年11月28日在海牙修訂的1960年海牙議定書（Hague Act）版本，

通稱為「1960年法案」，其內容共有33條規定，其中第11條規定：

「國際寄存已經延展者，其保護期限為自國際寄存日起10年，國際寄

存未經延展者，自國際寄存日起5年。若締約國的國內法規定保護期

限為10年以上者，根據國際寄存及其延展之規定，對於提交國際寄存

者應給予該國相同的保護期限」。

     　   在這個法案簽署的締約國有34個國家。

（三） 1961年11月18日在摩納哥簽署附加議定書（Additional Act），該版本

的內容計有1-8條，其中修訂寄存規費與其他經費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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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67年7月14日在斯德哥爾摩簽訂補充議定書（Complementary       

Act），1979年9月修訂完成，修訂的內容共有1-12條，其中修訂關於

補充議定書與經費的規定。  

2009年9月在日內瓦舉行的WIPO的第47屆的會員國大會，會議中議決凍結

「1934年倫敦法案」，該法案共有15個締約國，2010年1月1日起凍結該法案

的應用，不過不影響在2010年1月1日之前已註冊的國際申請案件之延續，亦即

對於已經生效的國際註冊案件還是給予在1934年法案中最長的保護及延展期間

（15年）。

二、工業設計的國際註冊制度

無論是1934年法案或1960年法案的國際寄存制度與世界幾大工業國／地區的

工業設計保護制度都無法調和，WIPO為了讓海牙體系能更迎合全球產業與設計

師的需求，另一方面為了那些因為其設計保護制度而不能加入1960年海牙議定書

版本的國家，提供他們加入海牙協定的便利性。1999年7月2日，WIPO在日內瓦

的外交會議中簽訂新的日內瓦法案（Geneva Act），將原有的「國際寄存」制度

修訂為「國際註冊」制度，將海牙協定的全名修訂為「工業設計國際註冊之海牙

協定」（the Hague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of Industrial 

Designs），就是現行的「1999年日內瓦法案」的海牙協定。截至2014年4月底，

依1999年日內瓦法案加入海牙協定的共有47個國家／區域，其中包含4月1日剛簽

署的韓國。

1999年日內瓦法案除了將國際寄存制度改為國際註冊制度之外，還有下列幾

項重大的修改：

（ㄧ） 配合締約國的主管機關是審查局（Examining Office），且其加入協定

時的法律規定，締約國的主管機關可通知國際局的總幹事要求申請人

需檢附（a）提出申請設計的設計人身份之說明；（b）提出申請之設

計標的特徵的簡要說明；（c）所主張設計保護的範圍（claim）。

（二）將延緩公告的期限從12個月延長至30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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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人提出國際申請的文件與內容不符合法案與施行細則之規定，應

通知申請人在限期內提出必要的改正。（a）如果申請人無法在限期

內提出改正，該國際申請將被視為放棄。（b）如是因締約國國內法

之規定而通知總幹事的特別要求，惟申請人無法在期限內改正，國際

申請應被視為未包含該締約國的指定。

（四） 為了配合一些締約國的設計保護制度有關設計單一性的規定，在法案

第13條增加設計單一性（Unity of Design）的特別規定：「（a）如在

締約當時締約國的法律規定，同一件申請案的設計標的必需符合設計

單一性的要件，或是同時生產或同時使用，或屬於同一套或同一組物

品，或是在單一申請案只能主張一個獨立且可區分的設計，締約國主

管機關應聲明且通知國際局總幹事。（b）此聲明使得締約國主管機

關在其通知的要求得到滿足之前，可依據法案第12條第（1）款規定

拒絕國際註冊的效力」。

參、海牙體系的國際註冊申請

1999年日內瓦法案海牙協定的國際註冊制度有下列幾項優勢：（1）締約國

的國民、居民或設在該國的企業，可藉由海牙體系的國際註冊只需提出一次簡單

的申請程序，用一種語文（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一種貨幣繳納一套費用、

向一個主管機關（WIPO的國際局或是締約國的國家主管機關）提出一份國際申

請即可。（2）設計一旦在國際註冊簿中登記，在國際註冊中指定的每一個締約

國或地區享有該締約國或地區法律給予的設計保護，除非該締約國或地區明確的

核駁或拒絕保護，亦即國際註冊等同於在締約國或地區註冊。（3）無論是直接

或間接的國際申請，都由國際局集中管理，因此，國際註冊對於設計申請與維護

系統的運作更加方便，例如：國際註冊的延展、所有權變更或地址變更等，只

需透過一次的申請程序即可。（4）將延緩公告期限延長至30個月，如果申請的

設計是平面設計，例如：紡織品，則可提交樣品，而不是照片或圖式複製件。

（5）申請與保護的費用不高，一般中小型企業負擔得起。以下簡單介紹海牙體

系國際註冊的申請程序、申請文件內容與其他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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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國際申請的程序

（ㄧ）申請人的資格條件

凡是締約國的國民、或在締約國境內有住居所（domicile）、經常居所

（habitual residence）或真實有效的工商業營業所的自然人或法人（natural persons 

or legal entities），都有權申請海牙體系的國際註冊5。

（二）提出國際申請的程序

依據1960年法案或1999年法案第4條之規定，申請人可以選擇直接向國際局

（International Bureau）提出申請，或可透過申請人的締約國國內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如果締約國法律允許的話。

二、國際申請的文件與內容

（一）國際申請應使用規定的語文或其中之一種。

（二）申請人名稱與地址、申請人之締約國。

（三） 1999年法案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申請寄存或註冊的設計如果是二維

的平面設計，包括產品的圖案、線條或顏色，不得要求超過一張以上

的視圖，如果是三維的立體設計，包括產品的形狀與表面裝飾，不得

要求超過六張以上的視圖。而且，提交設計的複製件的品質要確保申

請設計的所有細節均可清晰辨認，並可予以公告。

（四）應指定構成設計的產品或應用該設計的產品，並說明之。

（五）對於指定的締約國的名單。

（六）規定的費用。

（七）其他規定的細節。

（八）可就國際申請設計的特徵的簡要說明。

5 1960年法案或 1999年法案之海牙協定第三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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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張設計保護的範圍（claim）。

（十）優先權及展覽優惠期之主張。

（十ㄧ）延緩公告。

其中第（ㄧ）至第（七）項是國際申請必要的內容，第（八）至第（十ㄧ）

項的內容是依據締約國法律要求而補充的內容。

三、優先權主張

（ㄧ） 國際申請可包含一項聲明，依據巴黎公約第4條關於優先權之規定辦

理，可主張在任何巴黎公約的締約國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國的任何一

個或多個在先申請的申請案為優先權基礎案。而優先權主張之聲明，

可在國際申請提交之後提出。施行細則中會規定優先權聲明提出的最

晚時限。

（二） 國際申請應當自申請日起，等同於巴黎公約第4條所指的正規申     

請，無論其以後可能的結果都不生影響。

四、國際申請日與國際註冊日

1999年法案第9條規定：「（1）如果申請人是向國際局直接提出國際申請，

申請文件內容能符合法案的規定，國際局收到國際申請的日期就是國際申請的

申請日。（2）如果申請人是透過締約國主管機關提交國際申請的，申請日應當

依規定確定。（3）如果國際局收到國際申請認為無法符合法案與施行細則之規

定，且這些不符合的內容會導致國際申請的申請日的延遲，那麼，國際局收到改

正資料的日期就是國際申請之申請日」。

法案第10條規定，通常國際註冊日就是國際申請日，如果國際局收到國際申

請時，因為申請文件或內容不符合法律規定而延遲申請日時，國際註冊日就是國

際局收到改正資料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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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註冊的效力與拒絕（Refusal）
2013年，工業設計的國際申請量有2,990件，但指定締約國的總數達到

16,159件，比2012年增加了13.9%，歐盟收到的指定數量最多（2,099件），

隨後是瑞士（1,934件）、土耳其（1,339件）、挪威（785件）及新加坡（743

件）。1999年法案第12條是關於締約國拒絕保護之規定，第14條是關於國際註

冊的效力之規定。

（一） 1999年法案第12條規定，每一指定締約國的主管或審查機關，可依據

國內法律進行國際註冊案件的實質審查，應將審查結果通知國際局。

不過，不得以不符形式要件的理由拒絕國際註冊的保護。如果是拒絕

保護，必須從在WIPO網站國際公告之日起12個月內通知國際局。申

請人可依締約國國內相關法律規定，在時限內提起上訴。

（二） 1999年法案第14條規定，自國際註冊之日起，在每一個指定締約國，

國際註冊至少應要有與該締約國依其法律規定正常申請的設計保護之

同等效力。

（三） （a）如每一指定締約國的審查機關，並未在期限內依據法案第12 條

規定發出核駁通知、或依據其施行細則做出相應之聲明，則國際註

冊在締約國應有與該締約國依其法律規定正常申請的設計同等保護效

力。（b) 如果指定締約國主管機關發出核駁通知，並隨後又將該核駁

通知部分或全部撤回，該國際註冊在該核駁通知被撤回之日起，國際

註冊在締約國應具有與該締約國依其法律規定正常申請的設計同等保

護效力。

（四） 任何締約國的審查機關可用聲明的方式通知國際局的總幹事，申請人

的締約國就是指定締約國，因此這指定是無效的。如果在國際申請中

已寫明申請人的締約國也是被指定的締約國，則國際局不應受理對該

締約國的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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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國際註冊的保護期間（Duration of protection）與
延展（renewal）
一般而言，國際註冊初始保護期間是從註冊之日起算5年的保護期間。國際

註冊可依據法律規定的程序繳納延展的規費可延展一次或多次，每一次延展可增

加5年的保護期，直到各個指定締約國所法律允許的最長的保護期屆滿為止6。原

則上，國際註冊在指定締約國的保護期間是從註冊之日起算15年的保護期間。如

果指定締約國的法律對於核准設計的保護所提供的保護期間超過15年，對已延展

的國際註冊應提供與該締約國法律相同的保護期間。

1999年法案第16條規定，所有權人可就國際註冊的一部分或全部，或僅對部

分指定締約國的國際註冊進行轉讓，所以，同一國際申請的多個設計中的每一設

計都可以單獨主張權利。另法案第17條規定，所有權人可就國際註冊的一部分或

全部的設計提出延展，也可就一部分或全部的指定締約國提出延展。亦規定國際

局應將國際註冊的延展登記在註冊簿上，並公告有關延展的效力，另將一份公告

通知的複本寄送給每一相關締約國的主管機關。

七、一案多設計與指定產品的相關規定

1999年法案第5條（4）款規定，一件國際申請可包括兩件或多件的設計。

1999年法案施行細則第7條（3）（ⅴ）款規定，一申請案的設計總數不得超過

100項，且須就每一項設計給予數字順序的標號。另在法案第5條（1）（ⅳ)款規

定，應指定構成設計的產品或應用該設計的產品，並說明之。1960年法案或1999

年法案施行細則第7條（3）款規定，產品的名稱應參考羅卡諾國際工業設計分類

（以下簡稱羅卡諾國際分類）所列的商品名稱。另在施行細則第7條（7）款規

定，構成設計的產品或是使用設計的所有產品必須是屬於羅卡諾國際分類的同一

分類（All Products to Be in Same Class）。

申請人在申請時，必須指明設計所應用的產品，指定的產品名稱對於二維

的平面設計與三維設計的立體設計要有不同的考量。如果是產品的立體設計，應

當使用產品的通用名稱，例如：「椅子」、「車燈」，如果是一個關於產品的二

維平面裝飾圖案，則應指定的產品名稱，例如：「盤子上的裝飾圖案」或「紡織

6 參照 1999年日內瓦法案之海牙協定第 17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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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圖案」。申請人必須指明產品在羅卡諾國際分類的分類歸屬與編號，不過，

同一國際申請案的幾個設計可以是羅卡諾國際分類的同一分類中的不同產品，例

如︰圖2中第1-第2設計應用的產品是保險桿、第3個設計應用的產品是水箱護罩、

第4-第6設計應用的產品是裝飾板（trim panel）、第7-第10設計是車體的設計，原

則上，每一設計僅能指定一項產品。

在單一國際申請案的多個設計，所有的設計都必須屬於羅卡諾國際分類的同

一分類（Class, 第一階分類）。申請人可進一步指定到第二階的次分類，但這不

是強制性的規定。如果，同一國際申請案的幾個設計屬於不同的羅卡諾國際分類

中的大分類時，就是違反規定，將被通知修正。例如：車燈的國際分類是26-06

（如圖1所示），汽車的保險桿、水箱護罩與車身零件等的國際分類是12-16（如

圖2所示），車燈與保險桿的國際分類不在同一大分類中，不得置於同一件國際

申請案中，要分別在兩個不同的國際申請案各別提出申請。

圖1 德國 VOLKSWAGEN 在WIPO註冊的車燈設計

(11) DM/077169 (15) 15.11.2011
(73) VOLKSWAGEN AKTIENGESELLSCHAFT, 38436 Wolfsburg (DE) (86) (87) 
(88) (85) DE,EM (89) EM (28) 8 (51) Cl. 26-06 (54) 1.-4. Headlamps for vehicles; 5. 
Signalling light for vehicles; 6. Flashing direction indicator for vehicles; 7.-8. Rear 
lights for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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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etin No. 09/2014 - 07.03.2014
(11) DM/082 948 (15) 20.02.2014 
(22) 20.02.2014 (73) VOLKSWAGEN AKTIENGESELLSCHAFT, Berliner Ring 2, 
38440 Wolfsburg (DE) (86) DE,EM (87) DE,EM (88) DE,EM (85) DE,EM (89) EM 
(28) 10 (51) Cl. 12-16 (54) 1. Rear bumper for vehicles; 2. Front bumper for vehicles; 
3. Radiator grille for vehicles; 4.-6. Trim panel parts for vehicles; 7.-10. Body parts for 
vehicles.

圖2 德國 VOLKSWAGEN 在WIPO註冊的車體零組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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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歐盟設計的指定多產品與多設計併案申請制度

依據歐盟共同設計法（Community Design Regulation, CDR, 以下簡稱歐盟設

計法及歐盟設計) 的規定，歐盟設計採用兩種不同的設計保護制度，一種是「無

需註冊」（the Unregistered Community Design, UCD）的設計保護；另一種是「註

冊設計」（the Registered Community Design, RCD）的設計保護，歐盟設計的相關

業務是由歐盟內部市場協調局（The Office of Harmonization for the Internal Market, 

簡稱OHIM）所掌管。2003年4月1日，註冊設計制度開始運作，申請人提出單一

申請即可取得所有歐盟會員國的設計保護7，自申請註冊之日起為期5年的保護，

保護期間可延展一次5年，最多可展延4次，因此，註冊設計可得到從申請之日起

長達25年的保護期間。

歐盟設計法8第3條清楚定義「設計」是指產品的整體或一部份的外觀，其中

包含有由線條、外形、色彩、形狀或材質／產品本身的材料／或是產品的裝飾等

所構成的特徵。「產品」是是指工業產品或是手工藝產品的項目，包括複合產品

的零件、包裝、產品外裝（get-up）或內裝、圖像表徵及印刷字體，但不包括電

腦程式。因為多設計併案申請與指定產品的相關法律規定，歐盟設計申請實務中

出現幾種不同保護範圍的申請樣態。

ㄧ、指定物品與分類與多設計併案申請的相關規定

（一）分類

申請人可依據羅卡諾國際分類自己指定其所申請之設計想要實施或應用之

產品的類別，但並不強制申請人必須將進行分類，只是強烈建議或希望，因為確

定產品分類會加速註冊程序的處理。施行細則（Implementing Council Regulation, 

7 加入歐盟共同設計保護的國家有：比利時、丹麥、德國、希臘、西班牙、法國、愛爾蘭、義大

利、盧森堡、荷蘭、奧地利、葡萄牙、芬蘭、瑞典、英國、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

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維尼亞、馬爾他、塞普勒斯、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

2013年 7月 1日，克羅埃西亞加入歐盟，目前共有 28個國家。
8 參照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6/2002, of 12 December 2001, on Community designs, 

amended by Council Regulation No 1891/2006 of 18 December 2006 amending Regulations (EC) No 
6/2002 and (EC) No 40/94 to give effect to the acce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o the Geneva 
Act of the Hague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of industrial designs, 本文簡稱
歐盟設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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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R）9第3條（2）款規定載明：產品的分類是為了行政作業之目的。另設計法

第36條（6）款規定也清楚說明：本條第2款及第3（a）及（d）規定中所提供關

於圖式與樣品的說明及產品分類的資訊內容將不會影響所請設計的保護範圍。

施行細則第3條（1）款規定：「產品應依羅卡諾協定第1條所訂定的羅卡諾

國際分類予以分類」。（4）款規定：「產品應依照羅卡諾國際分類的類別進行

分組，每一組產品應註記該組產品所屬的大分類（class）與次分類（subclass）的

分類號碼。分類是為了行政目的而提供的，特別是為了方便第三人在歐盟設計資

料庫進行檢索」。

（二）指定產品（Indication of the products）

設計法第36條（2）款規定申請文件之內容必須包含指定設計所想要實施或

應用之產品。第36條（6）款規定亦說明：如果沒有指定產品，也沒載明產品所

歸屬的國際分類，只是不符合申請內容之形式要件，並不會影響請求設計的保護

範圍。

施行細則第3條（2） 款規定說明：「指定產品是為了行政作業之目的」。

（3）款規定：「指定產品應以下列方式為之，清楚顯示產品的性質，並將每一

產品都應歸入羅卡諾國際分類中的一個分類之中，最好使用已出現在分類表所表

列之名稱」。

歐盟註冊設計程序審查指南（以下簡稱審查指南）10第五章第5.1.4小節「指

定產品」中說明：如果申請人在一個申請案中指定羅卡諾國際分類同一次分類中

5個以上的不同產品，審查人員會函請申請人以次分類的標頭名稱取代所指定的

產品。例如：申請人在一個申請案中指定下列產品：鎖閂裝置、防盜門、機車防

9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2245/2002, of 21 October 2002, Implementing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6/2002 on Community designs, amended by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876/2007 on 24 July 2007 amending Regulation (EC) No 2245/2002 implementing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6/2002 on Community designs following the acce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o the Geneva Act of the Hague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of 
industrial designs.本文簡稱施行細則。

10 歐盟註冊設計程序審查手冊 “The Manual Concerning Proceedings Before the Office For 
Harmoniza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 (Trade Marks and Desidns), Registered Community Designs, 
Examination of Applications”，03/12/2012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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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桿（的一部分），掛鎖（的一部分）、門窗關閉裝置、門插銷、平頭鎖閂、掛

鎖、自行車掛鎖、防盜鎖、門擋制器、滾筒鎖、車輛門鎖、卡車裝卸門扣、自行

車安全鎖等，由於所有這些指定產品都歸屬於羅卡諾國際分類中的同一次分類，

審查人員會建議將一長串的指定產品修改為08-07次分類的「鎖定或關閉裝置」的

標頭。

如果是一個產品的部分設計，而申請案是指定整體產品「刀具」，例如：

刀具握柄之設計，而指定產品是08-03類的刀具，審查人員將以「刀具之部分」

（Part of）取代之（如圖3左側所示）。另外，成組產品之設計，在申請案中必須

以成組或成套之名稱指定之（如圖3右側所示），例如：06-03次分類的小桌組（a 

set of small tables），而不能使用複數個桌子（tables）。

歐盟002172619-0003 歐盟002234278-0008

Handle for knives (part of) Small tables (Set of)
08-03 06-03

圖3 歐盟設計的部分設計與成組設計申請案

如果指定產品的超過5個以上，且不屬於羅卡諾國際分類中的同一次分類，

審查人員會通知申請人要限制指定產品的數量，且建議指定其中5項產品。如果

申請人在時限內與審查人員溝通，表示希望能保持原始列表所指定的產品，審查

人員會考慮延續其原始清單的產品。如果申請人未在時限內作出答覆，則依據審

查人員的建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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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設計併案申請（Multiple application）

設計法第37條是有關多設計併案申請的規定：（1）多個設計可以併入單一

申請案提出申請，除了裝飾設計（ornamentation）之外，其他設計想要實施或應

用的產品，應屬於羅卡諾國際分類的同一大類（如圖4所示之車燈設計），不得

跨越大分類。不過多設計所指定的產品可以屬於同一大類中的不同次分類，例

如：圖5所示之汽車、器保險桿之部分與水箱護罩等設計，分別歸屬於12-08及

12-16的次分類。（4）款規定：在併案申請案中的每一設計，都可單獨適用法

律。可單獨授權、強制執行、單獨主張權利、執行扣押或破產程序、或是單獨放

棄、延展、讓度。在相關的法律規定下，多設計併案申請也可以分割成若干個單

獨的申請案。所以，併案申請中的每一設計的權利都是獨立的，其中任一設計的

無效宣告之效力都不及於其他設計。

第37條（2）、（3）款規定：「多設計併案申請除了第36條（4）款的所規

定的費用外，還要繳付額外的註冊費及公告費用。該等增加的費用視設計的數目

而遞增。以及多設計併案申請的提出應遵守補充的法律規定」。

歐盟002012831-0001-0004

26-06

Lights for vehicles

圖4 歐盟的多設計申請案指定同一分類的多項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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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001598582-0001-0006

12-08；12-16
Automobiles ; Automobiles (part of -) ; Air-intake grilles for vehicles ; Bumpers for 
vehicles

圖5 歐盟的多設計申請案指定同一分類的多項物品

二、指定產品與多設計併案申請之申請類型

（ㄧ）單一設計指定多產品

審查指南說明：一申請案可指定一個以上的產品，如果申請案中單一設計

要指定多個產品，這些產品不必屬於羅卡諾國際分類中的同一類別（class）。例

如：圖6左側的註冊設計的指定產品如下：麵包、餅乾、糕點、通心粉和其他穀

物產品、巧克力、糖果、冰品、奶酪製品；鞋類；容器；飾品；桌子、壁爐、牆

飾、花瓶、花盆、展示和銷售設備；遊戲和玩具；電氣或非電氣的光源。而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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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則是橫跨幾大類：01-01、01-03；02-04；09-03；11-02；20-02；21-01；26-

04。

圖6 歐盟的單一設計申請案可指定跨類多項物品

歐盟001332498-0001 歐盟001965377-0001
Bakers '  products,  biscuits ,  pastry, 
macaroni and other cereal products, 
choco la te s ,  confec t ione ry,  i ces  ; 
Cheese food preparations ; Footwear ; 
Containers ; Trinkets, table, mantel and 
wall ornaments, flower vases and pots ; 
Display and sales equipment ; Games and 
toys ; Luminous sources, electrical or not

Window buckets (outdoor) ; Bottoms of 
plant pots (indoor) ; Bottoms of plant 
pots (packaging

01-01、01-03；02-04；09-03；11-02；
20-02；21-01；26-04

09-03；11-02；25-02

（二）多設計併案申請

施行細則第2條（1）、（3）、（4）款規定說明：一申請案可請求註冊多個

設計。其中沒有設計數量的上限限制，也不要求多個設計彼此之間在外觀、性質

與目的要相近似。（3）（4）款規定：「多設計申請案中的每一設計必須提供圖

式以及每一設計想要實施或應用的產品」。申請人應當將每一設計使用阿拉伯數

字依序的編號，圖式也要依著設計之編號在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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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002055178-0001 歐盟002055202-0001

Vehicles ; Model car
12-08；21-01

Vehicles ; Model car
12-08；21-01

歐盟002055095-0001 歐盟001230577-0001-0002
Vehicles ; Model car 
12-08；21-01

Motor vehicles
12-08

施行細則第2條（2）款規定是多設計併案申請之單一類別（unity of class）

限制，當一個申請案中包含多個設計，而這些設計想要實施或應用的產品不屬於

羅卡諾國際分類的同一大類，那麼這些設計就必須分割申請，只有裝飾性設計例

外。例如：多設計申請案中有三個設計，而每一設計的指定產品是「汽車」（是

屬於12-08的類別）以及「模型車」（是屬於21-01的類別），審查人員會要求申

請人將該申請案分割為兩個申請案，一案的三個設計的指定產品為「汽車」，另

一案的三個設計指定產品是「模型車」。或是分割為三個申請案，每一申請案中

只有單一設計就可以指定跨類的「汽車」及「模型車」產品（如圖7所示）。

圖7  歐盟的單一設計申請案與多設計申請案之指定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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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裝飾性設計

裝飾性設計是能被應用到各種產品表面的裝飾元素，而不會影響產品的外形

輪廓。可以是一個平面圖形或是三維空間的凹凸裝飾或浮雕，在產品表面產生凹

凸起伏的表面變化。雖然羅卡諾國際分類中32-00類的標頭是裝飾，不過許多裝

飾性設計的主要目的是構成其他產品的表面特徵之一，因此，多設計申請案中的

裝飾性設計可以和不同類別的產品結合。例如：一個多設計申請案中的設計是可

結合產品的裝飾性設計，該設計是32-00類的裝飾圖案，也是可應用在07-01類的

「瓷器」以及「茶具組」的裝飾圖案。如果圖式無法揭露裝飾設計可被應用的所

有產品，而這種產品的外形輪廓並非主張之部分，則可這種特定產品的分類列入

指定產品的清單之中（如圖8所示）。

圖8 歐盟的裝飾性設計與指定多產品

歐盟001954512-0058 歐盟001255756-0003

China,  glassware,  dishes  ;  China, 
glassware, dishes (Ornamentation for -)

Graphic symbols and logos, surface 
patterns, ornamentation ; Key rings ; 
Jewellery

07-01 ; 32-00 03-01；11-01



103.06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6 63

本月專題
淺談海牙協定與設計專利之國際申請──

兼論一案多設計與一設計指定多物品之申請制度

三、小結

綜上分析，歐盟的註冊設計不但可指定多項產品，甚至可指定幾個不同類別

的產品，這種方式除了簡化設計保護之申請，進而可擴大了設計的保護範圍。不

過，這種指定多產品的申請方式指現於單一設計之申請案與裝飾性設計，其他的

多設計申請案則不適用。海牙體系的國際申請中設計不能指定多項產品，更不允

許跨類的產品指定，不過，海牙體系的國際申請優勢是歐盟所欠缺的，因此，歐

盟才會申請加入WIPO的海牙協定。

2008年1月1日，歐盟成為海牙體系的國際註冊的締約國，此後，歐盟境內的

公司或設計師可依據1999年法案的規定提出設計的國際申請與保護，只要提出一

次的國際申請，他們的設計不僅在歐盟地區、還可在其指定的所有日內瓦法案的

締約國取得設計保護，對於歐盟境內的公司、企業或設計師而言，歐盟加入海牙

體系除了簡化設計保護的申請程序，降低國際申請與保護的費用之外，單一的延

展與維護系統的運作，使得設計權的管理更有效率、更加方便。

伍、美國的指定多物品與多實施例併案申請制度

美國專利法第171條規定：「凡任何應用於工業產品之新穎的（new）、原

創的（original）、及裝飾性的（ornamental）設計，合於本法之規定及要件者，

取得專利。除另有規定外，本法有關發明專利的條款適用於設計專利」。這法條

說明除了特別規定外，專利法中其他有關發明的條款規定都可適用於設計專利。

第172條是有關設計專利優先權的規定：第119條（a）至（d）款有關優先權之規

定，及第102條（d）款所指定之時間，在設計為六個月，第119條（e）款關於優

先權之規定不適用於設計。第173條規定設計專利之專利期限：設計之專利權期

間為自核准專利之日起14年。

美國專利法及施行細則，都未對「設計」作出定義，而由設計專利法案的歷

史沿革與一些前導判例（leading case）中法院對於「凡應用於工業產品之任何新

穎的、原創的、及裝飾性的設計」的解釋可得知，「設計」是實施或應用在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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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上的設計，係由物品所呈現的外觀樣貌或是視覺特徵（visual characteristics）

所構成，因為設計是實施（manifest）於物品的外觀上，設計專利之標的應是關

於物品的外觀（表面）構成（configuration）或形狀（shape），或物品外觀的表

面裝飾（surface ornamentation）。

美國專利法與施行細則對設計專利的規定不多，美國專利商標局（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簡稱USPTO）許多申請實務的運作是法院依據立法理由與歷

史沿革與相關的法律解釋而發展出來的，以下介紹有關設計專利可指定多項物品

與多時施例併案申請的相關規定與實務作法。

ㄧ、設計名稱中指定多物品的相關規定與法理

美國國會希望推廣工業產品的設計專利，如果申請人無法教導開示如何

應用他的設計，或無法將其發明付諸實施，那麼，他對該項技藝則無所貢獻

（contribution）；如果申請人的設計可應用於超過一項以上物品，為了要教示

（teaching）如何將該設計應用在不同的物品，原則上，他必須提出超過一個以上

的圖式；但必須注意的是，他不能因為要應用在不同的物品而修改他的設計，否

則，USPTO會認為他提出一個以上的設計。

美國專利法施行細則（37 CFR）第1.154條（b）規定，設計專利的說明書中

必須載明：設計名稱（title）、說明（description）及申請專利範圍（claim）。施

行細則第1.153條規定設計名稱應指明特定的物品，設計專利的申請專利範圍應以

「如圖所示，或所示及所述之（明確且特定的）物品之裝飾設計」之特定形式記

載，設計名稱必須與申請專利範圍的物品名稱一致。另外施行細則第 1.75中有關

申請專利範圍之規定不適用於設計專利，有關設計申請專利範圍的形式及相關規

定是在施行細則第1.153條。設計專利僅得主張單一的權利請求項（claim），如

果設計專利的權利請求項超過1項時，是不符規定且不被允許的，審查人員會要

求選擇（election）及分割（restr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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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參照 In re William Schnell, 18 C.C.P.A. 812; 46 F.2d 203; 1931 CCPA.。葉雪美，（智慧財產權月
刊）「美國設計專利類型的揭露要件與權利保護範圍」，第 101期，第 41-55頁，2007。

12 同前註。
13 參照 In Ex parte Fulda, 1913 C. D. 206, 194 O. G. 549。

（ㄧ）William Schnell案例11

在William Schnell案例中，William Schnell申請一個「可應用於汽車車身內部

配件或其他近似物品的裝飾性設計」，另在說明書中敘明「如圖所示之設計，可

應用於把手，也可應用於汽車其他配件上」。申請人所附之圖式的側視圖及前視

圖揭示該汽車門把由兩個部份組合而成，一為固定在車門內側之門板，以及類似

一般裝置於門上敲門用的可活動的手把、門把。審查人員認可該設計是新穎的設

計，但是，認為該申請案所記載的「設計可應用的物品名稱」是一種廣泛的種類

名稱（generic），與其圖式所揭示之特定物品相比較，他的權利主張太過寬廣。

因此，審查人員建議，設計名稱應修改為「汽車門把或其他近似物品」，專利申

訴和抵觸委員會（Board of Patent Appeals and Interferences, 簡稱BPAI）也同意審

查人員的意見，申請人不服，提起上訴。

（二）CCPA的判決理由與理論依據

海關和專利上訴法院（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 以下簡稱CCPA）

認為：「依據專利法案之目的，發明人的實質標的（subject matter）至少可創作

出三種不同類型應用於工業產品的設計12：（1）可應用在物品的表面裝飾性設

計；（2）應用在物品的形狀、或表面配置設計；（3）前者與後兩者的結合設

計」。BPAI在Fulda案例13建立規則是「不得限制申請人只能將其設計實施於單一

項明確的工業產品」，有些法院已經確認這種作法，而使這種解釋更加明確。也

就是說，如果，申請人在說明書中載明他的設計可被當作裝飾性的圖案，可應用

於所列舉的各種商業產品上，這種是一種恰當不過的作法，這種作法明顯地表示

出申請人的設計是「可應用於其他產品」。因此，如果其他人沒有得到專利權人

的同意，而將那些裝性圖案應用在申請人所列舉的各種商業產品上，就會構成設

計專利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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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參照 In Ex parte Andrews, 1917 C. D. 13，234 O. G. 37。

在 Andrews案例14中，BPAI的助理委員Clay撰寫了一個很好的意見，其部分內

容如下︰「曲解法律規定去限制設計專利中的設計僅能應用於一種特定的盤子，

或是容器或是其他物品上，這是一件很荒謬的事實。換言之，如果一個人的創作

可應用於茶具組中的每一品項設計，因為必須限制該設計於只能應用於如圖所示

的盤子上，而不能獲准茶具組所有品項的設計專利，這種作法會與立法原意與精

神相違背。雖然，專利的圖式只顯現出該設計可應用於淺盤，然而，無須進一步

解釋或是說明，很明顯地，該設計的模式和視覺效果也可應用於杯子、或是糖罐

子時，如果要求申請人必須申請一系列的設計專利去涵蓋所有的物品，這種作法

不合理。」事實上，所謂的「一個單一發明」（one single invention），是意味著

該設計是可應用於廣義的盤子，而不是單一特定的盤子。

CCPA說明：我們必須了解，許多非常出眾的設計的主要價值（principal 

value），是在於該設計可應用於許多種不同種類的物品。因此，法院解釋「應用

於一個物品的設計」這句子中的「一個（an）」並不是指一項特定的物品，但是

在許多案例中，必須參考總類名稱的物品（generic article），例如：應用於盤子

的設計，不僅包括那些圖式上所揭示的特定盤子，同時也涵蓋其他所有的盤子，

只要是應用該設計即可明顯地產生如圖所示的相同效果的盤子，只要是應用該設

計的所有盤子應都被涵蓋，無須作更進一步解釋或是說明。

CCPA認為：在法律中找不到任何規定是要求申請人必須「揭露可應用該設

計的一些特定工業產品」，如果申請人的設計可應用於多項物品，他主張的保護

範圍不應受單一物品的限制，在申請專利時，申請人已清楚表示他的設計可應用

在玻璃用具（glassware），雖然在圖式中僅揭露該設計應用在淺碟上，但並不因

此而限制該設計專利的保護範圍僅及於圖式所揭示的單一物品。

CCPA認為：在申請實務中，USPTO早已同意申請人在某些設計專利的設

計名稱中使用「⋯or the like」（或相似物品）以及「⋯or similar article」（或近

似物品）的用詞，例如：「Panel for partitions or the like」（隔板或其他相似物

品）「Teapot or similar article」（茶壺或近似物品）、「Ski or a similar skating 

device」（滑雪板或近似的溜冰裝置）、「Handle for luggage or similar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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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箱把手或近似物品）。雖然這種作法未經法律授權，但在法律的解釋下，

允許使用「及相似物品」的用詞，這種作法能給予法律一個更寬廣的解釋，這不

僅是慷慨而已，還額外附送小費15。

CCPA說明：檢視設計專利法案的歷史沿革及過去法規的文義解釋之後，我

們瞭解法案中「可授予專利的設計」（design patentable）法律用語的「真正意

涵」，法律並未限制設計專利所實施的物品只能有「單一物品」，因此，USPTO

在設計專利申請實務中「單一物品」的限制是不符合法律規定。

（三）USPTO之後的實務作法

工業設計必須像機械發明一般具有商業上目的和實用功能，但又要像藝術

創作一樣必須具有美學的特質。設計的實用價值是藉由產品外觀上的實施，而

增加產品外觀的吸引力以及產品的商業價值，所以，只有可實施或應用於工業

產品的設計才能獲准設計專利。工業設計的商業價值正如同助理委員Clay的意

見，「許多非常出眾的設計的主要價值（principal value），是在於該設計可應

用於許多種不同種類的工業產品」，因此，CCPA認為：申請人的權利主張不應

受單一物品的限制，如果申請人的設計可應用於多項產品，在申請專利時，申

請人可藉由適當的圖式、文字或列舉可實施或應用設計的產品來表示他想要主

張的保護範圍。

在William Schnell案例之後，USPTO修改專利審查程序手冊（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以下簡稱MPEP）之規定，給予申請人在設計名稱

的用詞使用上的自由程度（latitude）。在設計專利的申請實務中，USPTO對設

計名稱的要求相當寬鬆，允許設計名稱中使用「Object made of glass, glassware」

（玻璃及玻璃器皿）16 、「article of jewelry」（珠寶）17或「Electronic device」

（電子裝置）18等上位概念的通用物品名稱，也允許申請人在設計名稱中列舉可

應用或實施設計的多項物品，藉以明確設計專利的保護範圍。

15 參照 In re William Schnell, 18 C.C.P.A. 812; 46 F.2d 203; 1931 CCPA.。
16 參照 D 658,533設計專利。
17 參照 D 473,484設計專利。
18 參照 D558,756設計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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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愈來愈多的設計專利使用這種包含可應用該設計的多項物品及其他

近似物品的設計名稱，這種明確指定設計所及於之物品項目的作法，亦可避免在

專利侵權訴訟中負擔說明「保護範圍」的舉證責任。以下舉例說明：（1）裝飾

性設計，設計名稱為：應用於背包、拉鏈或其他相似物品的新穎裝飾（如圖9所

示）；（2）方向盤（如圖9左側所示）或汽車設計，因為汽車設計可直接應用於

模型汽車、玩具汽車或是汽車吊飾物品，世界知名汽車大廠在美國申請汽車的設

計專利時，儘可能使用這類的設計名稱，設計名稱為：車包含玩具車、汽車、汽

車複製品、模型車以及其他類型的複製品 （如圖10右側所示）；（3）可組合的

單元設計，設計名稱為：應用於吊飾、耳環、戒指、胸針、項鍊、髮飾、袖扣、

領帶夾之飾品單元 ，除上述設計外，還有許多使用多項物品的設計名稱。

美國D591,653設計專利 美國D595,103設計專利

Novelty decoration for backpacks, 
zippers, or the likes Scales for knives, and tools, and the likes 

圖9 美國設計專利指定多項物品的案例

FIG.1

FIG.８

FIG.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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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參照 In re Rubinfield, 270 F.2d 391, 123 USPQ 210（CCPA 1959）。

美國D686,938設計專利 美國D689,398設計專利

Steering wheel for game controller  and 
steering wheel for toy-car, motor car, 
replica car and scale-model-car

Motor vehicle and/or toy replica thereof

圖10 美國設計專利指定多項產品的案例

二、多實施例併案申請的制度

1959年之前，USPTO認為依據施行細則第1.153條之規定，一個設計專利申請

案僅能有一個申請專利範圍（one claim），因此，申請人不能在圖式揭露多個申

請專利範圍及多個設計實施例。1959年，CCPA對於In re Rubinfield19案件作出判決

之後，USPTO修改施行細則第1.153條及MPEP的相關規定，如果是屬於同一設計

概念（one design conception）下所形成的數個實施例（multiple embodiments），

或因略作修飾而形成稍有差異的設計，則例外地允許，申請人可以在同一個設計

專利申請案中，同時揭露多個實施例或是稍有差異的設計。以下簡單介紹CCPA

在In re Rubinfield案例的理論基礎及法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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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n re Rubinfield案例20

Rubinfield提出一個「應用於於地板蠟盒的設計」的專利申請案（如圖11 所

示），申請案揭露兩個相似但確實不同的外觀設計，一個是在圖1至4所揭示的設

計，另一個是圖5至8所揭示的設計，該案的三個申請專利範圍如下︰（1）包括

實質上如圖1至4所示應用於地板蠟盒的裝飾性設計；（2）包括實質上如圖5至8

所示應用於地板蠟盒的裝飾性設計；（3）包括實質上如圖1至8所示具有共同外

觀的地板蠟盒的裝飾性設計。審查人員沒附引證資料也沒有論述請求設計的可專

利性，而是基於該案的申請專利範圍不明確，審查人員在最終核駁理由載明：

「再次註明，這個申請案中包含多個設計及三個申請專利範圍，這種作法不符合

施行細則第1.153條之規定」21。BPAI同意審查人員的理由：「本案包含多個設計

以及多個申請專利範圍」。

20 參照 In re Rubinfield, 270 F.2d 391, 123 USPQ 210（CCPA 1959）。葉雪美，（智慧財產權月刊）
「美國設計專利類型的揭露要件與權利保護範圍」，第 101期，第 55-60頁，2007。

21 參照 In re Wagenhorst，20 CCPA 991，64 F. 2d 780，17 USPQ 330；In re Wahl, 30 CCPA 719，
132 F. 2d 323，56 USPQ 158.

Fig.1 Fig.5

Fig.6

Fig.7
Fig.8

Fig.2

Fig.3

Fig.4

圖11  Rubinfield 的地板蠟盒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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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參照 In re William Schnell, 18 C.C.P.A. 812; 46 F.2d 203; 1931 CCPA.。
23 參照 in Ex parte Lunken, 1896 C.D. 22, 76 O.G. 785。

（二）CCPA的法律解釋及理論依據

美國專利法第171條是「關於設計的規定」，第101條「對於發明的規定」，

前者是「任何人發明任何可應用於工業產品上新穎的、原創的、裝飾性設計」，

後者是「任何新的、有用的製程、機器、製造品或物質的組合」，兩者所引用的

詞彙中都未包含有任何多數的用詞、也沒有以多數的型式表示不同的製程、機

器、製造品以及物質的組合，如果是同一發明的多個實施例，通常可記載於同一

專利申請案，且可記載於ㄧ個申請專利範圍之中。況且，第101條規定的用語並

未排除多個實施例，在第171條規定有相似的用語，因此，沒有任何理由禁止在

一個設計創作中揭露兩個或更多實施例。

CCPA說明：在現行法律的規定下，如果發明人想要得到一定的保護，為什

麼他不可以經由適當的圖式及權利主張來揭露他想要得到的保護範圍，如此，其

他人也可藉此而得知發明人的設計保護範圍。而且，在William Schnell 案例22中，

上訴法院已清楚說明「如果設計的應用於超過一項物品時，申請人必須且必要使

用超過一張以上的圖面，才能教導如何將設計應用於不同的物品時，沒有任何法

律及以論理論依據禁止設計專利的申請人提交不止一項物品的圖面。」因此，在

一個設計專利申請案中揭露超過一個以上的實施例是恰當的。

BPAI的核駁理由摘要中說明：根據USPTO長期以來的實務作法，在單ㄧ設計

專利申請案中不可以有兩個實施例。關於對一個特定實施例揭露的限制，是在實

務上所建立的。在William Schnell 的案例中，USPTO的律師討論過相同的問題，

說明為了符合「設計可應用於同一的工業產品」的規定，這是實務上的一貫作

法。但是，在William Schnell 案例中，沒有看見USPTO所做的決定被引用，也沒

有其他的證據可以支持這種長期以來的實務作法。在設計專利申請案中提出幾個

不同的實施例，為什麼USPTO拒絕作出類似的決定，其中的道理並不明顯。無疑

地，就像BPAI在In Ex parte Lunken23案例中所說的「對於揭露及專利性的問題，

USPTO以一個不變的方式來處理這類問題，是一種最方便的作法」。CCPA經過

仔細的思考後，認為USPTO「實務作業的方便性」不能優於申請人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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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A說明：基於前面所論述的諸多理由，設計專利申請案中「不能揭露一

個以上的設計實施例」並不是一個不可改變的規則。理論上，申請人不能在一個

設計專利案中以圖式的方式揭露兩個設計，同時主張兩個不同設計概念的申請專

利範圍，但可利用實施例的方式去揭露一個發明概念的兩個實施例。至於這種圖

式的揭露方式是否適當，應依個案的性質來決定，只是以一種「多個設計」的填

充式理由核駁申請案，這種作法是不恰當的。

不過，關於施行細則第1.153 之規定，限制一個設計專利申請案只能主張單

一申請專利範圍，USPTO長久以來的實務作法並不會造成任何困擾，實際上，這

個實務作法也是經過法院同意的 。因此，CCPA對於「一個設計專利申請案中只

能有一個申請專利範圍」的核駁理由，予以維持。

（三）MPEP中與多實施例申請的相關規則

在In re Rubinfield案例之後，USPTO修訂了MPEP第1504.05章節中有關分案申

請（Restriction）的規定。其中記載著：除了本節所提的特別規定外，有關發明專

利的申請限制的一般原則亦適用於設計專利。發明專利申請案中可包含多項申請

專利範圍及多個發明，設計專利申請案僅有單一申請專利範圍，且限於可專利性

無法區別（indistinct design）設計。因此，設計專利申請案中包含一個以上專利

性可區分之創作時，審查人員應要求分割。

如果是屬於同一設計概念下所形成的多個實施例，或是略作修飾而形成稍

有差異的設計，則例外地允許，申請人可以在一個設計專利申請案中同時揭

露該等實施例或是稍有差異的設計。例如：圖12之二個容器手提架（container 

carrier）在整體造形上僅有孔洞數量的細微差異，可認定該二容器手提架設計

係屬於同一設計概念下的實施例，所以，可以在同一設計專利申請案中同時揭

露該等實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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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D693,139設計專利（辦公椅）有8個實施例

圖12 美國多實施例併案申請之實務案例

在同一申請案中，以圖式揭示同一設計創作兩個以上的實施例是可接受的，

必須是基於同一的設計概念（single design concept），且彼此之間可專利性無法

區別（patentable indistinct design）的情況下，才可在一個申請案中以多個實施例

的方式提出申請（如圖13所示）。雖然是基於同一設計概念下，如果多個實施例

彼此的可專利性是可區別的（如圖14-圖16所示），或者不是由同一發明概念發展

出來的實施例，則必須選擇及分割申請 。

圖13 美國同一設計概念下多實施例併案申請

美國D694,125設計專利（容器手提架）有2個實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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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D694,563設計專利（母案）
座椅組件模組

美國D697,350設計專利（分割案1）
座椅組件模組

美國D696,884設計專利（分割案2）
座椅組件模組

美國D696,885設計專利（分割案3）
座椅組件模組

圖14 美國同一設計概念下多實施例的分割申請

圖15 美國同一設計概念下多實施例的分割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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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D697,351設計專利（分割案4）
座椅組件模組

美國D697,352設計專利（分割案5）
座椅組件模組

圖16 美國同一設計概念下多實施例的分割申請

三、小結

綜上分析，美國的設計專利不僅可將同一設計概念下可專利性不可區分的多

實施例並案提出申請（沒有數量之限制），且可指定多項產品，甚至可指定幾個

不同類別的產品，美國的設計專利申請制度似乎比較能達成申請人所想要的保護

範圍。不過，海牙體系的國際申請可在47個締約國與區域取得設計保護之優勢是

美國制度所欠缺的，這也是美國企業在全球布局所想要的申請機制，因此，美國

才會考慮加入WIPO的海牙協定。

USPTO公布因應海牙協定而修定的施行細則草案，並希望大眾能提供意見。

此次修法與現行制度的差異包括：（1）單一國際設計申請案最多可包含100件

設計，但是申請案進入美國實體審查，可能還是要選組或分割；（2）如國際申

請案指定於美國註冊，應在WIPO國際局公開日到USPTO公告日間享有暫時性保

護；（3）設計專利的專利權期間由14年延長為15年；（4）國際申請案可作為優

先權之基礎案﹔（5）已公開的國際設計申請案可視為「申請在先、公開在後」

的先前技術文獻，可用以核駁比較晚申請的美國設計申請案。值得注意的是，美

國的國民、居民或企業仍需先在USPTO提出申請，如果繞道海牙體系進入美國，

設計創作人仍需簽署宣誓書，依然是要通過USPTO的實體審查，才能取得美國的

設計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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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中國大陸外觀設計的併案申請制度

中國大陸專利法所稱之外觀設計，是指對產品的形狀、圖案或者其結合以及

色彩與形狀、圖案的結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並適於工業應用的新設計。專利審查

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說明︰外觀設計是產品的外觀設計，其載體應當是產品。不

能重複生產的手工藝品、農產品、畜產品、自然物不能作為外觀計的載體。又專

利法實施細則（以下簡稱實施細則）第16條規定，請求書要記載使用外觀設計的

產品名稱，產品的名稱一般應符合國際工業設計分類表中小類列舉的名稱。專利

法第42條規定，外觀設計專利權的期限為十年，自申請日起計算。

法定不授予外觀設計專利權的情形，除了專利法第5條第1款的規定：「對違

反法律、社會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發明創造」。專利法第三次修正時，增加

專利法第25條第1款第（6）項之規定，對平面印刷品的圖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結

合作出的主要起標識作用的設計，亦不授予專利權。另外，還有11項不授予外觀

設計專利權的情形是規定在專利審查指南中24。

在外觀設計專利申請的初步審查中，審查人員要根據專利法實施細則第44條

第1款第（3）項的規定，審查使用外觀設計的產品是否屬於平面印刷品。如果一

件外觀設計專利申請同時滿足下列三個條件，則認為所述申請屬於專利法第25條

第1款第（6）項規定的不授予專利權的情形：（1）使用外觀設計的產品屬於平

24 2010年版的專利審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外觀設計專利申請的初步審查」中第 7.4小節規
定︰不授予外觀設計專利權的情形根據專利法第二條第四款的規定，以下屬於不授予外觀設計

專利權的情形：（1）取決於特定地理條件、不能重複再現的固定建築物、橋樑等。例如，包
括特定的山水在內的山水別墅。（2）因其包含有氣體、液體及粉末狀等無固定形狀的物質而
導致其形狀、圖案、色彩不固定的產品。（3）產品的不能分割或者不能單獨出售且不能單獨
使用局部設計，例如襪跟、帽檐、杯把等。（4）對於由多個不同特定形狀或者圖案的構件組
成的產品，如果構件本身不能單獨出售且不能單獨使用，則該構件不屬於外觀設計專利保護的

客體。例如，一組由不同形狀的插接塊組成的拼圖玩具，只有將所有插接塊共同作為一項外觀

設計申請時，才屬於外觀設計專利保護的客體。（5）不能作用於視覺或者肉眼難以確定，需
要借助特定的工具才能分辨其形狀、圖案、色彩的物品。例如，其圖案是在紫外燈照射下才能

顯現的產品。（6）要求保護的外觀設計不是產品本身常規的形態，例如手帕紮成動物形態的
外觀設計。（7）以自然物原有形狀、圖案、色彩作為主體的設計，通常指兩種情形，一種是
自然物本身；一種是自然物模擬設計。（8） 純屬美術、書法、攝影範疇的作品。（9）僅以在其
產品所屬領域內司空見慣的幾何形狀和圖案構成的外觀設計。（10）文字和數位的字音、字義
不屬於外觀設計保護的內容。（11）遊戲介面以及與人機交互無關或者與實現產品功能無關的
產品顯示裝置所顯示的圖案，例如，電子螢幕壁紙、開關機畫面、網站網頁的圖文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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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印刷品；（2）該外觀設計是針對圖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結合而作出的；（3）

該外觀設計主要起標識作用。

2009年中國大陸在專利法第三次修正時，將原有的成套產品的同一類別由羅

卡諾國際分類的同一小類（subclass）擴大到同一大類（class），另增加相似外觀

設計的申請制度。專利法第31條第2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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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屬於同一類別並且成套出

售或者使用的產品的兩項以上的外觀設計，可以作為一件申請提出（簡稱合案申

請）。合案申請的每一外觀設計都享有獨立的權利，因此，每一外觀設計應當分

別具備授權條件。除了前述的兩種合案申請之外，在專利審查指南及實務運作中

還有一種組件產品的併案申請，以下介紹這三種不同的併案申請制度（合案申請

也是併案申請的一種）的相關規定與申請實務。

一、相似外觀設計

中國大陸專利法第31條第2款的規定，同一產品兩項以上的相似外觀設計可

作為一件申請提出。實施細則第16條規定，一件外觀設計專利申請中的相似外觀

設計不得超過10項。因此，超過10項者，審查人員應發出審查意見通知書，申請

人修改後未克服缺陷者，則會駁回該專利申請。

「同一產品」是指屬於羅卡諾國際分類中的同一大類同一小類的同一項產

品。例如︰申請人申請的外觀設計分別是餐盤、杯子、碗、碟子的外觀設計，雖

然這些產品同屬於國際外觀設計分類表中的同一大分類，但並不是同一產品。

實施細則第28條第2款規定，對同一產品的多項相似外觀設計提出一件外觀

設計專利申請的，應當在簡要說明中指定其中一項作為基本設計，以便判定其

他的外觀設計是否屬於與基本設計相似的外觀設計。另實施細則第35條第1款規

定，應簡要說明該產品的其他設計與指定的基本設計之間的相似。「相似外觀設

計」是指經過整體觀察，如果其他的外觀設計和基本設計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設

計特徵，並且二者之間的區別是屬於局部的細微變化，或是該類產品的慣常設計

（如圖17所示），或者僅色彩要素的變化（如圖18所示）或是設計單元重複排列

（如圖19所示）等情形，通常認為二者是屬於相似的外觀設計。在合案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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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每一設計依序編號，並在每一設計的視圖名稱前以設計之編號標註，例如︰

設計1主視圖。

中國大陸CN201030576193.8外觀設計〔匙勺（ 帶孔）〕

中國大陸CN201230464042.2外觀設計〔票夾（微笑）〕

圖17 中國大陸相似外觀設計的合案申請

圖18 中國大陸相似外觀設計的合案申請

設計1

設計4

設計2

設計5

設計3

設計6

設計1 設計2 設計3 設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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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CN201330463423.3外觀設計（吸頂燈）

圖19 中國大陸相似外觀設計的合案申請

設計1 設計2

設計4

設計5

設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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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套產品

中國大陸專利法第31條第2款規定，一件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應當限於一項外

觀設計。同一類別並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產品的兩項以上的外觀設計，可作為

一件申請提出。實施細則第35條第2款規定，用於同一類別並且成套出售或者使

用的產品並且具有相同設計構思的兩項以上外觀設計，可以作為一件申請提出。

成套產品是指由兩件以上屬於羅卡諾國際分類的同一大類、各自獨立的產品組

成，各產品的設計構思相同，其中每一件產品具有獨立的使用價值，而各件產品

組合在一起又能體現其組合使用價值的產品，例如︰茶杯、茶壺、茶水壺、茶盤

等組成的茶具（如圖20所示）。

中國大陸CN200930009214.5外觀設計〔茶具（文房四寶）〕

圖20 中國大陸成套產品外觀設計的合案申請

使用狀態參考圖

套件3立體圖 套件1立體圖

套件2立體圖 套件5立體圖

套件4立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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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CN201330364499.0外觀設計〔床上用品套件（紛飛）〕

圖21 中國大陸成套產品外觀設計的合案申請

使用狀態參考圖

套件1

套件3 套件4

套件2

同一類別是指該兩項以上的產品屬於羅卡諾國際分類的同一大類。成套產品

除了屬於同一大類，還應當滿足專利法第31條第2款有關成套出售或者使用以及

屬於相同設計構思的規定，成套出售或者使用，是指習慣上同時出售或者同時使

用並具有組合使用價值。以下分別說明成套產品的授權要件：（1）同時出售，

是指外觀設計產品習慣上同時出售，例如︰床罩、床單和枕套等組成的床上用品

套件（如圖21所示）。不過，一些為促銷而隨意搭配出售的產品，例如︰書包和

鉛筆盒，雖在銷售書包時贈送鉛筆盒，但不是習慣上同時出售，故不能作為成套

產品提出申請。（2）同時使用，是指產品習慣上同時使用，亦即使用其中一件

產品時，會產生使用聯想，從而想到另一件或另幾件產品的存在，而不是在同一

時刻同時使用這幾件產品。例如︰咖啡用具中的咖啡杯、咖啡壺、牛奶壺、糖罐

等。（3）設計構思相同，是指各產品的設計風格是統一的，亦即對各產品的形

狀、圖案或者其結合以及色彩與形狀、圖案的結合所作出的設計是統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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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套產品一旦授予專利權後，成套產品中的每一產品都享有獨立的權利，

因此，每一產品外觀設計都應當清楚地顯示出來。成套產品應當在其中每件產品

的視圖名稱前以阿拉伯數字順序編號標記，例如︰成套產品中的第3套件的主視

圖，其視圖名稱為「套件3主視圖」。如果外觀設計產品屬於成套產品，必要時

應當寫明各套件所對應的產品名稱。

值得注意的是，成套產品中不應包含相似外觀設計，以成套產品外觀設計專

利申請，其中不能再包含針對某個或全部套件而提出的兩項以上相似外觀設計。

例如：包含杯子與餐盤的成套產品外觀設計專利申請，其中不應包括兩項以上的

杯子與餐盤的相似外觀設計。

三、組件產品

專利審查指南第一部第三章第4.1的「請求書」小節中說明：組件產品，是指

由多個構件相結合構成的一件產品，可分為無組裝關係、組裝關係唯一或者組裝

關係不唯一的組件產品。在審查實務中，「組件產品」不論以任何方式連接都被

視為一件產品而給予保護。由此可得知，中國大陸的「組件產品」相當於我國與

美國、日本等國所稱的「成組物品」。以下分別對於前述的三種不同的組裝關係

予以說明。

（ㄧ） 組裝關係唯一的組件產品，例如：由水壺和加熱底座組成的電熱水壺

產品、由沖泡杯與過濾組件組成的沖泡器（如圖22所示），在購買和

使用這類產品時，一般消費者會對各個構件組合後的電熱水壺與沖泡

器的整體外觀設計留下印象，所以，這類產品應提交產品組合狀態的

視圖，以組合狀態下的整體外觀設計作為判斷對象，而不是以各個單

元構件的外觀進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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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中國大陸組件產品外觀設計申請案

（二） 組裝關係不唯一的組件產品，例如：插接或組合式的玩具產品（如圖

23所示），在購買及使用這類產品的過程中，一般消費者會對單個組

件的外觀留下印象，所以，應當以插接或組合式元具的所有構件單元

外觀作為判斷對象，而不是以插接後的整體的外觀設計作為進行判斷

的對象。這類產品應當提交各個組件的視圖，並將每一組件以阿拉伯

數字順序編號標記，並在每一組件的視圖名稱冠以組件編號。例如：

組件產品中第3組件的左視圖，其視圖名稱為：組件3左視圖。

中國大陸CN201230631529.5外觀設計
（玩具）

中國大陸CN201230305688.6外觀設計
（水龍頭）

圖23 中國大陸組件產品外觀設計申請案

中國大陸CN201330039125.1外觀設計（沖泡器）

組合狀態 組件1

組件1

組件2
組件3

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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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構件之間無組裝關係的組件產品，例如：撲克牌、象棋、浴室櫃組

等產品（如圖24所示），在購買和使用這類產品的過程中，一般消費

者會對單元構件的外觀留下印象，所以，應當以所有單個組件的外觀

作為對象進行判斷。

中國大陸CN201330246893.4外觀設計
（仿古浴室櫃）

中國大陸CN201230631604.8外觀設計
（玩具）

圖24 中國大陸組件產品外觀設計申請案

四、小結

專利審查指南特別提到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同一產品的兩項以上的相似外

觀設計，還是成套產品的外觀設計專利申請，其中的每一項外觀設計或每一件產

品的外觀設計除了必須滿足合案申請的相關規定外，還應當分別具備其他的授權

要件；如果其中的一項外觀設計或者一件產品的外觀設計不具備授權條件，則應

當刪除該項外觀設計或者該件產品的外觀設計，否則，該專利申請不能被授予專

利權。無論是由相似外觀設計合案申請中的各個設計所圍成的保護範圍、或是由

成套產品合案申請中各個套件所形成的保護範圍，不僅能擴大設計的保護範圍，

更能增強外觀設計專利的保護強度。因此，對一般申請人或企業而言，合案申請

制度不僅簡化申請程序，也是節省申請費用及維持年費、方便管理的一種有效率

的申請機制。

組件1

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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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參照 KIPO網站中的“Korea industrial design protection”網頁中介紹韓國的設計專利申請系
統，http://www.kipo.go.kr/kpo/user.tdf;jsessionid=9863ca6b30d6aea8a3076f504c2fb7da842a7e24
0b9f.e34RahyTbxmRb40LaxyPahaRa34Qe0?a=user.english.html.HtmlApp&c=93002&catmenu=
ek04_02_02，最近瀏覽日期 20/04/2014

柒、韓國的併案申請制度與加入海牙協定的修法內容

一、韓國的併案申請制度

韓國的設計專利制度包含兩種不同的申請制度1、實體審查制度（Substantive 

Examination System, 以下簡稱SES）及2、無實體審查制度（Non-Substantive 

Examination System, 以下簡稱NSES）。SES制度與我國的設計專利制度相似，也

有一設計一申請的單一性限制，所以只有成組設計才能以多物品併案申請，這種

併案申請是增加設計權的限制條件並限縮設計的保護範圍，非本文探究之範圍。

NSES制度中的併案申請，允許申請人在單一申請案中可提出20個（或

少於20個）設計，而這些設計必須屬於韓國註冊設計產品的分類（Korean 

Classification of Products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Designs）中的單一種類（single 

category），韓國註冊設計產品的分類共有74個大分類。這單一種類必須是屬於

韓國智慧財產局（KIPO）所指定的18個產品分類。NSES制度是採用形式審查

（Formality examination），主要是判斷所請求之設計是否符合工業利用性、是

否為形狀、花紋及色彩或其組合之設計標的，以及是否包括下列不授予設計專利

之事由：（1）國旗、國徽、軍旗與相關的裝飾，（2）違反公共秩序與道德，

（3）與其他人的商品造成混淆，或（4）產品形狀僅取決於功能考量。

一般而言，NSES制度比較適用於具有流行趨勢的時尚產品（sensitive to 

trends）或是生命周期較短的產品，例如：食品（A1類），服裝（B1類），服

裝（B2類）的配件，其他配件（B3類），手提袋及錢包（B4類），鞋類（B5

類），衣服或配件（B9類），寢具與地毯（C1類），家庭保健衛生用品（C4

類），慶典用品（C7類類）室內小型擺設（D1類），教具和繪畫材料（F1

類），事務用品（F2類），紙張和印刷品（F3類），包裝容器（F4類），電腦

（H5類），紡織品（M1類）以及螢幕顯示的圖像設計等18個大分類。不過，

KIPO在官方網頁上指明：家居用品（C0類），馬桶座（B7類）及室內裝潢用品

（C2類）等也適用NSES制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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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入海牙體系設計法之修法內容

韓國為了加入海牙協定修訂了設計法，2014年4月1日，韓國簽署依據1999年

日內瓦法案加入海牙協定，修訂的設計法將於7月1日生效，其重要內容如下26：

（ㄧ） 採用羅卡諾國際分類，NSES制度所指定的類別將對應到羅卡諾國際

分類。

（二） 廢止類似設計制度，引進關連設計制度，關連設計有獨立的專利權及

專利權期限。關連設計之申請最遲不得晚於原設計提出申請後一年。

（三） 現行法的設計專利權期限自發證日起算15年，修法後改為自申請日起

起算20年。

（四） NSES的申請案最多只能包含20個設計，修法後，單一申請案最多可

包含100個設計，雖然那些設計所應用的物品不同，只要那些物品屬

於羅卡諾國際分類的同一分類及可。如果申請案中有一部分的設計不

符規定而被拒絕或核駁，其餘的設計仍可取得設計保護。

26 參 照 " New IP laws in Korea "WIPR, 2013年 9月 1日 , <http://www.worldipreview.com/article/
new-ip-laws-in-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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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各國併案申請制度與指定多物品制度之比較與
分析

綜觀以上對於各國指定多物品與多設計併案申請的制度、法律規定與申請實

務之介紹與解說，我們將各國指定多物品之申請制度整理為表1，將各國多設計

併案申請制度整理為表2，以方便後續之說明及比較分析。

一、各國指定多物品制度之之比較與分析

表1 各國指定多物品制度之之比較列表

美國
歐盟 中國大陸

單一設計 多設計併案申請 成套產品

申請程序 一申請案 一申請案 一申請案 一申請案

指定產品數
量之限制

無限制

原則上不超過5
項產品，有特
殊理由的情形
可多於5項

每一設計指定一項產
品，但每一設計可指
定不同的產品

無限制

產品分類之
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羅卡諾國際分類的同
一分類

羅卡諾國際分
類的同一分類

單一性限制 有 無 無 有

審查制度 實質審查 形式審查 形式審查 初步審查

設計權
每一指定產品有
獨立的權利

每一指定產品
有獨立的權利

每一設計指定的產品
有獨立的權利

每一指定產品
有獨立的權利

無效宣告的
效力

單一設計的無效效
力及於所有產品

單一設計的無
效效力及於所
有產品

每一設計的無效效力
不及於其他設計

每一設計的無
效效力不及於
其他設計

設計權期間 14 25 25 10

申請費用
視為單一申請案
收費

視為單一申請
案收費，基本
註冊費350歐元

基本註冊費350歐元
（包含第1個設計）

視為單一申請
案收費

第2-10個設計，每一設
計單獨收費115歐元
第11個設計以後，每一
設計單獨收費50歐元

備註

無論是單一設計
或多實施例的申
請案均可指定多
項產品

無
32類裝飾性設計指定
產品可跨羅卡諾國際
分類的大類

1. 同時出售或
同時使用

2. 設計構思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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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中可得知，指定多種物品或產品的申請制度有（ㄧ）歐盟的單一設計

申請案，（二）美國的設計專利申請，（三）中國大陸的成套產品。以下分別予

以說明︰

（ㄧ） 歐盟的單一設計申請案，一申請案中僅有單一設計，方能指定多項產

品，產品種類並不限於羅卡諾國際分類的同一分類，不過，如果指定

產品屬於同一次分類（subclass）且超過5項，審查人員會建議使用次

分類之分類名稱；如果指定產品超過5項且分別屬於不同的分類，審

查人員會通知申請人將產品減少至5項產品，如申請人堅持且能說明

理由的特殊情形則保持初始的指定產品。每一指定產品都可單獨主張

權利，所有指定產品的權利加成之後。會形成一個比較大的設計保護

範圍。通常，原則上，多設計得併案申請並不適用指定多產品，只有

裝飾性設計是例外的，亦即申請人可指定多產品，且產品種類不受到

羅卡諾國際分類同一分類之限制。

（二） 美國設計專利申請，無論是單一實施例或是多實施例都可指定多項物

品，指定物品沒有數量上限之限制，且指定物品亦不限於羅卡諾國際

分類的同一分類，每一項物品都可單獨主張權利，所有指定物品的權

利加成之後，可以形成一個比較大的設計保護範圍。

（三） 中國大陸的成套產品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案，成套產品申請制度其實是

一種另類的指定多產品的申請制度，因為成套產品的套件產品必須

是不同的產品，這些不同的產品並沒有數量上限的限制，不過，這

些套件產品除了要符合同時出售或同時使用，以及設計構思相同的

受權要件，套件產品必須屬於羅卡諾國際分類的同一分類。例如：

CN201330338853.2的成套咖啡具，成套出售及成套使用的咖啡具，

其中包含套件1之咖啡壺，套件2之奶壺，套件3之糖罐，套件4之咖啡

杯，套件5之托碟（如圖25所示）。每一產品的外觀設計有獨立的權

利。每一套件都可單獨主張權利，所有套件的權利加成之後可以形成

一個比較大的設計保護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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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中國大陸CN201330338853.2的成套咖啡具外觀設計專利

套件1

套件2

套件3

套件4

套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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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併案申請制度之比較與分析

表2 各國併案申請制度之比較比較列表

海牙
歐盟 韓國 中國大陸 美國

RCD
註冊設計

NSES
無實體審

相似外觀 成套產品 多實施例

申請方式 一申請案 一申請案 一申請案 一申請案 一申請案 一申請案

設計數量之
限制

100 無限制 20 10 無限制 無限制

產品與分類
的限制

羅卡諾國際
分類同一分
類

羅卡諾國際
分類同一分
類

韓國產品分
類的同一分
類

同一產品 羅卡諾國際
分類同一分
類

同一產品

單一性的
限制

無 無 無 有 有 有

其他限制
條件

無 無 無

近似之外觀
設計

1. 同時出售  
或 同 時  
使用

2. 設計構思  
相同

1. 同一設計 
概念

2. 可專利性 
不可區分

審查制度 形式審查 形式審查 形式審查 初步審查 初步審查 實質審查

設計權
每一設計有
獨立的權利

每一設計有
獨立的權利

每一設計有
獨立的權利

每一設計有
獨立的權利

每一設計有
獨立的權利

每一實施例
有獨立的權
利

無效宣告的
效力

每一設計的
無效效力各
自獨立

每一設計的
無效效力各
自獨立

每一設計的
無效效力各
自獨立

每一設計的
無效效力各
自獨立

每一套件設
計的無效效
力各自獨立

每一實施例
的無效效力
及於所有實
施例

設計權期間 15 25 15 10 10 14

申請費用

基本註冊費
3 9 7瑞士法
郎（包含第
1個設計）

基 本 註 冊
費3 5 0歐元
（包含第 1
個設計）

每一設計單
獨收費

視為單一申
請案收費

視為單一申
請案收費

視為單一申
請案收費

第2 - 1 0 0個
設計，每一
設計單獨收
費17瑞士法
郎

第2-10個設
計，每一設
計單獨收費
115歐元
第11個設計
以後，每一
設計單獨收
費50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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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中可得知，多設計併案申請制度可分為兩種︰（ㄧ）簡化申請程序

之併案申請，例如：海牙體系、歐盟註冊設計與韓國NSES的多設計併案申請。

（二）簡化申請程序且節省申請費用又能擴大設計的保護範圍的併案申請、例

如：美國的多實施例併案申請與中國大陸的相似外觀設計及成套產品的合案申

請。以下分別予以說明︰

（ㄧ）簡化申請程序之併案申請

海牙體系的國際申請一申請案最多可包含100件設計，每一設計有獨立的權

利，可單獨授權、強制執行、單獨主張權利、執行扣押或破產程序、或是單獨放

棄、延展、讓渡等，不過，申請費用除了基本的註冊費之外，還是按設計的數量

每一設計另外收費。歐盟的註冊設計中多設計併案申請制度與海牙體系略有差

異，歐盟註冊設計的每一申請案可包含的設計數量無上限之限制，設計保護期間

比較長，申請費用的計算方式略有差異。韓國NSES的多設計併案申請制度，一

申請案最多只能包含20件設計，每一設計有獨立的權利，每一設計單獨收費。

（二）節省申請費用又能擴大設計的保護範圍的併案申請

美國的多實施例併案申請制度中，一申請案可包含的實施例數量沒有上限之

限制，無論多少個實施例只需繳交一個申請案的費用，每一個實施例有獨立的權

利，所有的實施例的權利會圍成一個較大的保護範圍，但是，各個實施例不得單

獨授權、單獨放棄、延展或讓渡。取得設計專利後，由於各個實施例之間的可專

利性無法區分，其中任何一個實施例的專利權無效都回及於所有的實施例。

中國大陸的相似外觀設計合案申請，一申請案可包含的10個以下的相似外觀

設計，只需繳交一個申請案的費用，每一設計有獨立的權利，所有設計的權利會

圍成一個較大的保護範圍，不過，由於每一設計應當分別具備授權條件，任何一

設計的無效宣告應該不會使其他設計的專利權也隨之無效。另外，成套產品的外

觀設計申請，一申請案可包含的套件產品數量並無上限的限制，只需繳交一個申

請案的費用，每一套件產品設計都有獨立的權利，所有套件設計的權利會圍成一

個較大的保護範圍，也是由於每一設計應當分別具備授權條件，任一套件外觀設

計的無效宣告並不會使其他套件的外觀設計專利權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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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結論

2013年1月1日，我國施行的專利法，新的設計專利制度中開放部分設計與

電腦圖像的設計保護，導入成組設計與衍生設計的申請制度，刺激產業界申請設

計專利的意願，另一方面，Apple與Samsung在美國的專利侵權訴訟（2011-CV-

01846）的巨額賠償金（9.2億美元）再次證明，產品外觀與電腦圖像的設計專利

對於企業會造成巨大的衝擊、有時甚至會超越技術專利。保護產品外觀設計的設

計專利日漸受到企業的重視，2013年我國設計專利的申請量有8,968件，相較於

2012年成長8.73%。

不過，綜觀前面所做有關設計專利指定多物品與多設計併案申請制度的分析

與實務運作，相較於海牙體系、歐盟設計、美國設計專利制度甚至是中國大陸的

外觀設計專利制度，我國設計專利制度的申請方式與費用似乎不夠簡化也不夠經

濟，保護的實質內容的較為保守，以至於設計專利權的力度與強度都嫌不足，不

僅無法滿足國內申請人與企業的需求，同時也無法吸引大量的外國廠商來我國申

請設計專利。

在我國現行專利法與施行細則的規定下，主管機關似乎可採取比較寬廣的法

律解釋，一方面可簡化申請的方式，另一方面可擴大設計專利的保護範圍，增加

設計專利權的力度與強度。以下是作者對於我國現行專利法與設計專利制度是否

可開放「依申請案指定多物品」與「多設計併案申請」的建議與分析。

一、一申請案可指定多項物品之可行性

美國設計專利制度也有設計單一性之規定，USPTO當初也認為設計專利只能

有一個申請專利範圍（claim），只能指定一項物品。在William Schnell案例27中， 

CCPA檢視設計專利法案的歷史沿革及過去法規的文義解釋之後，瞭解法案中「可

授予專利的設計」（design patentable）法律用語的「真正意涵」，CCPA認為法律

並未限制設計專利所實施的物品只能有「單一物品」。CCPA說明：如果申請人

的設計可應用於多項物品，他主張的保護範圍不應受單一物品的限制。如果一個

人的創作是可應用於盤子、杯子及碗、淺碟、糖罐等玻璃器皿（glassware）的圖

27 參照 In re William Schnell, 18 C.C.P.A. 812; 46 F.2d 203; 1931 C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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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設計，因為設計專利實務的限制，該設計的保護範圍只能及於如圖所示的淺碟

（saucer），而不能及於其他可應用該圖案設計的盤子、玻璃杯、淺碟、糖罐等

玻璃器皿，這種作法與設計專利的立法原意與精神相違背。因此，USPTO在設計

專利申請實務中「單一物品」的限制是不符合法律規定。

中國大陸的外觀設計專利制度也有設計單一性的規定，中國大陸專利法第31

條第2款規定，一件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應當限於一項外觀設計。不過，中國大陸

知識產權局對於法律採取較寬廣的解釋，允許申請人在一申請案中可包含最多10

項相似的外觀設計，甚至在成套產品的合案申請中並不限制套件產品的數量，也

不認為這種申請方式有違反單一性之規定。這種作法不但方便申請人簡化申請程

序、節省申請費用、擴大設計的保護範圍以及也強化設計權的效力，同時也符合

工業設計保護的精神。

我國專利法第129條第1項規定：「申請設計專利，應就每一設計提出申

請」。這是一設計一申請的單一性規定。第3項規定：「申請設計專利，應指定

所施予之物品」。申請人應在說明書中指定請求設計可應用或實施之物品。專利

法及施行細則都沒有規定或限制設計專利只能指定一項物品。可是，卻在設計專

利審查基準第一章的設計名稱記載原則中規定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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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物品，例如指定為『汽車及汽車玩

具』或『鋼筆與原子筆』，應以不符合一設計一申請為理由，通知申請人限期修

正或分割申請」。另在第四章一設計一申請中規定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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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由前述美國Andrews案例28中，BPAI的助理委員Clay在法律意見所說明的

「曲解法律規定去限制設計專利中的設計僅能應用於一種特定的盤子或容器或是

其他物品上，這是一件很荒謬的事實」。因此，如果我國的智慧財產權政策決定

要開放一設計專利申請案可指定多項物品，原則上，無需修訂專利法，只要清楚

的解釋法律，再將審查基準中與指定「一物品」之相關規定刪除即可。

28 參照 In Ex parte Andrews, 1917 C. D. 13，234 O. G.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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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似設計併案申請之可行性

我國專利法第129條第1項規定：「申請設計專利，應就每一設計提出申

請」。第2 項規定：「二個以上之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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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我國僅有成組物品設計才得以併

案申請。

另我國對於近似設計的保護係採用衍生設計制度，專利法第127條第1項規

定：「同一人有二個以上近似之設計，得申請設計專利及其衍生設計專利」。第

2 項規定：「衍生設計之申請日，不得早於原設計之申請日」。無論是同一申請

人同一日或之後申請的近似設計都必須分別以衍生設計的形式提出申請。

如果我國要開放類似於美國的多實施例或是中國大陸的相似外觀設計的併案

申請制度，因為近似設計的併案申請與現行專利法的法律規定不符，勢必要重新

修訂專利法第129條之規定，可能要增一項「同一產品兩項以上的近似設計，可

作為一件申請提出」之規定。不過，在國際之間，尚未見有衍生設計或類似衍生

設計制度同時也有近似設計併案申請制度的國家，如果我國要開放近似設計的併

案申請，是否會與現行的衍生設計制度發生牴觸，是否要在衍生設計專利與近似

設計併案申請中作選擇，或是經修改後可將兩種制度整合在一起，這些問題還需

要進一步的釐清與研究分析，故暫時不建議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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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灣六國專利聯盟初探

楊崇森*

摘要

中東國家尤其在波斯灣周圍國家，過去三十年，由於石油與天然氣龐大收

入⋯⋯等因素，經濟成長與建設發展極其神速。這些國家不斷在科技方面投資，

設法減少對境外技術之依賴。在另一方面，外國公司認為這區域市場愈益重要，

紛紛設法在該地區投資或貿易，致在此地區取得專利保障之需求亦更殷切。波斯

灣地區六個阿拉伯國家專利制度起步較晚，多尚在萌芽時期，然於1992年10月在

沙地阿拉伯的利雅得成立了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專利局（The Patent Office 

of The Cooperation Council for The Arab States of The Gulf，簡稱GCCPO）。本文

之目的在探討該六國所設置之GCC專利制度之內容、GCC專利局之組織與實際

運作，包括如何申請、需要何種文件、申請如何審查，通過後效力如何，利用此

中央專利局之優點如何？今後展望等。可由此對發展中國家發展科技與現代化努

力之過程與挑戰，增加了不少新的體認與覺悟。但由於此地區專利制度尚在發軔

階段，可靠資訊難覓，且有些文獻所載數字年號彼此亦有出入，作者只能盡力稽

考，拋磚引玉，不能期其完美，尚望讀者了解，並希主管當局或專家日後有更深

入詳盡之研究出現。

關鍵字： 最高理事會、GCC專利局、部長理事會、申訴委員會（Board  o f 

Grievances）、優先權、伊斯蘭宗教法（Shariah）、世界智慧財產權組

織（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專利法條約

（Patent Law Treaty, PLT）、專利保護範圍（claims）、世界貿易組織

（WTO）

收稿日：102年 12月 6日
* 作者為紐約大學法理學博士，曾任中央圖書館館長、高教司司長、中央標準局局長、中興大學

法研所所長、台灣省民政廳副廳長、財政部及法務部信託法起草小組召集人（信託法原起草

人）。現任兩岸仲裁人、銘傳大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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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國際上有不少國家在專利方面為了節省人力經費，組成區域性團

體，成立中央專利機構，集中審查專利申請案，通過後在所有會員國發生專

利權之效力，例如非洲的非洲工業財產權機構（Af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簡稱OAPI）1便是著例。本文要介紹的是新近組成的波斯灣六國

專利合作組織。

壹、波斯灣合作委員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ㄧ、緣起與會員國

要了解波斯灣六國的專利合作組織，不能不提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

（The Cooperation Council for the Arab States of the Gulf）。這機構原名波斯灣合

作委員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簡稱GCC，中文也有簡稱為海合會），是

一個包括阿拉伯波斯灣地區的六個國家（即巴林、沙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阿曼、卡達及科威特；這六個國家通常稱為海合國或波斯灣六國）在內的一

個政治、經濟、社會的區域組織或聯盟，其目的除政治2外，主要針對經濟和社會

方面3。在1981年5月25日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首都阿布達比宣告成立，而海合會

會員國之間的經濟一體化協議（unified economic agreement）於同年11月11日在

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簽署。這六國總面積267萬平方公里，人口約3,400萬人，

2003年的國 生產總值約3,800億美元，是中東地區最重要區域性組織4，出產石

油占「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全名為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5的半數，占現今世界石油產量約六分之一，也是中東地區最大的商品

1 關於 OAPI之詳情，可參照楊崇森著「專利法理論與應用」（三民書局，2013）p.635。這共同
專利制度有似 Eurasian Patent Convention。

2 其政治目的為共同對付外來威脅和內部動亂，排除外國干涉，獨立自主地維護海灣地區的和平

與穩定，以保障各成員國的共同利益。
3 http://wiki.mbalib.com/zh-tw/海灣合作委員會
4 http://www.topat.cn/cn/newsd.php?nid=88
5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係於 1960年 9月 14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成立，成員包括石油主要輸出國
沙地阿拉伯、委內瑞拉、科威特、伊拉克及伊朗等五國。成立宗旨是為產油國而奮鬥，並維持

原油價格及產量水準。OPEC成立後，陸續加入會員國包括卡達（1961）、利比亞（1962）、印
尼（1962）、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布達比）（1967）、阿爾及利亞（1969）、奈及利亞（1971）、
厄瓜多爾（1973-1992）及加彭（1975-1994）等八國。其中厄瓜多爾於 1992.12.31退出，加彭
於 1995.1.1退出，目前會員國為 11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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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與最主要的商品集散地，因此結盟之意義非常重大，值得世人注意6。

這區域主要由於石油與天然氣龐大收入，加上數十年節餘石油財富帶動之建

築與投資熱（尤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中的杜拜酋長國），是世界經濟最快速成長

地區，也是首先遭受金融危機刺激，影響美國乃至世界經濟衰退之地區。由於海

灣六國有許多共同點，包括地理位置、宗教、經濟與法律情況以及當代挑戰性質

之近似，很久以來就醞釀成立同盟，但由於種種原因延擱下來7。近年來，此地區

戰略與經濟地位日益突出，因此海灣六國為提升影響力，遂聯合起來結盟8。 

不過並非每一個波斯灣（阿拉伯人稱為阿拉伯灣）沿岸的國家都是海合會的

會員國。伊朗被故意排除在外，因為它不是阿拉伯國家。伊拉克直到2003年，一

直都扮演著阿拉伯波斯灣國家抵制伊朗的角色；雖然它是波斯灣沿岸的國家，但

自攻打科威特後，副會員資格被中止，致也未加入海合會。葉門雖然不在波斯灣

地區，但正在與波斯灣六國談判取得海合會成員國資格事宜，並有望在2016年正

式加入海合會；另外在2001年12月召開的海合會第22屆首腦會議同意葉門加入其

衛生、教育、勞工和社會事務部長理事會等機構。關於約旦、摩洛哥將來加入該

組織，也已有了不少商討9。

6 近年來，阿拉伯國家為了以科技發展帶動當地經濟增長，也做了大量工作。如海灣地區 6個阿
拉伯國家於 1998年 10月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成立了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專利局。詳
如後述。在國際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上世紀 90年代專門召開了題為「2000年的阿拉伯世
界」會議，並為阿拉伯國家的科技發展與改革撥出專款，支持其振興，這些（措施）為當地發

展帶來新的活力。同時，阿拉伯國家也已經逐漸認識到科技發展和改革是走向振興的有效途

徑，一些阿拉伯國家，如約旦等國充分利用石油及其他資源，不斷開發新的科技 品，沙特阿拉

伯也在太陽能利用等領域有了長足發展。
 阿拉伯國家除了擁有巨大的能源資源外，還擁有人力資源方面的優勢。統計顯示，大部分阿

拉伯人的年齡在 25歲左右。3個人口最多的阿拉伯國家及其人口平均年齡分 為：埃及 24嵗，
阿爾及利亞 26歲，摩洛哥 26歲。目前阿拉伯國家共有 200多所大學，32所是在 2,000年以後
建立。在校大學生數量的逐年增長，為阿拉伯國家今後的發展打下了人才基礎。（參照 http://
hdgroup168.blogspot.tw/2011/08/blog-post_7660.html）

7 GCC Patent Office, Information Brochure（2011-1432）, p.2. 
8 en.wikipedia.org/wiki/Cooperation_Council_for_the_Arab_States_of_the_Gulf
9 在 2011年十二月沙地阿拉伯提議 GCC加深整合成立一個邦聯，但為別的國家所反對。http://

zh.wikipedia.org/wiki/ 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http://www.mondaq.com/x/96578/Patent/
The+GCC+Patent+System；en.wikipedia.org/wiki/Cooperation_Council_for_the_Arab_States_of_
the_Gu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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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立宗旨

海灣合作委員會作為區域性組織，負責協調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安全

政策，其基本宗旨是：利用本身的資源和力量，加強成員國之間的團結與全面合

作，實現統一和一體化，為了達到各國的一致性，加深與強化合作關係與領域，

在不同領域成立類似法規，強化科技進步，成立科學研究中心，設立合資企業

（joint venture），及鼓勵私營部門合作。

為實現此宗旨，海灣合作委員會成立了由各國元首組成的最高理事會，由外

交部長組成的部長理事會等機構。設秘書長一人。六國之中以沙地阿拉伯的經濟

力量最為雄厚，因此地位也較為突出。委員會的會址就設在沙國首都利雅德10。

此組織形成一個貿易集團，提供一個共同巿場，包括協調關稅規章與各種貿易有

關法律，甚至在討論統一貨幣之提議11。

三、組織

GCC由最高理事會（Supreme Counc i l）、部長理事會（Minis te r ia l 

Council）、執行委員會（Consultative Commission）以及總秘書處（Secretariat 

General）所構成。

最高理事會：為海合會的最高權力機構，由各會員國國家元首所組成。主席

由各會員國國家元首，按國名字母順序輪流擔任，任期為一年。現任主席為卡塔

爾埃米爾哈馬德．本．哈利法．阿勒薩尼。

部長理事會：由各會員國外交大臣（外交部長）12或其他大臣（部長）所 

成。主席由各成員國按字母順序輪流擔任，任期為一年。

總秘書處：位於沙地阿拉伯王國首都利雅得，由秘書長和負責政治、財經及

軍事事務的三名助理秘書長主持工作。秘書長按國家名稱的阿拉伯字母順序輪流

10 http://wiki.mbalib.com/zh-tw/海灣合作委員會
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operation_Council_for_the_Arab_States_of_the_Gulf
12 波斯灣六國中除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外，現均為君主制國家，所以不稱外交部長而稱外交大臣；

組成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七個酋長國亦為君主國，但整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為聯邦制國家，其

外交長官稱為外交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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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並由最高理事會任命。總秘書處作為區域組織的協調單位處理GCC的事

務。由相關政治、經濟，軍事、安全、人道、環境數個部門以及GCC專利局所組

成，此外還有其他單位。

貳、GCC會員國之專利制度

ㄧ、GCC專利局成立前該地區之專利狀況
中東國家尤其在波斯灣周圍國家，過去大約三、四十年，由於石油與天然氣

龐大收入⋯⋯等因素，經濟成長與建設發展極其迅速。這些國家不斷在科技方面

投資，設法減少對境外技術之依賴。在另一方面，外國公司認為這區域市場愈來

愈重要，紛紛設法在這地區投資或貿易，以致在這地區取得專利保障之需求亦加

殷切。

固然在這地區發明人理論上也可向一個內國申請專利尋求保障，諸如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與沙地阿拉伯專利方面制度發展已有相當規模（沙地阿拉伯專利

局最近已開始受理線上專利申請案），但其他國家不容諱言，專利制度仍在萌

芽階段。依GCC專利局所發新聞稿（2003/10/17），科威特、卡達及阿曼當時

尚無專利法或附屬法規13。卡達於2006年才通過專利法，因此當時在卡達無法申

請專利14。事實上卡達專利局最近才開始受理當地申請與專利合作條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簡稱PCT）之內國申請（national phase PCT applications），而

阿曼適用2000年專利法，其專利局最近才開始對所有 屬中申請案作形式審查15。

換言之，在GCC專利法與專利局出現前，在該地區只有兩個專利局，即沙地阿拉

伯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沙國專利法在1990年制定，2004年修正。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適用1992年專利法。在此種情勢下，成立一個中央化專利機構，集中受理審

查專利申請案，通過後在各個會員國取得保護之需要愈加迫切，而GCC專利局之

成立就是為了因應此種需要，應運而生。

13 http://www.agip.com/news.aspx?id=336&lang=en
14 http://www.internationallawoffice.com/newsletters/detail.aspx?g=a1195668-7f91-47f6-bbb0-

9f7acf8a7062
15 Anthony Carlick, Patent Protection in the Middle East--An Introduction, 2013/6/4（http://www.

dyoung.com/ipcases-patentprotectioninmiddleeast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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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CC 六國專利制度概況

（一）沙地阿拉伯

沙地阿拉伯是GCC集團的最大經濟體（自人口與GDP而言），常是外國人想

保障專利權的主要目標，在此六國中專利制度最具規模。

1、 發明專利（申請日起保護二十年）設計（十年）植物新品種（二十年）

半導體設計（十年）。

2、無新型制度。

3、專利需實質審查。

4、發明需具備絕對新穎性。

5、不能線上申請。

6、不能優先審查。

7、化學品與醫藥品及其製造方法可予專利。

8、電腦程式不准專利，但電腦相關發明可予專利。

9、違反伊斯蘭宗教法之發明不予專利，已准之專利無效。

10、專利期間不能延展。

11、 異議：任何利害關係人自授予專利決定公告日起九十日內，可向特別委

員會（由3名法律人與2名技術專家組成，主管異議與上訴）提出異議，

申請將全部或一部撤銷。

12、 無效：第三人可於頒給專利後 何時間，以欠缺新穎性為理由，向另一政

府機構（上訴委員會Appeals Committee）提出舉發。

13、如專利遲誤（lapsed patent）出於不可抗力，可向專利局申請回復原狀。

14、 專利20年保護期間不能延長，因專利法無專利期間延長或補充保護證

（Supplementary Protection Certificates，SPCs）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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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年費在每年初（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日）繳納。目前不能提暫時申請

（Provisional Application）以取得較早之申請日。

16、 如發明之商業利用有害人畜或植物之健康，或對環境有甚大妨礙時，則

不准專利。

17、 如申請案包含兩個以上發明時，申請人可於專利准駁決定前任何時間，

申請分割。

18、申請案會按申請日期自動審查，不必申請人請求。

19、可於公告前撤回申請案。

20、不能申請將申請案早期公開。

（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1、自申請日起專利保護期間為20年，期滿不能延長。

2、自申請日滿一週年後，需繳更新年費。

3、發明需具備絕對新穎性，申請無寬限。

4、須以英文與阿拉伯文提出申請。

5、可提暫時（provisional）專利申請。

6、由奧地利專利局審查。

7、可分割申請。

8、任何利害關係人於專利通過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內可提出異議。

9、任何利害關係人亦可舉發。

10、申請人不可撤回專利申請，以免主管機關將該案公告。

11、無線上申請。

12、專利授予後專利權人需加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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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巴林

1、發明需具備絕對新穎性。

2、 申請專利須提英文與阿拉伯文本（阿拉伯文譯本可自申請日起三個月內

補提）。

3、授予專利後應繳年費。

4、接受申請即形式審查後，在公報公告。

5、有上訴與異議制度。

6、自申請日起4年內應實施發明。

7、無線上申請。

8、專利局至今尚未開始檢索或審查16。

（四）科威特、阿曼與卡達

至於科威特、阿曼、卡達三國相關資訊缺乏。科威特在1962年有專利法，

在1999年修正，但在2006年Al-Hajeri氏撰文止，他未看到准許任何專利。卡達於

2006年才通過專利法，當然無法辦理專利，而阿曼適用2000年專利法，但也未准

許任何專利17。

16 Jutta Hausser, Venturing off the beaten track--Challenges of patent information from the Arabian 
countries, 2013/10/15.（http://www.haxel.com/icic/2013/Programme/tuesday-15-oct-2013/venturing-
off-the-beaten-track-challenges-of-patent-information-from-the-arabian-countries/at_download/
attachfile）

17 http://www.agip.com/news.aspx?id=336&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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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GCC專利局

ㄧ、宗旨、性質與初期營運

1982年海合會研究規劃成立專利局，1992年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首都阿布

達，海合會最高理事會通過了GCC專利法與GCC專利局組織條例。1996年專利法

施行細則通過，1999年最高理事會在利雅得通過修改GCC專利法。部長理事會又

在2000年通過GCC專利法的施行細則修正案。

GCC專利局（The Patent Office of the Cooperation Council for the Arab States of 

the Gulf,GCCPO）（以下簡稱GCC專利局）於1992年成立，是一個地區性的專利

局，設在沙國首都利雅得海合會秘書處（秘書長總部）內。GCC專利局成立的宗

旨是達成GCC的目標，支援GCC各國之間的科技合作，鼓勵和支持研究發展科學

技術的本地機制，實現技術轉移並使轉讓的技術本地化；鼓勵和開發本地技術，

最終實現本地區的進步與發展。該局由理事會與執行部門所組成。理事會自各會

員國不低於副部長之代表所構成。理事會主要任務是監督該局事務、發現需要解

決之問題、研發該局業務所需之計劃與政策，及通過專利權之授予。該局自1998

年開始運作，受理專利申請案，並自2002年開始核發專利權與發行專利公報。

在1992年以前對同一發明不可同時取得一內國專利與GCC此種區域專利，

即早期不准申請任何GCC會員國與GCC雙重專利。如GCC專利局發給專利證

書，則申請人須自發給之日起九十日內放棄任何會員國發給之專利。其已向會

員國申請，但尚未發給專利者，則須撤回此種申請。如申請人尚未向任何會員

國申請專利者，須在規定格式上簽署保證不提出此種申請18。但1999年新GCC

專利法改變政策，已准許雙重專利申請。即自2000年8月起可與內國專利平行取

得GCC專利。

18 http://www.dradamiprgroup.com/index.php?link=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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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GCC專利局並無分支機構，所有專利申請須向在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

秘書處之該局辦理。住在會員國領域以內之申請人可以自己辦理，但住在會員國

領域以外之申請人須由智財律師或代理人代理。GCC對專利代理人並未下定義，

此種職業在此區域過去並不存在。所以任何律師、法人或有代理權之人可在GCC

專利局擔任專利代理人。由於GCC會員國富於石油與天然氣，GCC專利局所准許

專利，大多係有關石油與天然氣方面之發明19。 

這一年輕組織目前人員已發展到90人的規模，每年受理專利申請量約為650

件，大部分審查工作依賴外國專利局支援。

二、組織

該局雖在1992年設立，但組織架構於2005年才通過20。現設有四個部門：法

律事務處、實體審查處、形式審查處及行政服務處。該局尚擬設立其他單位，諸

如公關與文獻及資訊部門。在2001年，基於部長理事會之決議，為了審議對該局

決定之上訴案件，設置申訴委員會。後來又在2005年、2008年及2011年修正。申

訴委員會有十二名委員，每個會員國派有兩名代表；委員會委員係以個人身分

執行職務21。由於欠缺專業審查人員，據報導第一任專利局長與外國一些專利局

簽約、在他們局內訓練專利審查人員，新僱專利審查人員在澳洲、奧地利、日

本、瑞典專利局接受在職訓練。局長也與澳洲、奧地利、瑞典局簽約、約定如請

求時，替GCC專利局作檢索與實質審查。後來GCC專利法與附屬法規為了符合

TRIPS協定，對先前法律作了修改。由於專利申請技術領域不同，及技術領域欠

缺受過訓練之專利審查人員，有些申請案固然開始在GCC專利局內檢索及實質審

查，但其餘按技術領域送去澳洲、奧地利或瑞典專利局作進一步檢索與審查。如

此較能維持審查之品質與專利制度之公信力，不能不認為明智之措施。又審查報

19 參 照 Al-Hajeri,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GCC）patent office（World Patent Information 28
（2006）14-19.http://alshaya.com.sa/pdf/2006-The-Gulf-Cooperation-Council-patent-office.pdf

20 GCC Patent Office,Information Brochure（2011-1432）,p.3-4。此乃根據該局公開發行且上網之
簡介所得資訊。何以組織架構於 2005年才通過，比該局成立時間晚。余揣測可能一開始該局
為權宜計，因陋就簡，組織人力少，後來才配合案件增加逐步擴充，不能凡事皆以有制度化之

先進國家標準來觀察。事實上先進國家制度亦屢經不同階段才逐漸改進，並非一蹴可幾，徵諸

古今中外史實多屬如此。
21 Ibid；GCC Patent Office（http://en.wikipedia.org/wiki/GCC_Patent_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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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大大仰賴任何檢索機構已公佈之檢索報告22。 

第一個GCC專利在2002年發給。到了2013年該局用了約三十名專利審查人員23。 

過去許多中東國家不是PCT之會員國，包括沙地阿拉伯與科威特。外國申請

人除了在這些國家直接呈送申請案外，GCC專利申請是在這些國家尋求專利保護

之適當與方便途徑，因GCC專利制度提供申請人取得在各GCC會員國之有效專

利權。

申請案可由發明人或其法定繼承人申請。可在GCC國家之一個或更多國家

及中央GCC專利局同時為之。向GCC專利局申請可確保以節省費用與節省時間

之方式，在所有GCC會員國取得保護。在GCC下所准許專利在所有GCC國家有

效，且自申請日起得到二十年保護，而與按個別國家專利立法取得之十五年保護

期間不同。

三、GCC專利之優點
GCC專利局審查程序比起沙地阿拉伯專利局快速得多，此外利用GCC專利局

申請專利，尚有下列優點：

（一） 提起GCC專利申請案遠比向六個國家一一申請低廉。因此只要向GCC

專利局申請，可以較少之勞費在所有GCC六國取得專利權之保障。

（二）GCC專利局授予之專利權在所有GCC國家有效。

（三） GCC專利權保護期間自向GCC專利局申請專利之日起算，為期二十

年，而與其他內國專利法只有十五年不同。

（四） 可辦理雙重登記，即可在GCC中一國或數國提出專利申請，同時向

GCC專利局申請，尋求協定保護。

22 參 照 Al-Hajeri,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GCC）patent office（World Patent Information 28
（2006）14-19.http://alshaya.com.sa/pdf/2006-The-Gulf-Cooperation-Council-patent-office.pdf

23 http://www.tamimi.com/en/magazine/law-update/section-5/april-5/international-patent-filing-
systems-pct-gcc-patents.html#sthash.cT36seqk.dpuf；http://www.mondaq.com/x/96578/Patent/
The+GCC+Patent+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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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也有不少文獻說中國大陸知識產權局也替他們審查。參照 http://www.tamimi.com/en/magazine/
law-update/section-5/april-5/international-patent-filing-systems-pct-gcc-patents.html#sthash.
cT36seqk.dpuf.又 Anthony Carlick, Patent Protection in the Middle East--An Introduction, 2013/6/4
（http://www.dyoung.com/ipcases-patentprotectioninmiddleeast0613）

25 http://www.mondaq.com/x/96578/Patent/The+GCC+Patent+System；http://www.tamimi.com/
en/magazine/law-update/section-5/april-5/international-patent-filing-systems-pct-gcc-patents.
html#sthash.cT36seqk.dpuf； www.google.com.tw/search?q=of-patent-information-from-the-arabian-
countries/at_download/.&ie=UTF-8&oe=UTF-8&hl=en&client=safari；www.dyoung.com/dubai or 
email:dubai@dyoung.com；http://www.alhiba.com/PatGCC.html

（五） GCC專利法下強制授權現今也受到與TRIPS協定相符規定詳細條件之

限制。

（六）將專利權之產品輸入至GCC國家，被視為發明之完全實施。

（七）GCC在最近將來正採必要步驟加入巴黎與專利合作條約（PCT）。

（八） 申請案由奧地利與澳洲專利局審查（以國際檢索機關（searching 

authority）之身份為之）24。

按申請人如已與這些國家的專利機關打過交道，在實質審查階段，由於工作

實務近似，可能對申請人較為有利。

四、GCC專利申請文件：
    申請書應檢附之文件：

（一） 英文與阿拉伯文之說明書（Specifications），申請專利範圍，圖式

（Drawings，如有的話）及發明之摘要（Abstract of the invention）。

（二）自申請日起可於九十日內補提之文件：

1、申請人之授權書（Power of attorney）。

2、 申請人為公司時，商業登記節本或章程謄本（extract from the Commercial 

Register or a certified copy of the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3、如申請人非發明人時，讓與專利權證書（Deed of assignment）。

4、如申請人根據外國申請案主張優先權時，優先權證明（Certified copy）。

上述1、2及3文件應向GCC任何一個國家領事館認證（Legalized）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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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GCC專利法

一、主要內容

第一個GCC專利法與附屬法規係在沙地阿拉伯專利局合作下起草，大多以

1990年沙國專利法與附屬法規為藍本。GCC專利局當時用沙國格式再依會員國法

律（由於區域專利局性質有些不同）作小幅度更改。

GCC實體專利法大致與一般國家相似，除了發明不得與伊斯蘭教義26牴觸

外，內容並無奇異之處。為了符合GCC專利法規所定專利要件，發明須有新穎

性，有進步性，且在產業上能應用。又新穎性須絕對。進步之評估係斟酌申請之

發明在優先日前對相關技術領域之通常技藝之人是否非顯而易見。

科學原理與數學方法、電腦程式、經營商業方法、植物品種、醫療方法等不

認為發明。文件之敘述須以充分明白之方式揭露發明，使通常技藝之人能實施該

發明。

申請專利範圍應明白、完整準確，且由說明書充分支持。

如較早已在別國呈送專利申請時，自優先日起可尋求十二個月之優先權。

發明不得與道德、伊斯蘭教義或GCC會員國所遵守之公共行為準則牴觸，此

點外國人須特加注意。

專利核准後，准許專利之決定刊登在公報，與該專利有關的任何人可在授予

專利權決定公報公告之日起三個月 ，對該授予之決定提出異議，即向GCC專利局

申訴委員會（Grievances Committee，由會員國國民中六名法律人與六名技術專家

組成，即每會員國派二名，一名法律人，一名技術專家，基於其個人資格而非職

務，另二名為法律專家擔任正副主席，決議須三分之二多數決）27上訴。如不服

申訴委員會之決定，又可上訴到各會員國主管機關。如該期間無人上訴，則頒發

專利。自申請至發給專利，取得GCC專利目前約需至少三十六個月。在此須說明

26 關於伊斯蘭教義之詳情，可參照楊崇森撰，「伊斯蘭法系介述」，法令月刊 60卷 4期，民國 98
年 4月。

27 GCC專利法 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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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Jutta Hausser氏明白指出向沙地阿拉伯管轄法院申請處理，參照氏撰 Venturing off the beaten 
track--Challenges of patent information from the Arabian countries, 2013/10/15。（http://www.haxel.
com/icic/2013/Programme/tuesday-15-oct-2013/venturing-off-the-beaten-track-challenges-of-patent-
information-from-the-arabian-countries/at_download/attachfile）。讀者可能覺得有點奇怪，但筆者
以為第一說似根據 GCC專利法第 25條規定，但該條僅係原則規定，實務做法基於實際種種考
慮，不免有便宜作法。我國專利法過去一直明文規定專利事務由專利局辦理，但卻多年委託中

標局代辦即其著例。況六國中沙國最為進步，各種法制亦較為健全，GCC專利法乃以其專利法
為藍本，且GCC專利局又設在利雅得，為集中統一處理異議問題，不宜由各國主管機關處理，
各自為政致標準不一。況此與專利之侵害情形須就地調查處理不同，故不由各國主管機關自行

處理。況該文作者為歐洲專利局人員，其文章係 2013年出爐，內容又深入具體，可能較為嚴
謹可信。惟最好由讀者透過智財局或其他外交管道向 GCC專利局確認。

29 http://www.topat.cn/cn/newsd.php?nid=88

者，利害關係人對其授予專利，向申訴委員會提出異議後，如再不服如何處理？

一說謂向各會員國之主管機關上訴，但另一說則稱向沙地阿拉伯管轄法院申請處

理，自實務上言似以後說較為可信28。 如異議或上訴成立，則其結果為何？關於

此點，雖閱讀網路資料，苦無所獲。筆者推測似可撤銷原決定較為合理，當然此

事實問題有待讀者進一步確認。

年費：如專利權人每年繼續繳納專利維持年費時，GCC專利保護期間是自申

請日起為期二十年。每年年費須在申請日後每年之初先付。此種費用繳納可有三

個月寬限，期滿又可延展三個月，惟須加繳年費；專利權人亦可預先繳納專利有

效期間之年費全部或一部。

侵害：如專利異議期間屆滿，GCC專利局發給專利時，可在沙地阿拉伯主管

機關即申訴委員會挑戰（舉發）該專利之發給。反之，專利侵害之救濟則由聲稱

發生侵害之GCC會員國主管機關處理。尤其GCC專利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各會員

國主管機關應審理所有有關專利之侵害或將面臨之侵害之爭議。此機關應分別依

其本國專利法規及GCC專利局法規解決，否則按一般原則解決。換言之，專利權

之執行仍舊是各GCC會員國之責任。GCC專利局頒布了一些法規，以禁止他人

對該專利局授予的專利作出侵權行為。根據相關法規，GCC各會會國會對所有的

侵權行為追究其刑事或民事責任，或將刑事和民事責任一起追究29。至於如何追

訴，此程序涉及民刑訴訟制度，更涉及回教國家複雜之宗教司法制度，苦無資料

可循，有待讀者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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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者謂尚未遇到涉及GCC專利侵害請求案件，對專利侵害之主張，如被告

以系爭專利權無效加以抗辯，如何處理，尚待觀察。有人以為相關GCC會員國之

主管機關在處理侵害請求案件前，會審查該抗辯是否成立。儘管如此，主張專利

無效之當事人可能需向當地國有關機關（法院）提出告訴，以解決專利無效部分

之爭議，而專利侵害之訴訟則在無效爭點解決前，停止進行30。

二、其他補充

（一）發明新穎性採世界標準，如成為公知與公用，則喪失新穎性。

（二）以英文與阿文提出專利申請。

（三）自2013年起須（obligatory）網上申請專利31。

（四）不能優先審查。

（五）化學品與醫藥品及製造方法可予專利。

（六）電腦程式不准專利，但電腦相關發明則可予專利。

（七）違反伊斯蘭宗教法不予專利，已發給之專利予以撤銷。

（八）不能延長專利期間。

（九） 他人在取得專利前實施發明或作實質準備實施，則專利權人對其不能

主張侵害專利權。

（十）專利不可分割。

（十一）可撤回專利申請以防止公開。

（十二）自授予專利後三年內須利用發明。

（十三） 授予專利前，第三人可提出異議，即任何利害關係人於授予決定公

佈後九十日內，可向異議委員會（6名法律人與6名技術專家）請求

將專利之全部或一部予以撤銷。

30 http://www.mondaq.com/x/96578/Patent/The+GCC+Patent+System 
31 見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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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見註 28。參照 Al-Hajeri,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GCC）patent office（World Patent 
Information 28（2006）14-19

33 專利合作條約在 2013年已有 146國採加入，包括中東與北非許多國家，即包括：阿爾吉利亞、
巴林、埃及、利比亞、摩洛哥、阿曼、卡達、蘇丹、敘利亞、突尼西亞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34 http://www.tamimi.com/en/magazine/law-update/sectionsection-5/april-5/international-patent-filing-
systems-pct-gcc-patents.html

（十四）異議程序之第二審由沙地阿拉伯管轄法院處理32。

（十五） 如專利取得後三年內未充分實施，他人可依法律規定申請非專屬之

強制授權。但應公平補償權利人。

（十六）個人年費為公司之一半。

（十七）自2000年八月起專利申請人可與內國專利平行取得GCC專利。

伍、GCC專利制度與巴黎公約及專利合作條約之關係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所倡導通過之PCT33訂有世界性加速專利申請

與保護專利之途徑。在2011年一年，超過181,000件國際專利申請案依PCT提出。

這是專利權人單一申請能在所有會員國取得有效申請日之最富於國際性之專利申

請方式。其會員包括大多數國家，且數目繼續增加中。

GCC專利制度並非上述專利合作條約之一部，亦非巴黎公約之簽約國，但須

注意：GCC專利局承認巴黎公約之優先權規定，即一個GCC申請案可主張巴黎公

約之優先權34。 

然而一個GCC專利申請雖可自以前巴黎公約申請案主張優先權，但不能以向

在GCC專利局之申請案主張巴黎公約之優先權。因此通常認為向一個巴黎公約國

家首先提出申請，作為第一個申請國，而非向GCC申請，較為有利與彈性。

又由於GCC非PCT簽約國，不可能選一個GCC申請作為PCT內國手續之開始

（national phase entry）。按四個GCC國家，即巴林、阿曼、卡達及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也是PCT會員國，雖然較重要的科威特與沙地阿拉伯過去非會員國，但沙地

阿拉伯近來已加入PCT，且該條約已於2013年8月3日生效。因此有人建議如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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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國家取得保障，在優先權那一年（priority year）須考慮此事，不要等到PCT

內國手續到期，致日後難於得到所需保障。因此如計劃在波斯灣地區國家尋求

專利保障，尤其如以沙地阿拉伯為主要巿場時，目前常同時提出PCT申請與一個

GCC申請。但由於PCT已開始在沙地阿拉伯生效，所以申請人考慮在灣區各國取

得專利保護時，申請人有了更多選擇之空間。

陸、GCC專利局之運作
GCC專利局主要任務是實施GCC專利法，目的在透過頒發專利，提供會員國

發明的保障。GCC 可禁止他人未經專利權人同意，透過製造、輸入、銷售或要約

銷售、及使用之行為。

一、工作程序

GCC專利局接受申請人專利申請，做形式與實質審查。該局如認為申請案符

合相關法規所定要件時，可頒發專利。該局所頒發專利權在GCC所有會員國都有

效，而不需再經各會員國內國審查的程序。GCC專利法禁止侵害任何由GCC會

員國的專利局所頒發的任何專利。該局用電子及紙本發行專利公報，包含法律規

定有關該局對於專利及專利申請之決定所要求的各種資訊，包括所頒發專利的首

頁，駁回與因時間而失效的申請案的資訊，被撤銷的專利與由申訴委員會所作的

任何決定。

該法規定不服該局所作決定之人，可向申訴委員會上訴。專利權人亦可對於

在會員國領域內對該局發給專利的任何侵害，上訴到各會員國的主管機關。

二、合作

GCC專利局有意促進與會員國相關主管機關有關專利及一般智慧財產權之

共同合作，以實現GCC經濟協定（Economic Agreement）第20條之規定，即在智

慧財產權領域的會員國之間的合作與協調，研發智慧財產權法，保護發明人之權

利，以及對各國、區域團體及國際組織之相關政策。



112 103.06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6

論述
波斯灣六國專利聯盟初探

該局與各會員國專利局安排合作會議，也支持各會員國與國際團體及各國之

磋商。

三、國際合作

GCC專利局除了遵守世界貿易組織（WTO）各會員國在TRIPS協定之下磋商

的結果之外，還參加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的活動與會議。該局不但與

其他國家，而且還參與阿拉伯與回教國家專利局所組織的各種活動35，該局也與

數個國際專利機構簽署備忘錄（MOU），訓練該局人員與審查若干挑選的專利申

請案。該局正透過MOU來尋求與WIPO合作之可能36。

柒、GCC專利之最新發展

一、受理案件情形

GCC專利局設在GCC秘書處下，自成立以來，績效斐然。據了解目前全部

工作人員已增至90人，其中約30人是專利審查官37。每年受理專利申請案約為

650件。自1998年該局開張到2008年，專利申請案增加約五十倍。在2009年至

2011年申請案數微降。但此後又上升，在2012年達到3,001件。這些申請案大多

數來自GCC以外國家。外國公司申請案比GCC公司多十六倍以上38。該局由於

缺乏辦案經驗，大部分審查工作依賴歐洲專利局、澳洲、奧地利、中共等外國

專利局之支援39。 

35 例如本 2013年 11月 18至 21日科威特政府在首都科威特巿舉辦之第六屆中東國際發明展，
GCC專利局即派員參加，在會場設有攤位宣導。

36 GCCPatent Office, Information Brochure（2011-1432）p.5 et seq.；http://en.wikipedia.org/wiki/
Cooperation_Council_for_the_Arab_States_of_the_Gulf

37 依據 Introduction to the GCC Patent System and Patent Information System of GCC Patent Office, by: 
GCC Patent Office East Meets West Forum on Asian Patent Information EPO, Vienna, Austria 18-19 
April, 2013.

38 Anthony Carlick，Patent Protection in the Middle East - An Introduction，04 June 2013。http://www.
dyoung.com/ipcases-patentprotectioninmiddleeast0613

39 2013年 10月 28日，由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主辦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海合會）
專利局審查員培訓班」在北京開班。2003年，GCC已成為大陸在全球的第八大貿易伙伴，
同時也是大陸第八大出口市場與第九大進口地區。http://www.sipo.gov.cn/yw/2004/201310/
t20131024_858633.html；?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m/pdfs/dwpicovkinds/gulf_cooperation_
council.pdf；又Web: http://www.gccpo.org/Official gazette: Patent Gaz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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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歷年處理專利案件詳情如下：

1、歷年專利申請、核准案件數

年度 申請件數 核准件數

1998 57 ─

1999 604 ─

2000 645 ─

2001 696 14

2002 628 10

2003 731 46

2004 1,059 56

2005 1,474 105

2006 1,915 131

2007 2,370 135

2008 2,756 335

2009 2,451 156

2010 2,439 362

2011 2,623 512

2012 3,001 252

2013 2,198 19

2、GCC 申請、准、駁案件數統計

申請件數 百分比 准許件數 所占百分比

同盟國居民 1,348 5% 166 8%

非同盟國居民 22,621 95% 2131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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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見註 28。

3、2012年同盟國居民申請分佈情形

國名 件數 所占百分比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2 0.06%

巴林 7 0.2%

沙地阿拉伯 26 0.8%

阿曼 3 0.09%

卡達 2 0.06%

科威特 2 0.06%

4、歷年處理專利案件情形

已提申請案件總數 25,467件

已准案件總數 2,604件

無效申請案數 7,142件

有效專利案數 927件

5、2013年辦理情形

申請件數 2,198件

同年准許件數 248件

同年審查中件數 14,794件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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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發展與展望

據Al-Hajeri氏說，GCC專利局缺少公眾可利用之可靠阿拉伯文專利與相關資

訊之資料庫。公眾取得已准專利之資訊乃經由公報而來，擬提異議之人須等待公

報之發行。此在阿拉伯國家現有三專利局乃一問題。因此一個阿拉伯專利局無法

查閱當地人在別的阿拉伯專利局申請案之新穎性，且這些專利在阿拉伯世界大多

只登阿拉伯文。因此他指出22個阿拉伯國家由於說同一語文（即阿拉伯文），需

要更大的區域局（即阿拉伯專利局）及應在各阿拉伯國家設有分局，如此對阿拉

伯製造商與發明人當大有助益。他以為由於這地區人民幾乎過著相同生活方式與

有相同習慣，各阿拉伯專利局亟需阿拉伯文之可靠資料庫，以免發生雙重專利情

事41。惟因該文係於2006年發表，現今情況可能已有改善，亦未可知。

所幸沙地阿拉伯現已完成加入專利合作條約之準備工作，該條約已於去

（2013）年8月3日起在沙國生效。同時沙國也已加入專利法條約（Patent Law 

Treaty, PLT），於同日生效。如今波斯灣六國除了科威特外，都加入了專利合作

條約，而且巴林、阿曼與沙國一樣，也都是專利法條約會員國。在卡達無法申請

專利，至今不受理內國申請。至於巴林於1997年加入巴黎公約，2005年加入專利

法條約，2007年加入PCT，2004年制定了專利與新型法，2006年修正，但其專利

局至今尚未開始檢索或審查工作。又科威特內國申請受理與否，也有疑問。為增

加讀者了解，姑再列表於次，以資醒目42。

41 參 照 Al-Hajeri,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GCC）patent office（World Patent Information 28
（2006）14-19. http://alshaya.com.sa/pdf/2006-The-Gulf-Cooperation-Council-patent-office.pdf

42 Jutta Hausser, Venturing off the beaten track--Challenges of patent information from the Arabian 
countries, 2013/10/15（http://www.haxel.com/icic/2013/Programme/tuesday-15-oct-2013/venturing-
off-the-beaten-track-challenges-of-patent-information-from-the-arabian-countries/at_download/
attachfile）

GCC專利申請可能性
內國申請 GCC PCT 備註

巴林 ？ V V ？

科威特 ？ V X ？

阿曼 V V V V
沙地阿拉伯 V V V V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V V V ？

卡達 X V V V



116 103.06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6

論述
波斯灣六國專利聯盟初探

43 Rob Deans ,Saudi Arabia：accession to PCT impacts patent filing, （http://www.clydeco.com/insight/
updates/saudi-arabia-joins-pct.）

44 Anthony Carlick, Patent Protection in the Middle East--An Introduction,2013/6/4（http://www.
dyoung.com/ipcases-patentprotectioninmiddleeast0613）

沙國由於是GCC集團的最大經濟體（就人口與GDP而言），常是外國人想保

障專利權的主要目標。歷史上許多專利權人向GCC專利局申請專利，以便取得技

術在沙國之保障。

雖然沙國已通過立法批准GCC專利法，但此立法就GCC專利局所核准之專

利權如何在沙國生效之細節似未詳定。其結果在沙國如何執行GCC專利局核准之

專利，似欠明確機制。加上專利合作條約提供之優先權期間較為有利，事實上沙

國為了配合加入PCT與PLT，花了三年準備及檢討改革內部工作程序，包括建置

了電子線上申請系統，使審查程序效率大為改善，因此也有人預測今後專利權人

可能更加直接在沙國與其他GCC國家提出專利申請，而不一定利用GCC專利制

度43。但由於阿曼與卡達已是GCC與PCT之一員，除非申請人有更好理由，如要

在這些國家尋求專利保護，以透過一個GCC或PCT申請，而非一個國家專利較為

有利。總之，在灣區國家取得專利保障，要看對那些國有興趣，而有數個不同途

徑，通常PCT與GCC一起申請，被認為能提供最大彈性與保護範圍44。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讀者對此專利聯盟不宜期待過高，試想這波斯灣六國

過去幾千年一直是遊牧民族，在沙漠上生活，近三十年由於石油與天然氣發現與

開採才暴富起來。專利制度是專門冷僻的領域，又是工業社會之產物，不可能一

夜之間制度化起來。它們有如此組織，其構想與努力已極值吾人肯定。試想我國

專利制度過去專利法雖定有專利局，但在智財局成立前幾十年一直委託中央標準

局辦理，一直沒有專利局，最初新式樣專利甚至還委託台灣省建設廳承辦，而且

審查工作多靠外審委員，一路過來，歷經周折艱辛，也備受國內外詬病。如此觀

之，雖然GCC專利聯盟仍有不少問題有待克服，包括審查人才之培訓，法令制度

之充實與宣導，資料庫之加強⋯⋯等，但海灣國家專利制度之進程仍可謂相當神

速，而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無論如何，由於GCC專利聯盟制度之建立，今後在阿拉伯人充分發揮土地與

人力資源下，海灣國家的專利事業在不久將來，必然會日新又新，再上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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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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他人戲劇、小說及漫畫等「角色人物」另行創作續集，是否需要得到著

作財產權人之授權呢？  

答： 著作權法保護的是著作之「表達」，如果利用他人著作中之人物角色，並延

續他人著作之著作風格、故事結構及人物鋪陳等，例如模仿原著作中人物、

風格、形式、內容，而另為一類似之著作（例如續集等），與原著作產生相

當程度之關聯，會涉及侵害著作財產權人之「改作」權。此外，若第三人冒

用原著作人之風格、筆觸或手法等，誤為原著作人所創作之作品時，亦涉及

侵害著作人格權，此乃我國目前之實務見解（台灣高院93年度智上字第14號

判決及本局98年7月10日電子郵件解釋令函參照。）因此，上述改作行為應

徵得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否則可能違反著作權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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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

問： 對共有商標圖樣為非實質變更或請求更正的情形，是否亦須經全體共有人

同意？  

答： 對於共有商標圖樣非實質變更（商標法第23條）或如商標圖樣倒置係明顯錯

誤等事項申請更正（商標法第25條）者，因不影響商標同一性或減縮指定使

用商品／服務範圍，不致影響商標共有人的權益，所以，不須全體共有人具

名，若共有人已選定代表人或有委任代理人者，皆可為之。

問：商標申請註冊後，可以申請更正的範圍為何？  

答： 申請更正事項，原則上屬形式上顯然易見的錯誤，例如：申請人名稱或地

址、文字用語或繕寫及其他明顯之錯誤，通常無須檢附證據，惟對於申請更

正事項是否屬明顯錯誤有疑義，例如申請更正之事項無法由現有檢附之申請

文件認定屬於明顯錯誤者，申請人應檢送相關證據以供查證申請人名稱或地

址繕打錯誤 （商施26）。申請更正的內容，不可以影響商標同一性或擴大

指定使用商品／服務的範圍 （商標法第25條第Ⅱ項） 。例如：商品名稱原

記載為「化粧品，即乳液、化妝水。」更正為「化粧品，尤指乳液、化妝

水。」則有擴大指定使用商品/服務範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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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特許廳公布因仿冒造成損失的年度調查報告

今年3月，日本特許廳（JPO）公布因仿冒而造成損失的年度調查報

告，該報告係JPO為收集並分析2012年日本企業因國內外的仿冒行為實際

上遭受的損失、該等企業打擊仿冒措施的現況，以及其他遭受損害的實例

等相關資訊。

近年來，全球的仿冒和盜版品數量不斷成長，所造成傷害的態樣也變得

相當多樣和複雜。被日本海關查獲充公的仿冒品，其數量也達到了創記錄的

新高。針對這種情況，JPO與其國內相關部會及機構、其他國家政府以及國

際組織合作，持續落實打擊仿冒的措施，包括支持日本國內外的企業、參與

國內的執法活動及提高消費者意識與對仿冒的瞭解。

這項調查自1996會計年度（FY1996）開始，於每一會計年度進行，目的

在於利用所收集的資料做為政策制訂的參考，以打擊仿冒和盜版品，並將數

據提供給企業，協助其研訂反仿冒及盜版措施。

2012年的調查包含了過去五年（2007至2011會計年度）在日本的發明專

利、新型、設計及商標等註冊量最多的8,081間企業。

在2012年，每家企業因仿冒而遭受的損失平均為1.9億日元，總計該報告

中調查的所有企業的損失金額為1,001億日元，較上一年度的1,255億日元減

少。企業因仿冒而遭受損害的比率為21.8 ％，較上一年的23.4 ％減少（所有

有效問卷中遭受仿冒損害的企業比例）。

依照在不同國家及地區遭受損失的數據顯示，因仿冒而受損的企業中有

67.8%是在中國大陸遭受損失，其次有21.3 ％是在台灣，顯示日本企業在這

些地區遭受損害的比率居高不下。此外，因仿冒而受損害的企業中有20.2 ％

表示他們曾在6個東南亞國協（ASEAN）國家遭受損失，即印尼、泰國、馬

來西亞、新加坡、越南及菲律賓。這些數據顯示，日本企業在ASEAN地區因

仿冒而受害的數量有增加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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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依 I P權的損失比率觀察，商標占最多數（ 5 9 . 4％），其次是

設計（36 .3％）、發明專利與新型（31 .6％），及受著作權保護的作品

（17.8％），近年來此種比率趨勢維持不變。在這些因仿冒遭受損害的企業

中，因幾項權利受侵犯而遭受損失的比率有成長的趨勢。此外，因網際網路

（Internet） 仿冒造成的損失，有62.3%的受害企業表示，曾因網路仿冒而遭

受損失，較上一年度53.9 ％的受害企業增加，呈現逐年成長的趨勢。

這些接受調查的企業表示，目前和未來將持續專注並加強在中國大陸及

亞洲其他地區的反仿冒措施。

　日本經濟產業省

　http://www.meti.go.jp/english/press/2014/0317_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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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

● 智慧局AEP 4月份統計資料簡表

　 表一：103年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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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03月 20 2 8 3 33 23 1 2 0 26 59
103年04月 24 3 13 3 43 17 3 1 0 21 61
總計 66 10 40 14 130 84 7 3 0 94 224* 

*註：包含5件不適格（事由1計4件，事由2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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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10 40 14 116
日本（JP） 39 0 1 0 40
美國（US） 21 2 0 0 23
南韓（KR） 6 1 0 0 7
瑞典（SE） 0 2 1 0 3
德國（DE） 3 0 0 0 3
瑞士（CH） 1 1 0 0 2
法國（FR） 1 1 0 0 2
新加坡（SG） 2 0 0 0 2

英屬維爾京群島（VG） 2 0 0 0 2
義大利（IT） 1 0 0 0 1
加拿大（CA） 1 0 0 0 1
盧森堡（LU） 1 0 0 0 1
以色列（IL） 1 0 0 0 1
百慕達（BM） 1 0 0 0 1
香港（HK） 0 0 1 0 1
巴拿馬（PA） 1 0 0 0 1
奧地利（AT） 1 0 0 0 1
英國（GB） 1 0 0 0 1
西班牙（ES） 1 0 0 0 1

總計 150 17 43 1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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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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 73.5

事由2 至103年3月底 79.1

事由3 至103年3月底 143.5
註：事由1係自98年1月至103年4月底，事由2、3係自99年1月至103年4月底。

表三：主張之對應案國別統計（103年1-4月）

國別 事由1 事由2 總計 百分比

美國（US） 101 12 113 66.08%

日本（JP） 27 0 27 15.79%

歐洲專利局（EP） 6 3 9 5.26%

中國大陸（CN） 7 0 7 4.09%

南韓（KR） 5 0 5 2.92%

新加坡（SG） 3 0 3 1.75%

澳大利亞（AU） 3 0 3 1.75%

加拿大（CA） 1 0 1 0.58%

紐西蘭（NZ） 1 0 1 0.58%

英國（GB） 1 0 1 0.58%

德國（DE） 1 0 1 0.58%

總計 156 15 171 100.00%

註：其中有5件加速審查申請引用複數對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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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

●　 台日專利審查高速公路（PPH）試行計畫延長3年，並修正為增強型（PPH 

MOTTAINAI）

 我國與日本之專利審查高速公路（Patent  Prosecut ion Highway,  簡稱

PPH）試行計畫將於103年5月1日起延長試行期間3年，並修正為增強型

專利審查高速公路（PPH MOTTAINAI）試行計畫，增進台日申請人申辦

手續之便捷性，有效加速兩國專利案件審查。

 自101年5月起開始實施之台日專利審查高速公路（PPH）試行計畫，截

至本年3月底智慧局共計受理817件申請，成效顯著。該試行計畫將在本

年4月底屆期，經台日雙方同意自103年5月1日起延長試用期間3年，並修

正為增強型之專利審查高速公路（PPH MOTTAINAI）試行計畫，此係

國際間簽訂PPH類型中的進階增強版，相較於一般型PPH可適用受惠之專

利申請案範圍更為寬廣，不再受限於僅第一申請局的審查結果才能為後

申請局所參考，放寬成簽訂雙邊之專利局任何一局先有審查結果，申請

人均可據此向另一個專利局提出PPH審查。舉例來說，國人在台灣先提

出專利申請再依據相同發明到日本提出專利申請佈局，若日本特許廳先

發出審查結果，此時申請人就可以據此向我國智慧財產局提出PPH的申

請，而這種態樣在一般型PPH是無法被受理的。所以修正為增強型專利

審查高速公路（PPH MOTTAINAI）試行計畫，除增加國人申辦手續之便

捷性外，更利於兩國加速專利案件審查。

詳細申請書及作業方案請上智慧財產局網站

 http://www.tipo.gov.tw/lp.asp?ctNode=6716&CtUnit=3227&BaseDSD=7

&mp=1，或日本特許廳網站http://www.jpo.go.jp/torikumi_e/t_torikumi_

e/japan_taiwan_highway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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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

●　十年磨一劍 大陸新商標法已經上路!

 大陸新商標法於去年8月30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施行日期明定

為今年5月1日。大陸商標法自1982年制定以來，本次是第三次修正，距

離前次修正已超過十年。本次修正重點包括增加聲音商標之保護、引進

一案多類制度、採行審查意見書制度、明定案件審查時限、重構異議程

序、明定馳名商標廣告宣傳之限制、增列禁止惡意搶註在先使用商標、

放寬申請延展註冊期間及大幅提高商標侵權法定賠償額上限等。

 有關商標申請註冊方面，新法施行後，大陸商標局受理的非傳統商標，

除修正前的立體及顏色組合商標外，將擴及至聲音商標。至於目前國內

已受理的單一顏色、氣味等非傳統商標，商標局目前還不會受理，將視

企業需求於適當時機開放。為簡便申請程序，引進一案多類制度，申請

人可以一份申請書指定多個類別的商品申請註冊，惟國內廠商需要注意

的是，陸方並未採行註冊後分割制度，商標一旦獲准註冊後，無法將多

個類別的商品分割為數個商標權後進行移轉，故企業在經營策略運用上

恐將受到限制。此外，本次修法增加審查意見書制度，在審查過程中，

若申請文件內容不符合要求，商標局可以發送審查意見書，要求申請人

對其商標申請做出說明或者修正。

 近年來，大陸受理的各種商標案件屢創新高，在人力無法迅速補充下，

審查時間一再延長，頻遭國內外業者抱怨。新法特別明定各類案件的審

查時限，最為業者關注的商標註冊申請案審查時限為9個月。如有特殊情

況，經工商總局批准的，可以延長3個月。國際間少有將商標案件審查時

限入法，除顯現陸方清理積案的決心外，對於解決商標案件長期積壓問

題，應有積極作用。

 在商標異議制度方面，修法前，商標初步審定公告3個月內，任何人都可

以針對商標法所規定的異議事由提出異議；修法後，初步審定商標若是

涉及與在先權利相衝突的，僅限於利害關係人或在先權利人才可以提出

異議，且經商標局作出准予註冊決定的，即發給商標註冊證，異議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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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提起復審，只能另依宣告無效程序請求宣告註冊商標無效。新制度雖

簡化異議程序及避免他人濫行異議，但異議人若為真正商標所有人，在

異議階段無法撤銷搶註商標，被異議商標逕予註冊後，反而有被控侵權

之虞，這是要特別提醒國內業者的。

 大陸商標主管機關為矯正大陸地區盲目追求馳名商標之認定，甚至出現

弄虛作假的情形，新法明定不可將“馳名商標”字樣用於商品、商品包

裝或者容器上，或者用於廣告宣傳、展覽以及其他商業活動，違反者罰

十萬人民幣。但新法施行前已經流入市場的商品，不在此限。

 有關不得註冊事由方面，為了防止將他人已經在先使用的商標搶先進行

註冊，增訂與他人具有契約、業務往來關係或者其他關係明知他人商標

存在，而將他人在先使用的商標申請註冊的，不得註冊。此對經常遭搶

註的我方企業而言，應屬一項利多，但要注意的是，該項規定「先使用

地域」，依目前實務看法僅限於中國大陸，此與我國商標法第30條第1項

第11款規定包含國內外，有顯著不同。

 關於4月30日最新發布的實施條例，有關異議、評審申請或答辯後須補充

證據材料的期間，草案原擬縮短為30日內提交，惟通過的最終版本仍恢

復為3個月內提交，而且刪除“證據關門”規定，亦即，證據係於期滿後

生成或者當事人有其他正當理由未能在期滿前提交的，商標局仍有可能

採認。

 本次大陸在強化商標權的保護力度方面的修正幅度不小，對國內業者來

說應是一項利多，智慧局將密切關注日後實務的發展，並適時揭露予各

界周知，以協助國人在大陸地區維護商標權益。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518454&ctNode=7127&mp=1



126 103.06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6

智慧財產局動態

●　提供新大陸商標法實施條例供參!

 大陸商標法實施條例業已修正發布，並於2014年5月1日施行，提供新條

例內容，供各界參考!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517197&ctNode=7127&mp=1

 

著作權

●　發布美國「數位經濟下之著作權政策、創新與發明」綠皮書中、英文版

 美國商務部於2013年發布「數位經濟下之著作權政策、創新與發明」綠

皮書（The Green Paper on Copyright Policy, Creativity,and 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全面且深入分析數位著作權政策相關議題，茲提

供該綠皮書中、英文版予社會大眾參考。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517102&ctNode=712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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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台北服務處
103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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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二）09:30─11:30 專   利 金烽琦

6/03（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鄭振田

6/04（三）09:30─11:30 專   利 陳昭誠

6/05（四）09:30─11:30 專   利 丁國隆

6/06（五）09:30─11:30 專   利 陳晃顥

6/09（一）09:30─11:30 商   標 羅逸梅

6/10（二）09:30─11:30 專   利 林存仁

6/10（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林金東

6/11（三）14:30─16:30 專   利 陳翠華

6/12（四）09:30─11:30 專   利 宿希成

6/13（五）09:30─11:30 專利、商標 鄭憲存

6/13（五）14:30─16:30 專   利 陳群顯

6/16（一）09:30─11:30 商   標 高尹文

6/17（二）14:30─16:30 專   利 卞宏邦

6/18（三）09:30─11:30 專   利 閻啟泰

6/19（四）09:30─11:30 專   利 王明昌

6/20（五）09:30─11:30 專   利 彭秀霞

6/23（一）09:30─11:30 商   標 許議文

6/24（二）09:30─11:30 專   利 白大尹

6/24（二）14:30─16:30 專   利 張仲謙



128 103.06 智慧財產權月刊 VOL.186

智慧財產局動態

6/25（三）09:30─11:30 專   利 祁明輝

6/26（四）09:30─11:30 專   利 甘克迪

6/27（五）09:30─11:30 專   利 王彥評

6/30（一）09:30─11:30 商   標 徐雅蘭

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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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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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3（二） 14：30─16：30 商標、專利 周皇志 

06/04（三） 14：30─16：30 專利 朱世仁 

06/05（四） 14：30─16：30 商標 陳建業 

06/06（五） 14：30─16：30 專利 郭夔忠 

06/11（三） 14：30─16：30 商標 陳逸芳 

06/12（四） 14：30─16：30 專利 陳鶴銘 

06/13（五） 14：30─16：30 專利 施文銓 

06/18（三） 14：30─16：30 專利 吳宏亮 

06/19（四） 14：30─16：30 專利 趙嘉文 

06/20（五） 14：30─16：30 專利 趙元寧 

06/25（三） 14：30─16：30 專利、商標 韓瑞杰 

06/26（四） 14：30─16：30 商標 周于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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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高雄服務處
103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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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陳明財

6/04（三）14:30-16:30 專利、商標 楊家復

6/05（四）14:30-16:30 專  利 賴建良

6/06（五）14:30-16:30 專利、商標 李彥樑

6/09（一）14:30-16:30 專利、商標 趙正雄

6/10（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楊欽堯

6/11（三）14:30-16:30 專利、商標 李德安

6/12（四）14:30-16:30 商   標 劉建萬

6/13（五）14:30-16:30 專利、商標 戴世杰

6/16（一）14:30-16:30 專利、商標 郭同利

6/17（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王增光

6/18（三）14:30-16:30 專利、商標 林進福

6/19（四）14:30-16:30 商  標 喬琍琍

6/20（五）14:30-16:30 專利、商標 洪俊傑

6/23（一）14:30-16:30 專利、商標 李榮貴

6/24（二）14:30-16:30 專利、商標 盧宗輝

6/25（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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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7,883 4,049 6,662 2,186 532 59

4月 6,414 3,762 6,161 2,101 514 63

合計 25,957 15,998 24,950 8,461 2,335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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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6,685 4,439 535 88 17 39 4,602

4月 6,814 5,336 725 71 17 42 4,981

合計 24,319 22,353 2,319 281 76 144 16,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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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993 

4月 3,103

合計 1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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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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宗倫
專利權之公示與公信——以我
國專利法第26條第1項為中心 專利師 17 2014.04

余佳芮
我國專利制度對於第二用途醫
藥品之保護

專利師 17 2014.04

洪三凱
臺灣海關專利權邊境執行之疑
義分析

專利師 17 2014.04

陳秉訓

論美國專利法引誘侵權之直接
侵權要件：Akamai Techs., Inc. v. 
Limelight Networks, Inc., 692 F.3d 
1301 (Fed. Cir. 2012)之評析

專利師 17 2014.04

*著作權

作者 文章名稱 期刊名稱 期數 出版日期

章忠信 著作人格權之探討與修正建議 智慧財產權月刊 185 2014.05

蕭雄淋
著作權法上有關著作人格權修
正的若干議題

智慧財產權月刊 185 2014.05

許炳華 美國點唱機授權制度演變史 智慧財產權月刊 185 2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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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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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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